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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础教育信息化方案背景
 

2012 年 3 月教育部正式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 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这是

中国进入 21 世纪之后的第一个教育规划，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

全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纲要明确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

以高度重视”。“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破解制约我国

教育发展的难题，促进教育的创新与变革，是加快从教育大国

向教育强国迈进的重大战略抉择”。“把教育信息化作为国家信

息化的战略重点和优先领域全面部署、加快实施，调动全社会

力量积极支持和参与，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

色的教育信息化体系，使我国教育信息化整体上接近国际先进

水平，推进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

为了实现《规划》目标、完成发展任务，国家已在启动、组织

实施重大项目—“中国数字教育 2020 行动计划”，着重解决教

育信息化的全局性、基础性问题，并开展前瞻性试点示范。“中

国数字教育 2020 行动计划”包括“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建设与

共享”、“学校信息化能力建设与提升”、“国家教育管理信息系

统建设”、“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和“教育信息化

基础能力建设”5 项行动。行动规划指出， 2012-2015 年（十

二五规划），初步解决教育信息化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基本形成

与国家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教育信息化体系；2016-

2020 年，根据行动计划建设进展、教育改革发展实际需求和教

育信息化自身发展状况，确定各行动的建设重点与阶段目标。

1
基础教育信息化方案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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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础教育信息化典型应用

从“九五”计划（1995-2000 年）开始，经过十五多年的发展， 教育信息化大踏步向前，信息化的正确理念逐步推广，先

进技术的应用推陈出新，不断推动信息化成为实现教育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回顾发展历史， 我们也可以把 2000 年为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的分水岭， 从 2000 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在中小学

实施“校校通”工程的通知》起，把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从地方格局的“小打小闹”推向了具有国家层面和意义的大事件

和大项目。 让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这些信息化建设的网络应用。

2.1“电子书包”应用

“电子书包”是以学生为使用主体，基于网络

教学资源，以信息终端为载体的综合性教育

应用系统。“电子书包”采用的终端硬件可

以是台式计算机、笔记本电脑、上网本、

专用阅读器、或是智能终端 /IPAD 等设备。

“电子书包”从教学意义上分为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学生使用的网络

信息终端设备；二是与学生网络终端设备配套的教师教学使用的电

子课本。

                        （图片来自于网络）      

目前主要推广的电子书包，是具备 Wi-Fi 无线网络功

能的笔记本电脑或 iPad，可以有效利用 WI-FI 无线网

络访问课堂、校园和互联网资源 。根据数字化校园的

设计三个核心要素原则：“移动终端 + 教育内容 + 服

务平台”，“电子书包”作为系统的核心应具备以下功能：

 

基础教育信息化典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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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校校通”工程

为加快在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的步伐，2000 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在中小学实施“校校通”工程的通知》，决定在中

小学实施“校校通”工程，目标是：用 5 － 10 年时间，使全国 90% 左右的独立建制的中小学校能够上网，使中小学师生

都能通过有线 LAN/ 无线 WLAN/ 宽带等接入方式共享网上教育资源，提高中小学的教育教学质量。“校校通”的目标并不

是要每所学校都建起庞大的校园网，而是让 90％以上的中小学校采用多种手段和形式，用较低的成本获得丰富而优质的教

学资源和课程，最终实现资源共享。

2.3“班班通”工程

“班班通”是将与教育教学相关的信息内容通过网络传输

到每个班级，并系统有效地应用于备课、课堂教学、学

习以及其他教育业务之中。它着力解决信息化环境与资

源的创造性应用问题，着力解决优质资源在课堂上有效

应用问题，因此“班班通”是整个学校教育信息化的核

心价值所在。班班通”的含义包含了如下几个不同层次： 

 

首先，“通”硬件，每个班级须配备适量的信息化设备和

网络设施。不同的硬件、有线 / 无线网络和软件配置构成

了不同类型的“班班通”。

其次，“通”资源，在硬件通的基础上配备与之相适应的

信息化教学资源。硬件建设的目的就是要提供信息化的资

源。资源是学习内容的数字化表征，是信息化教学及其应

用的基础。不同的硬件设备，与之相适的资源种类不同，

资源来源也不尽相同。 

最后“通”方法，即利用信息化资源和设备开展教学活动。让每一个班级、每一位教师、每一们学科的每一堂课，尽量做

到日常化应用信息化设备与资源，实现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常态化和有效地整合，即在合适的时间运用恰当的技术完成

教学任务和学习任务，切实变革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

 

中小学信息化建设 -“班班通”工程 : 按教学应用建设和网

络设备配置的不同，可称为“数字交互教室系统”，“多媒体

教学系统”和“远程教学系统”等等。通过以数字一体化电

子白板，校园有线 / 无线 / 广域网络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

综合视音频编码技术及流媒体技术为基础，通过将电子书包、

多媒体教学、远程教学、智能校园广播、数字校园电视、设

备管理、班务管理等功能模块化实现，从而进行校园教学应

用的整合解决方案； 如果结合区域教育数据中心的教育共享

服务平台和互动平台的教育资源，利用教育网或互联网络线

路连接，就可以实现跨校园，跨区域的教学资源共享和访问。

基础教育信息化典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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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多媒体（交互式）教室

多媒体教室包含了全部电化教学、计算机辅助教学，演示的手段，是目前

最受欢迎、最便于使用、效果最理想的教学演示系统。它将网络设备（局

域网 / 互联网）、交互式电子白板、多媒体计算机、电子课件、电子书包、

视频展台、摄像机、多媒体投影机等先进的视听设备以及其他可遥控设备

（如电动屏幕、电动窗帘、灯光等）有机地连接，构成现代化视听教学环

境。系统由教师根据执教内容集中控制，能实现对各种设备常用功能的控

制和音视频之间的切换操作，使教学的内容生动化、形象化和具体化，克

服了以往呆板的灌输形式，学生对于声像并茂的教学方式更易于领会和接

受。系统充分发挥了现代教学设备对提高教学质量的作用，缓解了上课教

师的劳动强度，大大提高了各种设备的利用率。如果和校园计算机和互联

网相连，则可以共享校园网和互联网上丰富的信息资源。

2.5 教育资源共享平台

为落实“十二五”时期教育信息化重点推进“三大任务”的战略部署，基于国家层面，以及各省市教育区域信息化建设和

改革发展的需要，特提出利用优势教学资源，根据国家及区域教育信息化行动计划的要求，构建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国家教育资源公共平台 : 目前可以为教育教学提供 : 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名校网校和网络协作教研等四大类服务应用模式

和十多种服务，主要作用是通过网络帮助农村中小学和偏远地区开好国家课标规定课程。

通过国家教学资源平台提供“虚拟课堂”，统一的时间课程安排表和组织授课；平台为广大教师，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和共

享资源，另外还有“名师讲堂”、“名师导学”、“名校网校”、“网校辅学”、“跨区域网络协作教研”、“区域网络协作教研”和“名

师工作室”等服务，促进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学质量；通过提供教学工具和资源，为教师提供探究，讨论的共享平台，

帮助学生运用信息技术解决学习问题。

作为各省市大区域平台建设，将根据各区域的教育资源优势组合和共建，打造具体区域特色的资源平台。比如上海地区，

是以“六网一库”为基础，打造了上海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从 2002 年开始，上海已开始承建“六网一库”的学习网络，

包括上海市教师教育网、上海基础教育信息网、上海市中小学德育网、上海职成教育在线、上海社区教育网、上海党员干

部现代远程教育平台和上海教育资源库）。上海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服务于教师、学生及广大市民。在技术平台方面上，

整合构建了大型教育知识管理系统，形成一套完整的资源制作、管理、应用、交流和服务的体系化支撑软件平台。在资源

建设方面，已建有 3130G 的教育资源，包括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等，重点建设基础教育

资源。

基础教育信息化典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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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NETGEAR 统一基础架构

3.1、NETGEAR 统一基础架构

NETGEAR 统一基础架构平台是将各种类型的业务统一连接到 IP 平

台，为不同的用户应用提供基于标准化的接口和开放协议；同时采

用自动识别技术和业务隔离功能，确保不同类型业务彼此的独立性；

最后，提供用户开放的统一基础管理平台，统一管理手段，简化业

务管理。

如下图所示，推荐的 NETGEAR 新一代统一基础架构平台。统一基

础架构可动态承载上层所有应用需求，真正做到网络因应用而变。

 

3.2、NETGEAR 统一基础架构的组成

3.2.1、NETGEAR 统一交换和通信

3
NETGEAR 统一基础架构

ProSafe 有线产品系列
ProSafe 无线产品系列
全面 PoE 特性
支持语音、视频以及
数据各种 IP 化应用

ReadyNAS 存储
NAS 存储
IP SAN 存储
虚拟化支持

ProSecure 安全产品
全面内外网防御和安全

ProSafe 统一认证平台
ProSafe 统一管理平台
集中和统一的管理

统一交换

和通信

统一存储

和虚拟化

统一威胁

防御和管理

统一认证

和策略

新一代“数字化校园”建成后的有线网络部分需要满足

高带宽、高稳定、高安全性、高可靠性要求。

 

NETGEAR 的全线产品，包括无线局域网、有线网络、存

储、安全等，均遵循了业界的统一标准，实现各个厂

商、产品统一连接的目的。NETGEAR 在统一交换和通

信上，有高性能的机箱式模块化交换机如（XCM8810/

XCM8806）、全万兆 / 千兆全网管交换机、智能交换机以

及 POE 交换机等，其产品应用可以从下面四方面体现（统

一连接、统一交换、优化应用、开放兼容）。

根据 NETGEAR 统一基础架构的组成和模型定义， 作为重

要组成部分的 NETGEAR 无线网络从产品研发开始就始终

遵循了统一基础架构的原则，无论从产品和解决方案而

言，都可以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体现 （统一

NETGEAR 统一基础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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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优化应用，开放兼容，统一管理）:

 

3.2.2、NETGEAR 统一存储和虚拟化

采用创新的技术来建设新一代数据中心、改造现有数据

中心已经成为 IT 产业发展的主流。随着云计算、虚拟

化技术的日趋成熟与推广，而且越来越多的厂商和用户

都有共识，把数据中心作为下一个阶段的建设重点。目

前，NETGEAR 已经全面支持云计算、服务器虚拟化。

NETGEAR 为云计算提供公有云、私有云和混合云，全面

通过 VMWare、Microsoft、Citrix 虚拟化厂商认证。

 

3.2.3、NETGEAR 统一威胁防御和管理

恶意软件已经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早期的网络威

胁仅仅针对桌面电脑和有限的范围，但今天的恶意软件

采用了多种技术和多层次的载体，通过 Email 和 Web 网

页来针对公司的桌面电脑和服务器进行攻击。NETGEAR

统一威胁防御和管理分别从三方面来解决安全问题：

1、接入策略

2、局部策略

3、全局策略

 

统一威胁防御和管理可以从下图几方面体现：

 

3.2.4、NETGEAR 统一认证和策略

作为全局控制的统一身份认证， 将有线网络 / 无线网络 /

互联网访问 /VPN 远程接入等不同的网络设备认证纳入

到管理范畴内； 让终端用户可以只持有一个帐号而跨越

所有网络设备的认证， 也可以与现在大多数主流的认证

协议或数据库对接，比如，兼容的第三方外部认证服务

包括 : AD 域， Windows 域和标准 LDAP 系统； 外部数据库

包括 : mySql 数据库， SQL Server 数据库， MSSQL 数据库， 

ORACLE 数据库， POSTGRESQL 数据库等。通过集中的访问

控管，可以基于每个帐号实施有效的策略绑定，比如帐号，

MAC，IP，时间段的控制策略。特别适合普教网络环境。

 

NETGEAR 统一基础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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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NETGEAR 基础教育信息化方案设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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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班班通”“电子书包”“多媒体教室”等各种功能在普教中的

应用，其中与终端无缝连接的网络支撑平台，这是一个基础的、

综合的工程，它能提供学习的数字资源和管理平台，同时也是师

生、生生交流的平台。所以这个网络支撑平台必需是高稳定、高

可靠、可信赖的基础网络架构。NETGEAR 针对普教这些应用的实

际情况出发，采用 NETGEAR 统一基础架构平台来为普教的信息化

建设提供专业的网络解决方案。

4.1、基础网络统一架构方案设计

NETGEAR 公司根据普教行业的基础网络和教学应用特性，基于 NETGEAR 统一基础

架构及 Smart IT 优势理念打造的网络产品解决方案，形成一套具有可支撑的、可

信赖的和可靠传输特性的网络产品和基础网络架构解决方案。如下图：

 

NETGEAR 在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解决方案中，以优势的 NETGEAR XCM8800 核心

交换机或 XSM、GSM、GS 等等系列交换机搭建起一套万兆 / 千兆核心、汇聚和

千兆 / 百兆接入的有线 IP 网络平台，提供最高速的数据转发，用以承担所有教育

数据的稳定，可靠和高速的传输。NETGEAR 解决方案融合了统一的 WLAN 无线网

络、IP NAS/SAN 存储网络和具有高可靠的广域网安全设备。通过和教育行业应用

软件配合，帮助学校实现和完成教育信息化建设和维护管理的全过程。多年来，

NETGEAR 解决方案已成功的在国内许多中小学成功实施和部署。

NETGEAR Smart IT 统一基础网络架构可支撑的教育行业基础常见的网络应用包括：“班班通”、“电子书包”、“多媒体教室 /

远程教学”、“数字交互 / 录播教室”、“数字化校园”等等；针对省 / 市级区域教育平台可支持的网络应用包括：“虚拟化 -

数据中心”、“教育共享平台”、“云教育互动平台”、“统一身份认证”、“智慧校园”等。

NETGEAR 基础教育信息化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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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交换组网设计

NETGEAR 公司推荐统一基础架构网络方案设计，网络拓扑

图见右图：

 

4.2.1、核心层设计

核心层是整个网络的交换核心，其关键特征包括：

核心层主交换机要求双机热备；

核心层功能：完成高速数据交换；

核心层组成产品：高端万兆硬件 IPv6/v4 双栈交换机；

核心层核心技术分析：线速交换、万兆、10 万兆、

硬件 IPv6、99.999% 稳定性、丰富扩展能力；

核心层设备

根据对核心层技术及核心层设备性能的分析，我们总结核心层设备选用的依据是：

 1、 千兆端口、万兆端口线速转发，满配 ACL 后仍能线速转发；

 2、 高可靠性，支持引擎、交换矩阵、电源、风扇冗余，支持不间断转发技术

 3、 支持 IPv6 特性，确保下一代互联网平滑过渡

 4、 支持高密度千兆、万兆接口

 5、 支持高可靠技术，提供电信级收敛速度

 6、 支持大容量路由表和转发表，能够直接面对大规模用户的三层交换业务

 7、 支持多业务模块的扩展，满足未来数据中心的复杂应用

 8、 高安全性，能够抵御来自内外网的各种攻击

核心层选用设备

根据上述分析，因此我们在网络设计中选用 NETGEAR 新一代万兆产品的 XCM8800。

NETGEAR® 8800 系列槽机箱式交换机是在简化网络基础架构基础上，用以建立核心、汇聚和智

能边缘模块的解决方案产品。可选的连接模块包括千兆铜缆，千兆光纤，万兆光纤等，同时还

可以增加 802.3af 以太网供电 PoE 模块。每个 I/O 业务插槽都能实现双向无阻塞本地交换，充足

的带宽可以提供高密度的线速连接。冗余，负载分担的电源模块以及冗余的冷却风扇，有助于

建立一个强大的高可用性的硬件系统。NETGEAR 的操作系统里众多协议如 OSPF，STP 里的每一

个进程与其他进程都是独立运行来相互保护的，这种使用抢占式多任务处理的方式提高了系统

的完整性并从本质上抵御了 DoS 攻击。

NETGEAR XCM8800 系列拥有完整的二层 / 三层 / 四层聚合的特性集，包括 IPv6，还有可选的为关键核心应用的高级核心

许可证。这系列机箱式交换机降低了管理的开销、操作的复杂性和建设基础架构的费用，支持广泛的各式应用。

NETGEAR 基础教育信息化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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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性能指标

领域 主要技术指标 NETGEAR 8800 系列机箱

背板
容量

引擎模块 / 机箱 2

业务板卡本地交换能力 所有业务板卡本地无阻塞线速转发

背板带宽 3.8Tbps

交换矩阵容量 1.6Tbps

总吞吐量 1200Mpps（10 槽机箱）      630Mpps（6 槽机箱）

不间断引擎模块故障转移 Yes

端口
密度

最大千兆端口 / 系统
400 个

（10 槽机箱：8 个业务模块共 384 个端口加上 2 个引擎的 16 个端口）

最大万兆端口 / 系统
64

（10 槽机箱：8 个业务模块每个 8 端口）

规模

MAC 地址表 320K

IPv4（LPM）路由表 64K

IPv4 主机 8K

IPv6（LPM）路由表 6K

IPv6 主机 3K

组播源，组 <S，G> 6K

CPU 处理器 2

4.2.2、汇聚层设计

汇聚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保证整个业务能否执行的关键。

汇聚层功能：提供路由，包括动态路由，如 OSPF 等；

汇聚层组成产品：汇聚层万兆 IPv6/v4 双栈路由硬件交换机；

汇聚层核心技术分析：多千兆口支持，支持万兆上联，QoS，L3 － L4 层交换；

汇聚层选用设备

汇聚层是校园各个区域数据的汇聚中心，分担核心层的压力，同时需要为各个区域数据提供快速的数据交换平台，另外充

分考虑目前校园网的需求及未来几年的扩展，我们建议选用 XSM7224S 和 GSM73XXS 交换机。

XSM7224S 交换机，NETGEAR 的 ProSafe 万兆可堆叠全网管交换机 XSM7224S

为灵活的顶级机架式基础架构而考虑。所有 24 个万兆 SFP+ 端口均能兼容

100/1000M 并提供延时非常低的线速转发性能。4 个共享的万兆 10GBase-T 接口提供 10G 自适应的 RJ45 连接。本地 /

远程堆叠提供多种万兆部署的方法，例如为虚拟服务器和存储提供分布式（LACP）聚合。

NETGEAR 基础教育信息化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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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性能指标

硬件主特性  优势

24 个 10Gigabit SFP+ 端口
兼容 1000 and 100 Mbps 速率

• 为汇聚应用提供万兆线速性能 
• 为顶级机架式应用提供非常低的延时
• 可以通过任意一个 SFP+ 插槽连接所有快速以太网光纤 （100FX），千兆以太网

（1000BaseT， 1000SX/LX） 或者万兆以太网 （10GBaseX）设备

4 个共享的 10GBaseT RJ45 接口
• 10/100/1000/10GBaseT 灵活自适应
• 用超六类以上的网线连接万兆到 100 米
• 传统六类线连接万兆可达 50 米距离（最差的合格网线可达 30 米） 

物理堆叠至 4 台交换机

• 类似机箱式的独立 GUI /CLI 界面
• 可通过每台交换机的 4 个端口连接成双环装弹性拓扑
• 任意 24 个端口都可以灵活的增加为堆叠端口
• 高速（12 x 8 = 96 GE）的整体堆叠性能
• 单一 IP 地址管理
• 热插拔，自动更换单元
• 双主动服务器组连接时，服务器可以分散冗余地汇聚到交换机的堆叠
• 多对一端口镜像

冗余的热插拔电源可更换的风扇模块
前后冷却气流

• 数据中心级的可用性 
• APS300W 可选冗余电源模块（热插拔） 
• AFT200 备用风扇模块 （热插拔） 

软件主特性 优势

基本三层路由 （ IPv4 路由） • 卓越的 VLAN / 子网路由能力

多域生成树， 
802.3ad 链路聚合控制协议，冗余电源

• 为高可用性网络提供增强的弹性 

背板容量 480 Gbps 
转发性能 357 Mpps 

延时 （10 Gigabit） < 2.0 ms 
包缓冲内存 16 MB 

• 改善数据中心服务器接入层架构 
• 高速，高容量的虚拟化解决方案 
• 扩展缓冲最大的 iSCSI/NFS 的可扩展性 

GSM73XXS 交换机，NETEGAR 公司 ProSafe GSM7328Sv2/GSM7352Sv2 全网管交换机为高密度的铜缆端口的连接性提供

了 24/48 个自适应的 10/100/1000 Mbps 端口，4 个小型的可热插拔（SFP）千兆端口为更远距离的千兆以太网的需求提

供了可选的光纤连接性。每台交换机还提供了 2 个万兆以太网 SFP+ 模块接口和 2 个高速的模块扩展槽为 10G 万兆以太网

或 48G 堆叠的连接性提供了模块的扩展。无阻塞的交换机设计给予了所有端口并发的，全线速的，低延迟的传输能力。

无论你在哪或当你需要它时，在不增强任何成本的情况下，动态的全三层交换功能可确保 VLAN 和网段间的可靠的路由。

另外，通过放置交换机到一个最多支持 8 个单元的，具有 48Gps 堆叠带宽的双向环型的堆叠组内，一个高密度接入的，具

单一 IP 地址可管理的交换机就建立了。

强健的安全特性包括 IEEE 802.1x 基于端口的安全认证和高级访问控制列表 ACL 等功能特性，确保只有认证过的用户才能访

问你的网络。交换机的安全管理可通过利用适合于 WEB GUI 图形化配置界面的 Secure Sockets Layer （SSLv3）和适合于命令

行配置的 Secured Shell （SSH）。加上。另外，交换机可以通过具有支持 SNMPv3 的 NETGEAR 的 ProSafe 网管软件 NMS200 

来安全管理。丰富的功能特性完全适合于需要三层交换，但对费用敏感的组织 / 机构的工作组的部属。灵活的堆叠，外加

千兆性能，高性价比，和减少维护的需求，NETGEAR 的 ProSafe 10/100/1000 Mbps 三层可堆叠千兆交换机提供了理想的

边缘访问和成长型商业网络中心交换机的解决方案。

NETGEAR 基础教育信息化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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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接入层设计

NETGEAR 千兆智能网管交换机作为接入层交换机，产品线丰富，配置灵活，简易方便的基于 WEB 的管理功能提供了二层交

换机关键的管理特性，包括端口镜像、端口配置、VLAN、二层和三层的 QoS、802.1x、SNMP、端口速率限制、链路聚合

以及 PoE 供电等功能。NETGEAR 智能 PoE 交换机包括了百兆 26 端口、28 端口，千兆 24 端口、48 端口等多种选择，供电

功率从 100W 至 384W，完全适应了各种不同的 PoE 网络建设需求。

4.3、Wi-Fi 无线网设计

随着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移动电子终端的推出，Wi-Fi 环境覆盖

非常必要，想要达到课堂互动的教学效果，电子书包首先就需要

在 Wi-Fi 覆盖的网络环境中使用。电子书包在普教中的应该对其

基础网络架构中，特别是无线网络解决方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

构建一套可靠、稳定、经济的无线校园方案平台，为电子书包的

应用提供基础网络平台。

 

核心层 : NETGEAR ProSafe WC7520 智能无线控制器

无线接入 : NETGEAR IEEE802.11N 300M 企业级 FAT/FIT 一体

型无线 AP

接入层 : NETGEAR 802.3af 千兆 POE 交换机

这是一个高性能、多功能的无线局域网基础架构， 具有集中的无线网络设备管理、统一的用户接入认证和安全策略应用的

企业级 WLAN 解决方案。无线网络核心设备 NETGEAR ProSafe WC7520 智能无线控制器采用了目前最为先进的分布式基础

网络结构， 将管理和业务数据流分离， 11N AP 的数据流不会过分集中从核心控制器经过， 用户无需担心 AC 的负载。

 

具备全特性的无线协议和功能支持，比如二层 / 三层的快速漫游、自动负载均衡，自动 RF 规划和优化，增强的 QoS 和速

率限制、Wi-Fi Voice 等等， 它综合了现今无线网络的灵活性和强大高端的安全性能。NETGEAR Wi-Fi 无线网络解决方案还可

提供丰富的无线网络接入和管理特性、 无线网络性能监测与优化、故障定位与排查等全方位的管理解决方案。

另外，它还具备绿色环保特性，可以根据年 / 月 / 日 / 时定制时间计划，在非工作 / 学习时间关闭 RF 发射信号，以节约大

量电力和能源，符合国家目前节能减排的战略。

此方案推荐的无线 AP 为 NETGEAR 802.11N 300M 企业级无线 AP—WNAP320，它是

一款标准的， Wi-Fi 联盟已认证的高性能的 802.11N 2.4G 单频 Wi-Fi 无线 AP，可以

和 AC 配合工作在 FIT AP 模式下， 提供 2.4GHz 802.11N 300Mbps 的 WI-Fi 无线信号

的覆盖。WNAP320 有一个 10/100/1000M 的 POE 端口， 整机功率不超过 5.8W， 它

内置 WI-FI MIMO 智能天线阵列确保 RF 信号覆盖最优化。

整体方案非常适合中型和中小型中小学校等应用环境，高达 150 个 AP 以内或者小于 1500 个用户的接入需求。容易部署

和管理，拥有最好的无线可靠性、覆盖面和性能。

NETGEAR 基础教育信息化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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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afe WC7520 智能无线控制器目前可管理 NETGEAR 802.11N 企业级 AP 型号包括 : 

特性 WNAP210 WNAP320 WNDAP350 WNDAP360 WNDAP620 WNDAP660

频率 2.4GHz 2.4GHz
2.4GHz and 

5.0GHz
2.4GHz and 

5.0GHz
2.4GHz or 5.0GHz 

2.4GHz and 
5.0GHz

POE 功能 √ √ √ √ √ √

最大速率 300M 300M 600M 600M 450M 900M

外置天线 √ √ √ √ √

NETGEAR 智能无线控制器强大的功能 ：

 

无线 AP 供电（POE）设计

PoE 交换机是 NETGEAR 公司万兆性能核心与千兆接入的解

决方案的重要组成设备，Netgear 公司生产全球种类最丰富

的 PoE 交换设备。种类多达数十款，涵盖了 802.3af（PoE，

单端口 15.4W），802.3at（PoE+，单端口 30W）。为高清

IP 视频监控，IP 语音实时传输，801.11n 300M 无线 AP 等

设备接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Netgear 在业界领先提供了一系列的全端口 802.3at 类型的

PoE+（30W/ 端口）交换机中，可以同时兼容 802.3af（15.4W/

端口）标准，可以为 802.11N 无线 AP， 高功率 IP 云台摄像

机，可变焦 IP 摄像设备、IP 语音话机提供强有力的网络传

输和电力支撑。

NETGEAR 基础教育信息化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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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gear 全端口 802.3at 型交换机如下表所示：

交换机型号 设备形态 PoE+（802.3at）供电端口 PoE 功率（W）

GS510TP 智能千兆 PoE+ 8（1-8 端口） 130

GSM5212P 全网管基本型三层千兆 PoE+ 10  （3 － 12 端口） 125

GSM7212F 全网管基本型三层千兆 PoE+ 4  （1 － 4 端口） 150

GSM7212P 全网管基本型三层千兆 PoE+ 12  （1 － 12 端口） 380

GSM7224P 全网管基本型三层千兆 PoE+ 24  （1 － 24 端口） 380

此方案推荐的 POE 交换机—GSM7224P 是一款 24 端口全千兆 POE+ 特性的全网管基本三层交换机，交换机背板为

48Gbps，交换机性能 37Mpps， 总的 POE 输出功率为 380W。设备支持丰富的 QoS 标准。具备自动语音 / 视频 Vlan 功能。

GSM7224P 支持 Automatic Voice/Video Vlan（自动语音 / 视频 Vlan）技术，可以自动为 WLAN AP 的 Qos 功能匹配，用户无

需人工干预，即可以为语音和视频提供最佳的带宽保护和资源预留。

4.4、网络存储设计

在瞬息万变的全球化时代，传统的数据中心正面临许多严峻挑战。现在，采用创新的技术来建设新一代数据中心、改造现

有数据中心已经成为 IT 产业发展的主流。随着云计算、虚拟化技术的日趋成熟与推广，而且越来越多的厂商和用户都有共识，

把数据中心作为下一个阶段的建设重点。

建议采用标准的 IP SAN 架构的存储设备来搭建存储平台，实现海量的存储容量，并且为以后的容量扩展预留空间。利用 IP 

SAN 标准化和易于管理的特性，避免兼容性问题，降低整体拥有成本。在存储平台上提供数据存储、连续数据保护、备份

等不同级别的数据保护手段，满足所有应用系统的要求。

数据存储方案设计，如下图：

 

校园中的各个系统的数据存储，通过 IP SAN 架构对其数

据进行存储和保护，存储设备选用 NETGEAR ReadyDATA 

5200 和 ReadyNAS 4200、3200 存储产品。

                        

服务器保护方案

在各项 Symantec BE 备份功能与 RALUS for ReadyNAS 配

合工作下，可以实现下图描述的服务器系统数据备份流

程：

 

 ReadyDATA 5200 ReadyNAS 4200、3200

NETGEAR 基础教育信息化方案设计



15

NETGEAR 全面支持云计算与虚拟化

目前，NETGEAR 已经全面支持云计算、服务器虚拟化。NETGEAR 为云计算提供公有云、私有云和混合云，全面通过

VMWare、Microsoft、Citrix 虚拟化厂商认证。

下图为 NETGEAR 服务器虚拟化方案图

统一网络架构，新一代数据中心，不但通过融合的手段解决了

数据、计算和存储三网分裂的技术难题，而且可以利用万兆技

术，帮助用户减少数据中心 60% 的布线，大量降低数据中心

的采购和扩容成本；整网采用简单实用的以太网技术，使得网

络层次简化、消除网络性能瓶颈、提升了业务部署的灵活性、

简化了网络的维护工作量。

数据中心一体化，NGETGEAR 专门为服务器虚拟化定制

的业界顶级高密度全万兆可堆叠的 XSM7224S 交换机和

ReadyDATA5200，实现数据中心服务器虚拟化，将多个数

据中心资源集中到少量数据中心，改变应用资源孤岛模式。 

ReadyDATA 5200 万兆存储，提供给用户灵活动态的存储虚拟

化能力和 VMWARE、Microsoft、Xen 虚拟化环境的支持。基于 IP NAS 和 IP SAN 的功能，可以同时支持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

据存储及保护。基于现有的以太网技术提供跨平台的访问，实现设备整合和数据集中。

服务器虚拟化及备份软件支持

	 • VMWARE：ReadyNAS 和 ReadyDATA 企业级存储已经可以非常完美地支持 VMWare ESX 虚拟化环境应用，

极大地优化了存储 IO 指令。ReadyNAS 4200 可以采用 NFS 或 iSCSI Target 方式作为 VMWare ESX 数据

中心。

	 • Microsoft Hyper-V ：Hyper-V 提供了将服务器资源虚拟化并在 Windows 管理框架中管理这些资源的能

力，正如所有服务器虚拟化解决方案一样，Hyper-V 会提高后端存储在可靠性、性能和数据管理能力

方面的要求。NETGEAR 存储解决方案非常适合 Hyper-V 环境，为其提供存储虚拟化能力，以补充和

扩展 Hyper-V 的核心功能。

	 • Citrix Xen-Server：Citrix XenServer 是实现服务器虚拟化和提供动态数据中心的最简捷和最有效的方式，

动态数据中心为计算和存储提供灵活的资源池。Citrix XenServer 提供全面的服务器虚拟化功能，具有

无与伦比的高扩展性、高性价比和简单易用性。NETGEAR 企业级存储可以最好地配合 XenServer 提供

给用户灵活动态的存储虚拟化解决方案。

	 • SYMANTEC BE ：产品面向 Symantec Backup Exec™（用于 Windows 服务器） 提供 Linux 和 UNIX 服务器

远程代理（RALUS）支持。直接安装到 ReadyNAS 上的 Symantec RALUS 与 Symantec Backup Exec 软件

直接通讯，对在 Backup Exec 环境中的备份、还原、存档及灾难恢复提供了重大的改进。

NETGEAR 基础教育信息化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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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安全出口设计

校园网出口是改善和提高校园网用户体验的重点区域，校园网出

口是校园局域网与 INTERNET 连接的唯一通道，其稳定性、安全性、

高性能等特点都是值得关注的关键性指标。

校园网需在不改变原有网络结构的基础上，部署对 Web 安全和

Email 的安全，从而针对现在 Internet 的各种木马、病毒、恶意软

件和垃圾邮件的威胁。同时通过 URL 分类网址过滤和应用程序的

控制，从而使管理员能对整个企业的用户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校园网出口的一些现象 ：

 1. 传统的单机防病毒客户端软件并不能解决与 Internet 互联时来于 Web 的威胁；

 2. 由于学校师生对防病毒意识和电脑水平问题，很多的终端电脑的病毒软件未能及时升级至最新的病库；

 3. 终端用户的 PC 可以随意上互联网，下载一些未经确认的资料，这些来自互联网的文件，很可能隐着

木马、恶意软件等恶意代码，从而为黑客入侵打开后门。

 4. 经常收到来自互联网的垃圾邮件，严重影响工作效率；

 5. 垃圾邮件中经常含有一些恶意软件和病毒，使 XX 企业的员工受到病毒的威胁；

 6. 钓鱼式的垃圾邮件使 XX 企业的员工的个人信息及企业信息有可能泄露；

 7. 邮件服务器可能会被黑客利用来发垃圾邮件。

NETGEAR 网络安全解决方案，通过在校园网络出口部署 STM 系列安全网关

NETGEAR STM 解决方案结构示意图如下：

 

美国网件 ProSecure 的 STM 产品针对基于 Web 的威胁，实现了 6 大协议的扫描，有效地阻止了绝大部分来自 Internet 的威胁。

HTTP、FTP、HTTPS、POP3、SMTP、IMAP

NETGEAR 基础教育信息化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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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设计特点 ：

“三位一体”的全方位网络安全保护

NETGEAR® ProSecure™ STM 网络安全设备集 Web， Email， FTP 防护于一体，单一的设备就可以为用户提供

全面的网络安全防护功能。它是全世界第一款同时支持 Web，Email，FTP 协议的网络安全设备。传统的

安全防护网络中，用户必须分别的购买 Web 防护设备，Email 防护设备，管理和调试都是很繁琐，复杂

的。安全不是产品的堆砌，NETGEAR® ProSecure™ STM 安全防护设备可以在一个平台上为用户提供 WEB，

Email，FTP 安全防护，极大的方便用户使用及产品部署，降低了系统造价，提升了工作效率。

高效，可靠的安全防护技术

NETGEAR® ProSecure™ STM 网络安全设备的防病毒引擎，垃圾邮件扫描引擎分别采用世界知名的防病毒厂

商 -- 卡巴斯基防病毒引擎以及  Commtouch 公司的垃圾邮件扫描引擎，NETGEAR® ProSecure™ STM 防病

毒特征码数据库已经达到了千万条目级别，远远的超出了同类安全厂商的产品。借助于分布于全球的病

毒及垃圾邮件检测中心以及先进的“云分布”检测算法，NETGEAR® ProSecure™ STM 产品可准确，快速的

对 Email 邮件进行检测。最大限度的保护用户网络。ProSecure™ STM 具有极高的垃圾邮件检测率（超过

97.5%）及最低的误报、漏报率（误判错判率低于 1/1，500，000 ）。它将大企业级别的安全级别性能带

给中小商业网络用户，为商业网络提供不宕机的安全机制。

简单，便捷的产品部署

NETGEAR® ProSecure™ STM 是透明安全桥接设备，可以很容易地部署到任何节点的网络上，而不需要网络

重新搭建或额外的硬件。只需要简单的将 STM 设备安装在受保护网络的网关位置，不需要对网络中的 IP

地址规划做任何修改，NETGEAR® ProSecure™ STM 就可以立即提供对网络的保护作用。STM 安全设备已

经内置了安全防护策略，用户如无特殊需求，可以直接使用 STM 设备，而无需掌握复杂的安全技术知识，

NETGEAR® ProSecure™ STM 真正的实现了安全技术的“即插即用”目标。

丰富，详细的日志及用户报表统计功能

NETGEAR® ProSecure™ STM 在具有强度的安全防护功能的同时，它还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为用户提供了

多种多样的统计，及图形化报表。同时，用户还可以在设备管理界面中，实时的查看设备硬件负载情况——

包括 CPU 利用率，内存占用率，协议使用等信息。极大的方便用户查看，分析，评估网络安全状况。

贴心的产品配置策略

不同与其它的安全厂商，NETGEAR® ProSecure™ STM 只

有 Web，Email，维护（Maintenance）这三种简单的许

可证选项。其中 Web 许可证包含了恶意软件、病毒、

间谍软件、特洛伊木马的防御，FTP， HTTPS，网页内

容过滤，防御钓鱼攻击等功能。Email 许可证包含了恶

意软件， 病毒， 间谍软件， 特洛伊木马等防御，防御垃

圾邮件功能。而维护许可证则包含设备软件升级和维

护，高级技术支持，硬件质量保证等功能。

NETGEAR 基础教育信息化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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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统一身份认证平台

依托区域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可以逐步实现区域统一门户、统一身份认证、统一平台、统一数据标准和统一管理规范的应

用网络平台。由于区域教育用户使用统一平台和统一数据库，因此能够很方便地实现数据库的实时管理和集中管理，确保

数据库的唯一性和真实性、准确性。 

         

采用 NETGEAR 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具有以下特点和优势 ：

性能

	 • ACS1000 单台设备内置帐号最大支持 5000 个用户，处理能力大于 150 次 / 每秒认证处理，高效率；

	 • 高性能硬件架构，Liunx 核心开发平台，具备系统的高稳定性。

安全 / 认证

	 • 开放式认证平台，专为企业网络统一认证和管理而设计；

	 • 同步支持多种认证方式的客户端认证，如 Web Portal， 802.1x， PPPoE 等；

	 • 支持有线，无线，远程接入，VPN 等多种网络的集中认证和帐号管理；

	 • 标准 Radius 架构和协议，灵活部署，满足高并发和用户漫游；

	 • RADIUS Proxy 功能，兼容 POSTGRE/ORACLE/MYSQL/MSSQL/LDAP/AD 等数据库；

	 • 安全控制策略，基于每个帐号身份的 MAC 地址，IP 和时间段的控制和绑定管理。

B/S 架构，方便管理

	 • 友好的 Web 配置界面，易操作和简单使用；

	 • 方便的在线用户管理，包括详细的在线信息统计和强制下线管理；

	 • 详细认证用户上网清单和相关用户统计信息；

	 • 日志信息记录－基于 WEB 操作， 详细日志信息保存，备份和恢复。

NETGEAR 基础教育信息化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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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NETGEAR 基础教育信息化方案优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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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统一 IP 基础架构

新一代 NETGEAR 智能无线网络解决方案和产品， 针对教育信

息化建设， 是可满足高带宽、高稳定、高安全性技术要求的。

NETGEAR 无线网络方案和产品一贯遵从“Smart IT”理念，充

分体现统一 IP 基础架构的优势（统一连接、统一交换、优化

应用、开放兼容）。在一个标准化的物理接口，协议 / 规范下

的提供广泛的兼容性支持，可以提供基于数据、语音和图像

的高速传输。

 

广泛的兼容性包括了对无线终端厂商的支持，包括的无线终

端类型包括：笔记本 / 台式电脑，平板，智能终端，IPAD，

IPHONE 等等。

5.2、 802.11N 无线技术

教育信息化的建设， 以及无线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 为推动

“电子书包”应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普及的机遇。 作为

“无线先锋”美誉的 NETGEAR 公司， 一直是引领无线市场的领

先厂商， NETGEAR 在 2009 年，802.11n 作为新一代的 Wi-fi

标准制定之前，就已提供了完整的基于 300Mbps 的连接速度

的全线产品。

802.11n 是 802.11g 的六倍速度；多进多出（MIMO）技术

和智能天线技术，提供了高速带宽和更好的信号覆盖距离； 

WMM（Qos）协议为类似 PDA，IPAD， iPhone 4 等无线 Wi-Fi

终端提供了基于数据 / 视频 / 语音的流畅的、优化的 Wi-Fi 接

入服务； 同时，高带宽，更高安全级别的无线网络解决方案

为教育行业应用系统提供了高速移动的基础网络； 同时， 在当

今云计算和云服务， IT 服务在云端的市场大背景下， NETGEAR 

Wi-Fi 无线网络将为更多的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无线应用终端

（无线笔记本电脑， PDA， 手机等）提供随时随地的极速无线网

络安全接入访问。

802.11n 300Mbps 标准的无线网络产品已成为市场主流。现

在，NETGEAR 已率先向市场推出了 900Mbps 企业级产品（双

频四模 450Mbps+450Mbps）， 紧接着明年会推出下一

代速度可高达 1.3Gbps 的 802.11ac 标准的企业级产品， 

NETGEAR WI-FI 无线网络以其领军者姿态引领着全球主流

市场。

 

NETGEAR 基础教育信息化方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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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易用性

作为 WLAN 整体解决方案，无线 AP 有可能在不同校园场地环境下部署， 所

以需要能方便的部署和轻松的实施， 日后方便的管理。NETGEAR 解决方案

区别于其他竞争对手的重要特色是，我们可以先购买 NETGEAR FAT（“胖”）

AP，  无需另外升级固件， 只要NETGEAR智能无线控制器和AP的 IP网络可达， 

就可以自动发现部署在各楼层的 AP， 此时只需要通过 AC 的 WEB 配置界面，

鼠标点选所有 NETGEAR AP，然后集中化的下发瘦 AP 固件给这些 AP ；所有

管理配置动作仅需几分钟，就是那么简单。

 

具有统一无线网络设备管理、统一用户认证和安全应用策略的企业级 WLAN 解决方案。NETGEAR 智能无线控制器采用了目

前最先进的智能分布式 WLAN 交换架构和 FAT/FIT 一体型 AP 的解决方案。最高可应对 1500 个 AP 的管理和多达 15000 以上

个无线用户管理能力，两款无线控制器都可提供全网 802.11n 部署。WC9500 可以提供 10Gbps 以太网连接能力的支持，可

满足不同规模应用的用户无线网

络部署的需求。另外，综合了无

线的灵活性，强大高端的安全性

能，丰富的管理， 它集成了多种应

用服务，比如智能 RF 优化和调整， 

二层 / 三层的快速漫游、captive 

portal 认证服务器和 Guest 访问认

证、Wi-Fi Voice、DHCP 服务器、

RF“热图”等等。

  

 1. 灵活多样化的产品——从非网管到全网管、从不

可堆叠到可堆叠、从交换机端口供电到中继供电

和受电），从百兆到千兆，端口密度灵活。可满足

不同行业、不同用户的需求，提供最佳产品解决

方案，按需配置，降低了网络建设的总成本，并

且保护了投资。

 2. 大功率 POE+ 供电技术——除了具备业界最全的

802.3af 标准 POE 供电产品线， 为满足新兴应用，

如视频电话、PTZ 高清视频监控系统等高功率产品

供电，NETGEAR 率先创新的大功率 POE+ 供电产品，

交换机每端口可提供最大 30W POE 输出功率，全

部端口可满载工作。

 3. 优 化 网 络 传 输 —— 设 备 支 持 丰 富 的 QoS 标

准。具备自动语音 / 视频 Vlan 功能。比如，支

持 Automatic Voice/Video Vlan（自动语音 / 视频

Vlan）技术，可以自动为 WLAN AP 的 Qos 功能匹配，

用户无需人工干预，即可以为语音和视频提供最

佳的带宽保护和资源预留。

 4. 节能减排、绿色通信——独有的低功耗设计，功

耗仅为同类产品的 1/2 甚至更少，低功耗的设计

有助于保护设备元器件的性能，产品的材料 80%

以上可以再回收。NETGEAR 对产品实现节能减排

技术创新，形成了绿色机房、绿色传输、绿色以

太网等端到端的绿色通信方案。

5.4、 丰富的 POE 和 POE+ 交换机

NETGEAR 针对不同的应用场合，设计出各种不同的 POE 产品类别，方便不同的用户从 NETGEAR 选择到合适的产品。

主要优势为 :

NETGEAR 基础教育信息化方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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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户背景

温州市瓯海区教师发展中心（原教师进修学校）筹建于 

1983 年。2004 年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室、教科室、网

络中心等机构被全面整合。瓯海区教师发展中心担负着

辖管所有中小学校园的教学信息化网络建设，始终遵循

“信息速递、资源交流、服务师生”的宗旨，为下属中

小学校提供一流的教学基础网络平台，最终将建成一个

满足教学、语音、图形图像等多媒体信息，以及综合教

学信息传输和处理需求的综合数字教育网，作为温州市

拓展信息化网络教学模式的典范，从而推动完善整个瓯

海区中小学校信息化教学的平台框架，把整个下属学校

都并入到“校校通”网络建设当中，把校园信息化网络

建设作为信息平台基础工程，推动有线和无线的一体化

网络的教学应用体系架构。

二．技术方案

NETGEAR 充分分析当前瓯海区中小学校的校园网应用及

这些应用对网络基础平台的要求，并结合当前先进与实

用的网络技术，瓯海区中小学”校校通”网络建设应该

满足以下教学应用的技术需求：

	 • 瓯海区教师发展中心作为整个瓯海区中小学教学网

络体系的重要核心，将提供学校间互通互连的核心

交换中心 , 同时也为下属学校提供统一的教育网连接

和互联网出口，统一的外网接入服务，以及将统一

规划和搭建为所属中小学服务的网络教学资源服务

平台。

	 • 每个学校部署三层可管理的 NETGEAR GSM73xxS/FS

系列线速千兆交换机作为网络中心交换机，用来联

接二级工作组交换机、服务器及防火墙。学校的网

络中心交换机将通过光纤连接到瓯海区教师发展中

心，每个学校划分在不同的网段，各个学校间的数

据交换集中在瓯海区教师发展中心完成。

	 • 以可网管千兆接入交换机作为二级工作组交换机，

向下提供线速的 10/100/1000M 的千兆速率桌面接

入，向上采用千兆端口与中心交换机连接。接入交

换机具有高性能的背板交换能力，丰富的软件功能

和基于 WEB 的友好的配置界面。

	 • 由于是数据集中汇聚和转发的数据中心，所以必须

严格需要考虑到安全策略以保护学校内部数据的安

NETGEAR 基础教育信息化成功案例

网络结构示意图如下所示 ：

应用

校园班班通 + 移动无线
网络覆盖（电子书包）

关键产品

WC7520×30（台）
WNDAP350 ×500 （台）
GSM73xxS×30（台）
JGSM7224 ×180 （台）
......

应用方案

采 用 NETGERAR 高 性 价
比的分布式无线控制器
WC7520，结合 802.11n
双频 300M 无线 AP，为
用户提供高速，可靠的无
线网络数据传输解决方
案。此方案非常适合多分
支机构，且方案具有可
复制性为学生电子书包、
iPAD 等移动终端提供强
健运行环境。

6.1、 温州市瓯海区中小学校园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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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和隐秘，特别是在无线接入的加密设计方式上，选

用当前应用最广泛安全程度最高的 WPA/WPA2 的 RF

信号加密方式，并部署上网行为控制器管理，通过与

无线网络认证方式的结合，实现实名制的认证方式，

通过上网行为管理实施基于用户身份的安全策略检查

和放行，实现基于 IP、MAC 和用户名等的多重身份绑

定，快速定位到某一台设备，及时定点、定位。

	 • 对于 WLAN 无线网络整体架构，考虑到整体无线接入

效率、高可靠性及稳定性，在核心间采用一台高可靠，

可堆叠的无线控制器做为无线接入点集中管理的统一

管理设备，支持无缝漫游功能、射频调整和 802.1n

技术标准。

	 • 基于 IEEE802.11n 标准的 450Mbps 无线局域网接入

点用来提供教室、会议室、行政办公室、报告厅等学

校内各个场所的无线网络连接。

四． 应用效果

NETGEAR 在无线教学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的设计和产品选

型上，都充分考虑到瓯海区教师发展中心所管辖的各个

中小学的应用环境，并且都在与客户充分沟通和论证的

基础上实施，为瓯海区教师发展中心成为温州市创造信

息化校园环境的典范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NETGEAR 基础教育信息化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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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GEAR 基础教育信息化成功案例

网络结构示意图如下所示 ：

应用

校园无线网络覆盖，移动
OA，电子书包

关键产品

WNAC7512×2（台）
WNAP210 ×210（台）
......

应用方案

全校园无线网络覆盖，为
师生提供高可靠的无线
网 络 传 输， 无 线 AP 采
用 NETGEAR 高 性 价 比
的 300M 胖 瘦 一 体 型
WNAP210，无线网络核
心采用双控制器冗余部
署。极大的提升了网络的
稳定性。

一 . 用户需求

北方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原北京铁道学院附中），位于

著名历史遗迹大钟寺南侧，毗邻交通干线北三环路。创

建于 1957 年，是一所海淀区教委直接领导的区属重点

中学，并于 2004 年获得了北京市示范高中校的称号。

北方交大附中占地 65 亩，分南北两个校区，环境优雅，

教学设备先进，现有初、高中 76 个教学班，3300 多名

学生。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坚持“育人为本”

的信念，逐步实现学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方案设计：

由于北方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OA 办公和电子书包教学系

统和校园内部的无线网络覆盖的应用，对无线网络的应

用带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这种考虑，此次无线网

络建设，无线网络我们采用了符合 IEEE 802.3 b/g/n 的

无线 AP  WNAP210 作为网络首选 AP，实现最高速率

300M，且支持 POE 供电。无线控制器采用支持 IEEEE 

802.11 a/b/g/n 技术的无线控制器 WNAC7512，无线网

络中心部署两台 WNAC7512 实现双机热备，保障了全

校无线网络业务能够实时无间断地运行。

无 线 接 入 点 WNAP210 采 用 PoE 智 能 交 换 机 提

供 电 力 输 出 和 数 据 传 输。GS724TPS 具 有 24 个 

10/100/1000Mbps （24 个 PoE 端口，4 个 PoE+ 端口）

铜缆端口连接终端设备和 4 个 SFP 光纤端口用于远距离

上行通讯，能自动地检测发现 PoE 终端设备，动态管理

功率分配和优先级。

新一代 WNAC 系列无线控制器是全新硬件架构设计的

万兆级无线控制器，支持集中式和分布式数据转发方

式的控制器 AC 和 FIT/FAT 互转型接入点 AP 共同构建的

WLAN 方案，可轻松应对目前和未来的 WLAN 应用需求。

NETGEAR WNAC 系列无线控制器，具备如下显著的特点：

	 • 灵活的数据转发

	 • 智能的数据性能优化机制

	 • 提供业内最强大的 WLAN 安全功能

	 • 智能的射频管理和强大的 RF 规划功能和部署工具

应用效果 ：

NETGAER 无线控制器内置图形化中文版的 WEB 界面网

络管理软件，该网管软件界面 友好、功能丰富、操作简单，

使网络管理者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无线网络的基本配

置和管理。经过用户长时间的测试和现网的使用，整个

系统运行稳定，各项功能均符合用户的各项要求，深获

用户的好评。

6.2、 北方交通大学附属中学校园无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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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GEAR 基础教育信息化成功案例

网络结构示意图如下所示 ：

应用

校校通 + 校内信息化

关键产品

SRX5308 ×100 
FS728TS/FS726T×300
......

应用方案

通过在全市小学，初高中
重点区域实现教学信息化，
实现区域内教育数据互联
互通。通过采用 NETGEAR 
高性价比的网关安全设备

（SRX5308）及普及型数据
通讯交换设备，为全区各个
学校提供了优质价廉的基础
网络产品。加速了湛江市教
育信息化建设的步伐。

投入资金 41.8 亿
元，学前教育 2.8
亿元，义务教育
27 亿元，高中教
育 12 亿元

一 . 项目需求

教育创强是省委、省政府的重点工程，也是市委、市政

府的重大民生工程，是湛江市“十二五”期间教育发展

的中心工作。湛江市教育创强目标规划是从 2012 年起

截至 2015 年，四年内把湛江创建成为教育强市，届时

全市 85% 以上的镇成为教育强镇。

二、用户需求

湛江市教育强市项目以服务教育为先，推进学校工程建

设及信息化水平，普及校园网络覆盖。因此对基础网络

建设有以下要求：

	 • 以高密度的交换机作为数据接入；

	 • 以千兆网络为网络骨干，实现高速率数据传输；

	 • 以 VPN 防火墙传输确保数据安全地传送至教育网；

	 • 产品必须易于管理且有较长质量保障。

通过以上需求，湛江市将可建设一套在 5 年内不落后，

且可为在校师生提供高速网络接入的解决方案。 

三、技术方案

根据需求，NETGEAR 选择了智能型交换机 FS726T 及

FS728TS 等产品型号作为网络接入。该系列交换机由

NETGEAR 公司首创，具有简单操作、方便维护、长期维

保等特点，特别适用于中小学环境应用。

VPN 防火墙方面采用了 NETGEAR 经典型号 FVS318G、

FVS336G 及 SRX5308 等。此系列 VPN 防火墙均具备

6-8 个 10/100/1000M 网络接口，可高速连接至校园

网交换机及教育网，保障校园内的师生可以快速访问教

育网及教育局资源。

采用 NETGEAR 基础网络架构解决方案，可简单实现湛江

市各区县中小学的上网需求，优化师生的上网体验，并

且不会为后期 IT 维护带来额外的成本，真正意义上做到

智能 IT。NETGEAR 在本方案中选择的产品均有超长质保，

符合高度投资保护的设计理念。

四、使用效果

NETGEAR 公司凭借在业界首创的智能交换机和近年来屡

获大奖的 VPN 防火墙，为湛江市各区、县的中小学部署

电脑室及校园网络接入解决方案。NETGEAR 公司本次为

湛江市教育强市项目提供了可靠、经济、简易的产品及

解决方案，通过简单的部署，超过了湛江市多所中小学

师生的网络体验预期，构建了一套 5 年不落后的基础网

络，深获广大师生好评。

6.3、湛江市教育强市基础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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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NETGEAR 普教案例列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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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称（部分）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首都师范大学第二附中

北京市中关村中学 北京市体育场路中学

北京中关村一，二，三小学 北京燕翅教育培训中心

北京市垂杨柳中学 北京市宣武师范附属小学

济南钢铁高中 山东临沂临数职业中学

济南阳光 100 中学，小学 济南淮阴区教育局

青岛莱西教育局 青岛格兰德中学

银川教育局 西安小学

北京市第 20 中学 北京市育英中学

石油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府学小学

北京市第 105 中学 北京北锣鼓巷小学

北京上地实验小学 北京市五路通小学

北京燕翅教育培训基地 济南东平明湖中学

潍坊昌乐及第中学 潍坊昌乐外国语学校

河南外国语学校 河南驻马店第二中学

山东潍坊第一中学 西安远东第二中学

上海大同中学 上海东格致中学

上海钟山高级中学 上海北郊中学

南京中华中学 南京市电教馆

南京行知实验学校 南京金陵中学

南京教育装备中心 上海实验中学

南京第三中学 南京第六中学

南京宁海中学 南京市教育局大楼

上海福山路外国语小学 上海复兴高级中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中学 上海闸北区二小

南京天妃宫小学 南京宁海中学

无锡长安小学 安徽省滁州中学

合肥第一中学 合肥服装学校

合肥第三中学 合肥第十中学

合肥建设学校 合肥庐江 30 所校班班通工程

常州龙城小学 无锡藕塘中心小学

江苏扬州中学 无锡机电高等学校

重庆南开中学 广东珠海市 10 所中小学

广东茂名地区教育强市 （40 所学校） 广东肇庆地区教育强市 （25 所学校）

广东省湛江教育强市 (75 所 ) 广东中山职业学校

深圳兴安中学 深圳荣根中学

深圳滨海小学 广东潮州城南小学

深圳南山第二小学 深圳珠光小学

海南省卫生学校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中江教学点

深圳外国语学校 广西柳州教育信息化

广东佛山南海市 15 所中小学 广州市第二中学

NETGEAR 普教案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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