
案例研究

Coor 推动办公室进入物联网时代
Coor Service Management 和 Yanzi 联手打造英特尔® 架构解决方案，助力提高员工和业务效率

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 家族
智能系统

设施管理服务提供商 Coor 正在与 Yanzi 和英特尔合作，创建一款可简化办公室经理工

作的物联网 (IoT) 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包含易于安装的传感器，可用于跟踪办公机械、

设备和环境。基于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的网关向云发送数据。用户可以通过单一接口

的仪表盘应用实时访问、跟踪和分析数据。

挑战

• 提高效率。打印机无纸和设备故障等办公麻烦会对员工的工作能力造成负面影响。

Coor 希望消除这些麻烦。

• 应用技术创新。Coor 决定使用物联网解决方案来解决设施管理方面的各项难题，如

监控纸巾分配器。

• 整合管理。Coor 希望创建一款易于安装和使用的解决方案，将多个物联网源嵌入 

其中。

解决方案

• 方便易用的设备。凭借各种连接选项，业务用户可以安装 Yanzi 提供的传感器和网

关设备，并且一按开关即可将它们连接起来。

• 强劲的性能。网关设备中的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具有强大的计算能力，可轻松地收

集输入数据、规范数据并发送至云，同时所有工作均在安全加密下进行。

• 云连接。来自系统的数据存储在云中（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 家族），支持

通过用户 PC 或移动设备上的简单仪表盘应用进行审核和分析。

影响

• 高效员工。员工可以避免因办公环境不完善导致的不必要停机，从而能够延长每周

的公司生产时间。

• 节能建筑。传感器支持更好地跟踪环境和资源，因此可以更主动、更快速地解决潜

在问题。用户还可以监控和优化能源及空间利用率。

• 增长潜力。Coor 计划继续与其他生态系统成员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添加更多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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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物联网、创新的横向

方法以及来自 Yanzi 和英特尔 

等一些领先企业的技术相结

合，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一

款具有吸引力的新产品。”

Fredrik Sandquist， 

Coor Service Management  

创新负责人

损失生产力的危险

随着欧洲的写字楼成本不断上涨，企业优

化生产力的压力越来越大，有效利用企业

资源是许多公司的当务之急。经理使用从

最新办公设备到物流和运营优化的各种技

术和流程来帮助员工更智能、更快速地工

作，并确保对办公室、仓库和其他场所的

投资产生足够的回报。

确保所有这些解决方案运行需要大量的幕

后工作。Coor Service Management 创

新负责人 Fredrik Sandquist 表示：“设想

一下，当您早上进入办公室时，“您肯定

希望一天工作所需的一切，无论是会议室

的投影仪还是洗手间的纸巾分配器，都可

以正常工作。如果不能正常工作，则会给

您的工作带来不便和延误，从而降低您的

效率。这就是设施管理发挥作用的地方。”

Sandquist 所就职的公司专门致力于提供

多种设施管理服务的管理、开发、协调和

整合，从而确保客户的工作场所正常运

作。Sandquist 表示：“我们的目标是让

客户和员工不用担心，甚至不用考虑这些

问题。但这可能很难实现。例如，如果一

台打印机没纸了，员工可能会在发现刚才

打印的文档没有打印出来时再补充纸张。

因此，他可能需要从繁忙的一天中抽出5 

分钟左右的时间寻找纸张，装入打印机并

重新开始打印。若要掌握特定办公室内每

台打印机、复印机、纸巾分配器和自动售

货机等机器的情况，我们需要配备专门的

人员每天时常检查每台机器。这种解决办

法不可行。”

幸运的是，技术的发展使 Coor 解决了这 

个问题，方法便是使用物联网。Sandquist 

表示：“我们认为，物联网在我们的行业

中有巨大的使用潜力。我们可以利用它来

提高客户的工作效率，降低成本并确保可

持续性。通过收集和分析办公室照明、室

内空气质量、空间利用率和噪声水平等方

面的数据，我们可以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每

天优化办公空间。

让物联网更上一层楼

物联网已被用于一系列设施管理用例。例

如，Coor 与瑞典纸巾制造商合作实施了

分配器的自动监控。每个分配器中安装的

传感器会监控其填充水平并向大楼管理员

发送警报，大楼管理员可确保其在变空之

前重新装满。

不过，Coor 想要依靠这种类型的解决

方案创建一种更综合、更全面的方法。

Sandquist 表示：“迄今为止，物联网在

设施管理中的使用一直处于单打独斗的状

态，限于各个垂直方面，并且专注于单个

设施管理专家创建了可提高效率和生产力的

横向物联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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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没有真正的整合在一起。我们的愿景

是创建一款横向的集成物联网解决方案，

将整个办公环境中的智能对象输入与用于

集中管理的智能应用相结合，从而帮助降

低入门成本，最大限度地挖掘价值并支持

我们和我们的客户快速地引入新用例。”

适合工厂的物联网管理

基于这一模型，Coor 与瑞典的物联网解

决方案专家 Yanzi 进行了讨论，该公司在

提供易于安装的硬件和易于使用的软件方

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尽管双方都是成熟的

企业，双方采用了一种精益的启动式方法

来开发解决方案。Yanzi 合作伙伴 Niclas 

Sahlgren 表示：“我们看到了挑战并合作

提供了一个可以轻松快速地进行试验并进

入生产的解决方案和原型。

这两家公司开发的解决方案采用了 Yanzi 

提供的传感器和网关。Sahlgren 表示：“

这款解决方案安装起来非常简单，所以我

们的客户可以自己部署解决方案并随时更

改配置，无需 Coor 工程师帮助他们。他

们只需将传感器连接到他们希望监控的任

何设备，如室内温度计、复印机纸盒或安

全摄像头即可。他们在拿到设备后就可以

这样做，无需进行复杂的设置。”

每个网关配有一个来自网络提供商 

TeliaSonera 的 SIM 卡，支持网关连接至

属于 “不间断服务” 的 Yanzi 云。这一设

备基于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安装起来

非常简单，并可以在数分钟内连接至基于

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E5 家族的云，这

意味着它可以核对来自传感器设备的数

据，然后将其发送至云进行审核和分析。

安全性是自动强制实施的，因为一旦网关

连接到云，安全密钥就将发送到每台设

备。这意味着，在网关设备之间往返的所

有数据将根据银行标准进行加密。

Sahlgren 表示：“客户可以选择在网关和

传感器中使用哪种类型的连接。它们支持 

4G 和以太网，可实现最大的多功能性,还

可以使用 Wi-Fi 连接将传感器连接到摄像

头，并传输视频和数字数据。每个办公室

的配置数据都存储在云中，如果其中一个

网关设备发生故障，客户只需插入一个新

设备，所有旧设置和数据都将恢复。”

用户可以通过面向 iOS* 和 Android* 的

应用查看所有这些数据的输出，在单一仪

表盘上实时了解办公室的所有最新详细 

信息。

Coor 采用一种开放的创新模式，与 Yanzi 

和英特尔共同验证用户和业务优势。由于

距离 Yanzi 总部和英特尔® 物联网实验室

很近，因此 Coor 开展这一工作很方便。

效率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潜力

试点项目展示了可用于设施管理物联网的

丰富应用，Coor 的团队已经能够鉴别这

些应用。Sandquist 表示：“即使一个小

的变化也可能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在

会议中，如果投影仪灯泡出现故障，将需

要花费半个小时的时间修理，修理好后演

示才能继续进行。如果有 10 个人参加会

议，相当于浪费了 5 个小时的生产力。通

过确保优先知晓设备故障，我们可以避免

这种情况，并确保这 5 个小时得到更好的

利用。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

在为期一天的财务计划会议中，办公室经

理可以发现会议室中的二氧化碳水平何时

过高并建议休息，以确保参会者保持舒适

警醒。

除了维持更高的员工生产力之外，Coor 

还显示了该解决方案如何帮助改进整体业

务效率。置于桌子上的传感器可以跟踪它

们的使用频率，并确定任何未充分利用的

区域。Sandquist 解释道：“这一信息可

帮助我们评估我们是否充分利用了宝贵的

办公空间。例如，有没有一块目前专门作

为办公桌的区域可以作为会议空间，从而

发挥更高效用？

他表示：“我们也可以使用与投影仪、复

印机和其他设上的智能插头相连的传感

器，跟踪我们的能耗水平。通过这种方

式，我们可以确定并修复或更换不节能的

任何设备，从而帮助我们在未来实现可持

续发展。”

展示了横向物联网解决方案对设施经理的

价值后，Coor、Yanzi 和英特尔正在与设

施管理生态系统的其他成员（如纸巾制造

商、自动售货机生产商和办公机械公司）

进行讨论，探索改进这种合作方式的机

会。Sandquist 总结道：“我们很高兴与

这样一支优秀的团队一起将这一解决方案 



推向市场。通过将物联网、创新的横向方

法以及来自 Yanzi 和英特尔等一些领先企

业的技术相结合，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一

款具有吸引力的新产品。随着我们吸纳更

多的生态系统成员并继续引入其他用例，

我们将帮助客户提高效率，降低维护成

本，推动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经验总结

虽然单个解决方案对于解决特定挑

战至关重要，但一起使用时会变得

更加强大。通过全面汇集来自物联

网传感器的输入并通过一个易于使

用的接口呈现，Coor、Yanzi 和英

特尔为设施经理提供了一个强大的

平台，帮助他们对团队工作效率、

员工满意度和业务效率产生真正的

影响。

如欲了解有关英特尔® 物联网解决方案的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intel.cn/iot，

寻找适合贵企业的解决方案。查看同行 

成功案例，访问英特尔的 IT 行业资源库  

IT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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