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需要决定是继续花钱改进原有的系统，还是采用一个全新的系统。我们希望通过转向 IP 电

话为公司的其他部门树立一个榜样。” 

Dan Rasmussen，Maersk Data 美国公司网络和电信部门总经理 

 

通过与思科系统公司及其合作伙伴的密切合作，总部位于新泽西州莫里森镇的 Maersk Data 美国公

司用一个集成化的话音和数据思科 IP 通信解决方案取代了陈旧的电话交换机（PBX）电话、语音

邮件和呼叫中心系统。该解决方案可以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生产率和适应未来的发展需要。 

 

业务挑战 
总部位于丹麦哥本哈根的 A.P.Moller-Maersk 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海运公司，在全球各地拥有超过 6

万名员工，在 100 多个国家设有办事处。A.P.Moller-Maersk 的船队包括 250 多艘船只，总载重大约

为 1200 万吨，其中包括集装箱货船、油轮、载车船、补给船、工程船和钻井船。除了运送货物以

外，该公司还进入了石油天然气勘探、造船、航空业、超级市场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 

 

Maersk Data 美国公司创建于 1984 年，旨在管理其母公司——Maersk 公司——在美国境内的不断增

长的 IT 需求。今天，Maersk Data 美国公司位于新泽西州莫里森镇的总部拥有超过 200 名员工。在

2003 年中期，总部工作人员的迅速增加促使 Maersk Data 开始评估它的电话需求。A.P.Moller-Maersk

集团的另外四个部门——包括销售和支持机构——也在总部办公，从而将在总部工作的员工总数提

高到了 400 人。一个已经使用了八年的 Nortel Meridian 电话交换机（PBX）已经达到了它的容量极

限，而且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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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概述 

 
公司概况 

Maersk Data 美国公司 

 总部位于新泽西州莫里森镇 

 创建于 1984 年 

 拥有大约 200 名员工 

行业 

Maersk Data 美国公司的业务是为集装

箱运输行业的企业提供 IT 服务和支

持。全球最大的集装箱班轮运输公司

Maersk Sealand 是它最主要的客户。 

业务挑战 

 更换一个陈旧的、不可靠的电话交

换机（PBX）系统 

 通过一个便于使用和管理的系统提

供增强的功能 

 提供面向未来的可扩展性 

网络解决方案 

思科 IP 通信，包括思科 IP 电话、Cisco 

CallManager、Cisco Unity 消息解决方

案、思科个人助理、思科 IP 联络中心

（IPCC）企业版和 CiscoWorks IP 电话

环境监视器（ITEM） 

业务价值 

 将移动、添加和变更所需要的时间

从几个小时缩短到几分钟 

 通过便于管理的系统降低运营成

本 

 提供可以拓展到远程地点的可扩

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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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初考虑为该系统添加一个机架，但是这还将继续使用陈旧的 TDM 环境。” Maersk Data 美

国公司网络和电信部门总经理 Dan Rasmussen 表示。“我们需要决定是继续花钱改进原有的系统，

还是采用一个全新的系统。我们希望通过转向 IP 电话为公司的其他部门树立一个榜样。” 

 

因为全国 IT 支持人员都在莫里森镇办公，所以 Rasmussen 将这个决定视为将 IP 电话推广到其他地

点之前的一次试用机会。除了思科系统公司的 IP 电话解决方案以外，Rasmussen 还考虑了另外一种

选择。除了其他一些要求以外，所选择的解决方案还必须取代旧系统所支持的语音邮件和呼叫中心

功能。 

 

网络解决方案 
2003 年 7 月，由于思科在技术和支持方面的雄厚实力，Maersk Data 美国公司决定采用由思科提供

的解决方案。“与其他供应商相比，思科解决方案更加倾向于开放式标准。”Rasmussen 表示。“而且

我们发现，当我们开始考虑部署 IP 电话时，其他供应商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他们只是临时拼

凑了一些信息，来回答我们的问题。” 

 

Rasmussen 深知，新的 IP 电话系统必须能够无缝地与 Maersk 现有的数据网络集成。“旧电话系统与

我们的局域网基础设施之间的兼容性是一个问题。”但是思科的 IP 电话解决方案不存在这样的兼容

性问题。Maersk Data 的数据网络基础设施是围绕思科解决方案建设的。“我们在数据方面与思科建

立了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 Rasmussen 表示。“通常，我们从思科获得的技术支持比其他供应商出

色得多。” 

 

利用现有的思科数据网络，Maersk Data 安装了两台装有 Cisco CallManager 软件的 Cisco 7835 介质

融合服务器（MCS）。思科 MCS 为运行思科 IP 通信应用提供了一个高度可用的服务器平台。Cisco 

CallManager 是思科 IP 电话解决方案的一个基于软件的呼叫处理组件，可以将企业电话特性和功能

拓展到分组电话网络设备，例如 IP 电话、媒体处理设备、IP 话音网关和多媒体应用。其他数据、

话音和视频服务——例如统一信息处理、多媒体会议、协作联络中心和交互式多媒体应答系统——

可以通过 Cisco CallManager 的开放式电话应用编程接口与 IP 电话解决方案交互。这些创新的应用

在传统的 PBX 系统上根本无法使用。 

 

在员工桌面，Maersk Data 安装了将近 400 部思科 IP 电话，其中大部分都是思科 IP 电话 7940。它

带有一个基于像素的 LCD 显示屏，可以通过灵活的软键帮助用户使用各种呼叫功能。 

 

为了取代过时的传统语音邮件系统，Maersk 部署了一个 Cisco Unity 消息系统。它是一个功能强大

的统一通信解决方案，可以在一个具有 高的可靠性、可扩展性和性能的平台上提供先进的、基于

融合的通信服务。“Cisco Unity 是我们原来的语音邮件系统的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案。”Rasmussen 表

示。在部署的开始阶段，Maersk 只使用了 Cisco Unity 的语音邮件功能。 将来，Maersk 还将启用

其统一信息处理功能，从而让用户可以通过电话收听电子邮件，从互联网查收语音留言，以及将传

真转发到任何一台本地传真机。“我们正在考虑将统一信息处理功能集成到我们的无线 LAN 中。”

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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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森镇总部设有一个呼叫中心，其中的 50 位业务代表分为三个不同的部门。为了取代过时的呼

叫中心系统，Maersk Data 安装了思科 IP 联络中心（IPCC）企业版。思科 IPCC 可以通过 IP 基础设

施提供智能呼叫路由、呼叫处理、网络－桌面计算机电话集成（CTI）和多渠道联络管理。在开始

阶段，Maersk Data 只采用了思科 IPCC 的基本呼叫中心功能。“在我们的内部员工能够通过培训管

理思科 IPCC 的所有功能时，我们将会使用更多的应用，例如弹出窗口。”Rasmussen 表示。 

 

作为一个 IT 组织，有效地和管理和监控 IP 电话系统对于 Maersk Data 美国公司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为了提供一个全面的、持续的系统状况视图，Maersk 采用了 CiscoWorks IP 电话环境监视器

（ITEM）。思科 ITEM 是一个应用套件，可以通过主动地监控网络中的思科话音组件跟踪 IP 电话

环境的状况，从而向操作人员通报可能存在的问题，并且 大限度地缩短 IP 电话服务的中断时间。

“它让我们可以化被动为主动。” Maersk Data 美国公司的高级网络设计师 Allen Onweller 表示。“通

过自动通知功能，我们可以获知某部电话或者分机存在的问题，并在用户发现问题之前加以解决。” 

 

Onweller 一直在评估另外一个 IP 电话网络管理工具——Cisco 2600 系列网络分析模块（NAM）。思

科 NAM 是一个集成化的流量监控网络模块，可以帮助网络管理人员通过基于 Web 的思科 NAM 流

量分析器进行远程诊断和流量分析，而不需要派人到远程地点或者将大量数据送到总部。“思科

NAM 在 IP 电话方面的一个突出优点是，您可以查看所有经过某个端口的呼叫，并获取延时、抖动

等统计数据。这样，您可以利用分析器跟踪故障原因，例如某个交换机没有进行正确的流量优先级

设置。” 

 

业务价值 

思科 IP 通信系统让 Maersk Data 美国公司通过多种方式节约了成本并提高了生产率。一个创新的应

用让总部的访客可以在接待处利用触摸屏输入受访者的姓名。该应用建立在 Cisco CallManager 系统

的一项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在访客点击“Enter”时，该应用就会自动拨打受访者的分机。这使得该

公司无需设立两个专门的接待员，避免了相关的人员安置需要，从而每年可以节约大约 10 万美元。

这个自动的桌面接待应用还为 Maersk Data 美国公司带来了一项额外的好处。“它可以帮助我们树立

起高科技公司的形象。”Rasmussen 表示。 

 

Maersk 的组织结构非常灵活。正如 Rasmussen 所指出的：“我们每周都有人交换办公桌。”在使用原

先的 PBX 系统时，当安装人员挪动电话时，用户通常不得不提前下班，因而降低了生产率。新的

IP 电话系统大大提高了这些移动的速度和方便性。“人们只需要拿起电话，拔出插头，再将它安装

到他们的新办公地点。现在，只需要点击一下鼠标，就可以完成移动、添加和变更操作。” Rasmussen

表示。 

 

当 Maersk Data 美国公司决定将它所收购的一家公司的 40 名员工转移到莫里森镇总部时，这种简便

的功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在会议室安装了一台交换机，并将所有人都连接到该交换机

上。每个人从第一天开始就拥有了一部带有他们的永久性设置的电话。” Rasmussen 指出。“我们预

计，通过避免布线，节约用于配置临时性环境和添加永久性环境的时间，我们节约了三万美元的成

本。如果继续使用旧系统，我们肯定无法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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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IP 通信解决方案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它能够为莫里森镇总部以外的用户提供服务。当

A.P.Moller-Maersk 的其他办事处更换过时的 PBX 或者迁往新的地点时，Maersk Data 美国公司现有

的 IP 电话基础设施可以为远程地点提供一套全面的电话功能，而不需要使用一个昂贵的 PBX。 

 

作为这些地点的服务供应商，Maersk Data 美国公司可以通过获取收入抵消 IP 电话系统的成本。同

时，由于远程地点不需要投资购买自己的 PBX，所以可以节约大量的成本。“随着很多地点纷纷开

始采用我们的 Cisco CallManager 环境，可以预料平均每部电话的成本将会进一步降低。” Rasmussen

表示。“目前的 IP 电话配置 多可以支持 5000 名用户。如果在第一年为该系统添加 100 名远程用

户，我们对于 IP 电话系统的投资将会在 18 个月内收回。而且，当我们扩建 IP 基础设施时，我们

不需要增加话音工作人员。” 

 

“思科的解决方案让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Maersk Data 美国公司的总裁 Aksel Nielsen 表示。 

 

更多信息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思科解决方案和服务的信息，请访问：www.cisco.com。 

 

本客户案例是根据 Maersk Data 美国公司提供的信息编写的，介绍了该公司如何通过部署思科产品

而受益。文中所介绍的成果和优势取决于很多因素；思科并不保证在其他情况下也可以获得类似的

成果。 

 

思科不对本文提供任何明示或者暗示的担保，其中包括它的可销售性和针对某个特定用途的适用

性。有些司法管辖区并不允许对于明示或者暗示担保的免责声明，那么本免责声明将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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