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功案例

美国癌症治疗中心利用功能强大的架构，

改进病人护理质量，提高系统效率 

思科解决方案能够帮助这家专科治疗医院改进通信、扩大服务病人的范围，并促进医院发展。

业务挑战 
美国癌症治疗中心（CTCA）擅长晚期癌症病人的整

体、完全集成化治疗，目前在美国有四所分院，一所正

在建设中的医院，并计划在未来开设更多医院。它是一

个完全以病人为中心的机构。这种模式并不依靠医生向

CTCA推荐病人。因此，它在全国是独树一帜的，因为

每位来到CTCA的病人都是个人亲自选择了在CTCA接

受治疗。外部力量对于治疗计划、病人住院时间等没有

限制。CTCA模式包括透明访问全部诊断治疗资源，他

们甚至能医治情况最复杂的癌症晚期病人。CTCA一般

会在两天内为病人安排和进行全面的诊断检查，这些检

查的结果出来后，会立即与病人会面，考虑病人的特定

需求，共同决定最佳治疗方案。这种治疗方案是整体

的，也就是说CTCA不仅治疗疾病、消除肿瘤，而且为

病人提供营养咨询、自然疗法药物、社会心理咨询、物

理治疗和精神支持，以便增强免疫系统，并满足癌症病

人各自的特殊需求。CTCA能够比其他癌症治疗机构更

好地集成多种疗法，这一点使它倍感自豪。 

CTCA通过宣传计划吸引病人，这其中包括电视直销

和互联网战略，以及有针对性的媒体关系活动。病人

可以通过拨打免费电话、发送电子邮件，或参与安全

的网上聊天进行联系。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包

括节假日，您都能通过以上任意渠道联系到肿瘤学专

家。这种模式需要医护人员富有极高的同情心和工作

效率，并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包括用于支持这些个

性化交互的先进网络和电信系统。“在与思科合作前，

我们的呼叫中心的正常运行时间只有92%”，CTCA首

席网络架构师Dave Kawiecki说，“这意味着在每12位认

为自己需要我们专科治疗的癌症病人中，就有一位无

法与我们取得联系，或延迟了联系到我们的时间。这是不能接受的。” 

概述

美国癌症治疗中心 

● 医疗业 

● 医院总部设在伊利诺伊州绍姆堡，目前在伊

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区、俄克拉荷马州塔尔

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设有分院，并在华盛

顿州西雅图有一个门诊中心。位于亚利桑那

州菲尼克斯郊区的医院正在建设之中，预计

于2009年投入使用 

● 2100名员工 

业务挑战

● 延长电信系统正常运行时间，以优化营销计

划的成效，服务更多病人 

● 出于病人的特殊需求，医院需要提供一致的

客户体验，并在网络核心提供高可靠性和网

络支持 

网络解决方案 

● 强健、具有高可扩展性的系统，能够随公司

发展而扩展，满足更高需求 

● 可靠的网络支持系统 

业务成效 

● 通过该解决方案，实现了35-40%的业务增

长，使CTCA每年能够服务于49,856名病人

● 标准化IT解决方案简化了在全国范围内的业

务扩展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母亲标准®”，CEO Steve Bonner表示，“这就是说，我们需要像治疗我们自己

的母亲一样治疗每位病人和潜在病人。很明显，如果病人入口无法通过测试，我们就不太可能实现这

个标准。”其他问题还包括电话系统无法传输数据，在不同地点提供不同通信功能，无法区分呼叫是

来自CTCA内部还是外部，以及系统骨干网几乎很难满足当前需要，更不用说支持未来发展了。“五年

前，我们的系统是一系列分立的实体，而非集成网络”，Bonner说，“我们需要集成我们的系统，采用

VoIP，并构建一个能够满足我们预计未来发展需要的通信骨干网。” 

“晚期癌症病人已经没有可供浪费的时间了。我们的思科

系统消除了我们对于网络的担心。因此，我们的团队能

够集中精力开展我们独特的病人护理和治疗，帮助我们

获得成功。” 
—Steve Bonner，美国癌症治疗中心CEO 

网络解决方案 
CTCA需要一个强大且始终可用的网络基础设施，能够在支持发展的同时，为医护人员提供必要工

具，以便优化护理质量，实现其目标。思科解决方案的基础是一个端到端6500交换架构，它支持思科

医疗级网络，具有充分的冗余性，提供高可用性和高性能。所有选项都支持使网络成为可靠的业务发

展推动引擎的备份类型。 

6500交换架构和7200系列路由器共用，有助于支持一个多功能VoIP软件平台、一个无线语音和数据

网络，以及视频系统。藉此，不在现场的医生能够提供远程临床支持，贡献他们的特殊技能，加速病

人治疗。CTCA还使用思科的Ironport消息传递安全技术，来确保电子邮件系统快速、可靠、安全。

对于CTCA来说，时间很关键，思科的产品和解决方案能够节省时间，有时这就能挽救生命。将来，

CTCA将通过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6.0、思科网真、思科数字媒体系统等，统一其

应用，进一步增强协作。 

思科客户经理Tim Padden表示，其所获得的优势是出色的冗余性和可靠性，藉此CTCA能不断发展，

通过一个企业级的安全网络，更好、更快地服务于更多病人。因为思科网络具有高可靠性，所以能

非常出色、高效地吸引病人。借助它，CTCA能在第一次接触客户时就运用其非常独特的临床医疗模

式，并将其贯彻到病人的整个治疗周期中。“如果您了解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Cisco Unity平台以及Cisco Unified Contact Center统一部署的构建，您就会发现它们采用了高可用性

模式”，他说，“现在CTCA将进一步实现其运营商传输系统的冗余性。这将确保并巩固高可用性。” 

CTCA正在使用Cisco AP 1200安全无线网络，现在即将部署Cisco Unified无线IP电话7921G，一款彩

色无线电话，来实现其在每个地点全面、安全地无线接入护士呼叫系统的目标。这些无线电话使病人

能够联系位于医院任意地点的CTCA医生。除了在每个地点提供全面无线接入外，思科解决方案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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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地点提供了与Microsoft CRM和所有其他厂商的应用的完全互操作性，进一步为CTCA独特的临

床医疗模式提供支持。Bonner表示，思科解决方案对CTCA来说一直非常重要。“VoIP系统是网络的

核心，通过创建一个全面数据中心，以及一个镜像数据中心，使我们能够具备对达成目标十分关键的

冗余性。思科系统的架构中自然提供冗余性，消除了单故障点，真正能帮助我们运用技术，提供高质

量、永续可用的病人护理服务。”CIO Chad Eckes称，联系中心是许多CTCA病人的入口，因此对于

医院的发展非常重要，现在它的正常运行时间已达到99.998%。“还是有可改善的空间”，Eckes说，

“我们将不断进取，直到实现并保持系统100%正常运行为止。”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思科客户团队为我们提供的服务是

我所获得的服务中最为出色的。思科团队为我们提供全

方位服务，甚至帮助我们查看影响到我们的网络或电话

系统的非思科系统。” 
—Chad Eckes，美国癌症治疗中心CIO

业务成效
CTCA在过去几年飞速发展，Eckes认为“如果没有思科解决方案的帮助，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自

部署新的电信网络以来，联系中心的呼叫量增加了64%。“我们几乎采用100%直销模式”，Eckes

说，“自从我们选择思科以来，我们就能把握住每次来电的机遇，正确路由、快速响应，这使我们能

够迅猛发展业务。”在思科和CTCA合作之后，CTCA已在塔尔萨和费城开设了新医院，在菲尼克斯

郊区的医院正在建设之中，另外还有建设更多医院的计划。“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人越多，我们能够帮

助的人也就越多”，Bonner说。在Cisco Unified Contact Center解决方案的支持下，每年CTCA共

能处理49,856次病人来访，该解决方案能帮助解决部分客户联系中心问题，简化新医疗机构的基础

设施构建。 

在临床方面，思科视频解决方案支持远程诊断、临床监控、手术协助和咨询著名专家病理学问题等功

能。“对于来我们这里的病人来说，时间很重要”，Bonner表示，“思科网络帮助我们提供最佳医疗和诊

断会诊，突破了地域的限制。” 

员工的效率也得到了提高。“现在，我们为每个医疗机构都制订了一个标准蓝图”，Eckes说，“这使我

们的IT部门更为高效，我们的网络系统更易于部署、监控和维护。该系统如此强健，使得我们在每个

地点只需安排一位技术支持工程师即可，如果某个特定地点的工程师突然无法正常工作，我们能通过

网络远程安排另一位技术支持工程师负责其工作，管理那家医院，就像他们在当地一样。如果需要，

我们还能在各地点间轻松移动网络设备。每当我们简化了一项支持功能，这就意味着我们能投入更多

时间和精力治疗病人，使他们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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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随着CTCA逐步实施其目标，将其新老设施建设成为

全数字化医院，思科将成为它的重要合作伙伴。“在IT

方面，我们正在构建企业一致性，以使我们的病人受

益”，Eckes说，“无论位于何处，我们都需要为每座医

院提供通用性和标准性。”Padden称，CTCA考虑部署

的下一款思科产品是思科网真，一种通过网络，跨越物

理距离提供身临其境的独特视频体验的创新技术。思科

网真提供： 
● 更高生产率，加速交付病人护理服务 
● 按需会诊和业务会议 
● 更快决策制定，加快服务面世速度 
● 按需对病人亲自问诊，始终为病人提供合适的专家， 

 不受地域的限制，提供按需服务 
● 改进与同事、合作伙伴和客户间的通信与协作 

了解更多信息
如需了解更多有关基础设施升级，及其所采用的思科统

一通信解决方案能够如何帮助您的企业实现目标，请立

即联系您的思科客户代表或思科认证经销商，或访问我

们的网站：http://www.cisco.com/go/healthcare。

产品清单

路由和交换 

● Cisco 6500交换架构 

● Cisco 7200系列路由器 

● 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 Cisco ONS 15454光网路由器 

● Cisco MDS 9500存储局域网交换机 

安全 

● 思科自适应安全设备 

● Cisco Ironport电子邮件安全设备 

● 思科网络准入控制 

无线 

● Cisco Aironet 1200系列接入点 

● Cisco Wireless Analyzer 

思科统一通信 

●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 Cisco Unified无线IP电话7920、7921G 

● Cisco Unity 

● Cisco Unified Survivable Remote Site 

Telephony 

● Cisco Emergency Responder 

● Cisco Unified Video Advantage 

● Cisco Unified Contact Center Enterprise 

● Cisco Agent Desktop 

● 适用于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的思科安全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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