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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ndryl 致力于帮助客户在混合多云的业务环境下，运用数据

与分析、人工智能、服务自动化等技术，实现企业运营管理的

降本增效，以技术驱动赋能业务创新

科技现代化

IBM 专注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混合云等技术创新的应用，

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开放灵活的技术选择 ，帮助企业快速、

高效、安全地实现数字化转型。

服务现代化



作为一家拥有90,000名技能精湛员工，年营收达194
亿美元的科技服务公司，我们设计，建造，管理并不
断更新全世界各行各业赖以发展的关键业务信息科技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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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Kyndryl（勤达睿）的关键信息:

1. 被众多客户信任而托付管理关键信息系统

2. 深厚的领域专业知识。30多年来在IT服务领域的杰
出表现

3. 被业内分析师们共同认可的行业领先者

4. 拥有3,000多项专利并与客户及伙伴共同创新的理念

5. 全世界排名第一的信息技术架构的服务公司

作为Kyndryl（勤达睿）的附加价值:

1. 充分释放我们与合作伙伴的潜力，为客户提供指数
级的成果

2. 扩大对我们客户所需技能和创新的投资

3. 更加灵活，反应迅速，决策贴近客户

Source: Market Share Analysis: IT Services, Worldwide, 2020. Gartner. July 2021.



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
整合的解决方案组合，帮助您实现数字化转型目标

咨询服务 实施服务 管理服务

云服务

通过云计算现代化，
以可控的、专家主导
的过渡方式实现数字
化转型

– 以明确的业务成果为重
点，提供运营的敏捷性
和灵活性

– 通过成熟的流程和方法
减少失败的风险

企业核心架构 & zCloud

通过对主机进行现代化改
造以处理高容量、永续的
计算能力，无缝地管理关
键任务的工作负载

– 通过IBM Z和IBM管理服务的全
球领导者，端到端的从安全、
合规和有弹性的环境中获益

– 利用8000多名技术精湛从业人
员的专业知识，在服务提供商
市场上管理61%的IBM Z MIPS 1

数字化工作场所

通过为员工提供终端用
户体验，增强用户体验
和工作地点的灵活性

– 减少设备管理和支持成本

– 缩短处理服务请求的时间

– 加快设备部署

应用、数据及AI

通过数据管理和注入人
工智能的运营管理，产
生智能洞察力，改善业
务成果

– 通过端到端的项目管理，
确保无缝迁移

– 通过多年经验支持的成
熟的服务设计来降低风
险

安全 & 弹性

保持业务的连续性，不
断适应新的威胁和监管
标准

– 降低80%的商业风险、
生产力和收入损失的成
本1

– 800多种预定义的恢复
自动化模式，以实现更
快的实施、可靠性和可
扩展性

网络 & 边缘计算

利用支持5G的边缘和软
件定义的网络（SDN）
为下一代云计算做准备

– 采用现代、敏捷的方法，专
注于软件驱动的虚拟化和跨
接入、边缘和核心的云应用

– 通过高度可编程的网络建立
强大的、运营商中立的解决
方案

Source: 
1. Critical Capabilities for Data Center Outsourcing and Hybrid Infrastructure Managed Services. Gartner, July 2021
2. The Business Value of IBM's DRaaS and Resilience Orchestration Services. IDC, March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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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设计、建造、
管理关键业务信息科技系统。

我们的人员：

90,000
名技能精湛的员工

247,000
枚技能徽章，其中包括：

61,000 个云计算领域徽章
43,000 个敏捷技能徽章
43,000 个数据分析领域徽章
42,000 个AI领域徽章
38,000 个设计思维徽章

31,000
项在微软Azure、VMware、思科、红
帽、AWS等方面获得供应商认可的认证

290万
小时截至2021年上半年的培训时间

服务跨重要行业及其核心业务

5个
全球顶级航
空公司 (按
收入乘客里
程排名
/RPM）

45%
的商用乘用
车由我们所
服务的客户
制造

61%
的管理资产
是由我们服
务的全球前
50家银行
客户提供的

4个
服务全球最
大的5个零
售商中的其
中4个

49%
的移动链接
由我们的客
户管理

为成千上万的客户赋能

4,000
个全球大型企业客户，其中包括：

的全球财富100强的
客户和超过一半的全
球财富500强客户

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地位

610万 大型主机
安装的MIPs

管理27万台网络
设备

管理5,200多台
WAN 设备

管理350万个LAN
端口

6.7万个VMware
系统托管

管理1.4万个 SAP
实例

每年备份超过3.5 EB 的
客户数据

* 数据来源于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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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subishi Motors（汽车业）

采用现代云解决方案推动业务增长，该
解决方案可自动扩展，以满足需求变化，
同时将灾难恢复的潜在停机时间缩短了
80%

Isbank（银行业）

采用屡获殊荣的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提升
业务弹性，在 9 个月内迁移了 6,000 台
服务器、750 个应用和 4 PB 数据

我们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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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ndryl （勤达睿）不断扩展的功能将使我们在帮助客户推动实现企业数字化方面持续保持领先地位

Dilip Buildcon Limited（建筑业）

借助集成式数字化工作流程提高运营可
视性和效率，每年可节省 700 万美元的
成本，并使解决方案的开发速度提高了
50%

LOTTECARD（金融服务业）

使用云原生解决方案将客户的工作负
载处理量增加了 4 倍，以更低的成本
和风险快速交付新的客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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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行业领先企业（欧洲）

通过规模化云转型（迁移了 1,000 多个
应用），缩短了上市时间并增加了销售
额

材料科学行业领先企业（北美）

在新冠疫情期间为 40,000 多名员工
提供远程工作访问便捷，并将虚拟专
用网络容量从 6,000 名用户增加到
50,000 名用户

通过实施集成式混合多云环境提高运
营效率和业务连续性

银行业领先企业（欧洲）

通过关键基础架构和运营模式的现代
化改造提升敏捷性和效率并降低成本

交通行业领先企业（亚洲）

我们的客户
Kyndryl （勤达睿）不断扩展的功能将使我们在帮助客户推动实现企业数字化方面持续保持领先地位



Kyndryl（勤达睿）提供世界领先的科技管理服务

Kyndryl在中国主要城市办公地 客户创新中心

扎根中国市场，与中国的客户、合作伙伴一起共生共荣

1,000+
外部认证和认可

Ø 顶级技术包括VMware、Z/OS、Cisco

200+
云厂商认证

Ø 包括阿里云，Azure， AWS， GCP

100+
Red Hat 认证

Ø 主要包括RHEL认证，OCP认证，Ansible自动化

300+
敏捷开发人员

Ø 主要支持创新工坊，Kyndryl全球管理系统开发

服务覆盖98% 的三线以上城市

– 众多工程师分布在全国 30 多
个城市

– 每年为 19,000+ 非 IBM 产
品提供现场技术支持服务

2 个呼叫中心，2 个远程支持中心

– 每年处理 70,000+ 设备，
200,000+ 软硬件，服务请求

客户创新中心，服务中国客户已超
过 21年

– 以整合的方式为客户提供创
新技术和行业专业知识，交
付安全的解决 方案

– 数创工坊

– 敏捷， DevOps

– 自动化能力
– 数据能力

– 安全性

勤达睿



Kyndryl服务过和正在服务的大

量行业客户为我们提供了丰富

的行业洞察与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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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电信

零售

汽车 航空

61% 49%
+

52%
45% 37%

+

+
+ +

的排名前50的银行所管理的资产

$46T 
资产管理规模3

的整个行业

$918B 
大卖场零售销售额4

的整个行业

3.9B 全世界的移动连接5

的整个行业

39M
乘用车的生产2

的整个行业

1,975B
每乘客收入
(RPM)1

Source: 1. ATA Industry Facts website (Annual reports for FY 2019),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 
Website (Annual reports for FY 2019), Airlines Revenue Passenger Miles for FY 2019, 2. OICA production statistics 
2019, wheels.ca, Company website, Annual Reports,  3. 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 2019 Data, 4. S&P Capital IQ 
2019 data, Company annual reports, 5. GSMA Intelligence, The Mobile Econom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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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ndryl （勤达睿）广泛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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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生态伙伴为客户提供最优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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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独立的服务公司
我们对客户的承诺是：

• 持续不变的服务体验

• 面向未来的合作共创的新模式

• 在持续保持与IBM的紧密伙伴关系的同时，
拓展与其他伙伴的合作

• 以我们对技术与客户需要的洞察，整合解
决方案和专业服务经验，为您持续创造价
值

• 从您的需要出发，以好学不倦、勤奋努力
和精益求精的态度，用最多样化的技术提
供最个性化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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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