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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中国目前共有星级酒店超过 15000 家，在未来几年内，

数字信息技术产品在中国酒店业的应用将达到高峰，最大市

场容量高达 2300 多亿元，庞大的市场使酒店行业信息化竞争

激烈。

随着我国经济及旅游业的发展，我国酒店产业逐年扩大、竞

争加剧，竞争热点也逐渐转移到智能化方面。商旅人士在信

息时代产生的新需求，更加促使酒店将服务信息化、智能化

作为重点打造的目标。同时酒店自身的信息化管理水平及提

供的网络通信服务能力也成为星级酒店评定的重要因素。有

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地区，具有不同文化教育背景的客人

来到中国。客人在享受温馨舒适居住环境、周到的人工服务

的同时，更需要进行互动的娱乐和综合信息服务，如影视点播、

旅游信息、在线购物、风土人情介绍等。酒店会议室经常出

租给客户举行会议，而与会的人员通常需要使用笔记本电脑

进行会务。为了客户的方便，更为酒店服务上一个等级，基

于网络，为客户提供完善的服务成为行业共识。酒店的信息

化水平决定了酒店服务的效率和档次，数字时代的酒店必须

有数字化的服务平台为支撑。

 • 酒店行业向集团化方向发展

在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的酒店行业，集团化成为中外酒店

经营管理不可避免的潮流与趋势。未来，中国需要能够参

与国际竞争的旅游酒店企业集团，否则，将严重阻碍我们

成为旅游强国的进程。未来的五年将是我国本土酒店管理

集团迅速发展、迎头赶上的黄金时期。

 • 酒店行业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随着我国 IT 技术等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国内其他行业的

信息化建设的加速，国内酒店行业的发展也开始就行信息

化建设，酒店行业的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将成为酒店

行业新的发展的趋势。

 • 酒店市场将会有较大的增长

我国会议会展和奖励旅游市场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国内

城市酒店需求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行业分析师预计在未来

的 3-5 年中，我国的会议展览和奖励旅游市场将还会以每

年 8% 左右的幅度增长，有望在 2015 年跻身世界前五名。

酒店行业发展趋势

酒店行业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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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行业的应用

酒店业务系统的应用

酒店的业务系统种类繁多，且是支撑酒店应用的关键系统，

其系统需要快速、稳定、可靠的运行，除了有一套好的业务

系统外，还需要一个高性能、高可靠、高稳定、高安全的网

络基础平台来支撑这个业务平台。

 

酒店数字客房平台应用

在酒店中，数字客房多媒体系统，系统依据是电视显示技术、

流媒体呈现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实现电视和网络多媒体的

完美结合，向酒店客人提供全新的电脑和网络应用、丰富的

旅游资讯、精彩的娱乐内容、细致周到的客房服务。客房平

台的高清化、个性化、互动等特性，让客人可通过遥控器一

键随意切换，轻松使用无负担，让酒店客人在繁忙的旅途中

充分享受现代科技带给人们的美好体验。

 

酒店无线局域网应用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WiFi”，酒店客户

越来越多的无线终端客人随身携带，在酒店客房、会议室、

休闲区等公共场所都必须满足客户无线接入的要求，以及在

酒店 KTV、点餐系统中的使用无线的解决方案。随着物联网、

移动终端等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必定会推动新的酒店商业模

式的创新，从而会给客人带来新的体验。

1、无线在酒店客房应用

 

2、无线在酒店点歌 / 点餐系统应用

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成为流行的今天，越来越多新兴的

应用也出现在各行各业，给用户带来全新的体验。在这样

的环境下，KTV 创新的推出了一套“智能无线点歌”系统，

直接利用 KTV 客人自己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就能在

KTV 包房内选择要唱的歌曲，并能随时对歌曲进行控制（切

歌、优先、原伴声切换等），甚至可以将手机作为麦克风，

录制自己现场演唱的歌曲，以微博方式与朋友们分享。此

套“智能无线点歌”系统，满足了作为 KTV 主要消费者的

年轻人在智能、新鲜、刺激、好玩和自由等方面的所有要求，

成为了年轻一代追捧的热点。

无线点餐系统是在无线局域网技术平台基础上，针对餐饮

行业所研发的综合性餐饮信息化解决方案软件。手指轻点

触摸屏、无线点菜机或 IPAD、平板电脑等均可以进行点菜，

这是时下餐厅饭店流行的一道风景线。



4

酒店视频监控应用

酒店、宾馆等单位由于其工作性质的关系，其主要是为客人

提供住宿、餐饮、娱乐、休闲等业务，出入人员比较繁多，

外地客人又占绝大部分，保护客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非常重

要，任何的安全问题都直接影响到酒店声誉。要让客人信赖

酒店的安全保护能力，酒店必须建设健全的安全防卫制度和

基础设施，酒店的视频监控系统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安防系

统。酒店大厅及收银台、酒店门口、客房走廊、电梯、停车

场等主要场所，建立电视监控、报警、通讯相结合的安全防

范系统是行之有效的保卫手段；随着网络信息化的普及，酒

店视频监控也往“高清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酒店数据存储应用

酒店数据存储的应用主要包括下面几部分：

	 • 酒店的中心机房里部署了大量的服务器，提供前台管理、

采购、财务、人事、VOD 点播服务器、KTV 歌曲库、餐饮

管理、OA 等业务系统，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数据和为客

户服务的重要数据地存取。

	 • 酒店视频监控系统中，监控视频的数据都要求存储半个月

以上，存在大量的视频数据的存储和管理。

	 • 酒店各服务虚拟化后，在虚拟化平台中，所有的数据（包括

用户的主机系统、环境配置、数据等）都保存在共享的存储

中，如 VMWARE 的 HA、vMotion 等功能都需要借助外部存储。

酒店的存储系统向 IP 存储解决方案发展，采用网线连接到存

储系统网络就能访问后台存储设备里的数据，基于标准化 IP-

SAN 的存储交换平台使得各种数据管理功能能够更加容易地

进行部署应用。

酒店信息发布平台应用

酒店信息发布平台的播放内容主要包括分析酒店促销，宣传

片，酒店内容设施、服务指南、天气预报、航班信息、汇率牌、

房价、房态信息等等。在同一平台上编辑、处理和发布视频、

图片、数据（文本 /PPT）、动画、网页等多种媒体格式文件和

播放，可以做到对不同终端的分别控制，同时可以在多种显

示终端（如：液晶、等离子电视机、CRT 显示器、视频监视器、

背投式投影机、LED 屏幕、DLP 拼接墙等）发布通知、公告、

图片、广告等信息和播放视频、动画等等。系统完全基于酒

店的局域网，所有设备均采用集中式管理。

酒店业务需求：

	 • 当日事件，对酒店当日重大事件的信息发布；

	 • 宣传酒店各消费点，引导客人消费；

	 • 显示新闻， 用文字方式显示最新的国内外新闻；

	 • 显示天气，实时显示本地和其他重要城市的天气信息；

	 • 显示新闻， 用影像方式播放最新的新闻事件；

	 • 方向性标识，帮助客人尽快到达目的区域；

	 • 公共及紧急信息，帮助客人及时了解情况；

	 • 一般性会议内容与酒店信息资讯；

	 • 具备可扩展性以及与酒店的宴会系统的接口。

 

酒店行业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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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GEAR 酒店统一基础架构方案

针对酒店行业面对的 IT 信息化挑战，以及数字化酒店各类的

应用，NETGEAR 公司针对酒店最新的发展趋势，携全系列交换、

无线、安全、存储、管理等产品和量身定做的酒店统一基础

架构解决方案为酒店信息化提供鼎力支持，从各个方面为酒

店行业精心设计信息化解决方案，为酒店提供业界最高水平

的、最具性能比、完善的解决方案，帮助酒店在信息化时代

打造符合时代要求的信息化、智能化数码酒店，从而极大提

高自身的赢利能力，为酒店的发展赢得历史机遇。

NETGEAR 酒店行业方案

酒店有线（LAN）网络设计

酒店内部信息管理系统中的业务处理，财务操作等将完全依

赖于酒店内部办公网络，该网络设计应该充分考虑到网络的

高带宽、链路冗余和全方位安全设计，整体设计图如下：

根据酒店信息化建设目标要求和网络分层的设计思路，酒店

在有线基础网络设计采用 NETGEAR 统一基础架构中的统一交

换和通信（有线），采用最成熟的结构设计，采用核心、汇聚

和接入三层架构。

核心层设备的任务是整个业务网络的整体交换，核心设备的

好与坏直接关系到网络的业务能力，因此在选择核心设备的

时候，既要考虑设备的性能又要考虑其经济因素，综合以上

因素，在核心层采用两台 NETGEAR XCM8800 机箱式万兆交

换机，实现双机热备。XCM8800 核心万兆交换机其背板容量

3.8T，具有 6 或 10 个插槽，可根据网络需求，灵活配置多种

接口模块，配置万兆接口模块 XCM8808X 与汇聚交换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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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万兆连接，同时配置千兆接口模块 XCM8848T 连接服务

器及存储设备等。硬件设计包括冗余引擎模块，电源模块和

其他部件。冗余引擎模块提供自动故障切换机制，当第一个

引擎模块失效时，第二个引擎模块就可以自动为整个机箱承

担管理责任。

汇聚层位于网络中层，主要为接入层提供汇聚服务，要求稳

定可靠且可扩展，设备采用 NGETGEAR M5300 系列交换机，

与网络中心采用万兆光纤连接，实现主干万兆连接，双链路

上联到网络核心，增加网络传输带宽，提供链路冗余特性。

NETEGAR ProSafe M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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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接口或万兆 RJ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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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作为接入层交换机汇聚，通过 1000M 铜缆或

光纤连接接入层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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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无线（WLAN）网络设计

基于智能无线控制器解决方案

采 用 NETGEAR 第 三 代 智 能 无 线 控 制 器 解 决 方 案，AC 

（WC7520、WC9500）+ FIT AP（WNAP320、WNDAP350、

WNDAP360 等）模式下的无线组网，非常适合于酒店的无线

网络部署，实现 300M 无线的接入，形成一个大的集中配置 /

监控 / 管理的无线控制域；同时也具备了自动的射频控制 / 调

整，灵活的认证机制，行为控制，设备管理； 为无线终端提

供了灵活和严格的接入限制手段，二 / 三层漫游，Qos 流分类

等等应用高级特性。所以，根据酒店网当前的业务形态，管

理以及安全的实际需求，资金投入情况，选择不同的无线组

网架构，分阶段或直接实施 WLAN 无线网络，可以满足酒店

网络日益增加的接入管理等应用需要。

WC9500 智能无线控制器

	 • 2 个 10G SFP 端口和 1 个 100/1000M RJ45 端口

	 • 强大性能可以为企业，学校，医院提供多达 36000 个

以上用户接入

	 • 支持 802.11n， 3 台堆叠最多 1500 个 AP 集中管理 . 

	 • 强大的高端安全性能，支持二层和三层快速漫游与

VoWi – Fi QoS

	 • 支持分布式数据转发方式

WC7520 智能无线控制器

	 • 4 个 100/1000M 以太网接口

	 • 强大性能可以为企业，学校，医院提供多达 1500 个以

上用户接入

	 • 支持 802.11n， 3 台堆叠最多 150 个 AP 集中管理

	 • 强大的高端安全性能，支持二层和三层快速漫游与

VoWi – Fi QoS

	 • 同时支持集中式转发和分布式转发两种数据转发方式

NETGEAR 酒店行业方案



8

	 • AP“零”配置的集中式管理

NETGEAR 智能无线控制器和 AP 间采用业界标准的隧道通讯协

议，并由此实现对 AP 的集中管理和自动配置。通过使用该功能，

智能无线控制器可以将其所管理 AP 的软件版本及配置文件自动

下载到 AP 上。这样，当在网络中增加新的 AP、更换坏的 AP 或

给网络中所有的 AP 软件版本升级时，网络管理者只需在无线控

制器上进行统一操作即可轻松完成相应工作。这将极大的减轻

网络维护人员的管理工作量，并向用户提供即插即用的 WLAN

解决方案。

	 • 智能的数据本地转发

基于业界领先的智能分布式 WLAN 交换特性，NETGEAR 智能

无线控制器均具备支持本地 AP 数据转发的工作模式，凭借

NETGEAR 智能无线控制器优异的集中管理和分布式体系架构，

可以提供了无线网络最好的 802.11N 处理性能。为了快速处理，

本地传输是在 AP 处自动快速交换，当 L3 层漫游通信时，是在

控制器上使用先进的数据控制处理 . 适时的应用，象 VoWi-Fi 需

求跨 IP 子网间 / 跨越 VLAN 间的漫游； 另外 ProSafe WC7520/

WC9500 还可以凭借加密的隧道提供了企业级的快速漫游

（FRS），不会影响 L2 的处理性能。

	 • 智能射频管理

智能的射频管理功能，面对 WLAN 稀缺的信道资源，能够实时

监测周边使用环境，自动的配置所有无线 AP 射频参数，调整 AP

的发射功率水平、信道等，尽可能的规避相同或相近频道的干扰，

并且这是个持续的过程，保证了每个 AP 都能在最佳的无线信道

上用最合适的发射功率提供服务。

智能射频管理还能起到无线网络自愈的作用。当某个 AP 出现故

障时，能实时感知该区域的无线覆盖盲区，并立即通知故障 AP

周围的 AP，通过智能射频管理，自动的提高周围 AP 的发射功率，

以达到减少或消除无线覆盖盲区的作用。

另外，ProSafe WC7520/WC9500 智能无线控制器还提供了基

于时间段的管理的访问控制（ACL），用户可以灵活的根据业务

需要，AP 的位置（可添加不同的 AP 组），自定义多个时间段（年

/ 月 / 日 / 小时 / 分钟 / 秒）的 RF 自动开启和关闭。此功能非

常有利于象校园课堂，办公室等应用环境，可以根据工作和学

习时间段来有效管理信号覆盖区域。

	 • 负载均衡

动态的负载均衡机制避免了多用户连到同一台 AP 上造成的性能

瓶颈。可以根据无线用户数量，无线流量或带宽利用率来智能

的将负荷较重 AP 上的部分用户转移到其他 AP 上去，使得各个

AP 上的负载达到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保证了所有无线用户的

使用体验。

NETGEAR 所有智能无线网络可以提供基于客户端数量，流量负

载，甚至基于信号强弱的多种负载均衡机制，根据实际的应用

场地，最优化用户无线网络性能。

	 • 全面的端到端安全

具备强大的安全特性，在无线用户接入方面可提供基于 Web 

Portal， MAC、802.1X、Guest 临时帐号等多种接入认证方式及

严格的用户准入控制策略。

内置的非法 AP 检测可查觉并抑制网络环境中存在的 Rogue AP 及

潜在威胁，区分非法 AP 的分类（善意的或恶意的）；安全参数的

配置还包括：多 SSID、802.1Q VLAN、V 802.1i、ACLs， RADIUS 协

议等，支持第三方软件执行验证和计费系统。异常流量检测和告

警的功能，日志记录、分析、自动备份等功能，可提供更为完善

和安全的 WLAN 网络应用环境。

	 • 高可靠的 N+1 实时备份

NETGEAR 智能无线控制器支持 N+1 模式的冗余适时备份功能，

WC9500/ WC7520 支持 3+1 的冗余备份，。当一组中的某一台

无线控制器损坏 / 故障时，在其下连接的所有 AP 将无缝的切换

到备份的无线控制器中，被切换的无线控制器下连接的所有客

户端将无中断的继续工作和访问。

	 • 快速漫游和 WIFI 语音

在无线控制器以 Fit AP 的系统里，无线适配器一直工作在同一

系统的不同的 AP 里，这种设计初衷使得整个系统同时获得强大

的漫游支持。

NETGEAR 智能无线控制器支持跨 VLAN 和 L2/L3 层子网的快速

漫游机制。比如 PorSafe WC7520/WC9500 智能无线控制器，

具有 802.11i 预认证和快速漫游支持（FRS）的快速机制。快速

的无缝的 L2/L3 漫游完全可以满足视屏、语音以及无线语音通

讯等延迟敏感应用需要。WMM QoS 可以支持 Wi-Fi 语音的优先

级别设置， 最小化 Wi-Fi 语音传输的时延，提高 AP 的接入终端

容量，加速漫游切换时间，尤其语音的漫游，它会比一般的数

据移动传输更有保证。

	 • 易部署和实施

对于购买了 NETGEAR 智能无线控制器的用户，比如 WC7520， 

部署和实施将不再那么复杂。直接安装和摆放 NETGEAR “胖”FAT 

AP 到相应的建筑位置， 只要无线控制器和 AP 的 IP 网络可达， 就

可以自动发现 AP， 此时只需要通过 AC 的 WEB 配置界面，鼠标

点选已发现的所有 NETGEAR AP，  AC 会集中化的自动下发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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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GEAR 智能无线控制器本身支持 DHCP Server 功能，无需用户

再另外搭建 DHCP Server，同时 AP 通过这个 DHCP Server 还可以

自动查找到智能无线控制器，并接受其控制和管理，通过集中化

的配置，实现灵活的无线应用和安全策略。

NETGEAR 智能无线控制器结合系列 NETGEAR PoE 交换机可以提

供所有 AP 远程的数据和电力的传输，方便了未来的维护和管理。

NETGEAR 酒店行业方案

通过 NETGEAR 第三代智能无线控制器解决方案，酒店的无线网络实现如下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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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的无线管理方案示意图

基于云的无线管理解决方案

由于连锁酒店的特性，为对无线接入点 AP 进行统一管理、配

置和监控，同时又能节省部署成本，NETGEAR 针对酒店实际

情况出发，推出无线中央管理系统（InControl）来满足酒店用

户对这方面的需求，无线中央管理系统（InControl）解决方案

主要是基于云服务的 WLAN 集中设备管理系统，无线接入点

AP 可通过 Internet 网络进行集中的管理和配置，提供 AP 注册

管理、参数配置、监控等传统硬件无线控制器的服务。用意

于降低无线系统建置的成本和复杂性。

 

NETGEAR 酒店行业方案

中央管理系统（InControl）的几大功能，如下图：

 

1、安装

自动发现和配置设备

适用固件升级

2、管理

基于 INETGEAR 范围内监控和管理 AP

状态警告

支持内置 Portal 功能

3、报告

详细使用报告

用户活动报告

本方案特别适用于连锁酒店，为连锁酒店的无线网络的统一

管理和控制，组网方便、减少了维护成本、减轻管理人员的

工作量、节省运营开支、更可以为酒店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无

线网络服务。



10

NETGEAR 无线点歌方案

为实现 KTV 点歌无限高速、稳定、集中管理等要求，NETGEAR

在核心层使用了最新发布的 M5300 系列交换机——M5300-

28G3，用于连接 KTV 内所有服务器、接入交换机、PoE 交换机

以及无线AC。各个包房的机顶盒全部连入交换机智能交换机中，

智能交换机通过千兆接口上连到 M5300-28G3。

无线方面，NETGEAR 使用了 WC7520 智能无线控制器和 802.11n 

300M 无线接入点 WNAP320 来为整个 KTV 的内部区域提供高速

的无线网络信号覆盖。所有的无线接入点 WNAP320 均通过 24 

端口 PoE 智能交换机远程以太网网线（PoE）远程供电。

WC7520 和网络核心三层交换机配合使用，可以规划和设置相

互隔离的多个业务 VLAN 和 SSID，配合 WNAP320 可针对客人

点歌和服务点餐等不同业务类型的无线终端提供不同的访问。

不同的业务通道可选择不同的认证和数据加密算法。

WC7520 可实现自动射频优化及功率调整，按照实际 AP 部署

的位置及物理环境自动规划信道，自动调整适合当前环境的 AP 

天线发射方向及功率，以实现最好的无线覆盖效果。

NETGEAR 无线在酒店中的应用方案

无线点餐系统是在无线网络技术（目前主要是 802.11b / 

802.11g / 802.11n 等无线局域网技术）平台基础上，针对酒

店餐饮行业所研发的综合性餐饮信息化解决方案软件。其最主

要的特征实现随时随地的点菜。

NETGEAR 针对酒店点餐系统的特性，设计一套适合该系统稳

定运行的基础网络平台。系统用一台 NETGEAR 的 M5300 系

列交换机作为点餐系统的核心，可用千兆上连在酒店网中。无

线采用智能无线控制器 WC7520/WC9500 +300M 无线 AP 

WNAP320，实现无线点餐机的无线接入。WC7520/WC9500

可实现自动射频优化及功率调整，按照实际 AP 部署的位置及

物理环境自动规划信道，自动调整适合当前环境的 AP 天线发

射方向及功率，以实现最好的无线覆盖效果和稳定的运行。

数字酒店的客房无线网络的方案，可提高酒店的服务水平和酒

店的满意度，NETGEAR 采用 M5300 全新系列交换机作为汇聚，

上连到酒店网络。下连通过千兆连接 POE 接入层交换机，可直

接对接入的无线 AP 供电，接入层对普通的信息点：包括客房，

会议室，商务中心内的信息点均采用智能交换机 GS724TV3。

对无线网络接入的信息点则采用美国网件公司最具创意的安全

智能网线供电交换机 GS724TP，直接为移动网络的无线接入点

设备进行供电。无线网络方面，在各楼层中，全部采用美国网

件公司的企业级 802.11g/n 300M 高速无线接入点 WNAP320 

对整个酒店的建筑群作逐层覆盖，同进所有的无线接入点都通

过 NETGEAR 新一代智能无线控制器 WC7520 或 WC9500 进行

集中的管理和配置。

NETGEAR 无线点餐方案

NETGEAR 无线数字客房方案

NETGEAR 酒店行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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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中 IP 电话、IP 摄像机及无线 AP 的接入都需要对他们进行

电源接入，由于数量多，电源布线复杂，所以选择 NETGEAR 

PoE 到桌面方案是一种最合适的、最经济的解决方案。

 

美国网件（NETGEAR）趁势出击，推出了多款 ProSafe 以太网

供电交换机，极大地满足了各种规模网络的高端需要，此举

也使 NETGEAR 作为有线 / 无线 PoE 解决方案目标供应商的地

位得到进一步增强。从 8 端口非网管到 24 端口基本网管，甚

至到 48 端口 3 层网管交换机，随着 NETGEAR ProSafe PoE 产

品阵容的迅速扩充与无限膨胀，任何规模的网络都能根据业

务发展需要，以极具优势的价格寻求完整可靠、可升级的解

决方案。这种与时俱进的开发理念及丰富的全线产品保证了

网络可支持多种先进设备，使用户总能在第一时间体验各种

最新的网络技术，比如无线接入点、IP 电话和 IP 摄像头。

NETGEAR 的 802.3af/at PoE 到桌面方案都能通过一根 5 类

电缆单点提供数据和基于 IEEE 802.3af/at 标准的以太网供

电。NETGEAR 的新品还支持 POE+ 的交换机，如 GSM7224P、

GSM7212P、GSM5212P 等。这些交换机不仅使用简单、性

能稳定，而且能够自动确定 PoE 需求、速度和电缆类型，这

样用户就无需把兼容 802.3af（802.3at）的设备配置在 AC 电

源的插座周围，可以任意地放置在墙壁或是天花板上，以实

现最大范围的覆盖。

	 • 高密度 PoE+ 端口

	 • 灵活的端口组合

	 • 针对语音和视频传输的专门优化

	 • 为 IP 高清监控网络提供有力的支撑

	 • PoE 受电功能，方便部署

酒店 PoE 到桌面应用设计

NETGEAR 酒店行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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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PoE 网线供电交换机 ：

交换机型号 交换机描述
PoE 端口

（802.3af）
PoE+ 端口

（802.3at）
PoE 功率

FS726TP
24 个 10/100M 端口，2 个 SFP GBIC 组合千兆端口，
智能网管交换机

1-12 端口 100W

FS728TP
24 个 10/100M 端口，2 个 SFP GBIC 组合千兆端口，
智能网管交换机

1-24 端口 190W

GS724TP 24 个 10/100/1000M 端口的智能网管交换机 1-2 4 端口 192W

GS748TP 48 个 10/100/1000M 端口的智能网管交换机 1- 48 端口 384W

GS728TPS
24 个 10/100/1000M 端口，6 个 SFP 接口千兆光
纤端口的智能网管交换机；可堆叠

1-24 端口 1-8 端口 192W

GS752TPS
48 个 10/100/1000M 端口，6 个 SFP 接口千兆光
纤端口的智能网管交换机；可堆叠

1-48 端口 1-8 端口 384W

M4100-26-PoE
24 个 10/100M 端口，2 对组合千兆光纤端口的全
网管交换机

1-24 端口 380W

M4100-50-PoE
48 个 10/100M 端口，2 对组合千兆光纤端口的全
网管交换机

1-48 端口 380W

M4100-D12G-PoE+
12 个 10/100/1000M 千兆端口，（1-2 端口支持
PoE+ 受电，最大可为 3-12 端口共 22W 的 PoE 中继
供电）

3-12 端口 3-12 端口 125W

M4100-12G-PoE+
12 个 10/100/1000M 千兆端口，4 个共享使用的
1000Base-X SFP GBIC 端口

1-12 端口 1-12 端口 380W

M4100-24G-PoE+
24 个 10/100/1000M 千兆端口，4 个共享使用的
1000Base-X SFP GBIC 端口

1-24 端口 1-24 端口 380W

M4100-26G-PoE
26 个 10/100/1000M 千兆端口，4 个共享使用的
1000Base-X SFP GBIC 端口；

1-24 端口 192W

M4100-50G-PoE+
48 个 10/100/1000M 千兆端口，4 个共享使用的
1000Base-X SFP GBIC 端口

1-48 端口 1-48 端口 380W

NETGEAR 酒店行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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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 IP 视频监控设计

酒店住宿人员繁多且复杂，保护酒店客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非常重要，任何的安全问题都直接影响到酒店声誉。要让客

人信赖酒店的安全保护能力，酒店必须建设一套视频监控方

案，来满足酒店安防方面的需求。针对酒店对监控方面的实

际要求，NETGEAR 公司提供一套全 IP 的视频监控解决方案。

NETGEAR NVR 系统

NETGEAR 酒 店 IP 监 控 解 决 方 案 直 接 采 用 ReadyNAS + 

Surveillance 插件组成，ReadyNAS 网络视频录制插件（NVR），

最多支持 16 个 IP 摄像头，支持移动客户端观看直播和录像。

基于 web 的管理引导用户可随处进行配置、监控及视频回放。

UPnP 搜索、自动摄像头检测和 GUI 计划保存设置时间，易拖

放式摄像头、自动扫描、预置的点巡逻和多点视图为用户提

供了最佳的监控体验。

 

NETGEAR 酒店行业方案

ReadyNAS NVR 系统 ：

产品型号 ReadyNAS 4200 ReadyNAS 3200 ReadyNAS 3100 ReadyNAS 2100 ReadyNAS Pro6 ReadyNAS Pro4 ReadyNAS Pro2

最大存储
容量

36TB 24TB 12TB 12TB 18TB 12TB 6TB

支持 IP 摄
像机数量

16
（未来支持32路）

16
（未来支持32路）

16 16 16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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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控中心采用 CMS500 中控系统，设计在酒店中心机房平台，

对酒店中多台 ReadyNAS NVR 的高达 500 路 IP 摄像头进行管

理， 亦可同时管理多台矩阵服务器， 对前端采集摄像头、中间

存储 NVR、后端上墙矩阵服务器进行统一管理、监控及调配，

以满足酒店网络监控客户的完整需求。

CMS 中控系统管理模块如下：

1、NCS 管理服务器 2、NCS 客户端  3、NCS 矩阵服务器

NETGEAR 中控中心

CMS500 实现主要功能：

	• 中央数字矩阵

为简化及组织中央监控需求而设计。NETGEAR 中央数

字矩阵的特点是直觉性的拖拉操作及各种浏览的选择

（以摄像机为单位、以页面为单位或以报警为单位）。只

需要简单的鼠标及键盘，操作员能轻松地浏览并控制多

个屏幕上数以百计的摄像机。

	• 中央电子地图

由用户自定的多层电子地图，轻松地定位并操控任何与

区域级主机链接的摄像机、I/O 设备、收款机、车牌办

识与门禁。只要以鼠标点取，即可立即播放视频、开启

报警或设备、或管理事件。

	• 中央管理

可从世界任何角落提示、追踪、储存或搜寻由上千个监

控设备传来的数以千计的事件。监控主管无需一一了解，

而是通过软件过滤出服务器、摄像机或其它装置引发的

重要事件。拥有一个组织与效率良好的中控中心从来不

曾如此简单。

采用 NETGEAR 的酒店 IP 监控解决方案，有助于酒店更容易部署视频监控系统，并且监控图像高清、控制更容易、存的更可靠、

查的更便利，可以帮助酒店提高安保水平，给客人带来安全感，最终提升酒店的品牌。

NETGEAR 酒店行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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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业务服务器存储数据：酒店目前的各业务系统的数据都存

储在服务器本地硬盘中，风险比较大，因此部署数据存储

备份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因此容纳备份数据的存储设备

也是非常重要的，专业的存储设备可以通过 RAID 保护等

方式提高数据的安全性性，同时具有易扩展、易操作、高

可靠的特点。

	 • 视频监控数据存储：监控数据存储系统是一个结构复杂、

数据量庞大的精密系统，几百路甚至上千路数字监控录像

每天采集生成的数据量非常大，这些数据除了在硬盘录像

机要保存一段时间外，还要被及时传送到多级存储中心，

以进行更长时间的存储、调度，并为日后的历史资料检索、

回放等提供服务。

针对经济型酒店的这些存储的应用，NETGEAR 提出了经济合

适的解决方案来满足酒店存储方面的要求。

NETGEAR 解决方案中，采用了 SAN 和 IP SAN 统一基础架构

网络，来为酒店业务数据和视频数据存放在统一存储设备上，

酒店所有数据存储实现统一管理和备份。

建议酒店存储区域采用 NETGEAR ReadyDATA 5200 企业级的存

储，比传统产品性价比更高，并大大简化了使用操作。统一

存储平台具有多项特性，例如本机重复数据删除、自动精简

配置以及无限快照，支持 SATA、SAS 和 SSD 硬盘。ReadyDATA

可扩展到 180TB 容量，而且是首款将万兆接口和数据复制均

作为标准配置的产品。

ReadyDATA 提供了非同寻常的简易性来操作这些最高端的存储

功能。用户只需点击几下鼠标，便能在虚拟环境中通过自动

精简配置，将文件复制到异地，并从无限制的时间点快照中

恢复数据。ReadyDATA 包含世界上第一个云托管复制、确保安

全、高性能的灾难恢复机制，无需额外的软件、 服务器或网络

配置。现在客户可以抛掉复杂的许可证、省下昂贵的安装和

增量维护费用，以及与传统大型 IT 相关的巨额费用了。

酒店数据存储的应用结构图

NETGEAR 酒店行业方案

酒店存储应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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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ReadyDATA 5200 均具备了高级存储功能，如块级别的

复制、重复数据删除及自动精简配置（Thin Provisioning）等。

ReadyDATA 5200 存储空间可最大扩展至 180TB，并且在同

一个磁卷中支持 SSD、SAS 及 SATA 等硬盘的混合使用，使得

整体性能的大幅度提升。ReadyDATA 的出现，重新定义了商

业企业、远程分支办公室及大型企业部门级等多种类型存储

的概念。在此之前，在商业企业能够接受的价格范围内，从

未出现过如此多样化企业级功能的设备。NETGEAR 公司设计

ReadyDATA 5200 的主旨在于使用单一简单的系统来解决复杂

沉重的数据管理问题。

 

ReadyDATA 5200 将帮助用户解决以下难题：

	 • 应用重复数据删除和数据压缩等技术来有效地管理数据的

海量增长；

	 • 通过免费的块级别复制技术来设计一个简单高效的灾难恢

复方案；

	 • 配置 10GbE 及虚拟网络技术，使迁移至虚拟化架构更加简单。

并且对于 IT 专业人员来说，ReadyDATA 5200 的使用极其简单，

所有功能均已经被包含在产品中，硬盘也采用套装的方式进

行销售。对于代理商及用户来说，ReadyDATA 是一个易于销售

和购买的解决方案。

扩展能力

ReadyDATA 统一存储家族主要为成长型商业企业而设计，因此

对扩展性极其重视。ReadyDATA 5200 是一款 2U、12 盘位的

存储，支持 1TB、2TB、3TB、4TB 等硬盘，最高可扩展至高

达 48TB 的存储容量。

每台 ReadyDATA 5200 可支持高达 2 台扩展机箱（4U、24 盘

位的 ReadyDATA EDA4000）， 总存储容量最高可达 240TB。当

然，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可以简单地添加新的硬盘，从而实现

动态无缝扩展。

性能

为适应各种不同类型的应用，ReadyDATA 5200 可在同一个

磁卷中混合各种不同型号的硬盘，如 SATA、NL-SAS（近线

SAS）、SAS 及 SSD 等，从而大大提升性能及灵活性。

双 10GbE 接口和虚拟网络接口的支持，确保即使在 I/O 密集

型的虚拟化环境中，网络瓶颈也不复存在。ReadyDATA 5200

同时也支持业界标准的共享协议，如 iSCSI、CIFS 和 NFS 等。

高级数据管理

由于数据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寻求一种更

加有效的方式来存储和管理数据至关重要。不同于传统的企

业级存储厂商，ReadyDATA 5200 标准情况下已经内置了全套

高级数据管理技术。

其中包括以下高级功能：

	 • 自动精简数据配置，以及基于 NAS 和 SAN 的数据压缩和

重复数据删除；

	 • 使用无限的快照技术来实现连续的数据保护；

	 • 通过云技术进行灾难恢复，实现基于广域网管理的块级别

复制。

NETGEAR 酒店行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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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无线产品线

产品类别 产品型号 中文描述

WC9500 无线控
制器

智能无线控制器 WC9500 ProSafe WC9500 万兆智能无线控制器， 内置 2 个 SPF+ 10G 端口， 1 个 10/100/1000M
铜缆 RJ45 接口； 支持 IEEE 802.11a/b/g/n 协议； 单台最大支持 500 个 AP；最大支持 3 台
堆叠（最大可支持 1500 个 AP）；支持 N+1 冗余（N=<3）；基于 802.11n 分布式数据转
发架构设计。支持无缝三层漫游及丰富的加密及安全认证功能，适用于大型企业级无线网
络部署。

WC7520 无线控
制器

智能无线控制器 WC7520 ProSafe WC7520 无线控制器，4 个 10/100/1000M 端口，内置 20 个 AP 管理；支持
IEEE802.11a/b/g/n 协议；单台最大支持 50 个 AP；最大支持 3 台堆叠（最大可支持 150 个
AP）；支持 N+1 冗余（N=<3）。

商用无线 AP
(FAT/FIT胖瘦一体型 )

ProSafe 600M 
802.11n 双频无
线接入点

WNDAP360 ProSafe 企业版 802.11A/B/G/N 胖瘦一体型无线接入点（AP），支持 PoE 远程供电，桥接
并提供业界领先的安全功能；配合 WC9500/WC7520 无线控制器提供全新的 802.11n 智
能无线控制器方案。

ProSafe 600M 
802.11n 双频无
线接入点

WNDAP350 ProSafe 企业版 802.11A/B/G/N 胖瘦一体型无线接入点（AP），支持 PoE 远程供电，桥接
并提供业界领先的安全功能；配合 WC9500/WC7520 无线控制器提供全新的 802.11n 智
能无线控制器方案。

ProSafe 300M 
802.11n 双频无
线接入点

WNAP320 ProSafe 企业版 802.11B/G/N 胖瘦一体型无线接入点（AP），支持 PoE 远程供电，桥接并
提供业界领先的安全功能；配合 WC9500/WC7520 无线控制器提供全新的 802.11n 智能
无线控制器方案。业务领先的产品工业外观设计。

ProSafe 300M 
802.11n 双频无
线接入点

WNAP210 ProSafe 企业版 802.11B/G/N 胖瘦一体型无线接入点（AP），支持 PoE 远程供电，桥接并
提供业界领先的安全功能；配合 WC9500/WC7520 无线控制器提供全新的 802.11n 智能
无线控制器方案。

酒店核心层机箱
式万兆核心交换
机

XCM8800 6 插
槽机箱式交换机

XCM8806 NETGEAR XCM 系列 6 插槽交换机机箱，包含 1 个风扇组，不包含电源。

XCM8800 10 插
槽机箱式交换机

XCM8810 NETGEAR XCM 系列 10 插槽交换机机箱，包含 1 个风扇组，不包含电源。

XCM8800 引擎
模块

XCM88S1 NETGEAR XCM 系列插槽式交换机超级引擎，可选配安装 8 端口光纤 SFP I/O 接口子卡。

XCM8800 千兆
以太网模块

XCM8848T 48 端口 10/100/1000 BASE-T I/O 业务板，可选配 PoE 子卡，提供 PoE 功能。

XCM8800 千兆
光纤模块

XCM8824F 24 端口千兆光纤 SFP I/O 业务板，板卡不包含千兆光纤模块。

XCM8800 万兆
光纤模块

XCM8808X 8 端口万兆（10G） XFP I/O 业务板，板卡不包含万兆光纤模块。

XCM8800 电源 XCM88PS1 XCM 系列交换机 1200W 电源模块，为了提供冗余电源，建议至少配置 2 个以上电源模块。

XCM8800 引擎
接口子卡

XCM888F 超级引擎 8 端口光纤千兆 I/O 接口子卡。

NETGEAR 酒店方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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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汇聚层全网
管千兆交换机

三层千兆堆叠式
万兆上连交换机

M5300-28G 24 个 10/100/1000M 铜缆千兆端口，4 个共享的 100/1000M 千兆 SFP 光口，2 个万兆
SFP+ 模块插槽，2 个共享的万兆 RJ45 接口，后面板 2 个高速扩展插槽用于扩展 10G 端口
或者 24G 堆叠模块；可和 M5300 系列交换机混合堆叠至 8 台交换机，并组成 MESH 堆叠
组实现高达 704Gbps 的虚拟机箱，可拆卸电源，基本三层堆叠型千兆交换机，支持 IPv6，
通过 License 升级可实现全三层功能。

三层千兆堆叠式
万兆上连交换机

M5300-52G 48 个 10/100/1000M 铜缆千兆端口，4 个共享的 100/1000M  SFP 光口，2 个万兆 SFP+
模块插槽，2 个共享的万兆 RJ45 接口，后面板 2 个高速扩展插槽用于扩展 10G 端口或
者 24G 堆叠模块；可拆卸电源，可和 M5300 系列交换机混合堆叠至 8 台交换机，并组成
MESH 堆叠组实现高达 704Gbps 的虚拟机箱，基本三层堆叠型千兆交换机，支持 IPv6，通
过 License 升级可实现全三层功能。

三层千兆光纤堆
叠式万兆上连交
换机

M5300-28GF3 24 个千兆 SFP GBIC 端口，4 个共享的 10/100/1000M 千兆铜缆端口，2 个万兆 SFP+ 模块
插槽，2 个共享的万兆 RJ45 接口， 后面板 2 个高速扩展插槽用于扩展 10G 端口或者 24G
堆叠模块；可和 M5300 系列交换机混合堆叠至 8 台交换机，并组成 MESH 堆叠组实现高达
704Gbps 的虚拟机箱，可拆卸电源，全三层堆叠型千兆交换机，支持 IPv4/IPv6 动态路由及
组播路由。

三层千兆堆叠式
万兆上连交换机

M5300-28G3 24 个 10/100/1000M 铜缆千兆端口，4 个共享的 100/1000M 千兆 SFP 光口 ，2 个万兆
SFP+ 模块插槽，2 个共享的万兆 RJ45 接口，后面板 2 个高速扩展插槽用于扩展 10G 端口
或者 24G 堆叠模块；（144G 背板交换能力）；可和 M5300 系列交换机混合堆叠至 8 台交
换机，并组成 MESH 堆叠组实现高达 704Gbps 的虚拟机箱，可拆卸电源，支持 IPv4 动态路
由、IPv6 静态路由、IPv6 动态路由、IPv4/IPv6 组播路由等高级全三层功能。

三层千兆堆叠式
万兆上连交换机

M5300-52G3 48 个 10/100/1000M 铜缆千兆端口，4 个共享的 100/1000M 千兆 SFP 光口 ，2 个万兆
SFP+ 模块插槽，2 个共享的万兆 RJ45 接口， 后面板 2 个高速扩展插槽用于扩展 10G 端口
或者 24G 堆叠模块；可和 M5300 系列交换机混合堆叠至 8 台交换机，并组成 MESH 堆叠
组实现高达 704Gbps 的虚拟机箱，可拆卸电源，支持 IPv4 动态路由、IPv6 静态路由、IPv6
动态路由、IPv4/IPv6 组播路由等高级全三层功能。

酒店 PoE 智能网
管交换机

千兆堆叠智能
PoE+ 交换机

GS728TPS 增强型 24 端口千兆智能交换机，提供 24 个 10/100/1000M 千兆端口，2 个共享的
1000Base-X SFP GBIC 端口，4 个独立的 SFP GBIC 端口，可用于 1000Base-X 连接（其中
27-28 端口更可用于 2.5G 高速堆叠），全部 24 个端口提供 192W 的 PoE 供电功率，其中
1-8 端口更支持 30W 802.3at PoE+，提供有如 802.1x，端口 /MAC 锁定，端口限速等诸多
高级功能的千兆基本三层堆叠式网管交换机；支持 6 台交换机堆叠，支持 IPv6 管理。已包
含 AGC761 堆叠线缆。

千兆堆叠智能
PoE+ 交换机

GS752TPS 增强型 48 端口千兆智能交换机，提供 48 个 10/100/1000M 千兆端口，2 个共享的
1000Base-X SFP GBIC 端口，4 个独立的 SFP GBIC 端口，可用于 1000Base-X 连接（其中
51-52 端口更可用于 2.5G 高速堆叠），全部 48 个端口提供 384W 的 PoE 供电功率，其中
1-8 端口更支持 30W 802.3at PoE+，提供有如 802.1x，端口 /MAC 锁定，端口限速等诸多
高级功能的千兆基本三层堆叠式网管交换机；支持 6 台交换机堆叠，支持 IPv6 管理。已包
含 AGC761 堆叠线缆。

千兆智能 PoE 交
换机

GS724TP 增强型 24 端口千兆网线供电智能交换机，提供 24 个 10/100/1000M 千兆端口，4 个共享
使用的 1000Base-X SFP GBIC 端口，提供有如 802.1x， 端口 /MAC 锁定，端口限速等诸多
高级功能的千兆二层网管交换机；全部 24 个端口提供 192W 的 PoE 供电功率。

千兆智能堆叠
PoE+ 交换机

GS724TPS 堆叠增强型 24 端口千兆网线供电智能交换机，提供 24 个 10/100/1000M 千兆端口，4 个
共享使用的 1000Base-X SFP GBIC 端口，提供有如 802.1x， 端口 /MAC 锁定，端口限速等
诸多高级功能的千兆二层堆叠式网管交换机；全部 24 个端口提供 192W 的 PoE 供电功率，
1 － 4 端口更支持 30W 802.3at PoE。

千兆智能 PoE 交
换机

GS748TP 增强型 48 端口千兆网线供电智能交换机，提供 48 个 10/100/1000M 千兆端口，4 个共享
使用的 1000Base-X SFP GBIC 端口，提供有如 802.1x， 端口 /MAC 锁定，端口限速等诸多
高级功能的千兆二层网管交换机；全部 48 个端口提供 384W 的 PoE 供电功率。

千兆智能堆叠
PoE+ 交换机

GS748TPS 堆叠增强型 48 端口千兆网线供电智能交换机，提供 48 个 10/100/1000M 千兆端口，4 个
共享使用的 1000Base-X SFP GBIC 端口，提供有如 802.1x， 端口 /MAC 锁定，端口限速等
诸多高级功能的千兆二层堆叠式网管交换机；全部 48 个端口提供 384W 的 PoE 供电功率，
1 － 4 端口更支持 30W 802.3at PoE。

千兆智能 PoE+
交换机

GS510TP 8 端口千兆增强智能网线供电交换机，提供 8 个 10/100/1000M 千兆端口，2 个独立使
用的 1000Base-X SFP GBIC 端口；全部 8 个端口支持 IEEE 802.3at 30W 的 PoE+ （兼容 
IEEE802.3af 15.4W），提供 130W 的 PoE 供电功率。

百兆 PoE 智能交
换机

FS726TP 机架式 2 口千兆铜缆 1000T+24 口 10/100M PoE 智能网管交换机 . 并有 2 个 SFP GBIC 接
口实现千兆光纤上联 . 提供标准 802.1Q VLAN，可以被 NMS100 网络管理软件进行管理，
更提供 12 口标准 802.3af PoE 合计 100W 的远程供电。

百兆 PoE 智能交
换机

FS728TP 24 个 10/100M 铜缆 RJ-45 端口，4 个 10/100/1000M 千兆铜缆端口，2 个组合式 SFP 
GBIC 端口，（12.8G 背板交换能力）； 全部 24 个端口可提供 195W 的 PoE 供电功率；增
强型网络供电交换机。

百兆 PoE+ 智能
交换机

FS752TP 48 个 10/100M 铜缆 RJ-45 端口，4 个 10/100/1000M 千兆铜缆端口，2 个组合式 SFP 
GBIC 端口，  （12.8G 背板交换能力）； 全部 48 个端口可提供 384W 的 PoE 供电功率；1-4
端口提供 PoE+ 大功率供电，增强型网络供电交换机。

NETGEAR 酒店方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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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存储产品线

产品类别 产品型号 中文描述

ReadyDATA5200
系列

ReadyDATA5200
机箱

RD5200 统一的企业级存储平台（同时支持 NAS 和 IP-SAN）RD5200 机箱，配置 2 个 1G 电接口和
2 个 10G SFP+ 接口，12 盘位插槽可混合支持 SATA / NL-SAS / SAS / SSD 等不同类型硬盘； 
最多可连接 2 台 EDA4000 扩展柜，整系统最高支持 60 盘位（180TB）， 支持 RAID 0，1， 
5，6，10 等技术； 软件上支持即时卷创建和扩展 / 无限制快照和数据恢复 / 自动精简配置 
/ 基于云的块级别连续数据复制和保护 / 重复数据删除和压缩等高端企业级存储功能。可广
泛适用于存储、基于磁盘的数据备份、服务器虚拟化、以及云计算等解决方案。

ReadyDATA5200
扩展柜

EDA4000 RD5200 4U 扩展柜，配置 6G SAS 线缆。

ReadyDATA5200
扩展柜

EDA2000 RD5200 2U 扩展柜，配置 6G SAS 线缆。

ReadyNAS4200
系列

ReadyNAS 4200
（基本型，千兆
电接口）

RN12T ReadyNAS 4200 产品，12 槽位 2U 机架式高性能统一存储，支持 SATA II 硬盘，含 700W 双
AC 电源，支持专利技术 X-RAID2 及 RAID0、1、5、6（断电保护），8GB ECC 缓存，内含
安装光盘、管理软件。（可选配万兆光或电接口模块）

ReadyNAS 4200
（万兆光接口）

RN12S ReadyNAS 4200 产品，12 槽位 2U 机架式高性能统一存储，支持 SATA II 硬盘，含 700W 双
AC 电源，支持双万兆以太网光接口，支持专利技术 X-RAID2 及 RAID0、1、5、6（断电保护），
8GB ECC 缓存，内含安装光盘、管理软件。

ReadyNAS3200
系列

ReadyNAS 3200 RN12P ReadyNAS 3200 产品，12 槽位 2U 机架式高性能统一存储，支持 SATA II 硬盘，含 700W 双
AC 电源，支持双千兆以太网接口，支持专利技术 X-RAID2 及 RAID0、1、5、6（断电保护），
4GB ECC 缓存，内含安装光盘、管理软件。

四槽机架式
ReadyNAS

ReadyNAS 3100 RNRP4000 ReadyNAS 3100 系列 4 槽位机架式高性能统一网络存储，支持 SATA II 硬盘、灵活支持 NAS
网络和 iSCSI SAN 网络、独创的 X-RAID2 在线卷自动扩展技术支持 RAID0、1、5（断电保护）、
双冗余千兆以太网接口以及网络唤醒功能，提供可靠的、自动的、数据保护与异地选择，
内含安装光盘、管理软件。

ReadyNAS 2100 RNRX4000 ReadyNAS 2100 系列 4 槽位机架式高性能统一网络存储，支持 SATA II 硬盘、灵活支持 NAS
网络和 iSCSI SAN 网络、独创的 X-RAID2 在线卷自动扩展技术支持 RAID0、1、5（断电保护）、
双冗余千兆以太网接口以及网络唤醒功能，提供可靠的、自动的、数据保护与异地选择，
内含安装光盘、管理软件。

塔式 ReadyNAS ReadyNAS Pro
家族

RNDP2000 ReadyNAS PRO 系列 2 槽位塔式高性能统一网络存储，支持 SATA II 硬盘、灵活支持 NAS 网
络和 iSCSI SAN 网络、独创的 X-RAID2 在线卷自动扩展技术支持 RAID0、1（断电保护）、
双冗余千兆以太网接口以及网络唤醒功能，提供可靠的、自动的、数据保护与异地选择，
内含安装光盘、管理软件

ReadyNAS Pro
家族

RNDP4000 ReadyNAS PRO 系列 4 槽位塔式高性能统一网络存储，支持 SATA II 硬盘、灵活支持 NAS 网
络和 iSCSI SAN 网络、独创的 X-RAID2 在线卷自动扩展技术支持 RAID0、1、5（断电保护）、
双冗余千兆以太网接口以及网络唤醒功能，提供可靠的、自动的、数据保护与异地选择，
内含安装光盘、管理软件。

ReadyNAS Pro
家族

RNDP6000 ReadyNAS PRO 系列 6 槽塔式高性能统一网络存储，支持 SATA II 硬盘、灵活支持 NAS 网络
和 iSCSI SAN 网络、独创的 X-RAID2 在线卷自动扩展技术支持 RAID0、1、5、6（断电保护）、
双冗余千兆以太网接口以及网络唤醒功能，1GB 缓存，内含安装光盘、管理软件。

NETGEAR 酒店方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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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别 产品型号 中文描述

酒店视频监控产品

流媒体服务器 ReadyNAS 
Surveillance

RNNVR NETGEAR 高清 IP 视频监控解决方案，ReadyNAS 专用 NVR 服务应用，可连接管理高达 16 路
百万像素高清 IP 摄像机，支持多路视频录像、存储、回放等视频监控功能；也支持事件录像、
电子地图等安全监测功能；以满足用户的高级监控需求。（不含 License.）。

ReadyNAS NVR
软件许可

RNNVR01L ReadyNAS NVR 1 IP 摄像头管理 License。

ReadyNAS NVR
软件许可

RNNVR04L ReadyNAS NVR 4 IP 摄像头管理 License。

中控管理服务器 ReadyNAS NVR 中
央管理系统软件

RNNVR-CMS128 ReadyNAS NVR 中央管理系统软件，安装于 WINDOWS 平台电脑，可同时对多台 ReadyNAS 
NVR 的高达 128 路 IP 摄像头进行管理，亦可通过 HDMI 等接口连接至电视墙。（仅软件）

ReadyNAS NVR 中
央管理服务器软
件

RNNVR-CMS500 ReadyNAS NVR 中央管理服务器，可同时对多台 ReadyNAS NVR 的高达 500 路 IP 摄像头进行
管理，亦可同时管理多台矩阵服务器，对前端采集摄像头、中间存储 NVR、后端上墙矩阵
服务器进行统一管理、监控及调配， 是大中型高清 IP视频监控解决方案的可靠中控平台。（服
务器硬件已包含）

矩阵服务器 ReadyNAS NVR
视频矩阵

RNNVR-MTX32 ReadyNAS NVR 视频矩阵，由 RNNVR-CMS500 通过 IP 网络进行管理，并通过 DVI / HDMI 接
口将视频输出至电视墙，可同时作 4 屏 32 路高清 IP 摄像头输出。

NETGEAR 高清 IP
摄像机

NETGEAR 高清 IP
摄像机

RNIPC-VDN NETGEAR 高清 IP 摄像机，200 万像素，低照度室内半球型。支持 1920 x 1080/25fps， 
f=3.3-12mm，1 个 10/100 Base-T 接口。

NETGEAR 高清 IP
摄像机

RNIPC-UDN NETGEAR 高清 IP 摄像机，200 万像素，低照度防砸半球型。支持 1920 x 1080/25fps， 
f=3.3-12mm，1 个 10/100 Base-T 接口，金属外壳防砸设计。

NETGEAR 高清 IP
摄像机

RNIPC-ZDR NETGEAR 高清 IP 摄像机，200 万像素，6-10 米高清定焦迷你红外半球形网络摄像机，支
持 1920 x 1080/25fps，f=3.6mm，1 个 10/100 Base-T 接口，支持 WIFI 接入。

NETGEAR 高清 IP
摄像机

RNIPC-ALDN NETGEAR 高清 IP 摄像机，200 万像素，外型半球形，支持 1920 x 1080/30fps，f=3.3-
12mm，1 个 10/100 Base-T 接口。

NETGEAR 高清 IP
摄像机

RNIPC-EDN NETGEAR 高清 IP 摄像机，130 万像素低照度枪型，支持 1280 x 960/25fps，1 个 10/100 
Base-T 接口，配置 TZ2812 镜头 f=2.8-12mm （镜头可更换）

NETGEAR 高清 IP
摄像机

RNIPC-ZDR-L NETGEAR 高清 IP 摄像机，130 万像素，6-10 米高清定焦迷你红外半球形网络摄像机，支
持 1280 x 960/25fps，f=3.6mm，1 个 10/100 Base-T 接口，支持 WIFI 接入。

NETGEAR 酒店方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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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概况 ：

碧桂园酒店是本土综合实力最强的五星级酒店集团，凤凰国

际精心培育“碧桂园凤凰”及“碧桂园假日”品牌，目前拥

有已开业酒店 40 家，客房数目 10000 多间。其中五星级标

准酒店 32 家（含挂牌五星酒店 7 家），覆盖广东、湖南、湖北、

安徽、江苏、辽宁、重庆、天津等省市。

用户需求 ：

碧桂园酒店作为本土的五星级酒店集团，面临来自国际酒店

集团等同行的竞争，IT 建设犹为重要，而作为所有 IT 应用基

础的网络基础架构，是承载所有应用的基石，担当极其关键

的位置。建设好 IT 网络基础架构，才可能在当前酒店行业迁

向的云环境下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碧桂园酒店集团需要勾勒

一个全冗余、高可靠 IT 网络基础架构。可承载酒店集团在未

来 5 年往云计算迁移的业务转型需求，丝毫不落后于任何一

个国际酒店集团。

技术方案 ：

	 • NETGEAR 选择了万兆核心机箱式交换机 XCM8800 作为酒

店的核心网络，保障业务从不间断；

	 • 无线方面以 NETGEAR 屡获设计大奖的 WNAP320 为主要型

号，在豪华的装修环境中，部署优雅设计的无线 AP，一扫

以往 IT 产品生硬、无法融入环境的缺憾；WNAP320 也是

NETGEAR 公司胖 / 瘦一体化 AP 系列中的一员，可自动被

控制器（AC）发现，从而转换为瘦 AP 模式，完全贴合了

碧桂园酒店集团对网络稳定性的追求；

	 • NETGEAR 在本方案中针对酒店的规模分别部署了中型

AC—WC7520、大型 AC—WC9500，均拥有当前业界主流

的无缝漫游、射频管理、BYOD 等高级企业级功能，完全

满足各类应用系统及客人手持终端的无线接入需求；

	 • 数据存储方面，NETGEAR 公司为碧桂园酒店集团推荐了基

于当前业界最新技术的 ReadyDATA 系列，以无限制的快照

数、在线重复数据删除及压缩、基于云的块级别容灾技术

等强大功能，为碧桂园酒店集团的后台数据库保障最大的

安全性。

使用效果 ：

NETGEAR 公司与碧桂园酒店集团战略合作，为全国约 40 家碧

桂园酒店提供了包含交换网络、无线网络、IP 存储等统一基

础架构平台，协助碧桂园酒店集团游刃有余地应付新一轮云

时代的行业竞争。根据各家酒店定制的 IT 网络基础架构，完

善地承载着所有 IT 业务的运行，40 家酒店的 IT 系统目前全数

良好运转中。

碧桂园酒店集团信息化

结构示意图如下所示 ：

应用

基础网络架构

关键产品

XCM8800
GSM7328S/FS 
FS728TS / FS752TS
GS724TP / FS728TP
WC7520
WNAP320 / WNAP210
SRX5308 / STM 150
......

应用方案

碧桂园品牌管理的酒店，均采用了
NETGEAR 高性能的交换机和无线网络
产品，基础网络架构提供了强大的硬
件处理能力和丰富的软件功能支持，
可随时升级为万兆主干，基于集中管
理的 300M WLAN 网络，提供了统一
的安全的接入管理和策略，网络设备
运行稳定。

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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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背景 ：

如家酒店集团创立于 2002 年， 2006 年 10 月在美国纳斯达克

上市，作为中国酒店业海外上市第一股，如家始终以顾客满

意为基础，以成为“大众住宿业的卓越领导者”为愿景，向

全世界展示着中华民族宾至如归的“家”文化服务理念和民

族品牌形象。 

技术方案 ：

NETGEAR 为如家酒店集团建设了 800 家分店，以如家酒店一

家分店为例，方案使用一台 NETGEAR 第三代分布式结构的智

能无线控制器 WC7520 和 802.11n 300M FAT/FIT 一体型无

线接入点 WNAP210 来为酒店提供高速的无线网络信号覆盖。

无线接入点 WNAP210 通过 248 口 PoE 智能交换机 FS728TP

进行 PoE 网线远程供电。酒店网络出口采用企业级防火墙

SRX5308，实现酒店连接互连网，同时保护酒店内网的安全。

方案的具体描述如下 ：

	 • 无线控制器采用第三代智能无线控制器 WC7520，综合了

无线的灵活性，强大高端的安全性能，丰富的管理应用如

二层 / 三层的快速漫游、Captive Portal 客人访问认证、支

持 Wi-Fi Voice。最后还提供了企业级的接入和安全的无线

局域网连接；

	 • 智能无线控制器 WC7520，可堆叠化管理、扩展性高，

N+1 的冗余备份、内置 RF 自动管理、安全配置同步下发、

热点图等功能。并支持内部或外部企业的 Radius Service ；

	 • AP 采用基于 802.11n 协议标准的 WNAP210 采用 MIMO 

2 X 2 智能天线矩阵。支持最大接入速率 300Mbps 和

802.11g 的 5 倍覆盖范围；

	 • FS728TP 交换机的 PoE 网线远程供电，帮助用户实现 AP

的远程接入供电和数据传输。

使用效果 ：

采用 NETGEAR 全套的网络解决方案，能为酒店用户真正实现

下一代基于云计算的网络提供高速、可靠的无线网络环境。

并将凭借高性价比、良好的扩展性、高可靠性和易用性，最

终实现了用户预期的目标。

结构示意图如下所示 ：

应用

基础网络架构

关键产品

FS726T/FS750T2 >1000  （台）
SRX5308  > 1000 （台）
FS726TP / FS728TP
WC7520 / WNAP210
WNAC7512 / WG103
......

应用方案

以各酒店门店为单位， 配置多台 L2 有
线网络交换机为酒店客户提供百兆速
率的桌面连接和互联网络的访问，部
分酒店已配置百兆 POE 交换机，为已
部署的 300M 无线 AP 提供的高速传
输和以太网线电源的供应。所采用的
网络设备均可支持远程管理。

如家连锁酒店信息化

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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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背景 ：                       

上海浦东假日酒店开张于一九九八年，是一家由洲际酒店集

团管理的四星级商务酒店，也是上海浦东地区首家由国际集

团管理的四星级酒店。 酒店位于浦东陆家嘴商业和金融中心

区，建筑风格现代简约，352间客房和套房雅致舒适，凭窗远眺，

浦江两岸的繁华景致尽收眼底。“秉承“宾至如归”的宗旨，

为商旅人士提供全方位舒适便捷服务”—上海浦东假日酒店

的服务理念。

 

技术方案 ：

方案推荐使用一台 NETGEAR WNAC7512 智能无线控制器，

120 台 802.1N 300M 无 线 AP WNAP210， 提 供 了 整 个 酒

店内部区域的高速无线网络信号覆盖。所有无线 AP 均通过

GS724TP 802.3f 以太网交换机网线远程供电。

新一代的 WNAC7512 智能无线控制器是全新硬件架构设计

的万兆级无线控制器，支持数据集中式和分布式转发方式， 

WNAC7512 智能无线控制器和 WNAP32 11N 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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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无线网络设备和配套的 802.3af POE 交换机

GS724TP，随时可以提供基于有线和无线网络的视频流分类

和优化， IGMP Snooping 功能可以最好支持酒店内客人的视频

点播访问， 高速，优化的，持续的视频流，让酒店客人获得好

的使用感受和提高酒店服务。

使用效果 ：

NETGEAR 智能无线控制器，界面友好、操作简单、功能丰富，

可以对所有 WNAP210 AP 进行集中的监控和配置管理。丰富

的图 / 表信息统计，内置报警机制，可以让管理员第一时间了

解网络和设备的运行状态。经过用户长时间的测试及实际在

网运行，整个酒店无线网络运行稳定，各项功能符合用户对

无线网络的各项要求，NETGEAR 智能无线网络为上海浦东假

日酒店的服务增加亮彩。

上海浦东假日酒店无线网络解决方案

结构示意图如下所示 ：

应用

酒店无线网络

关键产品

WC7520 x1（台）
WNAP210 x 120 （台）
GSM724TP 
......

应用方案

第三代 智能无线网络解决方案，AP
集中管理和零配置，RF 自动优化和规
避干扰，分布式部署和多 SSID 业务
区分， 300M 高速率无线接入和千兆
POE 交换机的以太网供电，是具有先
进性，稳定性，多业务和多应用的网
络平台。

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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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背景 ：

驿都金陵大酒店是当地第一家五星级大酒店，拥有的 346 间

套豪华客房，800 平方米宴会大厅及九间会议室组成的国际

会议中心，时尚餐厅、健身娱乐中心、绿化休闲广场等堪为

一流的服务设施，是举办各类会议、高端商务活动、盛大宴

会的理想之选。

技术方案 ：

根据需求，在网络核心部署了两套 NETGEAR XCM8800 交换

机进行双机热备设计，确保业务稳定运行。

 

无线方面以 NETGEAR WC9500 控制器为中心，可支持 200AP

管理，未来可扩容至最大 1500AP 管理的超强扩展性无线网

络设计，再加上 NETGEAR 经典无线 AP WNAP320 作为无线接

入，其优雅的外观为酒店奢华的装修设计平添了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

接入层方面 NETGEAR 采用了其特色的简单网管交换机系列，

其环路自动自测及报警的功能，特别适合酒店接入层交换机

的应用。

安全方面采用了具有 NETGEAR 专利串流扫描技术的高速内容

安全网关 UTM150，可保护酒店内的终端免受 INTERNET 上的

病毒、垃圾邮件、恶意软件等的侵害。

方案优势及特点

	 • 通过 UTM 的网关保护，确保酒店网络远离病毒、垃圾邮

件等不良信息的侵扰；

	 • 高扩展性的无线网络系统可随着今后酒店的规模扩展而简

单扩容；

	 • 稳固核心与简单网管的紧密配合，使得网络同时具有可靠

性与接入端的智能性。

使用效果

NETGEAR 凭借过硬的技术及产品，从交换网络至无线网络，

均采用当前主流或最新的技术，凭借 UTM 实现内容安全、凭

借 XCM 实现稳定核心、凭借简单网管实现智能接入、凭借

WC9500 实现智能无线，而驿都金陵大酒店则凭借 NETGEAR

整体解决方案打造了一个五星的网络，深受客人好评！

结构示意图如下所示 ：

应用

基础网络架构

关键产品

UTM150EW
XCM8806 X 2
GSM7224
WC9500
WNAP320 X 200
FS728TP
......

应用方案

方案采用两台 NETGEAR XCM8806 交
换机做高可靠双冗余核心。作为未来
有扩展空间的大型酒店，本方案选择
NETGEAR 最具扩展性的万兆无线控制
器 WC9500，可最大扩展至 1500AP。
无线 AP 采用 NETGEAR 荣获 2012 全
球设计大奖的 WNAP320，完美地融
合到酒店的奢华装潢中去。

驿都金陵大酒店五星网络

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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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背景 ：

活力无限娱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是—家主营连锁量贩

式 KTV，辅以酒吧和影院等业态的娱乐服务类型公司。目前活

力无限在中国广东地区，尤其是珠三角核心区域，拥有 10 家

以上不同行业的产业资源。成立数年以来，活力无限集团在

经营中与中国华南地区各主管部门、知名品牌企业、各大媒

体单位均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获得社会各界广泛赞誉。

活力无限娱乐有限公司实行规范化、市场化、专业化、连锁

化和品牌化的运营管理，拥有一批实力超群的专业管理团队，

属下员工近 1200 名。

用户需求 ：

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成为流行的今天，越来越多新兴的应

用也出现在各行各业，给用户带来全新的体验。在这样的环

境下，活力无限 KTV 创新的推出了一套“智能无线点歌”系

统，直接利用 KTV 客人自己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就能在

KTV 包房内选择要唱的歌曲，并能随时对歌曲进行控制（切歌、

优先、原伴声切换等），甚至可以将手机作为麦克风，录制自

己现场演唱的歌曲，以微博方式与朋友们分享。此套“智能

无线点歌”系统，满足了作为 KTV 主要消费者的年轻人在智能、

新鲜、刺激、好玩和自由等方面的所有要求，成为了年轻一

代追捧的热点。

“智能无线点歌”系统的流程如下 ：

KTV 的点歌服务器从互联网上的云端更新数据，并向每个包房

的机顶盒推送一个二维码。

客人拿自己的手机先连上 KTV 的 WiFi，再扫描二维码，若是

第一次使用，则会下载一个 app 安装在自己手机上用这个 app

再次扫描包房的二维码，即可将手机与机顶盒绑定，就能在

包房内用手机进行点歌、录歌、分享等动作，尽享 K 歌乐趣。

基于以上流程，活力无限需要一套稳定可靠的有线基础架构，

来确保服务器与机顶盒之间，以及服务器到云端之间的稳定

连接；以及一套安全高效的无线系统，为来 K 歌的客人提供

全覆盖的高速 WiFi 连接，并保证终端之间的数据安全性。

活力无限 KTV 对整体网络架构的要求如下 ：

	 • 稳定高速的核心交换，具备多局域网隔离和互联能力

	 • 高密度的接入层为所有包房机顶盒提供接口

	 • 无线信号要覆盖到所有包房内部，AP 外观必须符合 KTV

装修风格和档次

	 • 无线集中管理，能划分多个 SSID，区分不同应用

	 • 出口路由器具备 VPN 功能

活力无限 KTV 全新无线娱乐平台

结构示意图如下所示 ：

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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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案 ：

为实现活力无限高速、稳定、集中管理等要求，NETGEAR 在

核心层使用了最新发布的 M5300 系列交换机——M5300-

28G3，用于连接 KTV 内所有服务器、接入交换机、PoE 交换

机以及无线 AC。该交换机具备 24 个千兆接口，还内置 2 个

光电共享的万兆接口，另外还有 2 个扩展插槽，能够再扩展

2 个万兆接口或者用于堆叠。全千兆的接口，加上全三层的特

性支持，M5300-28G3 为活力无限带来高速稳定的核心交换，

丰富的安全策略，以及良好的网络扩展性。

各个包房的机顶盒全部连入两台 FS752TS 中，FS752TS 通过

千兆接口上连到 M5300-28G3。

无线方面，NETGEAR 使用了 1 台 NETGEAR WC7520 智能无

线控制器和 20 台 802.11n 300M 无线接入点 WNAP320 来

为整个 KTV 的内部区域提供高速的无线网络信号覆盖。所有

的无线接入点 WNAP320 均通过 2 台 24 端口 PoE 智能交换机 

FS728TP 远程以太网网线（PoE）远程供电。

WC7520 和网络核心三层交换机配合使用，可以规划和设置

相互隔离的多个业务 VLAN 和 SSID，配合 WNAP320 可针对客

人点歌和服务点餐等不同业务类型的无线终端提供不同的访

问。不同的业务通道可选择不同的认证和数据加密算法。

WC7520 可实现自动射频优化及功率调整，按照实际 AP 部署

的位置及物理环境自动规划信道，自动调整适合当前环境的 

AP 天线发射方向及功率，以实现最好的无线覆盖效果。

出口路由选择了 NETGEAR SRX5308 VPN 防火墙，具备防火墙、

路由器、IPSec VPN、SSL VPN 一体化功能，性能可靠，是活

力无限外网出口的最佳选择。

方案优势 ：

	 • 高速万兆核心，千兆骨干，保证业务及时推送

	 • AP 和用户集中管理和监控

	 • 支持无缝漫游

	 • 自动射频优化，提供极佳的抗干扰能力

	 • 多 SSID 业务分离

	 • 国际获奖的 AP 外形工业设计，符合用户整体装修风格

	 • 整套设备稳定可靠，并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

应用效果 ：

NETGEAR 整套有线 + 无线网络解决方案，为活力无限 KTV 提

供了稳定可靠、安全灵活的网络基础架构。摆脱了原来老旧

的无管理网络，活力无限在升级了 NETGEAR 网络后，凭借其

独特的“智能无线点歌”系统，打造了全新的 KTV 娱乐平台，

迅速在市场上赢得了大量粉丝，取得了骄人的市场业绩。

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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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用户名称 项目简介 酒店级别

1 碧桂园酒店（40 家店） 连锁酒店有线 / 无线网络覆盖 商务型酒店

2 如家连锁酒店（800 家店） 连锁酒店无线网络覆盖 商务型酒店

3 七天连锁酒店（150 家店） 连锁酒店无线网络覆盖 商务型酒店

4 布丁酒店连锁（150 家店） 连锁酒店无线网络覆盖 商务型酒店

5 宜必思连锁酒店（30 家店） 连锁酒店无线网络覆盖 商务型酒店

6 富驿酒店集团（40 家店） 连锁酒店无线网络覆盖 商务型酒店

7 维也纳连锁酒店（80 家店） 连锁酒店无线网络覆盖 商务型酒店

8 上海浦东假日酒店 酒店店的无线网络覆盖 五星

9 长春香格里拉大酒店 酒店店的无线网络覆盖 五星

10 西安豪享来至尊大酒店 锁酒店有线 / 无线网络覆盖 超五星

11 深圳圣庭苑大酒店 酒店会议室和房间覆盖 五星

12 深圳威尼斯酒店集团 各连锁酒店的无线网络覆盖 四星

13 广东东莞三正半山酒店 酒店会议室和房间覆盖 五星

14 广州海关会议中心酒店 酒店会议室和房间覆盖 四星

15 上海外滩茂悦大酒店 客房无线网络覆盖 五星

16 上海天马乡村俱乐部室 各分布场所之间桥接 五星

17 上海四季酒店 客房无线网络覆盖 精品五星

18 吉源酒店 酒店有线 / 无线网络覆盖 五星

19 江苏南通文丰饭店 酒店办公网络建设和房间无线覆盖 五星

20 江苏文丰饭店 酒店办公网络建设和房间无线覆盖 五星

21 厦门翔鹭酒店 酒店办公网络建设和房间无线覆盖 五星

22 桂林渡江大瀑布饭店 酒店办公和客房网络的建设 精品五星

23 深圳假日酒店 酒店办公和客房网络的建设 五星

24 驿都金陵大酒店 酒店办公和客房网络的建设 五星

25 盐城磊达国际大酒店 酒店无线网络覆盖 五星

26 苏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酒店店的无线网络覆盖 五星

27 苏州涵园 酒店无线网络覆盖 五星

28 常州西太湖大酒店 酒店无线网络覆盖 五星

29 郑州弘润华夏大酒店 酒店无线网络覆盖 四星

30 成都锦苑宾馆 酒店无线网络覆盖 三星

第 7 章 部分成功案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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