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连接!
通信网络连接技术的

全球领导者选用思科 IP 电话

Krone 公司由 Gustav Krone 于 1928 年在德国创建，是一家全球领先

的网络电缆和连接产品制造商。 

该公司主要生产各种面向语音和数

据网络、基于铜缆和光纤的布线系统

和连接产品。Krone 公司在全球 140 多个国

家设有 30 多个办事处。Krone 公司是一家私

有公司，年营业额超过六千万美元。它的澳

大利亚分公司拥有三百多名员工，分布在六

个州，并在新南威尔士的 Central Coast 设有

一家工厂。 
挑战 

在 2002 年初，Krone 公司已经使用了九年的 PABX 系统的供应商通知他们的

澳大利亚分公司的 IT 经理 Robert Milne，他们将不再为这个已经老化的系统

提供支持、服务和提供任何配件，并且建议该公司改用最新的 PABX 系统。

Robert Milne 并不认为改用一个经过升级的

PABX 是唯一的选择，因此他考察了其他可供

选择的方案，包括 IP 电话。 
 
他指出：“PABX 电话系统的价格非常昂贵。因

为我们的总部位于 Central Coast，所以总部与

我们在悉尼的办事处和很多客户之间的电话联

系都是按照长途费率收费的。我们的位于

Victoria，ACT 和西澳大利亚的办公机构无法连

接到一个系统，因而每个都需要一个单独的

PABX 系统，而且都需要加以维护。”  
 
在考虑有关 PABX 的决策的同时，Krone 公司

还打算将他们的基础设施从一个 10Mbps 的、

不分段的单一冲突域升级为一个 100Mbps 的

交换网络。Robert Milne 深知，通过投资于思

科融合式网络，他可以使用 IP 电话和其他一系

列 IP 应用。 
 
因为比较偏向这个方案，Milne 决定对思科 IP

电话系统进行一次测试。他解释说：“我之所以

选择思科解决方案，是因为它是一项成熟的、

稳定的技术，并由一个经过验证的世界级服务

和支持计划提供支持。思科是唯一可以提供一

个从桌面开始的端到端服务质量解决方案的供

应商。” 

Milne 最初安装了一个包含 Cisco Catalyst 

4000 系列交换机、Cisco Manager 和 10 部思

科 IP 电话机的融合式网络，其中有一部电话机

安装在常务董事 Craig Jones 的办公桌上。因

为 Craig Jones 是业务决策的制定者，Milne 认

为他应当在同意在全公司部署该系统之前，深

入地了解该解决方案及其业务优势。 

Craig Jones 指出：“电话成本的大幅度下降是

我开始对 IP 电话产生浓厚兴趣的重要原因，但

是真正打动我的是出色的服务质量和 IP电话机

的新功能。” 
 
“我很担心思科解决方案是否能够保证电话流

量的优先级高于数据带宽，以确保在通话期间

不会因为数据包丢弃而导致低劣的语音质量。

这从第一部思科 IP电话机被接入网络的一刻起

就得到了验证。事实上，我们发现思科解决方

案所提供的服务质量远高于传统的 PABX 系

统。原系统无法有效地排除背景噪声，从而导

致声音失真。”  

 

这就是网络的力量。



 

解决方案 

在成功地完成了为期三个月的测试之后，Krone 公司的管理层决定全面部署

思科 IP 电话解决方案，其中包括 Cisco CallManager、Cisco Unity 
Messaging 和位于 Central Coast 总部的 150 多台电话机，以及分布在其他

分支机构中的 20 台电话机。 

Cisco CallManager是Krone公司的 IP电话

解决方案的核心。CallManager 是一种基于

软件的呼叫处理应用，可以提供多种电话特

性和功能，例如统一信息 、多媒体会议、

协作式联络中心和交互式多媒体应答系统。

 
Robert Milne 选择了一组思科 IP 电话机，其

中包括 7910、7940 和 7960。它们都拥有

基于像素的大 LCD 显示屏，可以提供多种

信息，例如日期和时间、主叫方姓名、主叫

方号码和已拨数字。显示屏还可以提供功能

和线路状态、扬声器（免提）和耳机功能，

以及一个静音按钮。 
 
Krone 公司还安装了 Cisco Catalyst 4000

系列交换机。这些智能化交换机能够检验网

络中的数据分组并设置它们的优先级，从而

让员工无需担心安全或者流量拥塞，就可以

方便地进行通信和协作。它们还可以被用于

 

于为网络中的每个用户分配带宽，让重要的通

信和数据传输可以获得足够的带宽。 
 
在语音邮件方面，Krone 安装了一个统一信息

系统。统一信息意味着用户可以从一个统一的

收件箱管理各种类型的信息。Cisco Unity 与一

个内嵌的 Exchange 服务器合作，在一个逻辑

消息库中搜集和存储所有的语音、传真和电子

邮件信息。员工可以通过一个按键式电话或者

互联网，在他们自己的计算机上收发语音、传

真和电子邮件信息。 

Cisco Unity与一个内嵌的Exchange服务器合

作搜集和存储所有信息 



 

效果 

通过用一个交换式网络将总部与位于悉尼和布里斯班的分支机构连接到一

起，Krone 的运营成本得以大幅度降低。 

当员工致电分支机构时，电话都是免费的，

而且当他们致电悉尼或者布里斯班的客户

时，电话都是按照本地电话计费，因为它们

都通过当地的分支机构发送到悉尼或者布

里斯班当地的一个 PSTN 网络中心。当墨尔

本办事处在 2003 年中接入该网络以后，在

员工向 Krone 的客户拨打的电话中将有超

过 70%都是按照本地电话计费的。 
 
常务董事 Craig Jones 指出：“从安装思科 IP

电话解决方案以来，我们仅电话长途费用一

项就节约了超过五万美元。它们一直没有出

现任何问题，系统工作得非常稳定，而且通

话的清晰度远好于以前的 PABX 系统。” 
 
Krone 公司还获得了很多他们过去根本无法

想象的其他好处，节约了大量的运营成本。

 
安全性也得到了加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素。 
 
“在安装这个融合式网络之前，每个远程办

公机构都拥有自己的服务器，但是安全和病

毒防范措施明显不足。现在，所有的服务器

都可以获得位于Central Coast总部的公司防

火墙的保障，因而数据具有很高的安全性。”

 
在部署这个融合式网络之前，电话会议必须

通过某个提供电话会议服务的第三方公司

才能实现，因而价格非常昂贵。Cisco Call 

Manager 内置了电话会议功能，从而让用户

可以经济、方便地设置和召开电话会议。通

过使用这种功能，Krone 公司目前已经节约

了超过三万美元。 

 

另外一个好处是语音邮件功能，它让员工可以

通过互联网，接收他们的语音或者文本电子邮

件。这使得他们可以在离开办公室时方便地与

办公室保持密切的联系。 

 

“该系统与 Microsoft Exchange 服务器进行了全面

的集成，因而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安全的消信息和协

作服务器，让我们能更加有效地与我们的所有办公地

点交流信息”，Milne 表示。 

另外一个有助于节约成本的方面是它可以节约

添加、移动和改动员工的电话所需要的时间和

成本。“Cisco CallManager 让我们可以迅速、

方便地管理我们自己的电话系统。” 

 

每部思科电话机都采用了独特的配置，因而它

只需要被接入网络，就可以立即投入使用。如

果某个员工需要搬到一个新的位置，他的电话

可以继续使用原来的分机号，而且可以立即投

入使用，不需要进行任何改动。 



 

合作关系 
Krone 公司一直有着充当网络基础设施行业创新者的光荣传统。它意识到，

要建立一个成功的融合式网络，他们需要与一个能够分担他们对于质量和创

新的承诺的公司合作。 

“据我所知，思科对融合式网络的开发投入了

大量的资金，而且在让网络发挥作用方面拥有

出色的成绩”，Milne 表示。 
 
 “这一点，以及思科向我个人介绍的情况都非

常令人满意。” 
 
“我们的常务董事一直非常关注测试的进展情

况，并且希望直接对比原来的 PABX 系统与新

的 IP 电话系统的成本。由于我们可以非常经

济、方便地管理、维护和扩展思科解决方案，

所以我能够轻而易举的证明，思科解决方案将

会给我们带来满意的投资回报。” 

 

Cisco Unity 与一个内嵌的 Exchange 服务器合作搜集

和存储所有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