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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令达美乐火爆增长
领军比萨品牌利用信息技术引爆销售

“在思科的帮助下，达美乐（Domino’s）推出了 
业界最便捷的订餐服务。”

Kevin Vasconi
达美乐比萨，首席信息官

• 达美乐通过数字化转型在竞争激烈的

市场中脱颖而出 

• 承载全球业务的UCS基础设施提高了

系统的性能、可靠性和安全性 

• 创新的数字订餐系统使达美乐成为“最

容易订餐的公司”

Pizz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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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 在充满同质化产品的饱和市场中脱颖而出 

• 吸引数字时代的消费者

解决方案
• 利用技术改变比萨订购体验 

• 构建高可用、易扩展且安全的IT架构，
为数字化变革提供支持

成果
• 10年内，科技创新推动股价上涨2000% 

• 数字订购、数据洞察和更丰富的店内体验
推动了销售增长 

• 资源的快速利用将“超级碗”（美国职业橄
榄球大联盟年度冠军赛）从IT“地狱”变成
了“节日”

想吃比萨了？

要满足你的口腹之欲从未像今天这样简单：只需

使用 Alexa 或谷歌助手（Google Assistant），

就能从当地的达美乐门店订购你喜欢的比萨了。

有了 Domino’s Tracker，你就能实时了解整个

订单信息，从预备到送至家门口，甚至还能在订

单处理过程触发家中的智能设备。例如，当比萨

进入烤箱时，你可将音乐设备设为播放“加热中”；

比萨开始配送时，你可让家庭自动化系统打开门

廊灯，并关掉前院的洒水器。 

多年来，达美乐一直致力于从一家“比萨公司”转

型为一家“恰好会制作很棒比萨的科技公司”，而

这种超级便捷的比萨订购服务只是转型进程中的

一个例子。促成这一转型的，是公司针对新的数

字订购和销售网点系统所作的一系列战略性投资，

这些都与思科最新研发的统一计算系统技术

（Unified Computing System Technologies）

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当然，转型获得了丰厚的报偿。从2007年公司

大举投资数字技术前开始，达美乐的股价就出人

意料地猛涨2000个百分点，远超一众全球最成

功的科技公司，包括 Netflix、特斯拉（Tesla）、

亚马逊（Amazon）和苹果（Apple）。 

科技推动变革 

达美乐的转型是为形势所迫。尽管这家总部位于

密歇根州安阿伯市的公司早就在比萨外卖业务中

夺得先机，但到了2010年，其市场优势已在激

烈的竞争中慢慢流失。因此，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J. Patrick Doyle 及其营销和IT部同事一致决定，

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达美乐需要吸引的是新一代的客户，这些年轻人

非常喜欢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因此需要线上

线下超高速的服务质量。因此，达美乐制定了一

个非常简单的战略：利用科技为达美乐连锁店打

造最便捷的产品服务。 

达美乐要为遍布全球的1.4万家连锁门店创建一

个领先的数字订购和销售网点平台。与此同时达

美乐还希望进行精准营销，这意味着要拥有收集

和分析客户全部信息的能力，包括他们的姓名、

电话号码和在线订购习惯。首席信息官 Kevin 

Vasconi  到任之时恰逢达美乐发轫技术驱动转

型，Vasconi 表示：“我们非常想要了解客户。”

此后，达美乐的转型就进入了快车道。



与领先者同行 

为实现其数字订购、销售网点和数据分析功能的

现代化，达美乐在软件开发方面进行了战略性投

资，并加强了IT基础设施。公司缩减了供应商规

模，并与少数值得信赖的技术合作伙伴建立了更

为紧密的关系，从而确保IT运营的精简。 

思科作为达美乐的核心伙伴，已为其提供硬件及

软件支持逾20年。“我们倾向于和几家一流供应

商建立深厚的关系。” Vasconi 说道，“思科一

直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今后也依然是我们非常强

大的合作伙伴。” 

思科的统一计算系统（UCS）平台整合达美乐全

球业务，降低了对专业工程师和不同硬件的依赖

性，节省成本的同时还提高了效率。Vasconi 说，

“建立全球统一的基础设施系统是最佳良

策。”Vasconi 的团队使用UCS可在数小时内新

增处理能力和功能，满足业务波动性需求，从而

避免漫长的硬件购买及安装周期。“这是一种即

插即用的体验。” Vasconi 说，“我们可以实现

整体处理能力的无缝化弹性调整，并加快新产品

进入市场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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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世界级的数字订购系统 

随着线上订购迅速取代电话成为顾客订购比萨的

首选，达美乐需要思科UCS这样强大的技术支 

持，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在线订购量，并避免因服

务迟缓而流失客户。Vasconi 解释说：“如今顾

客的期望值已大幅提高，他们无法容忍停工和延

迟。”此外，由于大量信用卡和其他个人信息在

互联网上交换，安全措施必须十分严格。 

在 Vasconi 的带领下，达美乐开始使用新一代

的思科UCS硬件和软件，对公司的三个全球数据

中心进行现代化改造。他表示：“我们是100%

的UCS、100%的虚拟化、100%的flash、100%

的N+1冗余。我们的系统从上到下都使用思科。”

如今达美乐已跻身美国十大（以美元计交易额）

电子商务网站之列。晚上和周末的订餐量会 

激增，并在超级碗（Super Bowl）周日达到峰

值，Vasconi 称之为“全球最大的比萨日”

（pizza day）。思科UCS的硬件虚拟化技术使

达美乐能够灵活地处理在线订购高峰，并在非工

作时间转移富余的处理能力以满足其他业务需求。

• 为确保IT运营的精简，达美乐与少数值得信

赖的技术合作伙伴建立了更为紧密的关系，

包括思科。 

• 达美乐利用思科UCS平台支撑全球运营，

既节省开支又提高效率。 

• 使用思科的UCS就可在数小时内新增处理

能力和功能，满足业务波动性需求。

“没有世界级的基础设施就无法拥有
世界级的数字化订购平台。”

- Kevin Vasconi
达美乐比萨，首席信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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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IT团队而言，能够在业务巅峰时激活计算机能

力储备是一种无比的宽慰和轻松。“过去每当超

级碗大赛临近时，我们都会非常紧张。” 

Vasconi 回忆说，“比赛当天，我们的服务器就

会开始拥堵，我们必须匆忙决定在哪里添加内

存。”如今他则信心满满地表示：“现在更像是一

个节日，我们可以一边吃比萨一边看比赛，当然

会安排更多的IT人员坐镇监视器，时刻关注网络

状况，但确实比以前轻松多了。” 

达美乐的数字订餐业务占总业务的份额从几年前

的30%一跃至现在60%的水平，这包括来自台式

电脑端应用程序、移动设备以及越来越多的家庭

自动化平台，如亚马逊 Echo 和谷歌 Home 的

订单。Vasconi 说：“我们希望给予顾客多样的

选择，把公司打造成订购比萨最方便的平台。” 

门店重塑 

随着越来越多的顾客转向外卖和店内用餐，实体

店的销售份额也在日益增长，因此达美乐还将思

科UCS技术应用到了实体连锁店的改造工程中。

公司新改建的门店成为“比萨影院”（pizza 

theater），其特色就是 思科Meraki 解决方案所

打造的广域网络连接和店内 Wi-Fi。

思科Meraki 现在支持全球5000多座达美乐门店

的销售业务，并通过云端实现门店与达美乐全球

数据中心的网络互联。达美乐还在400家选定门

店部署了思科的综合语音解决方案，其卓越表现

给加盟店长留下了深刻印象。 

“加盟店长只想要有用的东西。”Vasconi 说，“他

们发现 Meraki 确实与众不同。虽然电子订单量

在不断上升，但还是要处理电话订单。我们的理

念是，要做就用最好的。在思科的助力下，我们

现在有了安全可靠且高效的电话系统。” 

数据的利用 

达美乐通过思科的UCS平台实现了与14000家门

店的互联，收集了大量的顾客购买习惯信息。它

相当于一个数据宝库，为达美乐提供信息以改善

消费体验。Vasconi 透露：“我们正将这些数据

转化为核心竞争力，并开发360度全方位的顾客

视图。当前的数据驱动计划包括利用A/B测试开

发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以利用人工智能来预测顾

客行为。



• UCS Servers 服务器 

• 思科 Meraki 

• 思科安全 

• 思科数据中心交换机 

• 思科数据中心分析工具 

• 思科互联移动设备体验（CMX） 

• 思科无线网络与移动解决方案 

• 思科分支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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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达美乐全面拓展业务版图之际，Vasconi 表

示自己会继续为公司的思科UCS平台扩容，并招

募顶尖技术人才壮大自己的团队。他坦言，自从

达美乐关注创新技术解决方案的消息传开以来，

顶尖人才的招聘也顺利许多。“与五年前不同，

我们开始吸引那些在亚马逊、谷歌或 eBay 工作

的优秀人才。

要说达美乐的转变源于其对数字技术的热情拥抱

也毫不为过。当然，还有公司的世界级数字订购

平台、云连接的门店以及行业领先的数字分析能

力，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这家全球头号比萨外卖连

锁企业获得了超越同行的竞争优势。这也是其他

任何企业梦寐以求的。

每次致电思科均有专人接线，贴心备至。

- Kevin Vasconi
达美乐比萨，首席信息官

• 在线订餐如今已占达美乐60%的业务量 

• 5000家门店已在使用 思科Meraki，这个 
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 达美乐充分利用从14000家门店所收集到 
的订购数据，以改善顾客体验

解决方案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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