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科 IT 个案研究----------

无线网的益处 

 

思科公司的无线网如何成为企业用户的首选网络 WLAN 
etwork 

 

思科 IT 个案学习 / 无线网 /无线网使用以及效率调查问卷: 这个个案研究描述了思科高度普及的无线连接的内部
络是 一 以学习思科公司这方面的真

助其他有类似

战 
2000 年思科公司部署无线网络时,主要是为了满足员工对于无线网

地”利用网络工作的支持.在当
以增加机动性和工作效率,而

IT 就无线网架设进行了
2002 年调查结果,高达 25%的思科员工选择无

线网作为他们的首选连接方式.2005 年,思科公司确信已经服务 5

被更多的员工使用着, 并显著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而且已经老化的无线网框架也需要一次升级来提高工作效率以及增
赢得管理层对这个重大(且昂

贵)的升级的支持.2005 年,思科公司又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用来确
网络. 

 

上述文件是 2005 年问卷调查的总结和分析,同时提供了经验教训以及下一步如何走的意见. 

解决方案 
2005 年,思科 IT 向全企业在世界范围内发送了超过 25,00 个无线网问卷调查,超过 26%的员工回复了.如此高的回复率归
因于无线网为人们带来的现实利益以及回答者对于无线网的成功的使用 

2005 发现的一个重要情况 连接方式.这个数字比三年
前增加了接近两倍. 另外一个重要事实是,平均来说,思科员工每天获得几乎 90 分钟的额外效益,对于公司来说,这相当可
观. 

 

 

 

 

Became Primary Corporate User N

通过使用无线网,员工平均每天提高将近 90 分钟的工作效率

部署情况,.思科公司网
实经历并用于帮

个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公司的最先进企业网络, 客户可
需求的企业.  

挑
“无线网对我们的用户至关重要,. 随
着时间,无线网已经几乎无处不
在 .42%的员工都使用无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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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烈需求,同时表示对员工”随时,随
时,无线网被更多的作为有线网的备用
不是用来取代有线网络 

 

2002 年,当无线网架设 18 个月以后, 思科
一次问卷调查.根据

作为主
要连接. 思科公司每天每个员工都增
加了平均 86 分钟的效率,相当于每年
每个员工多贡献了不少于两万四千美
元的利润. 无线网络现在的确成为了 年的互联网现在

思科公司的重要法宝 加用途.但是工作团队需要一些证据来

认无线网的主要优点,并建立一个个案基金会用来升级并重新设计作为主要连接方式的无线

是,超过 42%的回答者使用无线网作为他们首选或者是唯一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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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考虑到他们工作中对于机动性的需求, 他们对于无线网
人惊讶, 和预期的一样,一些”坐办公室”的工作,比如金融和人力部门, 回复率就低得多. 在回复者当中, 

有 10%是 IT 部门员工,他们可以被视作第一批使用者或者新科技传播者.(图表 1) 

Figure 1.   “您的工作性质?” 

结果 

按照工作特征分类的问卷回复 
大约 32%的回复来自思科的工程部分, 17%来自市场和销售
有最大需求并不令

 

工作中对无线网络的使用 
无线网络对于员工连接互联网的方式有着重大影响. 96%的回复者至少有时候使用无线网连接.(图表 2) 

Figure 2.   “您工作时使用无线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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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频率 
很多员工依赖无线网.将近 43%的回复者把无线网形容为首选网络连接方式(图表 3). 无线网已经显著改变了思科员工进
行团队工作的方式.  

Figure 3.   "工作时您经常使用无线网吗?" 

 

无线网的使

 
 

每周的无线网使用 
稍多于 38%的回复者每周使用无线网不少于 20 小时.(图表 4) 这些使用者中,几乎 20%的人使用超过 40 小时. 一个可能
的解释就是这些使用者的工作都强调时效性,所以随时随地能够联网对他们非常有价值. 差不多 45%的回复者每周使用 5

到 20 小时的无线网. 

Figure 4.   "每周您在工作上使用多长时间无线网?” 

 

提高了效率 
当问及无线网提高了多少效率时,几乎 28%的回复者说他们每天大概得到一个小时的额外效率,24%的人说他们得到两个
或三个小时的额外效率. (图表 5) 平均来说,每天会有 86 分钟的额外效率,或者相当于每个使用者每年多工作 315 小时. 

这个问卷调查将”额外效率”定义为”例如节约在公司不同楼层或者不同建筑之间走动的时间, 或在思科其他办公室连接网
络节约的时间, 会议前和会议期间节约的时间, 在会议期间和利用 ad-Hoc 进行合作时提高的效率和节约的时间. 工作回
复上节约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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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思科自己的内部财政消耗模式,提高的额外效率相当于每个员工每年多创收超过 24,50

2006 年工资调查,思科每年从每个员工身上多得到了几乎 15,000 美元的利润1. 更多的好处
0 美元. 或者, 根据美国IT行业
来自与员工的反馈,这更胜于

简单的将额外效率时间加在一起 员工发现在会议时能随时和别人沟通并上网让他们能够得到需要的信息并且马上作出
难量化,但是这样的便利没有人会放弃. 

Figure 5.   "无线网为您提供了多长时间的额外效率?” 

决定. 迅速的决定对于商业的价值很

 

无线网的用处 
超过 80%的回复者认为无线网对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要或者很重要 (图表 6). 这进一步证明了随时随地联网对于使用者的
重要性. 最初被作为备用的网络连接已经变成思科员工不可或缺的工作条件了. 

Figure 6.   “在工作中使用无线网对您有多重要?” 

 

 

 

 

 

 

 
                                                 
1 http://www.informationweek.com/news/showArticle.jhtml?articleID=186500737

 

  
$73,000 / 96,600 分钟 (一天七小时,一年 230 天) = $1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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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问及需要什么样的无线网器材时,几乎 73%的回复者选择思科的无线网 IP 电话 7920 (或类似的无线网电话) 或者一个
双模(无线网/手机网) 手机(图表 7). 大概 25%的人希望用自己的 PDA.  

Figure 7.   "请选择您希望在使用无线网时用的器材." 

 

无线网器材的重要性 

 

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回复者使用无线网进行语音通话; 25%的人说他们使用语音通话, 大概 58%的人说在将来他们会增
尽管思科 7920 无线网电话可

思科 IP Communicator,这是一个在员工

工程项目经理. “随着时间,无线
加了平均 86 分钟的效率,相当

.” 

工身处会议室,家中,旅行中
难并且需要公司提供两台电脑, 

都改变了.当手提电脑的价格
公司允许所有员工在手提电

台式机之间进行选择; 然而, 如果需要上网以及使用很多高效率的工具和服务, 您还是需要有线网络. 使用笔记本可
以让员工在办公室,家中,或者旅行是工作, 但是连接到思科公司的网络仍然需要一个有线的网络连接,或者是通过移动连
接方案,或者是直接把电缆插到连接公司网络的电脑上. 员工们有了更高的机动性,可是因为很多原因,他们仍然不能脱离
办公桌的束缚. 

1999 年思科的员工意识到能够无线连接到公司网络的价值. 无线连接让他们可以在任何环境下工作, 显著提高了工作效
率. 这个认知让很多人在自己的工作区域架设了小型无线网接入点, 并和他们的团队共享无线连接. 不幸的是,很多非
IT(或者”业余”)的接入点并不安全,为侵入思科内部网络提供了捷径. 从 1999 到 2000,思科大概花费了一年时间建立一个
安全的无线网产品服务,到那时,思科 IT 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关闭那些有效但是不安全的无线网架设. 由于无线网在
很多地方的高度流行(以及业余接入点的危险性), 在建立安全的无线网时,思科 IT 决定在全球范围内为思科公司架设无线
网接入点  

加使用无线网语音通话的时间. 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对于无线网语音通话的高质量服务支持 (

以使用思科无线网点来提供一定程度的呼入控制). 除此之外,很多思科员工使用
手提电脑上,基于软件的 IP 电话, 可以通过无线网让他们在远离办公室的时候打电话 (或者他们在最新的没有硬件电话的
移动协作办公室里的时候) 

无线网对于提高效率的长期效果 
“无线网对我们的使用者至关重要,”  Oisin MacAlasdair 如是说, 他是思科 IT 无线网战略及
网已经几乎无处不在, 42%的员工都使用无线网作为主要连接. 思科公司每天每个员工都增
于每年每个员工多贡献了不少于两万四千美元的利润. 无线网络现在的确成为了思科公司的重要法宝

90 年代中期,所有的思科员工都有台式机, 并不便携,他们必须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办公,如果员
或者客户公司时,他们必须在记事本上用手抄下办公内容或打印出来. 在家中办公十分困
一台在公司,一台在家(为安全起见,思科要求员工不能用自家电脑工作). 这一切在 90 年代末
和普及度对于公司和个人来说已经变得可以接受的时候, 基于对移动办公的价值的认识,思科
脑和

 
此文件为思科公开信息,所有内容版权归思科有限公司所有, 1992-2008 Page 5 of 7 



 

思科 IT 个案研究------------

无线网的益处 

 
此文件为思科公开信息,所有内容版权归思科有限公司所有, 1992-2008 Page 6 of 7 

思科 IT 的工程师最初预计员工们会偶尔使用无线网. 一开始的确如此, 因为员工需要向经理
在无线网计划的最初阶段,这个流程改变了,思科 IT 决定让无线网大量扩张. 他们购买了 40,00

申请使用无线网连接的权限. 

0 个无线网卡以便让每个思
科员工的笔记本都能无线上网. 一个便携,机动的, 逐渐解除办公桌束缚的工作环境说明, 思科公司为员工”解套”的决定是
个明智之举.  

今天, 无线网络已成为思科业务的基础。思科公司无论是在提高生产率和员工的权限和灵活性等方面都已经
有相当大的成功。与此同时，无线网络的采用规模已超过了该解决方案的原始架构和业务目标。用户们

无线语音及影像资料的愿

线网作为首选网络接入模
络项目背后有着

加稳健，功能更强，以及

使用轻量级接入点议定书
[LWAPP]接入点），以及在较小的办公地点使用分布式自主接入点解决方案（利用思科 (IOS)®软件为基础

的企业级无线解决方
统一，思科提供的无线控
部运行的新型无线网络的

00％（接入点根据人数在各个位置增加了一倍，并用更高带宽议定
书）。 

下一代无线局域网计划包括对全球网络的大型重新设计和对解决方案的实质性改进。这一新的无线局域网
的体系结构将确保无线能适合作为一个主要的接入媒体。对无线语音和视频的支持将自动体现在网络里。
稳定，涵盖范围，和实用性将通过使用思科统一无线网络得到改善。最后，新的无线局域网将对管理和安
全集成入侵预防系统（IPSs）作出重要改善措施，以及对其自我配置，自我优化和自愈的网络功能提出改
善措施，并致力于无线管理功能和基于位置的服务。 

 

经验 

享
已将现有的基础设施的能力大幅度延伸，也表达了希望增加带宽，范围，并支持
望。 

下一步 
虽然最初的无线网络部署原是作为备份网络而建立，反映积极的调查结果和把无
式的普及已经证明最初的 WLAN 部署，2006 年的大型升级，和未来新一代的无线局域网
巨大的商业机会。根据 2005 年的用户调查结果，思科开始投入时间和金钱，以更
适合作为主要的接入媒体的下一代无线网络来完全取代原有的无线局域网。 

新的网络将结合在大部分地点使用集中式无线局域网控制器为基础的解决方案（

的接入点）的方法。这个解决办法由 5 个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共同提供一个统一
案。这五个要素是客户端设备，接入点，通过思科无线局域网控制器达到的网络
制系统（WCS）实现的世界一流的网络管理，以及移动服务。这个现在在思科内
主要优点之一是总带宽增长 600%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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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如需阅读完整个案研究或需要额外的有关各类商务解决方案的思科IT个案研究，请访问Cisco on Cisco: 思

IT内部报道www.cisco.com/go/ciscoit科  

部署本公司产品中得益。文中的结果和益处可由许多因素促成;思科并不保证结
果的可比性。  

不论是明示或默示的，包括对适销性的内
在保证或对特定用途的适用性。  
 
某些司法管辖不允许免除明示或暗示的担保，因此本免责声明可能对您不适用。 

 
 

 

 

 

 

 

 

 

 

 

 

注意 
 
本出版物描述了思科如何从

思科提供本出版物，不包括任何形式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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