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物互联
智享未来

我们是领先的物联网服务提供商，与世界各地的企业合作已约 20 年，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我们提供具备出色性能、可靠性、覆盖全球的先进解决方案，

同时提供专业的客户支持。



Telenor Connexion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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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物联网经验

国际物联网领域的全球领导者，管理逾

1,000 万连接数（2018 年）。

物联网专家

作为Telenor 集团旗下的专业物联网企业，

致力于为大型国际企业提供服务。

名列前茅 

Telenor 跻身欧洲三大、全球十大物联网

运营商行列（2019 年）。

来源：Berg Insight

全球物联网连接服务领导者

作为全球主流移动网络运营商的一部分，

提供覆盖全球各个市场的便捷、可靠的

连接服务。

秉承北欧传统  业务覆盖全球

总部和技术中心设在瑞典，在英国、美国、

德国、意大利、南非、日本、韩国、中国、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设有销售办事处。

长期合作关系

与沃尔沃、斯堪尼亚、日立、Verisure 

Securitas Direct 和富世华等跨国

企业客户长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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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经验
过去 20 年来，我们为各行各业的领先企业提供创新的物联网解决方案。如今，我们管理逾 1,000 万连接数，

并且拥有创建和运营大型物联网解决方案的广博知识和丰富经验。

以客户为中心
我们是全球主流移动网络运营商 Telenor 集团的一部分，实力雄厚、业务覆盖范围广，为每位客户提供灵活、

专业、面向全球的专家服务和支持。我们的物联网专家在瑞典提供全天候客户支持服务。对我们来说，每位客

户都至关重要。我们的团队为客户提供从策划到实施的全程咨询和服务。

灵活性
我们提供可扩展、可靠、安全的解决方案，以及可根据需求定制的商业模式，致力满足客户在覆盖范围、质量

以及价格方面的要求。



180+ 400+ 1位

全球物联网触手可及
Telenor Connexion 是致力实现万物互联的专家。凭借在物联网领域长期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我们提供一整套解决方案，涵盖全球范围

管理连接服务、基于云的物联网平台以及管理服务。我们与合作伙伴携手，提供包括硬件采购和软件开发在内的端到端物联网解决方案。

借助我们的管理连接服务，客户能将其产品

接入世界任何地方的移动网络。

我们的云管理平台提供用于存储、收集和分析

联网设备所生成数据的工具。

通过专属客户经理获享全球管理连接服务

国家 移动网络 可靠的合作伙伴

Telenor Connexion 提供的全球物联网连接服务覆盖 180 多个国家，基于世界各地 400 多个移动网络，凭借可靠技术实现出

色的全球覆盖率和质量。

Telenor Connexion 为企业提供在多个国家轻松管理物联网连接的途径。客户只需一张标准 SIM 卡，与我们一家供应商联系，

省去了从各个市场的不同网络运营商购买物联网 SIM 卡的繁琐操作，而且能够获得我们的专家提供的专业支持。

●      借助我们的全球物联网连接服务，进入全球各个市场。

●      基于移动网络技术、面向未来的可靠连接服务。

●      可扩展、安全的物联网服务，专为管理大型本地和全球物联网应用而打造。

●      易于集成 —— SIM 卡能够预先集成在产品和设备中，以简化部署和安装。

●      出色的成本效率，尤其当考虑到所有运营成本时更是如此。

一个价格 —— 适用每台联网设备

一张发票 —— 涵盖连接和云服务

一位专属客户经理 “一”



The thing
This can be anything – an old
product or new. Many things
are already hard at work in
the field and collecting data,
but they can't connect to
the internet.

The connectivity hardware
Our partners can help you add
connectivity and computing
capabilities to the thing,
ensuring you a reliable IoT
solution that will work at an
international scale.

The connectivity
The thing can connect to our
secure global IoT network from
any market in the world using
our Global IoT Connectivity
– which is backed up by 24-7
expert support.

The platform
This is where everything comes
together – Managed IoT Cloud
securely collects and stores
the data from your connected
devices and gives you the tools
to manage your devices .

The application
With Managed IoT Cloud, you
can use our standard dash-
boards and apps to visualize
and track data, or easily build
your own applications with our
developer-friendly APIs.

The customer value
The value of connectivity is
delivering better products,
services and experiences to
your customers. With a solution
built to last, you can make IoT
part of your success story.

通过管理云服务
轻松实现产品互联

物联网平台收集和存储联网设备的数据，并为客户提供分析数据的工具。我们提供管理云服务，即基于云的物联网平台和应用工具箱，

为客户物联网业务的成功保驾护航，使我们的客户能够在短短几周时间内将构想变为现实，无需从零开始搭建平台。启动快速且便捷，

为您提供的管理云服务将在几小时内启动运行。

您可以将物联网云作为一个拥有即开即用用户界面的独立平台，也可利用易于平台开发者使用的 API，灵活地创建定制应用并进行集成。

缩短上市时间 化繁为简 降低风险和成本 随着业务规模扩大而不断扩展

•为物联网创建的平台

•全天候专家支持

•可扩展的后端

•即插即用的控制板和界面

•设备管理和数据协调

•适用于各种连接类型

•从一开始就安全可靠

•易于企业和开发者使用的 API

•按实际使用情况付费并可预测成本

整套端到端物联网解决方案
助您一臂之力

我们为您提供将产品快速接入物联网所需的一切。无论何种应用场景，无论什么行业，这些都是构成成功的连接解决方案的基础。

 “物”

   这里可指任何一件物 —— 旧

的或新的。许多产品和设备

已在使用过程中收集数据，

但尚未联网。

连接硬件

我们的合作伙伴能协助您为

产品或设备赋予连接和计算

能力，确保您获得全球范围

的可靠物联网解决方案。

互联互通

利用我们的全球物联网连接

服务，您的产品或设备可在

全球任何市场连接至我们安

全可靠的全球物联网网络，

并获享全天候专家支持。

平台

作为数据汇聚平台，云管理

平台安全地收集和存储来

自联网设备的数据，并为您

提供管理设备的工具。

应用

借助管理云服务，您可以采用

标准控制板和应用，实现数

据的可视化和跟踪，亦可利

用易于开发者使用的 API，

轻松创建自己的应用。

客户价值

将产品和设备联网所获得的

价值是为您的客户提供更好

的产品、服务和体验。能够经

受时间考验的物联网解决方

案将为您的成功助一臂之力。



备受信赖
– 客户案例

富世华集团

将自动草坪机接入全球网络，联网园艺

工具成为自动工具库的一项服务。

日立建机

全球车队监测解决方案提供远程

设备检查和实时可视性。

沃尔沃汽车

集呼叫服务、远程接入和车联网

平台于一体的联网车辆。

斯堪尼亚

互联卡车和车队管理解决方案。

Verisure Securitas Direct

智能联网家居报警系统。

中集科技

货运集装箱实现全球联网。

更多信息，请访问
telenorconnexion.com

电子邮件
sales@telenorconnexi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