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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网络成为了当前专家人士的生命线 在单个 融合的基础设施上提供卓越的应用 内容

和通信工具 但是 员工只有在他们接入这些资源时才能从中受益 并且目前专家们很少呆

在办公室里 实际上 他们的工作是固定不变的¡“出席会议 在办公室间走来走去 出差或

在家远程办公   

 

简介 
为了支持日益增加的移动工作人员 许多企业正在部署移动办公室解决方案

希望藉此把网络接入扩展到远离办公桌的员工 这样做的结果是企业可以增

加他们已经投资的网络基础设施的价值 同时提高工作效率 加强协作和加

快对客户和合作伙伴的响应  
 
本规划蓝图概述思科移动办公室解决方案 以及您可以用来把公司网络扩展

到移动工作人员的措施  
 
什么是思科移动办公室解决方案  
思科移动办公室解决方案把网络资源和工具扩展到远离办公桌的员工 在办

公室内漫游的工作人员 在家办公的远程工作人员或在旅途中的出差人员

移动办公室解决方案不替换有线网络基础设施 而是把它扩展到只能有限接

入有线网络 或超出有线网络服务范围之外的区域  
 
移动办公室解决方案包括智能有线局域网(LAN) 无线LAN和远程接入技术

为了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加快响应 您还可以把IP通信集成到移动办公室

解决方案中  
 
您可以选择实施一部分或所有这些组件 取决于您移动工作人员的独特需求

和工作习惯 可能的移动办公室解决方案包括  
• 思科移动办公室 在办公室-到公司网络的智能有线和无线LAN扩展 这

种解决方案使知识员工一天中有更多的时间来使用网络资源-无论是在办

公室 会议室还是在公共场所漫游-从而加强相互之间的协作 加快对客

户的响应 为了进一步增强思科移动办公室 在办公室解决方案 您可

以增加IP通信解决方案 如信息处理应用 使知识员工能够更有效地管理

与客户与同事的通信  
• 思科移动办公室 在家-远程办公技术 包括虚拟专用网(VPN)和宽带互

联网接入 这种解决方案使远程工作人员能够从家使用与在办公室接入

相同的网络资源和通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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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移动办公室解决方案扩展网络 
资源和通信工具  

 
 

• 思科移动办公室 在旅途中-面向办公室和远

程工作人员的解决方案 使商务出差知识员

工拥有更大的优势 借助于VPN和无线技术

在机场 旅馆 客户办公场地和其它无线热

点位置的商务出差知识员工可以使用公司应

用 客户信息和通信工具的高速互联网接入  

 

实现移动办公室解决方案的技术包括  

• 智能有线网络 公司的核心网络基础设施应

提供关键应用需要的性能 可靠性和网络安

全性 以及支持演进业务需求的可扩展性

包括移动性 智能网络业务包括高度可用的

路由器和交换机 使用服务质量(QoS)技术来

划分网络业务的优先级并管理网络业务 以

及增强的网络安全性功能来保护敏感的数

据  

• 智能无线LAN 无线网络包括连接有线网

络的无线电通信接入点和面向用户PC的无

线客户机适配器 无线LAN提供可与有线网

络相媲美的传输速度 从而把公司基础设施

扩展到工作人员以前无法接入的区域 当员

工在会议室出席会议时 或前往休息室和餐

厅时 他们可以使用无线LAN来接入一些他

们可以从传统工作站获得的资源  

• 虚拟专用网 基于 IP 安全性 IPsec 标准

的 VPN 技术使远程工作人员能够通过公共

互联网安全连接到网络资源 使用 VPN 技

术 员工可以从总公司 机场 旅馆热点或

客户办公地点安全接入公司应用 VPN 技术

使用安全的 隧道 把员工通信与其它 Web

业务隔离 使公司数据能够安全 机密地通

过互联网传输  

• 宽带互联网接入 宽带互联网连接包括

DSL 有线和其它高速互联网业务 这些业

务提供可与在公司办公室提供的相媲美的速

度 从而使远程工作人员和商务出差办公人

员能够使用公司应用和通信工具 而且工作

效率与在自己办公室办公一样高效  

 

可以进一步增强移动办公室解决方案的技术包

括  

• IP通信 您可以把公司电话系统集成到数据

网络 从而把智能工具和应用融合到话音通

信的管理中 例如 使用IP电话或PC软件应

用 员工可以从任何位置 登录 到公司数

据网络并进行通信 好像他们就在自己的办

公桌旁一样  

• 信息处理应用 一体化信息处理 和呼叫

管理应用使工作人员能够实时过滤和管理电

话呼叫 甚至可以把语音信息和电子邮件和

传真融合到单个 可管理的收件箱中



 
 
 

实现企业移动化 

 

优势和实例 
 

实施移动办公室解决方案可以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加快对客户的

响应和增加您现有有线网络的价值  

 

 

• 提高工作效率 NOP World Technology 

近对思科系统有限公司进行的一次研究显

示 向移动工作人员扩展信息基础设施使员

工能够每天多1.75小时使用网络资源 对于

普通用户 这可以提高高达22%的工作效率

此外 通过向您的移动办公室解决方案增加

一体化信息处理等IP通信技术 Radicati 

Group有限公司估计您可以每天提高员工25

到40分钟的工作效率  

• 加快客户响应 使用无线LAN的员工可以

一天随时通信 而不是等到下午5点才处理一

天大量的信息和请求 结果是 您的员工可

以根据需要向同事和客户提供他们需要的重

要信息 并能够经常与客户保持联系 对客

户的需求迅速做出响应  

• 加强协作 根据Macalester College进行的一

次 20 年期调查显示 专业人士平均每个月有

48.8 小时在开会 遗憾的是大部分这些时间

都浪费掉了 因为会议期间员工手头没有正

确的信息来完成决策制订 但是 当员工能

够从会议室直接使用公司网络和互联网时

他们就可以完成一些实质性工作 因为所有

工作人员的工具都已经准备就绪 思科系统

对现有无线 LAN 客户进行的一次调研显示

无线 LAN 技术可以缩短 30-40%的部门决策

时间  

• 增加现有技术投资的价值 公司对他们的网

络基础设施和应用进行了大规模投资 但行

业研究显示 实际上员工一天中只有30%的

时间是在办公室来使用这些资源 移动性解

决方案使您能够从更多的位置 一天中有更

多的时间来充分利用您的网络基础设施投

资  

• 降低成本 无线LAN可以填补员工移动和

变化导致的差距 从而降低额外布线和 后

一分钟修复成本 通过实施IP通信解决方案

您还可以从传统电话系统上重大的成本节约

中受益 远程工作人员可以使用IP通信来充

分利用公司的拨号计划和出局呼叫的折扣

率 通常也可以免费呼叫其它员工 因为他

们使用互联网和公司数据网络  

• 提高员工满意度和持久度 思科无线 LAN

客户的 NOP World-Technology 研究显示 如

果在公司内部署了超远距离的移动技术 那

么就有更多的用户使用它并依靠它来获得竞

争优势 实际上 87%的知识员工赞同报告

的研究 认为无线 LAN 技术提高了他们的

生活质量 远程办公系统等移动办公室解决

方案还使您能够为您的员工提供更大的灵活

性来管理他们的时间和处理家事 您甚至可

以允许员工提前离开办公室来避开交通高

峰 然后在家办公 1 或 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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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业务考虑因素和问题 
 

以下是满足您网络移动性需求的战略性业务考虑因素  

• 工作效率 公司对网络基础设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旨在提高员

工的工作效率 您的员工是否充分利用了这些应用和工具 他们一天

中实际使用这些应用和工具的比例是多少 员工是否可以从家庭计算

机或在商务出差办公时接入客户和公司数据  

• 客户响应 客户和同事越来越期望迅速 人性化的服务和更短的周转

时间 员工一天中是否有大部分时间不在他的办公桌并且找不到他

员工是否可以接入他们需要的信息来了解客户的喜好 需求和关注焦

点-甚至当您在家 在旅途中或在客户办公场所远程办公时  

• 协作 员工必须能够高效协作来迅速完成项目和响应客户的紧急需

求 由于在会议中途 与会人员意识到他们没有他们需要的信息来完

成决策制订流程 会议是否经常延期或重新安排  

• 投资回报(ROI) 您可能认为移动性实施是 好拥有 而不是业务需

要 但是您对您正在使用的网络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多少 当员工不在

办公桌旁时 使员工一天中有70%的时间能够接入网络基础设施需要多

少成本 您可以在公司办公室部署无线LAN解决方案 每位用户大约

200到300美元 包括设备 安装 培训和年服务支持费用 实施远程

工作人员解决方案来连接在家庭办公室或在旅途中的员工第一年的成

本为大约每位用户1,500美元 第二年可以下降到每位用户900美元 这

一投资的回报可能只需要远程工作人员每天提高两到四小时的工作效

率  

• 可管理性 移动办公室解决方案是否易于管理 无线LAN通常与您现

有的集中式管理系统集成 管理员可以使用他们用于管理网络其它区

域的相同工具来管理移动办公室解决方案 此外 VPN技术旨在使管

理员能够从主要办公场所管理和控制所有远程连接  

• 企业文化 移动办公室解决方案如何融入到您现有的企业文化当中

您应审查员工的工作习惯和喜好来决定要部署的 有效的移动办公室

解决方案 甚至是局部移动性实施-如在会议室部署无线LAN-也可以显

著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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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考虑因素和问题 
 

在部署移动办公室解决方案之前需要考虑以下5个方面  

• 战略-通过用ROI数字和明显的企业优势来补充您的商业方案 便于了

解您的移动性需求和目标并获得高级管理层的鼎力支持 确定员工将

从移动办公室解决方案 大受益的领域-主要办公场所 在家远程办公

商务出差或所有这些  

• 流程-明确定义实施移动办公室解决方案的方法和方案 无线LAN VPN

系统以及IP通信 可能 将如何与您的网络基础设施集成 您现有的基

于LAN的安全性策略将如何影响无线或VPN实施  

• 员工-培训 企业文化和企业组织结构必须支持您的移动性战略和目标

您的移动工作人员是否有足够的技能和设备来 大限度地使用移动工

具 您的IT员工是否了解实施有效移动办公室解决方案的知识和技

术 您是否将需要外包业务和支持服务  

• 技术-可靠 可扩展 可管理和可互操作的计算机网络 应用和工具是

有效移动性实施的基础 您是否需要升级您的有线网络 以从移动性

部署获得全部优势  

• 服务和支持-除了员工和技术之外 您将希望考虑是否使用外包业务来

规划 设计 实施和管理您的无线网络 除了未来升级和扩展需求可

能的成本之外 您还应考虑移动办公室解决方案中任何漏洞或停机时

间的潜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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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表 
 

部署时间取决于您的网络移动性需求 以及您是选择实施完整的移动办公

室解决方案 包括IP通信和相关的应用 还是选择一项或多项移动技术

通常的部署时间表包括以下基本要素  

• 业务评估和战略开发-决定您公司网络基础设施和移动工作人员的当前

状态 获得高层管理人员的支持以及开发战略来扩展网络接入到您公

司的移动员工  

• 评估和选择技术-确定性能 好地硬件和软件来支持您的业务需求和战

略构想 确定您衡量标准的优先级 成本 可管理性 可互操作性

可扩展性 网络安全性等  

• 建模和测试-关联业务流程和技术特性(称为 对映 的流程) 定制配

置方案 进行测试  

• 培训-帮助用户熟悉新技术 业务工具 流程和操作  

• 全面开发-向整个用户部门和网络实施整套解决方案  

 

下面时间表实例显示了 100名员工的企业移动办公室解决方案实施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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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衡量 
 

移动性部署 重要的优势是员工有更多的机会使用重要信息 Web内容和

通信工具 通过把公司网络扩展到远离他们办公桌的员工 您可以获得更

丰厚的现有网络基础设施投资回报 同时使您的知识员工能够有更多的时

间联系客户 并更快地做出响应  

 

移动办公室解决方案还包括其它可衡量的优势 包括 

• 提高员工和工作小组工作效率 

• 加快对客户 合作伙伴和同事的响应 

• 加强工作小组协作 

• 更广泛地使用现有有线网络基础设施 

• 提高员工满意度和持久度 

 

 

 

 

 

 

 
结语 

企业对他们的网络进行了重大投资来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移动办公

室解决方案代表加强和扩展这一投资的下一举措  

  

对于适度的每用户成本来说 您可以用安全 可管理的接入您公司的

整套网络资源来增强您的知识员工-无论这些员工是在会议室工作 在

家远程办公或出差 通过扩展公司网络来覆盖更多的员工 提供更多

的连接时间 您可以从当前的网络投资获得更丰厚的投资回报 并与

您的客户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关系 更迅速地响应客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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