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研究

Dr. Pepper Snapple集团
搭载 AMD PRO APUs 的HP EliteBook 745
助力企业标准化移动办公解决方案。

产业
饮料

惠普使Windows更具优势：

目标
采用新技术和商用笔记本，满足用户移动办公
需求。
途径
Dr. Pepper Snapple集团对搭载AMD PRO A
系列APU的惠普 EliteBook 745笔记本进行评
估，实现统一标准化。
IT事项
• 创新的AMD PRO APU架构，加上内置独显核心
，提供了高性能和性价比。
• 统一标准化能够减少个人电脑部署应用软件
的繁琐，提高内部支持团队的效率。

商务事项
• HP EliteBook 745具有高性价比、功能齐全，
帮助Dr. Pepper Snapple集团将6款电脑型号
整合为三款标准型号。
• 高效技术支持能够有效提高设备正常工作时
间，从而提高员工工作效率。
• 标准化的移动办公解决方案有效提高了业务效
率，简化人员操作。

“以往我们总要采购不同设备来满足高级用户、管理人员、销售人员和办公室用
户的不同需求。而搭载了AMD APU的HP EliteBook 745正在改变这个观点，
为我们的移动办公提供了标准化解决方案。为广泛的用户群提供更好的服务。”
- Michael Korona，Dr. Pepper Snapple 集团客户服务部主管

Dr. Pepper Snapple集团是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一家领先的饮料生产商。旗下拥有
50多个品牌，包括十大非可乐型软饮料中的六种饮料。近年来，新技术开发导致用
户设备增加，从而加大了为用户提供支持的难度和成本。公司寻求移动解决方案为
广泛的用户群服务，最终发现轻薄、性能强劲、性价比更高的 AMD PRO A 系列
APU 惠普 EliteBook 745笔记本电脑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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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使Windows更具优势：
Dr. Pepper Snapple集团是北美地区一家
领先的饮料生产商，旗下拥有50多个品
牌，包括旗舰品牌Dr
Pepper、Snapple、7
喜、A&W、Canada Dry、Clamato,
Crush, Hawaiian Punch, Mott’s,
Mr&Mrs T mixers, Peñafiel, Rose’s,
Schweppes, Squirt and Sunkist soda。
在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拥有19，000位
员工，年销售量达到60亿美元。
通过电脑操作为用户提供服务，目标是为
每位用户提供获得成功的工具。信息技术
副总裁Gerry Mecca表示： “我们的用
户对质量、性能和灵活性要求很高。”

由灵活性联想到移动性。他表示，“我们
日益满足用户对移动计算机处理技术的期
望。每个人都希望轻松携带笔记本电脑，
去做他们需要做的事情，而不用担心适配
器和软件保护器。“
为了提高效率，Dr. Pepper Snapple集
团的IT团队尽可能地使其标准化。但近年
来，为了满足用户的不同要求，电脑制造
商提供多种设备，导致维持标准模型越来
越困难。

“我们的用户对质量、性
能和灵活性要求很高，他
们都希望轻松携带笔记本
电脑，去做他们需要做的
事情，而不用担心适配器
和软件保护器。”
– Gerry Mecca，Dr. Pepper Snapple
集团信息技术副总裁

公司客户服务部主管Michael Korona表
示，“我们需要满足各个用户群体的需
求。工程师要求原始功率和高性能；主管
要求轻质和旅行方便；销售人员要求结合
轻质、有效展示、和能够抵抗繁忙行程的
耐用性。”办公室人员使用的标准台式电
脑创造了另一种专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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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回归
近年来，每个用户群都需要一种不同的设
备，所以IT团队需要以合理的成本为不断发
展的设备系列提供高水平支持。所以，当
Korona的团队打算对使用最广泛的笔记本
电脑进行更新时，他们被功能齐全、能够吸
引广泛Dr. Pepper Snapple集团用户的新设
备所吸引。

“我们从各级用户那里得到
积极反馈。这些反馈使我们
走向分段支持模型标准化，
从而提高服务台和技术支持
团队的合理化和效率。”
– Michael Korona, Dr. Pepper Snapple
集团客户服务部主管

搭载 AMD PRO A 系列APU的EliteBook
745笔记本电脑轻薄、功率强大、耐用性
强。Kornoa表示：“我认为标准笔记本电
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惠普EliteBook
745改变了它。”

主管们对EliteBook 745青睐有加，因为这
种电脑能为他们提供所有需要安装的功
能。用户无需用软件保护器连接视频输出
端口或网络端口，弥补了与其他模型重量
上的细小差别。

连接电脑时，HP UltraSlim 插接口自动为
电池充电，不需要单独的USB接口和电源
线。电池寿命由AMD APU高效率支持，比
旧设备电池寿命长。

Korona表示：“我们从各级用户那里得到
积极反馈，使我们能够将分段支持模型标
准化，从而提高服务台和技术支持团队的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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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使Windows更具优势。
发挥性能价值
此外，Korona还表示搭载AMD PRO APU
的惠普EliteBook 745是一个非常划算的选
择。惠普EliteBook 745的所有效率改进都
深受管理人员的青睐。
Mecca 表示：“人们可能认为大公司都有
无限资源，但事实上，我们像其他人一样
正在寻找价值。我们的业务每年都面临新
的挑战。我们希望在每个业务层面所花费
的成本都能物有所值。”

“搭载AMD APU的
EliteBook能够解决很多问
题。其尺寸、性能和耐用性
能够满足我们的愿望清
单。”
–Michael Korona，Dr. Pepper Snapple
集团客户服务部主管

EliteBook 745笔记本电脑的高性能和成本
效率由AMD PRO系列APU提供。Korona
表示：“AMD APU为我们提供有力的移动
解决方案，其价值令人难以置信。它比超
级巨星更耀眼。无缝集成的显卡和中央处
理器都是重要创新，为用户提升价值。”

寻找一款尺寸更小、更轻质的新型笔记本电
脑，成为IT团队的首要之事。

Korona回忆到：“多年来，当客户收到更
小、更轻质的设备时，我们从他们的脸上
看到更多的微笑。我们经过评估发现，客
户对更小、更轻质设备的需求促使我们开
发EliteBook 745电脑。根据配置，此类
电脑只有3.48磅重。”

耐用设计
尺寸和重量是关键因素，但并不能忽略稳
健性设计。事实上，考虑到设备减缩会影
响其日常操作，Dr. Pepper Snapple集团
团队在几年前就已经拒绝更换笔记本电
脑。

Korona表示：“EliteBook 745是根据美国
军队进行的军用标准-810耐用性测试而设计
的，IT团队对此没有疑虑。EliteBook线条设
计完好，它的形状系数解决了很多问
题。EliteBook的尺寸、性能和耐用性能够满
足我们的愿望清单。”
所以，随着由AMD驱动的EliteBook 745笔
记本电脑的应用，谁想在Dr. Pepper
Snapple集团中取胜？用户得到他们需要的
性能和便利性，Mecca称之为“可行驶
性”---即更轻便，需要更少附件。

新移动性能力
对于IT团队而言，效益更标准化。Korona
估计Dr. Pepper Snapple集团会将标准用
户设备的模型从六个减少到三个。很多传统
的台式电脑用户根据功率和价格也希望得到
EliteBook电脑，给予他们新的移动性能
力。
减少电脑机群中的模型意味着IT团队能够更
加高效地为顾客提供支持。

很高兴看到惠普切实听取了
客户的反馈。我从客户和技
术人员那儿获得很多精彩评
价。在搭载AMD APU的
EliteBook上表现良好。”
– Michael Korona，Dr. Pepper Snapple
集团客户服务部主管

Korona解释道：“标准化有许多益处。我
们可以生产一个软件图像，而不是一打。我
们可以用闲置的小零件维修EliteBook，用
同样的方法排除故障，因为用在标准软件中
的技术是相同的。”此外，此类电脑使用硬
盘驱动器，因此维修比较方便，方便取用风
扇和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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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使Windows更具优势
“总体而言，EliteBook 745帮助用户更
快投入工作。”
Dr. Pepper Snapple集团是惠普的长期客
户。EliteBook 745是Dr. Pepper Snapple
集团所选的惠普最新款笔记本电脑，带有
AMD处理器。Korona认为惠普/AMD结合
是强有力的技术合作，能够多次满足其需
求。
他说：“硬件设计完好，发挥超值功效。
但它却能胜过硬件。当我需要某种东西帮
助驾驶员或加速装运时，我知道关键就在
于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我可能是一位早期
尝试者，因为我知道我可以依靠具有前瞻
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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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重要的回头客，Korona这些年对
惠普的几个模型进行了评估，每次都给予公
正评价。他表示近年来他向惠普明确表示的
很多希望和要求，EliteBook 745均能够满
足。

第一次评价后他写到：“很高兴看到惠普
切实听取了客户的反馈。我从客户和技术
人员那儿获得很多精彩评论。搭载AMD的
EliteBook各方面都表现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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