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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变化的趋势   

• 思科协作愿景   

 

 愿景   

• BE6K 解决方案+Jabber+Webex   解决方案 

• Jabber 

• Webex  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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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带设备 

视频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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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视频 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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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员工 主管 无固定办公点 联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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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允许随时随地协作 
提高员工工作效率 

通过提供更灵活的工作选项 
提高工作满意度 

通过允许员工使用和管理其自有设备 
大幅节省 IT 和资产成本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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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面对面会议增进沟通、强化关系  

不受地域限制地建立信任和理解  

通过高效合作开拓新的区域市场 

主管 

高效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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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虚拟专家库，包含同一地点和分散在全球网络中 
各地的专家 

与专家面对面地进行即时交互 

无固定 

办公点 

定位和连接远程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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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准确回复客户服务要求 

通过联系中心增加追加销售和交叉销售机会 

实现新的沟通渠道 – Web、视频、社交媒体 

通过即时消息和视频让专家加入交流 

联系 

中心 

利用高级客户协作工具提高客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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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day with Cisco 

Collaboration- Video 

//localhost/my job/smart solution day/1087_CiscoCollabVision_SCH_1280x720.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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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了在线 

状态的联系人 

搜索主题专家 

多种联
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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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群聊 

新加入的
联系人不
会看到历
史消息 邀请联系

人加入 

群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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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入的
联系人不
会看到历
史消息 

新加入的
联系人不
会看到历
史消息 
新加入的
联系人不
会看到历
史消息 

协作 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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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bber  

协作选项 

Jabber 

在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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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台视频设备 

单击发起视
频呼叫 

从 iPAD  

加入 

联系移动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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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聊天 在线状态 

语音邮件 

网络会议 

在 Web 应用

和业务流程中
轻松添加协作 

语音 视频 

www.jabberrdeveloper.com 

 

 

http://www.jabberrdevelop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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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在线状态 

支持 IM/聊天 

支持 Click 2 

Call 

支持 Click 2 

WebEx 

支持 Click 2 

Video* 



© 2012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思科机密 39 

支持在线状态 

支持 IM/聊天 

支持 Click 2 

Call 

支持 Click 2 

WebEx 

支持 Click 2 

Video* 

应用案例：支持思科统一通信的企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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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中文介绍视频 
 

高级协作解决方案套件针对中型公司 

简单实现安装，部署，管理，维护和升级 

增强的统一通信和革新的企业协作功能 

高性价比协作方案，降低 TCO/加速ROI 

可以和您公司的成长一起扩展 

Affordable. Simple. Flexible. Scalable.  

了解更多: www.cisco.com/go/be6000 

联系我们:  zhbao@cisco.com   

//localhost/my job/smart solution day/%E6%80%9D%E7%A7%91BE6000 %E4%B8%AD%E6%96%87%E9%85%8D%E9%9F%B3%E4%BB%8B%E7%BB%8D.mp4
//localhost/my job/smart solution day/%E6%80%9D%E7%A7%91BE6000 %E4%B8%AD%E6%96%87%E9%85%8D%E9%9F%B3%E4%BB%8B%E7%BB%8D.mp4
//localhost/my job/smart solution day/%E6%80%9D%E7%A7%91BE6000 %E4%B8%AD%E6%96%87%E9%85%8D%E9%9F%B3%E4%BB%8B%E7%BB%8D.mp4
http://www.cisco.com/go/be6000
mailto:zhbao@cisco.com


© 2012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思科机密 41 

  

思科 WebEx 
思科 Jabber 

联络中心 

统一通信 

协作应用 

高性价, 简单操作的高级协作平台 

Cisco 蜂巢系列之 大黄蜂 Business Edition 6000 

企业级的协作 

网真 

移动 

有线 
无线 

消息&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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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可承受的  

• 更低的TCO, 和服务器打包出售，最多可以支持
1000用户和50个站点 

更开放兼容  

• 可以和第三方以及传统的TP设备无缝的连接以
提供真正的协作平台 

丰富强大的协作功能 

• 无与伦比的移动办公功能 （Jabber, Webex） 

• 视频和UC的完美结合 

• 小型呼叫中心内置 

操作简单易用  

• 无缝的运维，管理，部署灵 

高可靠性   

 提供可选的服务器冗余和可自存活分支（SRST）
方式 

可扩容性 

 增加ROI, 保证灵活性， 并提供高达99%部分的
投资保护，和用户的公司一起成长 

 思科蜂巢 BE6000  

Enterprise-Class Collaboration for  

Small & Midsize Companies  

 

 

 

Sophistication Meets Simpl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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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型企业优化的功能丰富的企业级协作解决方案 

 大量的设备选择 

 统一消息和广播寻呼功能  

 多媒体 状态和即时消息 

 网络会议 （Webex Meeting Center） 

 联络中心－客户关怀 

 强大的员工移动性，统一的客户体验  

 容量高达1000用户，100联络中心座
席，和50个站点 

 

 

 

 

 

Drives lower TCO, 
employee efficiency, and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Cisco 蜂巢 BE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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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Jabber 

One-one 
One-to-few 
Real-time 

全方面统一协作 TBD 
 

 PC, Mac, 平板电脑, 智能手机 

 On-premises 或 云端 

 与 微软 Office 整合 

新的统一通讯客户端软件，让员工更有效率的工作，交流

包含统一协作的应用程序： 

• 实时短信，在线协作，在线提示 

• 桌面共享，会议， 

• 语音通信，视频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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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Prime Collaboration 

 

 无缝的 – 内置的，单一界面来管理用
户和设备设置及配置 

 统一的- 一个界面，一次登录  

 简化- 业务流程和用户导向  

 快速 - 1 分钟内 服务激活  

 基于角色 – 针对身份权限授权 

 

Provisioning 
Simplified  

deployment  

and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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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的会议解决方案，包括语音，网页
和视频 

• 丰富的套件提供实时的协作工具和功能 

文件，应用和桌面共享 

集成语音 

主持人控制—有效管理会议  

录音和回放 

和Outlook 2007 和2010 schedule集成 

在Windows, Mac, 智能手机和平板上的统一的
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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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移动设备上开会 
• iPhone、iPad 

• 预计在 1H 2014 中支持 Android 

• 主要功能 
• 开始、加入、安排和出席会议 

• 聊天、音频、“呼叫我”服务、日历、传递主讲者
权限 

• 在 iPad 2 和新版 iPad 上发送双向视频 

• 在 iPad 上通过 Wi-Fi 传输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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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视频体验 

标清分辨率：360p 

当前发言人切换 

全屏视频 

共享内容并观看视频  

• iPad 和 iPhone 上的移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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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50 - 2000 个并发用户的系统 

• 拥有 500 – 40000 名员工的公司 

• 对于规模更大的公司，可部署多个独立系统 

 

• 一个会议最多可容纳 100 名用户 

• 需要大型会议支持的客户可直接订购 SaaS Event 
Center* 

 

• 4 种立等可用的部署选项 

• 50  250  800  2000 个并发用户 
 

* WebEx 的统计数据表明，99% 的会议均不足 100 名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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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性 
• 在线会议全部通过 128 位和 256 位 SSL 加密 

• 符合行业标准的 2048 位加密密钥 

• 支持通配型和 SAN SSL 证书 

• 符合 FIPS 140-2 Level 1 标准 

• 可选的 TLS/SRTP 电话会议加密方式 

• 通过 SE/Linux 延伸套件加强“虚拟设备”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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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思科协作解决方案  

思科蜂巢BE6000平台+Jabber+Webex 

改变您的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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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op.cisco.com/orion/meeting?siteur
l=mop 

https://mop.cisco.com/orion/meeting?siteurl=mop
https://mop.cisco.com/orion/meeting?siteurl=mop
https://mop.cisco.com/orion/meeting?siteurl=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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