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科统一通信



2

思科统一通信

为了在当今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企业必须让员工以各种方式进行通信和协

作，包括移动电话、PC、寻呼机、个人数字助理（PDA）、视频会议、语音留言、即时消息

和电子邮件。但是，尽管采用这些通信方法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企业的响应速度和效率，缺乏

有效的集成却可能适得其反。通信效率低下可能会延长业务流程、影响生产率和业务灵活性，

造成项目无法按期完成，最终丢失客户，此外，由于不能迅速顺应市场变化，您可能丧失宝

贵的创收机会。

思科统一通信解决方案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通信方式。这种集成了语音、视频、数据和移动产

品的 IP通信系统使您能够利用网络这一智能平台实现安全有效、可扩展的协作式通信，从而

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当您的通信系统与一个智能 IT基础设施紧密集成时，网络就变成了一个“以人为本的网络”，

在这个网络中，您能够随时随地处理业务，安全无处不在，信息也随时可用—在您需要的任

何时间和地点。您的公司将能够随时获取信息，与全世界的虚拟团队互动，并能在旅途中实

时管理这些通信，就像在同一时间您能够分别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全新的通信方式
思科统一通信为您的员工提供了一种更个性化、更及时的通信方法。利用这种方法，您能够

理顺最重要的业务流程，实现前所未有的协作水平、客户响应速度、移动能力和安全性。

思科统一通信不仅仅是一种语音解决方案，更是一种战略投资，该工具在一个智能解决方案

中集成了语音、数据、视频、安全和移动特性，能够与您已有的工具和流程配合运行，从而

提高了企业的灵活性和竞争力，实现了利润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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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出色的协作水平、移动性和生产率
目前，移动员工在各类企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思科统一通信能够帮助您随时联系

移动员工并提高其生产率。网络具有无处不在的特点和各种智能特性，能够识别您所在的位

置，通过偏好设置在您选择的地点联系您，而移动特性则使您不会漏接任何一个电话。思科

统一通信解决方案使您能够利用最有效的媒介在第一次联络时就接通合适的人员。移动电话

和智能电话用户可以协调对话、与同事协作并查看Cisco Unity语音留言信息。员工能够看

到同事的在线状态，确定是否能够访问他们，然后安全地查看他们的个人和公司目录信息，

选择联系他们的最佳方式。由于采用了易用性设计，思科统一通信使用户能够在任何地点利

用现有的任何有线或无线设备联系他们需要的人员、通信工具和内容。

思科统一通信使您能够简化通信流程，将其与您的业务流程更紧密地集成起来，最终在人与

人之间而不是设备之间建立连接。该解决方案与您现有的后端应用和数据平滑集成，因此您

能够在员工每次接听电话时为其提供更多信息。

易于部署

对于信息技术人员

思科统一通信能够帮助您的 IT员工利用面向电话、路由、交换和安全性的简单、直观的网络

管理工具有效管理他们的通信环境。一个基于浏览器的直观系统管理界面大幅度简化了您的

统一网络的安装、支持和日常管理，从而为您降低了总体拥有成本。

对于员工

员工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轻松地更新快速拨号和其它电话特性—不需要依靠 IT 人员的帮

助。由于思科电话是“即插即用”型，员工调换座位变得非常轻松，成本极低。在调换座

位时，员工只需从原来的座位拔下电话，然后插入任何网络接口即可—无需重新连线或编

程。不管员工的座位搬到哪里，电话都会保有原来的分机信息和功能。管理的简化使 IT员

工能够将更多的时间用于战略性项目，而不是帮助各个员工进行电话维护和复杂的移动、

添加和更改。

思科统一通信能够与您现有的专用电话交换机（PBX）和语音留言系统平滑集成，允许您根

据自己的日程表和预算更换组件。因为两个系统将实现顺畅的互操作，您可以选择最适合自

身企业的安装流程。统一的融合型网络具有极高的可靠性，这就是众多中小型企业选择采用

思科统一通信的原因。

手册

面向小型机构的新型

统一通信解决方案

针对希望赢得更多客户并通过出色

的客户服务保持客户忠诚度的小型

机构，思科推出了智能商业通信系

统，这种低成本的语音、视频和无线

网络产品综合系统将思科统一通信

扩展到了小型机构。利用该产品，用

户能够随时随地对信息进行安全访

问，与客户和员工进行更高效的通

信。这种专用的商业通信解决方案

不但易于部署和使用，还能有效支

持业务增长。通过本地合作伙伴提

供的获奖支持服务和简便的融资方

式更令该解决方案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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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

思科统一通信能够帮助您树立企业和服务特色，实现真正的竞争优势。更灵活有效的通信解

决方案将使您实现更自然流畅的协作，更快做出决策，减少通信瓶颈并提高总体效率。通过

响应速度更快、信息量丰富的客户服务，您将提高客户忠诚度、销售额和利润率，并最终实

现对成本的有效管理。思科统一通信解决方案是一种确保商业成功的投资，能够通过扩展和

升级满足未来的各种业务需求。调查显示，升级到融合式 IP 环境后将带来可观的投资回报

（ROI）并降低总体拥有成本（TCO）。

“我们的旧电话系统只提

供基本功能和拨号音。思

科统一通信提供的电话管

理功能可帮助我们将整个

公司统一起来，包括我们

在北美和欧洲的远程销售

人员。”
—Mark White

Optio Software

信息技术总监

Sage Research还通过调查发现了生产率提升、成本节约和客户响应速度方面的其它一些重

要优势。统一通信应用用户获得的收益包括：

● 目前使用统一通信应用的用户平均每天每个员工能够节省 30到 55分钟的时间。

● 此外，会议和软电话应用通过减少差旅开支、移动电话和长途电话费大幅度节省了现金支

出成本。

● 在线状态应用的用户知道联系某个员工的最佳方式，因此能够在第一次联络时就找到他，

从而每天能够节省 32 分钟的时间。

● 软电话（如Cisco IP Communicator）通过减少移动电话和长途电话费每月能为用户节省

1727美元；每天为出差的员工节省 40 分钟；通过提高业务连续性每年节省 3.5 天。

获益 改进百分比 平均节省的时间

移动、添加和更改的简化 56% 每次移动节省 1.6小时

移动员工的生产率提高 48% 每个移动员工每周节省 4.3小时

远程机构员工的生产率提高 46% 每个远程机构员工每周节省 4.0 小时

员工的“往来”电话呼叫减少 46% 每个员工每周节省 3.9小时

总部员工的生产率提高 45% 每个员工每周节省 3.9小时

技术支持 电话应用的技术支持时间每周减少 5 个

小时或更多

2005 年 Sage Research 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采用融合式 IP电话解决方案的公

司普遍宣称他们的用户每周能够节省5个小时为语音应用提供技术支持的时间。这

种节省不仅反应了用户生产率的提高，还意味着技术支持人员负担的减轻。这些

公司还报告说，移动、添加和更改的简化节省了时间，移动性和远程机构的生产

率得到提高，往来电话呼叫数量减少，总部的生产率也得到提升。具体的生产率

改进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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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和协作方面的优势包括：会议开支（内部会议）减少 30%；通过减少差旅每月节省

1700美元；通过 Outlook/Notes 的集成每个虚拟会议能够节省 30 分钟。

● 统一消息提高了消息管理效率，每个员工每天可节省43分钟，每个出差员工每天可节省

55分钟。根据Sage Research的调查，在采用统一通信的公司中，由于员工能够在第一

次拨叫时就联系到同事，每个员工每天平均能节省30多分钟的时间。此外，由于员工能

够在一个收件箱中管理所有的电子邮件、语音留言和传真，他们每人每天可节省43分钟。

Sage 还发现，由于用户能够将即时消息聊天转成协作式的 Web 会议，支持 Cisco Uni-

fied Presence 和Cisco Unified Personal Communicator的使用，因此每天平均能节省

51 分钟。

全面的集成通信
只有完全集成的综合解决方案才能提供业界领先的功能。思科及其合作伙伴具备提供这种解

决方案的独特优势，包括：

● 统一通信——通过提供一个基于 IP的语音、视频、数据、移动产品和应用统一通信系统，

思科实现了更加人性化和个性化的通信。

● 网络基础设施——思科为有线和无线语音、视频及数据通信提供了一个业界领先的基础设

施。专门设计的服务质量（QoS）和可扩展性特性支持质量始终如一的可靠、可扩展服务。

● 安全性——思科是唯一能提供系统的端到端安全防护的供应商。这种全面的安全防护系统

采用业界标准技术，从网络本身开始，防御的范围一直延伸到呼叫控制机制、端点和应

用。独立测试显示，思科的集成系统安全方法是当今最安全的解决方案。“思科已经证明

它能构建高明的黑客都无法进入或明显干扰的 IP语音（VoIP）网络。思科的“安全”评

分在所有参与测试的厂商中是最高的。”著名网络咨询和产品测试中心 Miercom 的总裁

Ed Mier 说。

● 移动性——通过提供业界最全面的移动解决方案系列，思科能够帮助您将通信功能扩展到

员工最需要的地点，使他们能够在任何地方完成工作。

● 功能强大的网络管理产品——思科统一通信的管理产品降低了总体拥有成本，简化了对所

有通信组件的管理，提高了可靠性和正常运行时间。

● 灵活的部署选项——利用基础构件方法，客户可通过思科渠道合作伙伴购买并部署思科统

一通信产品，满足机构当前的网络和业务需求。

● 外包管理选项——对于希望由可信赖的电信运营商代为管理统一通信的机构，Cisco Pow-

ered Network 成员服务机构能够提供 24 小时的可靠服务。

● 第三方通信应用——经测试，来自大量IP通信应用开发商和厂商的解决方案能够与思科网

络基础设施互操作。

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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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需求
中小型企业需要确保他们现在购买的技术解决方案能够随着商业环境的快速发展而灵活地扩

展。Cisco Smart Business Roadmap为您提供了一条合理的升级路径，可帮助您充分利用

当前的商业机会，同时最大限度发挥您的技术投资的长期潜力。Cisco Smart Business

Roadmap提供的技术规划建议汇集了定制的技术解决方案、通过本地专业化认证合作伙伴

提供的生命周期服务和来自Cisco CapitalTM的灵活融资服务——所有这些都是专为您这样的

机构而设计。

Akraya是一家专门为全球 2000强企业提供 IT解决方案的专业服务公司，该公司在

采用思科统一通信解决方案和 Cisco Smart Business Roadmap 之后实现了可观的

ROI。在 2005年初，公司将总部迁到了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的新地点，该地点

部署了一个融合 IP网络。利用该网络的语音功能，Akraya将销售额提高了一倍。公

司的每个工作站都能够直接拨号，并与其客户关系管理（CRM）应用轻松集成。公

司的对外呼叫数量增加了20%到30%。员工能够在任何地点轻松收取语音留言、电

子邮件和传真，即使在远离公司的地方也不例外。

思科是唯一能够提供种类广泛的解决方案和广博的专业知识、并通过技术满足您的业务需求

并优化您的企业的公司。思科了解中小企业和他们面临的挑战，并提供了应对这些挑战的解

决方案。

通过选择思科统一通信，您将在提高通信有效性和安全性的道路上迈出重要的第一步。每次

交互都将变得无比重要，每个人的效率都将得到提高。思科统一通信使您能够在当今瞬息万

变的商业环境中保持领先，灵活地进行持续创新，并迅速适应变化。

生命周期服务
利用思科的生命周期服务方法，思科及其合作伙伴提供了广泛的端到端服务来支持思科统一

通信系统。这些服务基于业界公认的部署、运行和优化 IP通信解决方案的方法。例如，初期

的规划和设计服务能够帮助您满足部署时间表要求，并最大限度减少实施过程中的网络中断。

运作服务能够通过专家技术支持降低通信系统停运的风险，优化服务则能够提高解决方案的

性能，实现出色运营。思科及其合作伙伴提供的系统级服务和支持方法能够帮助您创建并支

持一个符合业务需求的高永续性融合型网络。

“思科解决方案帮助我们对

度假酒店进行了改造，使

我们能够提供宾客要求的

服务，因此从市场上众多

酒店中脱颖而出。”
—James Bina，Rosen Hotels and Resorts

信息技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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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与融资
在为购买技术进行融资方面，许多公司能够灵活地选择租赁的方式，以此控制开支并节约资

金。思科资本公司针对中小企业的需求特别提供了各种融资服务。您甚至可以将现有的电话

系统租约“打包”到您的思科统一通信解决方案中，以便方便地更换陈旧的PBX系统。利用

灵活的租赁服务、有竞争力的费率和快速信用处理服务，思科资本公司能够帮助任何企业购

买需要的解决方案，使他们不但在今天收获成功，还将满足未来的业务需求。

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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