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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tley 通过云服务订购计划继续推进商业创新
此计划全面涵盖 Bentley 的各种服务，包括
ProjectWise CONNECT Edition 即服务
伦敦 – 纵览基础设施建设 2015 大会 – 2015 年 11 月 2 日 – 致力于为促进基础设施

发展提供综合软件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先企业 Bentley 软件公司今日宣布推出一项全
新的综合订购计划，该计划采用基于云的方式访问协作服务和应用程序、托管服务、
期限许可证管理、专业服务、Bentley 学院 LEARNservices 以及新增的 CONNECT
Edition 云服务。通过全新的 Bentley 云服务订购计划，用户组织能在可预测的年度
预算框架内订购任意产品或全部产品。

Bentley 云服务订购计划具有公平、灵活的特点：
•

组织可根据与其预计使用量相匹配的年度预算来设定订购标准；

•

仅就实际使用服务收费，每季度从订购余额中扣除；

•

订购余额始终有效，因此当实际使用量与预计使用量有所偏差时，剩余余额
可滚动至下期 – 换句话说，不会对用户造成“非用即失”的风险。

Bentley 软件公司首席执行官 Greg Bentley 表示：“通过云服务实现互连，这对于
我们的用户、用户项目及用户企业而言具有重大价值，因为我们希望藉此为用户组
织排除一切商业障碍，使之能够充分地利用 Bentley 产品。我认为，Bentley 作为
拥有诸多云服务的企业用户，已经找到了迄今为止改进供应商业务模式的途径。我

们提供互连可获得的所有权益，用户可以全面地掌控成本，不存在预算方面的难题
或风险。我们相信，云服务订购计划正如 Bentley 以往的许多商业创新一样，将是
用户所使用的最为简单和公平的订购计划。”

“我们的用户组织可继续对已经拥有的 Bentley 软件许可证进行 SELECT 订购，
大客户可继续按固定年费使用企业级许可证订购。不过，针对协同工作的
ProjectWise Passport、Visa 和 CONNECT Edition 云服务，以及其他 CONNECT
Edition 云服务则会通过这种新的商业方式提供，以使我们的激励措施直接与用户
实际应用所产生的价值保持同步。”

云服务订购是一项综合性计划。通过该计划，项目交付或业主运营商组织可订购：
•

云部署、内部部署或混合实施的 ProjectWise CONNECT Edition 即服务；

•

新增的 CONNECT Edition 云服务，包括方案服务和目录服务；

•

针对 Bentley 学院培训及其他实施和配置要求的专业服务；

•

托管服务产品，包括计算资源、软件、实施和运营支持；以及

•

用于设计、分析、施工和/或实景建模的期限许可应用程序。

云服务订购计划可提供 ProjectWise CONNECT Edition 即服务，极大简化了
ProjectWise 许可。使用此计划，用户组织无需再为使用 ProjectWise 服务器而支付
费用，也不必受其限制或疲于追踪其使用情况，因为 ProjectWise CONNECT
Edition 费用只与季度 Passport 和 Visa 的利用率有关。用户首先通过
CONNECTIONS Passport 访问 ProjectWise 服务，访问更高级的服务则需通过服务
特定的 Visa 进行收费。用户组织可选择受管（托管）服务、内部部署服务器，或
者在混合环境中使用任意组合。希望使用内部部署服务器的组织，可采用最适合其
需求的体系结构充分灵活地部署任意数量的服务器以实现最佳性能，无需承担额外
的软件费用。

ProjectWise CONNECT Edition (CE) 扩展了 ProjectWise 的范围，使其从“防火墙后”
工程设计工作共享解决方案变身为企业范围的项目交付环境。ProjectWise CE 可跨
越整个项目生态系统，使外围项目团队以协作的方式参与到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中
。

用户通过 Bentley CONNECTIONS Passport 以及服务特定的 Visa 使用 ProjectWise
CE，Passport 以及 Visa 的实际使用情况会按季度进行记录和结算：
•

CONNECTIONS Passport – 提供经过身份验证的访问，可访问桌面、Web 和
移动应用程序（包括 Navigator）；

•

项目协作 Visa – 增加了 ProjectWise 设计集成以及 ProjectWise 可交付成果管
理功能。项目利益相关方可与整个项目团队（包括业主、管理人员以及其他
参与者）共享信息并有效合作；

•

工程内容管理 Visa – 为各个项目提供跨整个组织的项目交付流程支持 – 支
持文档控制、记录管理、标签数据管理、现场数据管理、设计配置管理以及
项目标准。这些功能的优势包括受控的文档和数据管理、设计知识和标准的
重复使用以及在所有项目中宣传最佳实践；

•

企业 Visa – 融合 ProjectWise 协作 Visa 和工程内容管理 Visa。

新增的 CONNECT Edition 云服务包括方案服务和目录服务。通过方案服务，
Bentley 分析建模应用程序的用户能够通过基于云的计算功能，分析备选方案，并
通过方案报告来了解和评估各方案孰优孰劣。最初支持的分析建模应用程序包括
STAAD 和 SACS，以后还将支持更多的应用程序。目录服务可帮助项目团队管理和
交付内容访问。用户可结合 Bentley、制造商、标准机构以及其他组织的内容、规
范和功能组件，利用目录服务来创建企业特定、业主特定及项目特定的目录。

在 ProjectWise CONNECT Edition 和其他 CONNECT Edition 云服务的商业访问方面
，Bentley 云服务订购取代了所谓的“指定用户”概念。预测各用户年度使用量需求

这项艰巨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由此得以化解，同时组织不必再面对难以避免的误差
与变动，进而规避由之造成的软件闲置、软件利用不充分或费用不合理等问题。

Bentley 首席运营官 Malcolm Walter 是 Bentley 其他诸多商业创新方面的带头人。
他表示：“实际上，此项计划非常简单。自 SELECT 计划开始，我们在订购计划方
面已有 20 年的经验。我们所学到的其中一条经验是，用户组织需要的是可预测的
年度预算。另一条，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用户组织只想为实际使用的软件和
服务付费。全新的 Bentley 云服务订购计划满足这两项关键需求，使得用户可以放
心地充分利用我们所有的协作应用软件和云服务！”

有关其他信息，请访问：
•
•
•

Bentley 云服务订购
Be 创新奖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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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Bentley 软件公司

Bentley 软件公司是一家全球领先企业，致力于为建筑师、工程师、地理信息专家、
施工人员和业主运营商提供促进基础设施设计、施工和运营的综合软件解决方案。
Bentley 用户可利用跨专业及覆盖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的信息移动化交付性能更佳
的项目和资产。公司的解决方案包括用于信息建模的 MicroStation 应用程序、用
于交付集成项目的 ProjectWise 协作服务以及实现智能基础设施的 AssetWise 运营
服务 – 以全球专业服务和综合管理服务作为补充。

Bentley 成立于 1984 年，在 50 多个国家/地区拥有 3,000 余名员工，年营收超过
6 亿美元。自 2006 年以来，公司在研发和收购方面已投入逾 10 亿美元。

欲了解有关 Bentley 的详细信息，敬请访问 www.bentley.com 或参阅 Bentley 年度
报告。了解有关 Bentley 的最新新闻，请对 Bentley 新闻稿和新闻摘要进行 RSS 订
阅。若要获得 2015 年 11 月 3-5 日在英国伦敦举办的 Bentley 精英人士交流盛会
的主要信息，请访问纵览基础设施建设 2015 大会。要浏览可搜索的年度 Be 创新
奖的创新性基础设施项目集锦，请访问 Bentley 的纵览基础设施建设系列出版物。
欲了解有关可供基础设施社区成员相互联系、交流和学习的专业网站的信息，敬请
访问 Bentley 社区。

要下载 Bentley 基础设施 500 强业主排名（唯一一份根据基础设施投资累计价值排
名的全球顶级国有和私营基础设施企业业主名录），敬请访问 BI 500。
###
Bentley、Bentley 徽标 “B”、Be、MicroStation、SELECT、ELS、SACS、STAAD、Bentley Institute 和 ProjectWise 是 Bentley
软件公司或其直接或间接全资子公司的注册或未注册商标或服务标志。所有其他品牌和产品名称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