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產業：體育娛樂  

地區：北美

願景

設計新一代體育館，提供無與倫比的球

迷體驗

策略

將連線能力和智慧內建於設施，藉此將

資料轉化為業務驅動力

成效

•  將選擇權和控制權交到球迷手中

•  提供可據以行動的洞察，以便增強

體驗並支援收入來源

•  打造免接觸的體育館體驗，兼顧安

全性與便利性

徹底顛覆 
球迷體驗 
大通中心球館如何協助金州勇士隊為球迷 
帶來更強的參與感、安全感及振奮感

當金州勇士隊想像終極體育館的樣貌時，他們明白球迷體驗

才是最重要的驅動因素。「我們不僅需要為球迷奉獻精彩的籃

球比賽，」勇士隊總裁暨營運長 Rick Welts 解釋，「還要讓

他們獲得終生難忘的回憶。」大通中心球館擁有夯實的技術

基礎，能讓每位球迷選擇自己的體驗，堪稱與眾不同的運動

場館，可達成球迷的高度期望。

這樣的期望正在實現，興奮之情溢於言表，現在賽季尚未開跑，但球迷早已熱情 

高漲。

「球迷體驗從購買門票的那一刻就開始了，」勇士隊消費者產品和技術總監 Daniel 

Brusilovsky 談到，「我們的工作就是確保每個球迷，從賽事開始之前，到離開體育

館之後，都能獲得最好的體驗。」

當這個球隊告別相伴 47 個賽季的奧克蘭前主場時，他們已準備好省思如何透過不過

的方式來使用技術。「當球隊在奧克蘭體育館比賽時，我們一直使用老舊網路來開展

日常工作。這促使我們思考：什麼才是我們的理想狀態？我們究竟要提供哪一種服

務？」Brusilovsky 回憶談到，「這些反思促使我們實作改進。」

在舊金山興建大通中心球館後，讓球隊有機會不僅實現願景，而且還可以探索與賽事

館場相關的無限可能性。技術從一開始就融入結構，一切都按計劃進行。

然後，疫情突然發生。幾乎一夜之間，大通中心球館，還有它為體育和藝術社區提供

的各項支援，全都暫停。全球各地的體育場館都紛紛努力要找出自己在這個新常態中

的角色定位，但金州勇士隊決定另闢蹊徑，球隊認為這甚至可能會取得比最初方案更

好的結果。



「我們的成功案例包含兩個部分：提供出眾的球迷體驗，以

及金州勇士隊和大通中心球館為實現此體驗而付出的幕後

努力。」Brusilovsky 解釋。

個人化、行動化且安全的選擇

該應用程式不僅支援購票和內容管理，還提供公共交通規

劃或前往活動的路線指引。到達中心後，這個應用程式會

提供方向指引、手機訂餐服務及特價優惠通知。

當然，不管是勇士隊的比賽，還是席琳迪翁的演唱會，沒

有這類重頭戲，大通中心球館也不會存在了。最終，觀眾

不斷變化的期望，意味著球隊需要迎合更廣泛的顧客需

求。「有些人只是想去看比賽、喝杯啤酒和吃個熱狗，這

些我們肯定也會提供。」Brusilovsky 談到，「但如果您想

品嘗來自 Sam’s Chowder House 餐廳的佳肴，或是來一杯

銀橡樹葡萄酒，我們也能夠讓您如願以償。」

不管球迷是坐在劇院包廂、俱樂部套房、場邊休息室還是

一般座位，這個應用程式都會利用 Aruba 的 Wi-Fi 6 連線速

度，提供個人化的非接觸式訪客體驗。

訪客也許會 (也許不會) 注意到，新型過濾系統每小時就

會更換一遍中心內的空氣，而且他們不用碰觸任何東西，

就可以在整個球場中順暢地移動，甚至可以輕鬆地往返洗 

手間。

「球迷不一定會看到我們為提供如此無縫順暢又安全的體

驗所做的一切，」Brusilovsky 解釋，「我們透過自動化建

築控制和行動應用程式，讓訪客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體

驗，同時享受到出眾的安全性。」

以專業知識激發創新

在新場館破土動工之前，這支球隊就知道，自己需要專業知識才

能實現願景。所以，他們與 HPE 締結了合作關係。

「從專案一開始，我們就希望大通中心球館成為一個世界級的體

育和娛樂殿堂，讓嘉賓和訪客可以沉浸在真正獨特且難忘的體驗

中。」Welts 說道，「透過與 HPE 合作，我相信我們已經成功建

立了一個賽事活動中心，並仰仗創新技術，來重新定義整體場館

體驗。」

為了幫球迷創造出這些體驗，球隊需要一個可支援多種體驗的技

術核心，藉此滿足球迷隨時間而不斷變化的觀賽需求。而這需要

一個敏捷的資料中心和一個大容量的網路。

超越預期

將技術整合到大通中心球館的架構中，並非只是被動解決先前設

施中存在的挑戰。當今體育迷與音樂迷的期望瞬息萬變，這種趨

勢迫使勇士隊做出這一選擇。「我們注意到一件事，觀眾對活動

的態度已經改變。」Brusilovsky 解釋，「他們不再只是去聽音樂

會或看籃球比賽，也非常在乎整個體驗，而不僅僅是參加活動過

程中的 2 到 3 個小時。」

為了讓這種體驗無縫順暢，該球隊開發了一個行動應用程式，讓

球迷不必費心猜想，就能輕鬆規劃及參加大通中心球館的任何活

動。Warriors + Chase Center 行動應用程式讓球迷可以同步他們

在 Ticketmaster 上購買的門票，使用 Chase 信用卡支付購買金

額，並根據他們的喜好接收個人化的內容消息。

我們不僅需要為球迷奉獻精彩的籃球比賽， 
還要讓他們獲得終生難忘的回憶。」
– 金州勇士隊總裁暨營運長 Rick Welts

「



資料導向的體驗

這意味著要收集和分析大量資料。「獲取

資料並不難。我們知道人們在整個設施

中的移動軌跡、哪些餐館很忙碌，甚至

我們在每位觀眾身上獲得的平均收入。」

Brusilovsky 說道，「將這些資料轉化為可

據以行動的洞察，才是即時增強球迷體驗

的關鍵。」

隨著勇士隊向前邁進，球隊一直在思考如

何繼續使用 Aruba 精確位置信標，為每

位球迷創造獨特的體驗。「想像一下，您

可以透過一則推播通知瞭解哪邊入館排隊

的人比較少，或是可以使用手機訂購喜歡

的食物並快速取餐。」Brusilovsky 解釋，

「使用信標技術，可以讓這些類型的體驗

成真，我們花費了很多時間思考如何才能

改善球迷體驗。」

在場館之外，球隊也在分析一種完全不同

的資料流。「我們關注電視收視率、傳統

媒體與廣播的流量百分比、進入我們網站

的流量，以及這些資訊與零售銷售和市場

占有率之間的關係。」Brusilovsky 指出，

「我們得到一些非常有趣的洞察，讓我們

瞭解到哪些地方做的不錯、哪些地方可以

改進。」

幕後發力，捷足先登

在整個場館內，有 7,500 多台邊緣裝置

會收集並傳輸資料，這些裝置包括 Aruba 

Wi-Fi 6 接入點、銷售點收銀機、IP-TV 螢

幕、大樓管理裝置、保全攝影機、照明控

制系統和 VoIP 電話等。

這個網路採用 Aruba 8400 系列網路核

心交換器和 Aruba 3810 邊緣交換器架

設而成。Aruba 藍牙低能耗信標器為行

動應用程式中的定位服務提供支援，而 

Aruba ClearPass Policy Manager 可保護網

路，並驗證安全的使用者和裝置。Aruba 

AirWave 提供即時操作遙測，這對比賽日

的順利進行至關重要。

HPE SimpliVity 超融合式基礎架構是軟體

定義資料中心平穩運轉的基礎，為球隊的

前端、後端和災難復原工作提供支援。由

三台應用裝置組成的配置，可提供企業資

料備援，同時也取代了原本需要的十幾台

獨立伺服器。

這個解決方案為大通中心球館提供了高可

用性，協助球館以安全的方式，大規模 (超

大規模) 地為其應用程式和營運提供助力。

「2019 年，Metallica 在場館開幕活動上奉

獻了精彩的演唱會，我們透過網路和資料

中心傳輸了近 3 TB 的資料。」勇士隊 IT 

總監 Brian Fulmer 回憶談到。

根據系統管理員 Mikhail Zubovich 的說

法，這個解決方案在球隊的成長和參與策

略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當我們進駐大

通中心球館時，我們徹底改寫了這項運動

的現狀。HPE SimpliVity 和 Aruba 網路為

金州勇士隊提供了快速、彈性且回應迅速

的 IT 基礎架構，同時為未來的擴張預留了

足夠的擴展空間。」

獲取資料並不難。將這些資料轉化為可據以行動的洞察， 
才是即時增強球迷體驗的關鍵。」
–  金州勇士隊消費產品與技術總監 Daniel Brusilovsky

「



造訪 HPE GreenLake

解決方案
硬體

•  HPE SimpliVity 380

• Aruba CX 8400 交換器系列

• Aruba 3810 交換器系列

• Aruba Wi-Fi 6 無線存取點

• Aruba 位置信標

軟體

• Aruba AirWave 網路管理

• Aruba ClearPass Policy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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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好迎接下一個常態

最終，回到大通中心球館的球迷會發現，他們能夠透過行動應用程式獲得更多選擇，

在活動前後享有更多的參與方式，還能對自己的體驗擁有更多的控制權。占地 11 英

畝的場館，擁有 1,111 個電視螢幕、36 家餐廳和 18,000 個座位，全為娛樂而生。

在搬到大通中心球館後，已經在 NBA 征戰 50 多個賽季的勇士隊將在舊金山灣區開

啟全新的篇章。萬千球迷可利用這一難得的機會，打造一生難忘的美好回憶。

進一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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