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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
地区办事处
电话：+603.7724.2080
asiapc@prosoft-technology.com
语言：中文、英语、韩语、日语、印尼语

北亚办事处（中国、香港）
电话：+86.21.5187.7337
china@prosoft-technology.com
语言：中文、英语

西南亚（印度、巴基斯坦）
电话：+91.98.1063.7873
india@prosoft-technology.com
使用语言：英语、印地语、乌尔都语 

欧洲/中东/非洲
地区办事处
电话：+33 (0)5.34.36.87.20
europe@prosoft-technology.com
使用语言：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德语、 

波兰语

中东和非洲
电话：+971.(0)4.214.6911
mea@prosoft-technology.com
使用语言：英语、印地语

拉丁美洲
地区办事处
电话：+1.661.716.5100
latinam@prosoft-technology.com
使用语言：英语、西班牙语

巴西办事处
电话：+55.11.5084.5178
brasil@prosoft-technology.com
使用语言：葡萄牙语、英语

北美洲
地区办事处
电话：+1.661.716.5100
info@prosoft-technology.com
使用语言：英语、西班牙语

ProSoft Connect 是安全的本地云平台，旨在满足希望从工业物联网 (IIoT) 中
获取最大价值的企业的当前和未来需求。它利用尖端技术，能够同时实现高
扩展性云托管架构及高可用性安全基础架构。

可靠性
在 ProSoft Technology®，我们销售的不仅
仅是产品。我们销售的是经过测试和现场
验证的解决方案。我们提供真正为最终用
户着想的产品。25 年来，ProSoft 始终以
优质、可靠的解决方案而闻名。

教程、培训和产品视频
我们的技术支持团队遍布全球，可在帮助
您进行设置并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为您
提供支持。我们还为您提供产品视频，请
访问 psft.com/BP1

获得
ProSoft Technology® 

自动化优势

请立即访问 https://www.prosoft.io，注册
获取此项全新创新型服务。您可以快速创
建帐户，虚拟观摩 ProSoft Connect，亲眼
见证您可以如何从世界各地与您的企业直
观地建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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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E�ciency

我们可帮助您实现企业互联，
以便让您专注于企业大局。 

借助 ProSoft Connect，您可以提高产

量，创造商业佳绩

ProSoft Technology 的所有解决方案旨在

帮助您优化资源和改进生产。IIoT 技术能

够让您随时随地获得所需信息。这些目标

是 ProSoft Connect 的核心：您可以利用

这项服务实现设备的集中化管理，从而帮

助您节省时间和资金。您可以通过提高工

厂效率和改进生产，可缩短交付周期，让

您的产品快速送达客户手中。通过远程访

问设备缩短停机时间可让您走上正确的

商业轨道，您可以通过减少进行定期设备

维护的现场访问次数，节省更多资金。 

改进生产流程

具备可对比不同现场性能的能力，可

帮助您大幅提高生产率。您可以通过

实时查看多个现场生成的数据，发现

生产流程中效率较低的环节，并采取

措施予以纠正。这可以帮助您优化资源

和减少库存。 

降低维护成本

借助 ProSoft Connect，您可以从世界

各地监控您的系统，使用来自设备的

数据进行预测并为定期维护做准备，

从而节省时间和资金。由于我们的服

务高度安全且无需特殊软件，因此您

大可高枕无忧，无需安装、维护或更

新任何软件即可让您的人员在其需

要时访问系统。 

提高效率

借助 ProSoft Connect，您可以利用

直观的集中式工具管理通信资产，

查看所有已连接设备并发现所有潜

在问题，包括问题的内容、导致问

题的人员以及问题发生的时间，从

而最有效地利用您的时间。 

缩短停机时间

当您的控制系统出现问题时，只需

尽快将知晓相关信息的人员聚集到

一起即可。以往的情况是，如果设

备或系统出现故障，我们需要耗费

大量代价高昂的停机时间。现在，

您的专家可以通过从单一的集中位

置访问整个系统，可在任何地方帮

您解决问题，这样可以缩短停机时间，让您的系统尽快恢

复运行。 
从工业物联网 (IIoT) 的安全部
署中获取最大价值。

您可以利用 ICX35-HWC 蜂窝网关等支持 

ProSoft Connect 的设备，通过直观的界面

安全地访问您的远程自动化设备。ProSoft 

Connect 采用 EasyBridge 技术，该技术能

够在无需特殊软件的情况下将您的远程 

PC 连接至本地网络。您还可以配置和监控

蜂窝网关，查看访问和使用记录。我们的 

ICX35-HWC 采用覆盖全球的 4G/LTE 蜂窝

技术，该技术拥有 3G 备用方案，能够确保

覆盖范围持久广泛，因此无论您的设备位

于什么位置，都能保持可靠的通信。

随着我们不断改进 ProSoft Connect，您将

能够从自动化设备上查看警报和通知、收

集过程数据以用于数据采集和历史捕获、

生成过程数据的自定义视图报告等。我们

未来将继续推出其他 ProSoft 产品，为您提

供更多帮助。

ProSoft Connect 可以帮助您……

安全。远程。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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