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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及云计算等ICT技术的广泛应用，多媒体、社交媒体、视频及互联网通信工具等不断涌现。这

些应用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模式，并带动企业商业模式向互联网营销和构建差异化服务等方向转变。企业更加关注

客户价值的实现，在强调同客户顺畅交流的同时，不断加强企业与合作伙伴对客户的快速响应。因而有效的企业通信架构

对企业的生存和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是企业通过IT获取竞争优势不可或缺的手段。

2013年OVUM咨询公司对大企业通信应用的调研结果显示，“改善业务流程、支持员工弹性工作模式、提升效率、商

业敏捷”成为主要的驱动力，因此构建支持移动办公、敏捷协同和开放融合的通信系统成为企业客户的迫切需求。

企业通信发展趋势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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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 eSpace 统一通信解决方案建立在华为对企业客户通信需求和痛点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以“智简体验，融合通

信”为理念，以移动办公、敏捷协同、开放融合和智简管理为基本要素，通过构建融合语音、数据和视频等多媒体能力的

通信系统，为企业客户搭建良好的内、外部沟通和协作平台，实现高效协同，助力业务绩效提升。

华为 eSpace 统一通信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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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ace 统一通信解决方案适用于各种规模的企业客户，满足从SOHO工作室到超大型企业的IP语音、移动办公、协作等

全方位的应用需求。相比于传统的企业通信解决方案，eSpace 统一通信解决方案具有如下的特点：

• 基础架构基于SIP协议，企业通信系统可全球化

部署，实现业务跟随网络可达。

• 构筑了移动化、富媒体化和社交化的UC业务应

用模式，实现业务随行，工作方式弹性化。

• 高清视频会议、会议数据共享和群组讨论等，

让跨地域沟通和协同变得更简单和有效。

• 开放从基础平台到终端的多层次通信应用，主

动适配业务系统，实现业务与通信能力的融

合，加快业务流程的处理速度。

• 系统结构上将IPT基础语音和UC业务应用功能模

块化，部署灵活，管理简单。用户容量或UC应

用的增加，均可以最小化投入实现平滑扩容。

移动办公

敏捷协同

开放融合

智简管理

eSpace 统一通信解决方案产品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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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 eSpace 统一通信解决方案以用户为中心，并专注用户体验。通过移动化办公、便捷的协作模式、安全可靠的系统

和易融合的平台为企业客户建设高效、易用和易维护的统一通信系统。

通过提供可以安装在智能手机终端和平板终端上软客户端，实现了企业通信应用的移动化，同时通过数据加密保障信息的

安全性。

• 可直接搜索企业通讯录，查看联系人信息和当前状态；

• 支持富媒体消息分享，如语音片段、视频片段、图片、拍照、视频拍摄及涂鸦等；

• 支持消息推送，软客户端后台运行时，仍可接收消息；

• 可远程接入会议，查看PC客户端共享的内容，在家、在途一样可工作。

方案亮点

弹性工作模式

移动办公，弹性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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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支持PC客户端与eSpace 7900系列IP话机/eSpace 8950 IP话机联动，双终端可同步显示来电、呼出状态及联系人

信息。通过将PC界面的易操作性与IP终端的高清音质完美结合，既简化操作，又提升使用体验。

便捷的操控，渐进式沟通

在PC软客户端内，从IM消息，到音/视频通话，再到多媒体会议，每次转换过程只需一键即可完成。渐进式的沟通模

式，避免了繁琐的客户端或界面的切换，更简单，更智能。完美的易用性，为顺畅的协作体验平添一分魅力。

一键式切换，每次切换<1s消息

语音

视频

会议

敏捷协同，高效沟通

PC客户端点击呼叫
IP话机同步呼出

同步显示联系人姓名

同步显示联系人头像

智能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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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终端体验一致，跨终端信息同步

无论PC软客户端，还是手机或平板软客户端，相同的功能在界面展现上一致，用户可快速上手。不同的软客户端之

间，历史消息和联系人完全同步，从而保障了信息的一致性。在线和离线消息可主动推送，即使在不同的软客户端间切

换，也可保证沟通的连续性。

多媒体融合，会议协作更高效

单纯的语音或视频沟通，信息缺少直观的展现，而多媒体共享刚好完美的弥补了这个缺憾。通过文档、PC桌面、电子

白板或媒体文件，便于与会者快速捕捉关键信息，提升沟通效率。同时，还可通过异步浏览实现高效的会议协同。与会者

可不限主讲人的宣讲速度，自由的翻阅文档前后内容，从而更充分的掌握所需信息。

多媒体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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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BOYD的普及、移动办公和涉外会议的兴起，以及通信与业务流程的进一步融合，稳定、可靠和安全的通信系统逐

渐成为企业客户业务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频繁故障，甚至瘫痪的通信系统，不仅会增加维护成本，还有可能带来

巨大的经济损失。通信数据的泄露更有可能成为致命打击，除了巨额的经济损失外，甚至影响企业客户的声誉和未来的生

存与发展空间。eSpace 统一通信解决方案同时兼顾可靠性和安全性。

多重可靠性机制，保障通信连续性

• 关键模块或设备采用冗余备份或负荷分担机制

• 终端采用多服务器注册机制

• 分支本地U1900系列网关及AR系列路由器可提供语音再生能力

• 模拟用户接入时支持断电逃生和本地自交换

多层次加密保护，保障通信安全

• 采用端到端的信令、媒体和数据加密

• 增强用户授权及检验机制，保障外部接入时的合法性

高品质沟通，零距离协作

断断续续的语音或卡顿的画面会严重影响沟通的效果。因此，eSpace 统一通信解决方案引入先进的技术来提升语音和

视频的清晰度，以保障用户在沟通过程中，即使网络质量稍差时也能流畅沟通。

• 通过采用Opus动态编解码及独有的NetBrain语音智能计算技术，统一通信系统可根据网络质量动态调整传输带宽，即

使在丢包率多达20%的情况下，也能明显改善端到端的语音质量，保证高品质语音。

• 采用48K全带语音编解码，为用户提供纯正的音质。

• 提供全高清视频终端eSpace 8950 IP话机，并支持服务端视频会议。通过与PC软客户端的互动，实现高效的视频会议。

eSpace 8950视频话机

多重冗余备份及防护机制，构建安全可靠的统一通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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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ace 统一通信解决方案提供基于Web 的图形化管理工具，可对整体企业统一通信网络的所有设备进行统一管理、业

务监控和升级维护，让企业客户有效减少50%的网络管理投入,可大大降低OPEX。此外，用户还可通过自助管理Portal进行

个人业务设置，会议预定等应用，解放IT人员。

在会议召集或任务分配等事宜发生时，怎样避免繁琐而费时的逐一电话通知过程？如何快速并定时提醒业务相关人员

处理其承担的任务？答案就是将企业通信系统与业务流程融合。

通过提供标准的SDK接口为企业客户开放定制能力。客户不仅可根据需求定制个性化风格的界面，还可将通信应用嵌

入到业务流程中。用户可直接在业务流程中发送通知消息，查看通讯录和用户状态，发起呼叫和会议等，加速业务的处理

速度和效率，从流程上提升业务绩效。

同时，支持与第三方应用系统对接，实现视频及语音业务的延伸和扩展。

与Outlook融合示例

统一网管，维护更简单

开放接口，主动适配业务，成就融合通信



e.huawei.com9

客户价值

华为 eSpace 统一通信解决方案以客户为中心，聚焦客户对未来企业通信的核心诉求，具有通信业务更丰富，部署和维

护更简捷，平滑扩容成本更低的特点。从通信机制和基础架构上解决了传统通信方案沟通手段单一、通信成本高、外部接

入安全无法保障以及网络改造时设备无法利旧等问题；从业务与通信能力的割裂，转变为通信平台多层次开放通信能力，

并嵌入于业务应用，从而实现融合通信。高昂的IP网络改造及通信成本不再成为客户的困扰；单一的语音通信，转变为多

渠道、视频化和富媒体的渐进式沟通；从庞大复杂的企业通信系统，转变为设备更少、更易维护的轻量级统一通信系统；

用嵌入在业务流程中的通信能力，助力业务绩效的提升。

华为 eSpace 统一通信解决方案的目标是帮助企业客户实现业务沟通自由，让办公沟通可不限时地自由顺畅的完成，用

极致的体验、简单的运维和低廉的通信成本成就高效协同，助力企业实现客户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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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华为

华为在企业统一通信领域具备多年的深厚技术积累，拥有端到端的统一通信解决方案及全系列产品。华为作为全球

领先的企业通信解决方案平台供应商，不仅拥有业界领先的全球研发和原厂服务能力，包括世界级专家团队、标准预研积

累、软硬件自研能力及遍布全球的服务支撑团队，同时更具备在企业统一通信领域长期投入的坚定决心。

在企业通信变革的大趋势下，华为从标准研发、产品开发、开放能力等多个方面不断积极投入。华为期望通过不断提

升的统一通信经验、创新的产品，为客户提供融合移动化、多媒体化和协作化的优质统一通信平台，帮助客户成为企业通

信变革的业务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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