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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D 采用思科解决方案来增强协作和更快地
交付全球项目。

挑战 
GHD 是全球领先的工程、建筑和环境咨询公司之一。公司成立于 1928 年，员工超过 
5500 人，遍布五大洲，为全球市场的客户提供在水、能源及资源、环境、资产与建筑、

交通等领域的服务。GHD 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完全由员工拥有，不设正式总部。该公司秉

承“一个 GHD”的团队基本理念，致力于集中全球团队的智力和技能，在 70 多个领域提

供服务。

正如 GHD 首席信息官 Elizabeth Harper 所言，在以往，要维持按照“一个 GHD”经营所

必需的协作水平，需要“大量电话交流和频繁航空差旅”。随着公司成长为超过 100 个
办事处和业务不断增加，保持连接变得更加关键和昂贵。GHD 决定为员工提供工具，使

他们无需舟车劳顿即可高效协作。“我们希望降低差旅成本，并且给他们更多时间做有意

义的工作，从而提高员工整体工作效率。”Harper 说。

同时，GHD 需要工具来支持其高度移动的管理层团队开展工作并从世界各地面对面交

流。协作必须既轻松又方便，以促进知识共享和提高创新。Harper 和她的团队准备在业

务中使用协作工具，希望通过节省差旅成本实现解决方案的投资回报。

解决方案
为员工配备合适的工具

评估各种协作解决方案后，GHD 通过思科® 金牌合作伙伴 Bridge Point Communications 
来部署 Cisco Jabber®，使用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来支持所有 5500 
名员工借助各种设备进行协作。Jabber 用户可访问即时消息、语音、视频、语音消息传

送、桌面共享和会议等。GHD 还部署 Cisco WebEx® 会议中心作为基于云的 Web 会议

解决方案，为其全球办事处提供高清视频、集成的音频和实时内容共享。此功能对所有 
GHD 员工均可用。用户可以直接从 Jabber 或 Outlook 启动 WebEx，轻松将会话升级为 
Web 会议，同时享用文件和演示共享以及语音和视频功能。

全球性工程公司借助协作推动创新

• 客户名称：GHD Pty Ltd
• 行业：工程、建筑和环境咨询

• 位置：全球

• 员工人数：5500

挑战

• 支持方便的知识共享，以促进创新
和提高项目质量

• 提高工作效率和缩短上市时间

• 在扩大全球协作的同时最大限度地
降低差旅成本

解决方案

• 部署基于云的集成语音和视频工
具，实现跨设备的高质量、一致的
协作体验

• 为员工配备 IP 软电话以提高灵活性

结果

• 加强了全球团队之间的知识共享

• 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效率，减少了差
旅需求

• 降低了差旅成本，思科协作工具不
到 12 个月即产生 100% 投资回报

执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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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思科协作工具有
力证明了 IT 在组织中举足
轻重的作用，并最终提高
了项目质量，缩短了向我
们客户的交付时间。”

—  Elizabeth Harper
首席信息官 
GHD Pty Ltd

GHD 员工可轻松使用思科解决方案，因为它具有直观的布局且与常见办公效率应用相集

成。用户只需在其电邮应用、即时消息客户端或 Web 浏览器中点击一下，即可启动或加

入在线会议。

 “我有 19 位直接下属，其中只有 4 人和我一起在悉尼本地工作，”GHD 能源和资源部全

球技术主管 Richard Fechner 说。“共享屏幕和文档以及用语音和视频进行协作的能力，

有利于我们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就像我们都在本地一样。” 

为对话赋予活力

几年来，GHD 一直使用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和 Cisco Unified IP 电
话提供企业级 IP 通信。“我们之所以选择思科协作和通信解决方案，是因为它们提供的功

能具有出色的深度、广度和整合度，”Harper 说。“我们不需要拼凑不同供应商的产品，

即可获得我们需要的功能。”

结合使用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和 Jabber，员工可确定同事是否可

用及可用方式，并使用各种方法进行即时协作。用户只需点击即可开始即时消息会话、启

动智能手机呼叫或轻松启动视频会议呼叫。“我们发现，人们在通过视频交流时沟通更充

分、更自由，”Harper 说。“与语音呼叫相比，视频呼叫更易于判断人们的反应，了解人

们的参与积极性。现在，我们的许多内部呼叫都使用视频通话。”

GHD 还将思科路由器和交换机用于其网络基础设施，受益于智能 Cisco Medianet™ 架
构，该架构可经济高效地扩展以支持视频，同时提供自动配置和媒体监控等功能。GHD 签
约采用思科 SMARTnet™ 服务，通过专家级技术支持、灵活的硬件覆盖范围以及思科工程

师的帮助，更快地解决网络问题。"我们已经在数据中心统一采用思科产品，对我们来说

这是明智之举。”Harper 说。

结果
通过提供跨设备的一致用户体验，GHD 能够借助思科协作解决方案提高员工的反应速度和

工作效率，而无需大量培训或支持。世界各地的团队积极使用 Jabber 保持联系，大量会

议现在通过 WebEx 进行。“对我们频繁出差的高管和经理来说，Jabber 的软电话功能真

是一项伟大的改进，”Harper 说。“该功能不仅降低了我们的电话成本，还支持无论他们

身在何处都能进行专业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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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按原样提供本文件，不作任何形式（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其中包括适销性或针对特定用途的适用性的暗示保

证。某些地区不允许免除明示或暗示保证，因此本免责声明可能对您并不适用。

虽然 GHD 已打造了“一个 GHD”的协作文化，但使用思科通信工具仍为其提供了加强知

识共享的新机遇。对业务的影响体现在提高了创新、能够更好地利用不同地区的技能以缩

短上市时间。“员工是核心竞争力。使用思科协作工具，我们可以充分激发 GHD 资源的

全部潜能，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Fechner 说。“我们已经能够打造更强大

的队伍，提高市场占有率。”

GHD 可以根据项目需要扩展外部协作功能，从而简化客户和合作伙伴的参与。员工可以拥

有更灵活的工作时间，而不必束缚在单一办公地点，还可以参加跨时区会议。“在运动场

上也能进行协作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效率，”Harper 说。“我们的思科协作工具有力证明了 
IT 在组织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并最终提高了项目质量，缩短了向我们客户的交付时间。”

仅靠节省差旅成本一项，不到 12 个月就实现了投资回报，比业务案例的预测要快得

多。“我的任务之一就是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 IT 服务，而我们的思科协作解决方案所带来

的收益早已超出成本许多倍，”Harper 说。

后续计划
GHD 正在考虑实施思科提供的捕获、转换、共享企业视频平台，提供身临其境的流媒体视

频内容观看体验。借助此功能，GHD 可以更高效地开展培训课程、文档会议和提高知识共

享。该公司还计划将基于会议室的视频使用推广到遍布全球的办事处，通过视频进行外部 
WebEx 会议。“我们将能够改变我们的管理方式，共享和使用视频内容，并改善与客户和

合作伙伴的沟通。”Harper 说。

更多详情
要了解有关思科协作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isco.com/go/collaboration。

统一通信

• 思科通信统一通信管理器

• 思科统一 IP 电话 7900 系列

协作应用

• Cisco Jabber
• Cisco WebEx 会议中心

网真

• 思科网真 MX 系列

• 思科网真 EX 系列

服务

• Cisco SMAR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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