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cro Focus Service Desk
部署一套完整、可缩放的服务台解决方案，通过简化和自动化整个服务管理环境，降低

服务和支持成本，提升服务水平。

产品概述
Micro Focus® Service Desk 使服务台

的所有功能实现了简单化和自动化，

从而减少了平均修复时间  (MTTR)，
可不断改善服务管理环境。它通过了 
PinkVERIFY 的 10 项 IT 基础设施库 (ITIL) 
流程认证，有助于实施行业认可的最佳

实践。Service Desk 中集成的服务管理

工具使您能通过电子邮件、智能电话或

便利的客户门户来解决、提交、跟踪和

管理各种请求。

主要优点
借助 Service Desk，您可以：

 快速经济地部署完整、灵活的可缩放

服务管理环境。

 将 Service Desk 与现有的企业目录、

资产管理和身份验证解决方案快速 
集成。

 使用集中式“配置管理数据库” 
(CMDB) 增强、改进和自动处理 
事件、问题及变更管理流程。

 使用户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从而 
加快解决速度，减少挫折。

 接受并采用关键的 ITIL 服务支持和

交付支持流程，无需聘用高薪顾问。

主要功能
Service Desk 可以为您的组织提供以下

功能和能力：

Web 2.0 体系结构

Service Desk 采用最新的 Web 2.0 技
术，支持几乎任何操作系统上的各种

浏览器。

供应商中立方法

Service Desk 支持所有主流的操作系

统、数据库和应用程序服务器，在现有

业务系统上安装和配置简单，降低了对

专有软件或特定硬件的投资需求。

支持开放标准

Service Desk 应用程序支持开放标准，

符合如 XML、Web 服务、Java、电子

邮件和级联样式表 (CSS) 之类的现有 
标准。

可伸缩性

Service Desk 支持数千个并发用户， 
可轻松与其他系统集成以扩展和适应现

有的企业应用程序。同时还完全支持群

集、负载平衡和故障转移。

快速、高效部署

使用 Service Desk，不再需要 6–12 个
月的实施期和长期咨询合同。Service 
Desk 的设计确保您的技术人员可以 
使用简单的配置选项和样式更改进行 
自定义。

无缝集成

可通过 Web 服务与第三方应用程序轻

松集成，消除了企业集成项目通常需要

的高成本。系统预先集成了所有主要的

资产管理工具，并支持所有轻量级目录

访问协议 (LDAP) 和 Active Directory 服
务器用于身份验证。

数据表
Service Desk

系统要求

Service Desk 可用作完整的服务管理解决 
方案，也可用作更基本的事件管理工具。 
有关详细的产品规格和系统要求，请访问： 
www.novell.com/products/service-desk/
technical-information/

http://www.novell.com/products/service-desk/technical-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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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我们的技术

Service Desk 可以与其他解决方案无

缝协作，例如 Micro Focus ZENworks®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Service 
Desk 还可让用户从 Service Desk 控制

台内部访问 ZENworks 远程控制和分发

包分配等工具。

ITIL 认证

Service Desk 提供精细控制以支持

基本的  ITIL 流程。该支持已通过了 
PinkVERIFY 的独立认证，PinkVERIFY 
针对以下 10 个 ITIL 流程对 Service Desk 
进行了认证：

 变更管理

 请求履行

 事件管理

 服务资产和配置管理

 知识管理

 服务目录管理

 问题管理

 服务级别管理

 发布和部署管理

 服务组合管理

日历支持

技术人员可将任务导入支持 iCalendar 
的任何日历应用程序。

部门经理批准

许多 IT 请求都需要用户的部门经理进行

批准。Service Desk 为部门经理提供流

畅的批准流程，无需 IT 员工到处寻找负

责审批的经理。

报告安排

Service Desk 会生成海量的 IT 状态信

息。为确保合适的人员获得这些信息，

您可定期或按需安排任何报告的运行。

关系影响地图

Service Desk 提供可视化指导，便于了

解单个组件的变更或中断将如何影响整

个 IT 基础设施。

直观的用户界面

Service Desk 拥有易于使用的基于浏览

器的界面，并提供单点登录选项以实现

即时访问，因而能够轻松、快速地访问

各种信息，并迅速获得投资回报。可完

全自定义的可视化仪表板能让技术人员

查看他们作业时所需的信息，而经理可

以查看回答重大问题时所需的信息。

“使用 Novell（现属于 Micro 
Focus）Service Desk 之后，我们 
的 IT 员工节省了四分之一左右的时

间。他们现在能够投入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满足用户的业务需要。”

ROBERT CAHOON
IT 系统分析员
NuVista Energy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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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Desk 可帮助组织让 IT 服务和流程符合业务要

求和目标。这样一来，IT 小组可减少花费在问题上的 
时间，组织也得以避免停机时间、提高生产力并加快 

业务服务速度，从而为组织节省了资金。

关于 Micro Focus

Micro Focus 产品系列能帮助企业
客户释放其业务数据和业务逻辑
的价值，从而通过创新提升其竞争 
优势。www.microfocus.com

http://www.microfocu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