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arton Malow 构建一个成功的网络战略 
 

美国主要的总承包商 工程和咨询企业之一Barton Malow通过关注联网战略

提高了企业的生产力 公司采用IP电话 一体化信息处理 IP电视会议和无

线LAN (WLAN)来改进通信 提高工作效率 更迅速地做出决策 增加收

入和降低成本  

 

背景 

Barton Malow 成立于1924年 作为主要的商业和工业建筑商而进入市场

公司座落在密歇根洲的Southfield 承建了亚特兰大的Phillips Arena 丹佛

的 ¡flCoor s Field 波士顿的Shriners医院以及通用汽车的Truck Product 

Center 等等 其它客户还包括Allied Signal Ford Motor MCI World Com

和Toyota Barton Malow 以拥有12亿美元的年销售额和近1750名员工深感

自豪 它设立了16家办事处 并在38个洲和哥伦比亚特区开展业务  

 

在1997年 Barton Malow开始启动一项计划来升级网络 使用IP技术来增加

新功能和精简现有流程 公司求助于思科系统来增加路由器 交换机 无

线接入点 IP电话等 今天 公司在企业内使用IP电话 一体化信息处理

IP电话会议和WLAN 这些解决方案为新和更高效地工作方式敞开了大门  

 

挑战 

观察家们经常把建筑行业称为 技术挑战的行业 大多数建筑商仍旧依靠

纸和手工流程来处理各项作业 包括结构和设计以及项目管理¡“ 但它必须

克服实际问题 以及某些工作人员中反对以牺牲人道取得技术发展的偏见

来实现目标 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对正确的信息技术解决方案和流程进

行投资 我们可以超越行业中的其它对手  Barton Malow 首席信息官Phil 

Go解释道



 
 
 
 

获得成功的关键是构建稳定的网络基础 它能够以综合 无缝的方式支持电子商务 在

1997年 公司只有4个位置连接到其56K-64K帧中继WAN 从而不可能采用领先的解决方

案 包括IP技术  

 

Barton Malow 认识到它必须添加工具和解决方案来提高生产力和改进客户服务 一个目

标是改进解决争议的方法 它会延缓项目的执行 在公司与客户和供应商合作伙伴之间

引发冲突 另一个目标是改进整体通信 使设计人员 建筑师和项目管理人员能够更方

便地进行交流 无需出差会晤 后 公司希望简化和精简网络管理  

 

解决方案 

Barton Malow制订了一项计划来升级他们的网络和实施一流的技术  我们预先进行了

大量调查研究¡“ 评估那些设备可以继续使用 那些需要更换 我们早期决定希望采用行

业标准 以避免出现各种各样的平台和应用 Go解释说 在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并接受

具有竞争力的报价之后 Barton Malow选择实施思科的解决方案 并与思科渠道合作伙

伴Netarx协作  

 

Go和公司的特别工作小组花了大约4个月的时间来制订IT战略 特别关注公司如何使信

息技术与商业计划融为一体 他选择并安装了思科的Catalyst ® 3524-PWR XL 3548和

6509 交换机 以及Cisco 3660路由器来支持广泛的IP应用 包括IP电话 一体化信息处

理 IP电视会议和WLAN 他还通过移植到T1帧中继 ISDN 以及一组24个调制解调器

以便从旅馆或其它远程位置拨号接入来增加带宽 根据Go的说法 这些升级增加了7倍

的网络容量  

 

今天 公司超过40多个位置连接高速网络 并且用户数量是过去五年的三倍 通过扩展

功能 我们能够更广泛 更有效地使用信息技术 这反过来需要功能更强大的新  Go

指出 Barton Malow开始在2001后期使用IP电话 在调查广泛的电信系统¡“ IP和传统的

专用分组交换(PBX)之后 Go选择了Cisco 7910 7940和7960 IP电话和Cisco CallManager

软件来管理网络运行环境 公司还安装了Cisco Unity ™ 一体化信息处理来简化语音邮件

和传真的管理  

 



 
 
 
 

WLAN还可以帮助连接企业 公司使用Cisco Aironet ® 350 系列Access points和802.11b

卡来在工作站点创建临时的WLAN 使总部的培训教室能永久地使用这项技术 它通过

ISDN或部分T1线路把WLAN连接到互联网 使用数据加密来维持高安全性  

 

后 Barton Malow 大规模使用电视会议 Polycom iPower 900 系列系统在 IP 网络上运

行 在计算机显示器或电视上显示高清晰度图像 包括 VGA SVGA XGA 和 SXGA

网络还提供带宽来使用电视会议和 Microsoft NetMeeting 从而可以通过 Microsoft 

PowerPoint Excel 和其它应用来实现文件共享和协作 在 Cisco Powered Network 上运

行的系统使用工作人员能够远程有效地进行协作  

 

我们预先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 评估那些设备可以继续使用 那些需要更换 我们早

期决定希望采用行业标准 以避免出现各种各样的平台和应用  

 

Barton Malow 首席信息官 Phil Go  

 

成果  

通过迅速 低成本 高质量地确定商业目标 Barton Malow确定了自己在建筑行业及其

它领域创新者的位置 公司在计算机世界2002年 Premier 100  名单中占有一席之地

它还荣登了CIO杂志2001年 CIO 100 风云榜  

 

IP 电话在多个方面提供了优势 员工可以在任何办公室位置接入IP电话 系统自动确认

设备并向他们路由呼叫 员工还可以在PC上查找其它人 并根据姓名来拨号 随着工

作的开始与完成 我们有大量的员工进出总公司 每部电话有一个IP地址 因此每位员

工都可以使用电话号码 Go解释说  

 

此外 IP电话每月节约了5000美元的办公室之间的长途费用 它还减轻了网络管理工作

¡“ Barton Malow运行一体化数据和话音网络而不是两个单独的网络¡“ 一种 终可以降低

总投资成本的解决方案 一体化信息处理使Barton Malow员工能够在自己的电子邮件收

件箱中接收语音邮件和传真信息 它还可以通过电话检索语音邮件 对于那些经常出差

或室外办公的工作人中来说尤其方便¡“ 包括经理和建筑工地的其它员工  它促进了公

司通过互联网通信的能力 Go说  



 
 
 
 

WLAN还提供了庞大的优势 通过在建筑工地建立无线网络 员工可以使用笔记本和个

人数字助理 PDA 也可以通过总部的监控流程核查现场的项目管理和工作数据 它

是一种把计算和应用推广到企业每个角落的快速 简便的方式 需要时 我们可以敷设

网络 然后把它移到下一个工作地点 Go解释说  

 

Barton Malow还在其Southfield总部的多媒体培训教室使用WLAN技术 如果我们需要

使用计算机来进行培训 我们只需连接笔记本和思科无线网络卡到WLAN 并且我们事

先做好了准备 Go解释说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位置安放桌子和椅子¡“ 有利于培训的任

何工作 无线连接使其能够轻松地分离教室 并把它迅速地重新安排到另一组中 如

果员工必须在办公桌上或从墙上插入标准的以太网线来接入网络 这种灵活性是不可能

实现的 他评述说  

 

把电视会议连接到企业减少了员工的出差需求 这一系统帮助Barton Malow节约了数万

美元 每次员工出差时至少需要2000美元 现在 项目工程师和其它人无需出差就可以

召开会议和浏览文件 Go说 他提示电视会议不能代替面对面的会议 它只不过增强

了建筑师 设计人员和建筑经理通信和协作的能力  

 

根据 Go 的说法 Barton Malow 的每用户 IT 开销和作为收入一部分的 IT 开销排在行业

首位 更重要的是 这些 IP 技术加快了 33-66%的解决客户争议流程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如果能够更早的完成项目 我们就能获得更多的盈利 Go 解释说 我们的目

标是成为一家实时企业 互联网提供机会 我们将充分利用这些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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