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及企業解決方案手冊----房地產和網路建築（TREC） 
建築、房地產和物業是乃是由一個最複雜、最廣泛的解決方案所組成，在此解決方案中，

産不同的低效率網路被用於完成維護、安全保護和通訊任務。思科網路房地 解決方案利用

IP 産標準，將傳統房地 業中的多種網路完美地整合成一個優化的建築結構和管理機制。  

房地產行業面臨的挑戰和需求 

在大多數傳統建築物中都有安裝多種專用網路以支援建築設備自動化系統（BAS）的營運，

如：加熱、通風及空氣調節系統（HVAC）、安全防範系統（SA），防火和保安系統以及

獨立的電信與數據網路。但這也導致了以下問題：  
• 複雜的操作程序 
• 安裝、整合與維護成本的增加  
• 受限的自動化功能 
• 通訊系統的整合僅限於電話和電子郵件  

産今天，人們對生活的要求越來越高，傳統的建築設計理念也發生了巨大的變化。房地 業

對於建築物的連通性、可監測性、整合能力和可控性的要求日益增長。最迫切的要求包括：  
• 降低資金和營運開銷  
• 開發新的收入來源或新的商業模式  
• 創建更加高效、靈活的工作空間  
• 提高租戶的健康和安全環境  

思科網路房地產 解決方案 

産思科網路房地 解決方案將 IT 技術與建築系統加以整合，可將通訊系統（語音、視訊和數

據）與建築系統（HVAC、照明控制系統、視訊監控系統和門禁系統）整合在同一個 IP 網

爲路之上， 與建築物相關的各方創造了前所未有的新機會，越早部署該解決方案將能夠在

建築物生命週期中幫助業主節省更多的資金和營運開銷成本。  
 

思科網路房地產解決方案採用的是開放的 IP 爲標準，透過單一的網路系統 IT 和各建築子系

統提供一個更加有效的網路環境。 

透過 IP 網路將通訊系統（語音、視訊和數據）和各建築子系統整合在一起，將為業主提供

具競爭力的新服務，如：  

 

1. Data（數據通訊）  

o 透過光纖網路提供高速互聯網存取服務  

o 透過無線區域網進行服務存取  

2. Voice（語音通訊）  



 

o 透過思科 IP 電話系統替代傳統的 PBX 爲系統，可以 承租者提供以電話為基礎的高級 

服務  

3. Video（視訊通訊） 

基於網路的視訊應用可以提供：  

o 視訊會議服務  

o 現場 IP/TV 廣播和視訊點播服務  

o 網上和遠距學習  

o 下一代視訊娛樂  

思科智慧型建築解決方案包含五個子系統： 

思科網路建築子系統 

爲 産思科網路建築解決方案 建築公司提高員工生 率、加強項目管理和降低成本。它包含了

一個智慧型訊息網 爲 爲路，可以將建築工地轉變 一個高效率的工作環境。它可以 全部的團

隊――包括主要承包商、建築師、設計師、轉包商和供應商――提供覆蓋整個工地的網路

連結和通訊服務，實現訊息的即時交換。思科網路建築子系統中包括以下功能：  

• IP 電話  

• 高速的互聯網存取  

• 虛擬私有網路(VPN)  

• 視訊會議  

• 視訊點播  

• 無線存取  

• 視訊監控  

透過以上功能，思科網路建築解決方案有助於建立一個具有下列特性的建築環境：  

• 反應迅速的工地――透過思科安全的、高性能的無線網路技術，管理人員可以隨時隨

地查找人員和訊息，在無線筆記本電腦和 PDA 上進行設計、數據搜集、項目管理和監

測應用，安全地存取訊息和即時地交流想法。無線 IP 電話讓他們可以在工地的任何位

置與他人保持聯繫。利用加密 VPN，他們可以從現場存取企業網路，從而減少了差旅

時間。  

• 便於協同合作的工地――思科的語音、數據和視訊智慧型 IP 網路使企業無需安裝 PBX
或者鍵控系統，既可以將語音留言、語音會議功能和視訊會議拓展到工地，以提高效

率。  

• 聯網的工地――高速安全的互聯網連接可以加快存取訊息，例如訊息查詢（RFI）、招

標書（RFP）和工作變更指示（WCD）等，確保每個人都使用正確的檔案版本，並可

以為審核提供數據文件索引。這個 IP 網路還支援視訊點播，讓企業可以按照不同的工

作時間為工作人員提供職業技能、保健和安全培訓，進而減少開支。  

• 受到嚴格保護的工地――思科網路建築解決方案中內建的層次化安全讓企業可以充分

利用協同合作和訊息共享，同時防止專用數據受到非法存取。IP 視訊監控攝像機將安

爲全範圍拓展到工地中較 偏僻的位置，有助防範盜竊和破壞。網路攝影機讓企業可以

即時地向建築師、承包商和樓宇業主通報進度。射頻標識（RFID）的應用，則可加強

産工地的身份識別與資 管理。  

思科網路商用樓宇 

思科網路商業樓宇解決方案整合視訊、語音、數據和無線網路技術，在標準 IP 技術的統一

爲網路平臺上， 業主提供以下優勢：  

• 高速互聯網存取  

• 行動辦公  

• 樓宇安全防護和門禁  



 

• 整合的語音、食品和數據服務  

• 數據信號和數據媒體系統  

• 加強的服務品質 

 
思科網路商業樓宇解決方案讓樓宇業主可以使用一套不斷擴展的創新租戶服務和樓宇管理

應用套件。思科網路商業樓宇解決方案採用了一個整合的多服務 IP 産平臺。它讓房 業主可

爲以將語音、數據和視訊服務作 提供租戶的出租服務，同時支援 HVAC、安全准入、能源、

照明、消防和安全等樓宇系統之間的通訊。  

透過思科網路商用樓宇解決方案所提供的整合高速 IP 産基礎設施，房 業主可以安全地、無

爲縫、快速地 租戶提供更多的增值網路服務（無線存取、IP 電話、統一消息和視訊）。透

爲過 租戶提供先進、功能強大的辦公便利設施，可以開闢其他的收入管道。同時，還可以

利用 IP 骨幹網實施數據廣告和媒體應用，部署交互式媒體系統（例如樓宇目錄和預定系統）。  

利用思科網路商業樓宇解決方案可以幫助入住的租戶立即在新址開始辦公，並提供了一個

可以隨需求發展的戰略性平臺，以獲得長期的空間和組織靈活性。  

爲建造階段的投資成本會顯著降低，因 思科網路商用樓宇解決方案是一個基於開放標準、

統一佈線的基礎設施，可以在廣泛地取代多個封閉專用網路，並且避免安裝這些網路所需

要的成本。 

産思科網路商用樓宇解決方案可以讓業主集中管理全部房 ，從而可以大幅度降低成本並在

産多個房 之間施行統一標準。思科整合 IP 基礎設施採用了嵌入式技術，可以保障服務品質、

安全性和永續性，進一步降低了維護和修理成本。 

思科網路商用樓宇解決方案還具有更高的安全性： IP 基礎設施可以透過整合化的視訊監

産控、存取控制和資 管理系統加強安全性，從而制定更加先進、全面性的安全戰略。樓宇

設備和網路的這種互操作性讓管理人員可以即時地制定和實施重要的決策。  

思科網路飯店子系統 

思科網路飯店解決方案可以將飯店改造成反應迅速的、服務齊全的環境。它可以利用一個

整合多服務的 IP 平臺，幫助飯店提供和支援一整套獨具特色的、創新的賓客服務和員工資

源。它還有助於加強對飯店營運的管理和控制，以及改善樓宇便利設施。思科網路飯店解

決方案提供的功能包括：  

• 高速互聯網存取  

• 無線網路  

• IP 電話和統合通訊  

• RFID 應用  

• 視訊監控  

• 整合的對講系統  

思科網路飯店提供的一組整合化的數據、語音、視訊、行動和安全解決方案套組可以自動

執行（甚至避免）很多費時費力的任務。例如，確認航班、預定宴會、登記、退房等都變

得簡單快捷。 

利用思科統合通訊技術，可以讓飯店人員可以提高工作效率和加快對賓客需求的回應速

度，進而提高客戶的忠誠度。整合化應用可以將系統（例如預定和計費）與賓客接觸點（例

如路邊服務臺、行李處理、登記、門房、餐飲和服務管理系統）一起連結，從而提供無縫

的、獨特的客戶體驗。 

産透過整合視訊監控、准入控制和資 管理， 思科網路飯店解決方案可以提高飯店的安全

性，實施更加先進的、全面的物理安全戰略。樓宇設備和網路的互操作性讓管理人員可以

即時制定和實施重要的決策。  



 

思科網路工作場所子系統 

思科網路工作場所解決方案讓員工可以擺脫傳統的時間限制。它提供了一個整合的多服務

IP 平臺，可以在整個企業中實現無所不在的連接和通訊。它所帶來的成果是：獲得支援的

産人們可以隨時隨地協同工作、生 率和員工滿意度大幅度提高（由此加強競爭優勢和改善

盈利狀況），以及空間需求、投資開支和營運開支的減少。  

思科網路工作場所解決方案提供以下功能：  

• 無線連接  

• 虛擬私有網路(VPN)  

• 以 IP 為基礎的語音、視訊和網路會議  

• 自動化建築 

思科網路工作場所可以透過樓宇和園區內的無線存取和安全的遠程存取實現全面的員工行

動辦公功能。密切協同合作和克服時間、地點障礙的能力，緊密地聯繫員工、合作夥伴、

供應商和客戶，讓不同的團隊可以更加明智、快速和有效地開始工作。而且，統一的介面

和 IP 電話確保了人們可以從任何地點立即投入工作，並且也可以隨時被找得到。思科網路

工作場所可以提供以下關鍵的服務優勢：  

• 它可以在企業所有關鍵的利益相關者（員工、合作夥伴、供應商和客戶）之間實現行

動的和遠程的協同合作。  

• 它讓企業可以迅速、輕鬆地部署新型服務（例如 IP 電話和無線互聯網存取）。  

• 産它讓組織可以自由地創新的辦公場所設計，合理利用企業房 資源。  

• 它可以透過降低空間需求和網路的複雜性，減少投資和營運開支。  

• 它可以提供有保障的服務品質、出色的永續性和更低的維護成本。  

思科網路公共場所子系統 

思科網路公共場所解決方案可以透過一個功能強大的環境提高樓宇使用率，開闢新的收入

管道，吸引優質租戶和賓客，同時降低成本。利用思科網路公共場所解決方案，租戶和賓

客可以自動、安全地連接到創新的便利設施、應用、樓宇特殊服務和虛擬辦公場所，享受

改善的商務或者休閒體驗。思科網路公共場所解決方案提供的功能：  

• 電子訊息目錄  

• 自動登記服務處  

• 電子佈告欄 

• 交互視訊系統  

• 高速互聯網存取  

• 無線通訊  

無論是觀看體育比賽，參加研討會，光顧某個購物中心，還是搭乘飛機，人們都能夠充分

地利用創新的服務，包括線上目錄、自動登記服務處，以及可以提供關於地點、時間表和

服務的最新訊息的電子佈告欄。 

在體育館中，人們可以利用手持裝置查看比分和統計數據，查詢運動員訊息，甚至訂購午

餐或小吃，而這些都不需要他們離開自己的座位；在購物中心，走失兒童的照片(在他們進

門時拍攝)會被立即發送到所有零售櫃臺；在車站，工作人員可以利用行動終端設備協助乘

客和提供訊息；在會議中心，交互式視訊可以向與會代表通報訊息和充當會議指引。還有

更多的可能性是會發生的。 

功能強大的 IP 爲網路將讓業主可以 租戶和賓客提供創新的服務。高速互聯網存取，整合化

産的網路和物理安全，創新的視訊營銷工具，以及不斷增加的、以網際網路為基礎的房 和

事件管理應用，將可以自動化、虛擬化和簡化很多費時費力的任務。 



 

緊急人員也可以受益於虛擬工作場所。利用無線或者行動網路他們可以使用高速的互聯網

存取，進而從指定地點存取重要的網路資源。 

思科網路房地產的價值 

産思科網路房地 解決方案的服務價值在於將 IT 系統和樓宇系統整合到同一個 IP 環境中，這

爲種新一代的整合方式可以 樓宇價值鏈上的主要成員創造新的機會。  

  

提供新的服務開闢新的收入管道 

産思科網路房地 系統解決方案提供了一個有效的智慧型訊息網路，網路的所有元件都建立

在開放標準的基礎上，所有的硬體、軟體和服務的設計都遵循了一定的發展規劃，以支援

不斷變化的服務需求，自動、安全地幫助樓宇業主和租戶使用創新的服務、應用和功能。 

産 爲思科網路房地 解決方案 幫助樓宇業主開闢新的收入管道奠定了堅實的基礎。基於思科

産網路房地 解決方案的主要租戶服務包括：  

• 高速互聯網存取  

• IP 電話和統合通訊  

• 無線/行動解決方案  

• 網路和物理安全  

• 對辦公環境的控制  

租戶除了可受益於各種具有較低成本和較高服務水準的服務，租戶還可以實際地節省下許

多成本，例如減少對 IT 資源的需求、更加低廉的通訊成本、更快的服務供應、簡化的合作

夥伴管理，以及對所處環境的更加有效的控制。 

提高工作場所的生產率 

思科網路房地產解決方案有助於建立更高效率的工作場所。思科的語音、視訊和數據整合

網路爲創建一個靈活的房產組合和為新的工作場設計提供了重要的支援。整合網路可以將

電子郵件、語音留言、電話會議、視訊會議、即時消息等技術完美地整合在一起，以提高

員工的生產率。IP 通訊、無線存取和虛擬私有網路（VPN）可以建立靈活的工作環境，加

強員工的行動辦公和遠距辦公能力，最終以此創新的工作方式，降低對辦公空間的總體需

求。 



 

降低建築物使用週期內的開銷 

産思科網路房地 解決方案採用的是一個基於開放標準的統合佈線網路結構，免去了安裝、

維護和升級多個不同專用網路的成本，協助樓宇在整個生命週期中降低營運開支。 

基於開放標準的樓宇基礎設施可以大大加強樓宇系統間的連接能力，實現對即時數據的存

取和共享，進而提供一系列的優勢，包括：  

• 産優化樓宇系統的控制、監控和報告，包括對分佈式房 組合的集中管理。  

• 智慧型的 HVAC、照明和冷卻系統，能透過提高能源利用效率降低成本。  

• 提高員工生產率（維護、設施和安全人員），更加嚴格地遵守健康和安全法規。  

• 産結合自動的工作調度、計費和管理平臺，加強對資 的管理和監控，並與現有的企業

資源規劃（ERP）系統建立聯繫。  

為租戶提供更好的健康安全環境 

産思科網路房地 解決方案可以幫助樓宇物業部門制定更加先進的、全面的全戰略。透過數

據、語音和視訊方式，統一、即時地向多種設備（包括 PC、IP 電話、訊息顯示和公共通報

系統）通報緊急狀況和指令，使得業主可以迅速地向租戶、房客和員工傳遞緊急訊息。利

用思科的多種識別技術，在樓宇和停車場可以提供先進的存取控制功能。這不僅可以實現

對昂貴資源（例如停車場）的嚴格控制，還可以讓樓宇業主加強對樓宇門禁的管理。利用

思科的 IP 視訊監控技術可以讓人們從任何地點都獲得清晰的監控圖像，並立即採取適當的

爲 爲行動以減少破壞行 和其他的違法行 。同時，IP 視訊監控的數據化存儲使得存檔圖像可

立即被調出，而不需要費力地搜索大量的錄影帶。 

成功案例 

思科網路公共場所案例 

Bullring，伯明翰 

需求 

位於伯明翰的 Bullring 零售中心是歐洲最大的城市中心零售開發區。Bullring 提供了面積高

達 26 爲英畝的零售場所， 當地的 430 爲萬居民（預計年開支潛力 41 億英鎊）提供服務。 

Bullring 的開發商 Birmingham Alliance 爲希望透過 零售租戶及其客戶提供最先進的世界級

通訊設施，實現他們建立一個最先進的 21 世紀零售、餐飲和娛樂環境的宏偉目標。 

解決方案 

Birmingham Alliance 爲決定選用思科技術， Bullring 的語音、視訊和數據通訊創建一個高

度創新的、先進的端對端 IP 網路。這個新的 Bullring IP 網路的設計、部署和管理工作均由

"Smart B"智慧型樓宇供應商 Redstone Communications 公司所負責。它採用了思科的統合

通訊架構和安全技術，可以提供安全的無線行動連接。 

這個基於思科技術的 IP 爲網路可以 所有 132 個零售商提供 100Mbps 的網路連接，並且能

夠支援 30 多個 Bullring 管理團隊所使用的 IP 電話，以及多種其他的網路服務。它還提供了

50 爲多個公共存取點。透過在每個零售櫃臺安裝的零售客戶端網路終端，這個整合網路 零

售租戶提供了標準的互聯網/內網路連接，以及即時存取多種其他 IP 設施和服務的能力。 



 

爲該網路還 租戶提供了許多可選的、以 IP 為基礎的通訊服務，包括 IP 電話、無線互聯網連

接、語音連接、本地數據備份，與企業網路的 VPN 爲連接和閉路電視。 了提供額外的、功

能豐富的服務，Birmingham Alliance 安裝了一個全面的思科無線網路，以覆蓋整個 Bullring
園區，進而創建了一個大規模的無線寬頻環境。透過以思科技術為基礎的無線網路，Bullring
的客戶只需購買一個存取卡，就可以利用筆記本電腦、PDA 或者其他設備，從零售中心的

任何地方存取互聯網。 

IP 網路可以被用於在購物中心的大量交互式觸控螢幕和等離子螢幕上播放多媒體廣告、促

銷、職位空缺和其他訊息，對每天數以千計的顧客進行營銷活動。 

成效 

思科 IP 爲網路 Bullring 的租戶和客戶提供了他們在零售環境中從未體驗過的連接能力和交

爲互能力。它不僅可以幫助租戶提高效率和盈利能力，更可以 客戶提供最優質的購物體驗。 

思科網路飯店成功案例 

都柏林皇冠假日飯店 

需求 

擁有 204 間客房的皇冠假日飯店座落在都柏林機場外一片 10 英畝的草地上，可以提供從俱

樂部樓層、休閒室、國際餐飲到高科技健身房的各種設施。該飯店需要透過提高服務品質

和價值，樹立不同於競爭對手的特色。與此同時，它也需要利用新的服務以提高收益、降

低成本，並改善內部流程。 

解決方案 

思科為都柏林皇冠假日飯店提供了一系列服務，包括：在每個客房中提供高速互聯網存取

和方便使用的 IP 電話，讓賓客可以收發電子郵件、搜索飯店服務訊息、查看天氣狀況，甚

至預約出租車。IP 電話還可以設置語音留言，提供個人化的問候語，甚至是公司標誌。另

外 IP 電話還有很多其他的功能，例如服務員可以利用相同的智慧型 IP 電話管理小型酒吧貨

物，或者從房間申請新的毛巾。 

一個包含 14 個會議室的商務中心透過一個無線網路網路，讓與會代表和賓客一邊在會場內

自由行動，一邊獲得高速的互聯網存取（不需要網線或者接口）。利用 Wi-Fi 熱點的高速互

聯網存取服務覆蓋了飯店的大堂、酒吧和其他公共場所，讓賓客可以在一個舒適的環境中

方便地進行工作。 

成效 

爲隨著高利潤賓客的入住率的提高，該飯店預計它的網路將會在三年內收回成本。但因 此

項估計沒有納入透過新型服務吸引新賓客所帶來的收益，因此這個時間還可能會進一步縮

短，而其他的收入機會也在不斷地湧現。一家本地汽車租賃公司希望透過賓客 IP 電話宣傳

他們的服務，其他一些本地休閒機構也將緊隨其後。



 

思科網路商業樓宇成功案例 

SENTRE Partners，聖地亞哥 

需求 

僅管位於聖地亞哥的 SENTRE Partners 只有 35 名員工，但是它管理、租賃、擁有著價值

超過 5 億美元，總面積約為 350 産 産萬平方英尺的資 。它是一家與眾不同的房地 公司：其

管理者認為，當他們的租戶進入一間新的辦公室時，以電腦存取網路就該像把臺燈或者咖

啡機插入電插座一樣簡便。 

解決方案 

2003 年 2 月，SENTRE Partners 開始與思科進行合作，計劃為聖地亞哥的 One America 
Plaza 建設一個光纖樓宇基礎設施和無線網路。2003 年 5 月，One America Plaza 爲成 美

國第一個完全支援無線網路的商用樓宇。現在，SENTRE Partners 已經擁有了六個這樣的

下一代樓宇，還打算進一步擴建。SENTRE 下一代樓宇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網路基礎設施由

樓宇業主付費和擁有，而非租戶。樓宇網路還提供了多種樓宇管理設施，讓 SENTRE 可以

産在降低成本的同時，提供租戶更好的服務。借助無線基礎設施，它的房 採用了一個以網

路為基礎的工作需求系統。樓宇工程師可以攜帶平板電腦，在現場開始和完成租戶提交的

工作需求。 

成效 

透過以每月僅 250 美元的費用存取樓宇光纖網路，SENTRE 租戶獲得了高速的有線和無線

連接。相比之下，如果他們選擇自行安裝線路，平均每月將需要負擔 1000 美元的成本。而

且，樓宇網路的連接速度比普通的租用線路快 60 倍，因此在某些情況下，租戶每月可以節

省下 3000 美元。另一方面，租戶不需要簽署任何合同或者進行任何談判，網路每天 24 小

時就會獲得妥善的管理，而租戶也只需要 30 分鍾就可以存取網路，而不需要像過去那樣等

待 30 天。One America Plaza 現在入住率高達 95%，遠高於當地的平均入住率 88%。此外，

它還是一個更加安全的樓宇；例如，租戶可以透過存取樓宇管理系統迅速地報告危險情況；

警衛只需點擊一下按鈕，就可以查出哪些人員有權在下班之後進入樓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