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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企业环境日趋移动化，员工协作时使用的设备种类也在不断

增加，因此，各个企业纷纷着手实施敏捷而安全的统一通信

基础设施。积极部署统一通信技术解决方案在大型企业中已

经蔚然成风；但是，中型企业采用此类解决方案的步伐却慢

了许多。而为了寻找能够事半功倍的方法，有越来越多的中

型企业转向云和聚合网络来提供统一通信解决方案。 

2013 年 10 月，思科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对北美、亚

洲和欧洲的中型企业（拥有 100 到 999 名员工）进行深入

调查，以了解他们当前对统一通信的使用趋势和感受。 

高效能员工影响 IT 组织以支持 BYOD 

自从第一部智能手机推出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员工向 IT 部

门施加压力，要求在他们选择的设备上提供企业应用。全球

各地的公司正在尝试 BYOD 计划，以使不受工作场所限制的

员工可以高效和安全地开展工作。根据 Forrester 在 2013 年

第 2 季度的 Forrsights 移动技术调查，所有行业中有 31% 

的中型企业正计划在一年或更长时间内为智能手机实施 

BYOD 部署模式，13% 正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实施，22% 

已经实施智能手机部署模式（见图 1）。另外，同样如图 1 

所示，34% 的企业正计划在一年或更长时间内为平板电脑实

施 BYOD 部署模式，14% 在未来 12 个月实施，12% 已经

实施部署模式。 

  

图 1 

BYOD 部署 

 

注意：此处未显示“不知道”选项。 

调查群体：898 名网络和电信决策者，他们来自员工数量在 100 到 999 人之间的北美和欧洲公司。 

资料来源：Forrsights 移动技术调查，2013 年第 2 季度，Forrester Research,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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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种类繁多的设备提供统一通信功能会给 IT 专业人员带

来许多难题。根据  Forrester 于  2013 年第  2 季度的 

Forrsights 移动调查，18% 的受访者预计中型企业支持的设

备数量将在未来一年中大幅增加，11% 认为操作系统的数量

也将大幅增加。更多的设备意味着更多的风险，因此不会让

人感到意外的是，中型企业中这些网络和电信相关决策的制

定者们预测安全需求将在未来一年中出现增长。 

同时，65% 的受访者预计参与企业的 BYOD 计划的员工总

数将小幅或大幅增加（见图 2）。 

中型企业现在和未来的统一通信部署

模式 

虽然现在有 42% 的中型企业通过自行部署和自行管理模式

来管理或部署统一通信，但是这一比例预计将在未来几年中

跌至 36%，而 Forrester 在 2013 年第 1 季度的 Forrsights 

网络和电信调查中指出，越来越多的中型企业将转向云，以

便在各种设备上有效部署统一通信并支持其需求。调查受访

者指出，他们使用内部部署模式的比例将从 19% 跌至 15%，

同时他们认为云计算类型即服务或共享基础设施将日渐普及

（见图 3）。 

  

图 2 

更多设备意味着更多风险 

 

注意：此处未显示“不知道”选项。 

调查群体：295 名网络和电信决策者，他们来自员工数量在 100 到 999 人之间的北美和欧洲公司。 

资料来源：Forrsights 移动技术调查，2013 年第 2 季度，Forrester Research,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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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统一通信的云服务可以降低费用、增加灵活性并提高效

率和生产力，从而加强企业的业务优势。中型企业之所以考

虑使用托管服务、私有云服务或公共云服务实现统一通信，

最主要的推动因素在于他们十分渴望减少硬件和软件的资本

费用 (49%) 并简化网络和电信运营 (47%)。 

其他原因包括提高业务部门和 IT 部门的灵活性 (42%)，以及

实现比内部部署更高的性能和更优质的服务 (35%)。 

  

图 3 

内部部署模式被云取代 

 

注意：此处未显示“不知道”选项。 

调查群体：190 名网络和电信决策者，他们来自员工数量在 100 到 999 人之间的北美和欧洲公司。 

资料来源：2013 年第 1 季度 Forrsights 网络与电信调查，Forrester Research,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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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企业期待通过聚合网络提供统一 

通信 

随着聚合网络提供越来越多的功能以满足高效能移动员工的

需求，中型企业正从相互隔离的语音、视频和数据网络转向

聚合网络，以实现统一通信。聚合 IP 网络的基础服务质量 

(QoS) 功能已经高度成熟，因此中型企业的 IT 经理现在能够

更加放心地选择这种方法。 

有越来越多的服务提供商提供全 IP 云方案，这些方案可通

过 SIP 主干网络将他们的统一通信服务连接到企业。当被问

及迁移到适用于语音、视频和数据的全 IP 网络时，此概况

调查中有 78% 的受访者赞同这将提高语音和视频集成水平，

加强与业务应用的协作。不断改进的网络功能还意味着更易

于管理，有 70% 的受访者赞同拥有通用网络将使随着业务

增长进行扩展变得更容易，68% 赞同支持开放标准将简化业

务应用的支持工作（见图 5）。 

  

图 4 

云计算的优势 

 

调查群体：165 名统一通信技术决策者（IT 经理及以上级别人员），他们来自员工数量在 100 到 999 人之间的北美、亚洲和欧洲公司。 

资料来源：Forrester Consulting 受思科委托于 2013 年 12 月展开的一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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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在中型企业管理者希望实现的统一

通信功能列表中位居首位 

当今世界，黑客的侵害日益猖獗，同时员工又希望能选择自

己的设备，这就难怪有 83% 的 IT 经理会将保护统一通信会

话列为自己的头等大事。 

随后，IT 决策者又指出，他们计划实施或已经实施实时语音 

(76%)、视频 (59%)、即时消息 (63%)、Web 协作 (61%) 和

安全功能 (83%)，以支持他们的 BYOD 计划（见图 6）。 

  

图 5 

聚合网络在中型组织中日渐普及 

 

注意：此处未显示“不知道”选项。 

调查群体：165 名统一通信技术决策者（IT 经理及以上级别人员），他们来自员工数量在 100 到 999 人之间的北美、亚洲和欧洲公司。 

资料来源：Forrester Consulting 受思科委托于 2013 年 12 月展开的一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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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当今的全球业务环境给中型企业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促使他

们不断创新，努力竞争。统一通信工具有助于提高生产力、

推动创新和改善客户服务，但对中型企业的 IT 经理而言，

这些工具的部署和支持工作可能是一项挑战。为了实现成功

的统一通信，这些经理需要考虑以下方面： 

› 怀疑 BYOD 的时代已成过去。现在，员工选择使用智能

手机和平板电脑已经是一种非常成熟的理念。中型企业的 

IT 经理已经开始在这些不同的设备上提供统一通信功能，

但非常明确的是，保护这些会话的安全是第一优先的事务。 

› 对通过云提供统一通信的兴趣日益浓厚。中型企业的 IT 

经理面临一项长期挑战，他们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前系

统的投资并为将来的统一通信制定一份路线图。他们认为

云可以提供一种更好的方案，使这些投资能够满足未来的

需求。他们正在非常谨慎地安排时间，以便从内部部署系

统迁移到这一方案。 

› 中型企业的 IT 经理对聚合网络充满信心。从电路交换网

络到语音、视频和数据的全数据包网络是一个漫长而缓慢

的变革过程，这场变革如今达到了它的顶峰。中型企业的

经理了解聚合网络的优势，对它们为统一通信提供适当服

务质量的能力拥有更充足的信心。 

图 6 

统一通信功能位居 BYOD 计划首位 

 

注意：此处未显示“不知道”选项。 

调查群体：165 名统一通信技术决策者（IT 经理及以上级别人员），他们来自员工数量在 100 到 999 人之间的北美、亚洲和欧洲公司。 

资料来源：Forrester Consulting 受思科委托于 2013 年 12 月展开的一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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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这份技术采用概况文件由思科委托编写。为了编写此概况文件，Forrester 利用了 2013 年第 2 季度的 Forrsights 移动技术调

查与 2013 年第 1 季度的 Forrsights 网络和电信调查。Forrester Consulting 向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印度、新加坡和澳

大利亚的中型企业的 IT 决策者提出了自定义的各种调查问题，将它们作为上述数据的补充。调查的受访者包括负责为企业制

定统一通信技术决策的 IT 经理及以上级别人员。辅助性的自定义调查是在 2013 年 12 月进行的。有关 Forrester 的数据调查

组合和技术行业咨询服务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forres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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