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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地位和技术：统一通信和协作的总拥有成本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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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中型组织为成功而奋斗，而成功意味着不断做出明智的决策 - 包括明智的技术采购。技术不仅使中型组织

能够满足员工及客户当前的需求，而且能帮助中型组织在未来实施简单且价值巨大的变革。企业采用的技

术必须能够支持企业内部发生的变革，同时不会增加与提供卓越客户服务、接洽提供商及执行诸多常见业

务流程相关联的风险。 

有些人认为领先的技术会价格昂贵，但 Analysys Mason 的最新调查表明，这种假设并不完全成立。我们发

现，拥有约 500 位用户的组织可采用思科提供的功能丰富且可扩展的统一通信 (UC) 解决方案来取代竞争力

不足的解决方案。从 5 年期来看，Cisco Business Edition 6000 (BE 6000) 解决方案（一款专为中型公司设计

的统一通信解决方案）比 ShoreTel 的同类解决方案便宜 3 万美元，比 Avaya 的同类解决方案便宜 4.2 万美

元，比 Mitel 的同类解决方案便宜 14.5 万美元。图 1 显示了这四种统一通信解决方案 5 年的总拥有成本 
(TCO)。 

图 1：Cisco Business Edition 6000、ShoreTel 13、Avaya IP Office 和 Mitel MiVoice Business/Communications 

Director 对拥有 500 位用户的组织的五年总拥有成本 [数据来源：Analysys Maso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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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型组织的建议 

选择内部部署的统一通信解决方案时，中型组织必须考虑一系列因素，如价格、产品功能、未来的业务需

求以及渠道合作伙伴的专业知识： 

• 不要认为顶尖技术的成本就会更高：当中型组织选择统一通信解决方案时，其关键要求是产品与供应商

的质量、安全性和长久生存能力。而有竞争力的价格是另一个关键因素。本文表明，您完全能够以低于 
ShoreTel、Avaya 和 Mitel 解决方案的成本，获得高质量的思科统一通信技术。 

• 购买能陪伴您组织成长和变革的解决方案：中型组织今天实施的解决方案与 5 年后所采用的解决方案不

一定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组织都选择在其统一通信解决方案中引入其他技术组件，如新的联系

中心功能、基于视频的通信、网络会议、虚拟化支持和移动支持。领先的供应商为组织提供了领先其需

求多年的功能，意味着解决方案在组织实施之前已得到很好的测试和支持。 

• 从基于视频的通信领域的领先供应商中选择统一通信解决方案：越来越多的中型组织开始采用基于视频

的通信，即使某些中型组织今天不需要，也很有可能在未来的 5 年内采用。如今，像 Cisco Desktop 
Collaboration Experience DX650 (Cisco DX650) 这样的最佳视频解决方案的市场价格极具竞争力。其他

供应商的同类解决方案的成本可能是 Cisco DX650 的两倍甚至更高，而功能却不能与后者相提并论。 

• 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成本的统一通信产品：此处分析和报告的四种统一通信解决方案，其部署

和支持成本占了总拥有成本的大部分。因此，理想的系统需要具备专为统一通信解决方案而设计的自动

化管理工具。 

• 实施来自具有大量研发投入的供应商的统一通信解决方案：随着时间推移，中型组织可能在其统一通信

解决方案中增加更多功能。投入巨资研发的供应商往往能提供领先于客户需求的解决方案，因此它们更

有可能在其核心的统一通信解决方案中包含富有价值的附加功能，如网络会议和视频通信。 

• 寻找对移动性有全局方法且支持自带设备 (BYOD) 趋势的供应商。实际上移动性会触及中型组织技术环境

的各个方面。由于员工试图在所有工作场所 - 在家中、在办公室和在路上 - 使用移动工具，IT 部门必须具

备适当的管理、策略、安全性和支持工具，来有效且高效地实现这些新服务并支持所有移动设备操作系

统和有价值的移动应用。 

• 挑选具备优秀专业服务技能的渠道合作伙伴：我们提醒组织谨慎信任提供最低价格的合作伙伴的技术部

署：既然组织已经决定采购高质量设备，不值得在部署质量方面冒险。统一通信技术正从以语音为中心

转向以技术为中心，因此渠道合作伙伴除了提供传统语音服务，还必须了解虚拟化、消息传送、视频和

其他 IT 领域，这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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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领导地位：框架 

成功的组织为胜利而战，但不同组织对胜利的理解并不相同 - 对一些组织而言，胜利意味着增加收益，而

对另一些组织而言，胜利意味着改善其社区或改变世界。成功的组织如何成为其所在行业和社区的领头人？

它们专注于三个方面 - 业务决策、员工和客户（图 2）。 

 

图 2  成功组织关注的三个

方面 [数据来源：Analysys 

Mason，2013 年] 

 
• 业务决策：成功组织一贯做出明智的业务决策。最出色的组织会选择可靠的战略、制定年度实施计划，

并构思适当的策略来实现目标。此外，成功的企业会对风险做出明智的决策：组织当然要承担一定程度

的风险，但所有组织必须实现良好的平衡。 

• 员工：成功的组织认同员工是巨大的资产，它们以两种方式利用技术提高员工的效率。第一，技术使员

工更轻松地高效完成工作，从而降低业务成本。第二，技术帮助员工创新，创新可以改善组织的产品、

服务和业务流程，从而增加收入、降低成本。 

• 客户：成功的组织用心对待客户，以期赢得持续购买其产品的忠实客户。技术可以改善员工和客户间的

日常交流，好的技术也可以使组织为客户提供与众不同的服务。 

在市场、社区和细分市场中领先的组织应依靠技术来帮助提高业绩。对组织而言，选择领先的技术解决方

案是明智之举，因为这些解决方案为员工提供了灵活性，有利于提供更优质的客户服务，而且就我们评估

的思科解决方案而言，还可能比功能更有限的竞争解决方案成本更低。 

我们的 TCO 分析的详细信息 

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进行分析？ 

Analysys Mason 比较了四个统一通信解决方案的成本：Cisco Business Edition 6000、ShoreTel 13、Avaya IP 
Office 和 Mitel MiVoice Business/Communications Director。本次分析中，我们计算了一个拥有 500 位用户的

典型中型组织的成本。假设该组织有一个总部和两个分公司，分别位于不同位置。为了使四个产品的成本

可直接对比，我们确保所评估的解决方案的特性和功能尽可能相似。某些情况下，该约束条件很难满足，

因为领先的技术供应商提供的解决方案往往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要优于那些解决方案有更多限制的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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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四个解决方案，我们衡量在硬件、解决方案部署、软件许可和持续支持方面的成本。我们假设：该

拥有 500 位用户的组织最初实施非常简单的解决方案，包含统一通信语音、语音信箱、移动电话集成和基

本联系中心功能。在随后的 5 年时间内，组织将实施其他常用的统一通信解决方案，包括为一些员工提供

更高级的联系中心功能、网络协作和高清桌面视频通信。企业会不断变革和成长，我们合理地假设，成功

的组织将为其员工带来新的技术，以作为提高工作效率和激励创新的一种方式。 

图 3  Analysys Mason 评估的四种统一通信解决方案摘要 [数据来源：Analysys Mason，2013] 

解决方案名称 供应商的解决方案定位 功能说明 

Cisco Business Edition 6000 采用简单网络设计的 UC 平台，对中型

组织具有价格竞争力 

语音、统一消息传送、移动性、在线状

态、联系中心、协作和视频功能 

ShoreTel 13 一体化、低价格的 UC 解决方案，TCO 

保证 

语音和简单的联系中心，带有移动附加

功能 

Avaya IP Office 面向中小企业的 IP 电话解决方案 语音功能，带有消息传送、移动性、

UC 附加功能，以及简单的视频集成 

Mitel MiVoice Business（前身为 Mitel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易于部署和管理的 IP PBX 平台，面向

拥有 5 到 65000 位用户的企业。 

语音、统一消息传送、移动性、在线状

态、会议和协作功能 

 
思科将其 Business Edition 6000 解决方案描述为：采用简单网络设计的统一通信平台，面向中型组织。该解

决方案可为客户提供语音、统一消息传送、移动性、在线状态、联系中心代理支持和视频功能。思科将其

定位为具有成本竞争力的解决方案，在质量、可靠性、功能和可升级性方面，均优于其他解决方案。 

ShoreTel 将其产品描述为一体化、低价格的解决方案。其平台包括基本的 IP 电话功能和简单的联系中心功

能。ShoreTel 尤其强调其 TCO 保证，声称其产品拥有比同类产品更低的 TCO。 

Avaya 将其产品描述为：面向中小企业、使用各种设备进行连接和协作的解决方案。其平台包括基本的 IP 
电话功能，以及可选的统一通信、简单视频会议、移动性和消息传送等附加功能。 

Mitel 将其产品描述为高度灵活且可扩展的 IP 专用小型交换机 (PBX) 解决方案，易于部署和管理。该平台

提供语音、统一消息传送、移动性、在线状态、会议和协作功能。该解决方案面向拥有 5 到 65000 位用户

的企业。 

我们的 TCO 分析表明了什么？ 

我们发现，思科解决方案比 ShoreTel 解决方案便宜 3 万美元，比 Avaya 解决方案便宜 4.2 万美元，比 Mitel 
解决方案便宜 14.5 万美元。我们的研究结果如下： 

思科解决方案在硬件设备和软件上的资本支出 (CapEx) 比 ShoreTel 少 9%，比 Avaya 少 10%，比 Mitel 少 
24%。在我们分析的四种统一通信解决方案中，这些资本支出占 TCO 的 48% 到 53%。随着中型组织根据不

断发展的需求在统一通信解决方案中增加更多功能，思科解决方案的成本节省将更加明显。例如，如果选

择 ShoreTel 和 Mitel 产品，其合作伙伴必须集成单独的第三方视频系统以提供高清 (HD) 桌面视频解决方案。

而思科提供了高清视频桌面设备 Cisco DX650，目前市场上还没有其他功能同样强大的产品。相比其他所有同

类高清视频解决方案，Cisco DX650 的价格优势将使中型组织更容易做出购买思科统一通信解决方案的决定 - 
尤其是对那些计划在五年内采用视频解决方案的组织而言。思科的定价和现有产品组合同时考虑了成长中的

中型组织在统一通信方面的基本要求和更高级要求。通过允许组织随着其发展重复使用各种硬件和软件许可，

思科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与统一通信解决方案修改相关联的财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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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评估的四种解决方案中，与实施、

集成、规划和培训相关的系统部署成本只

相差 1.85 万美元。这些成本只占四种解决

方案 TCO 的 4% 到 7%。即便如此，关键

还是要找到训练有素、严格认证且经验丰

富的合作伙伴来实施这些解决方案。我们发现在四家供应商中，有经验的合作伙伴的小时费率相当一致；

虽然一些合作伙伴的小时费率较高，但其所需的总实施时间相对较少，因此总实施费用大致相同。 

在我们评估的四种解决方案中，与维护、软件升级和一般日常支持相关的系统支持成本只相差 7%。这些费

用在五年内占四种解决方案 TCO 的 43% 到 45%：这是笔不菲的费用，因为所有解决方案都需要一定程度

的维护。然而，随着解决方案不断进行追加修改，像思科解决方案这样功能更为齐全的解决方案所需的系

统支持时间也更少，因为它们专为适应中型组织不断变化的需求而打造。不是专为中型组织打造的其他解

决方案则随着附加功能的补充不断增加支持成本。而且，借助更新的 Cisco Unified Provisioning Manager，
合作伙伴可以缩短系统安装时间、快速提供服务，并轻松管理用户和配置文件。 

总结 

长远眼光至关重要。技术可以帮助组织提升员工的能力，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中型组织选择的技术必

须能够支持未来的业务需求，否则就会带来额外的财务风险。像思科这样的供应商倾力于打造帮助组织取

得成功的解决方案，其高品质技术值得投资。 

根据我们的分析，Cisco Business Edition 6000 的 TCO 比 ShoreTel、Avaya 和 Mitel 的同类产品更低。像思科

统一通信解决方案这样的解决方案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并能提供适应未来业务变化的灵活性，中型

组织购买这样的解决方案是明智的业务决策。 

今天的统一通信技术可助力组织获得成功。将人们联系到一起的解决方案（如视频通信、网络会议和移动

性解决方案等）可使领先组织脱颖而出，占得先机。这类解决方案能在员工、客户和合作伙伴间建立密切

交流，引领业务流程的创新和改善。Stanford Federal Credit Union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信息官 Jim Phillips 形象

地说：“我们是需要使用超越电话的平台，并利用其功能提高工作效率的那类公司。选择思科后，我们得

到了比预想更好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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