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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规模和现状
据研究机构 IHS 环球透视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截止 2010 年
底，中国制造业的总产值规模已位居第一（$1.955 万亿），制
造业产出占全球 19.8%。在世界 500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
220 多种工业品产量第一。
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
导部门和经济转型的基础。现任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特别顾问，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朱森第先生的数据显示 ：
“中
国制造工业增加值约占全国 GDP 的三分之一，占全部工业的
80% ；全国制造企业总数约为 170 万家，上交税金占全部工
业的 90% ；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 90% ；从
业人员占全部工业的 90%”。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十年会有些
变化，但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还占比较重要的位置。

制造信息化重塑制造业新格局
从世界范围来看，制造业产业价值链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移，
实际上在发达国家早已经开始。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变革，
信息技术在制造业各环节的大规模应用，工厂生产自动化程度
不断加强，标准化工业制品大规模，大批量生产越来越容易（山
寨机，OEM），传统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急剧膨胀，快速扩展。
制造企业越来越难从数量相对过剩且缺乏差异的标准化工业
制成品上获得竞争优势，制造环节的低附加值化越来越明显。
而且，随着技术标准化和组件模块化发展，核心、关键零部
件生产成本和利润占整个制造环节成本和利润的比重将不断
提高，装配、组装的成本和利润占比将不断下降，这将对以
装配、组装为重点的中国制造业造成巨大冲击。
信息技术的扩散正在改变这一格局，各种智能化的生产装备
（数控机床、贴片机）和先进的管理系统集成（PDM、ERP、
SCM 等）整合了生产的诀窍、成熟的工艺、科学的方法、先
进的理念，是生产方式的重要体现和创新管理的重要手段，
对我国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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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信息化发展规划和关注点
2010 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经济形势复杂多
变的一年。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面临着失调、失控等诸多问题，
制造业的深层次结构调整也迫在眉睫。在解决我国制造业深
层次结构调整问题的浪潮中，“加快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实现
我国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
国家“十二五”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2006-2020 年）》，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
共同推进“十二五”制造业信息化科技工程的实施，2012 年
发布了“十二五”《制造企业信息化科技工程规划》，明确指
出利用“泛在网 ”、
“云计算”、
“大数据”
、
“移动技术”、
“RFID
和传感网”等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相融合，通过新
一代集成协同技术、制造服务技术和制造物联网技术推动制
造业进步和发展。

制造业信息化系统协同化趋势
制造业信息化的成熟度的体现，除了采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其
核心要素是数据平台的建设和对数据的深度挖掘，通过信息管
理系统把企业的设计、采购、生产、制造、财务、营销、经
营、管理等各个环节集成起来（比如 MES、ERP、OA、CRM、
PLM、SCM 等等），共享信息和资源，同时利用现代的技术手
段来寻找自己的潜在客户，有效地支撑企业的决策系统，达
到降低库存、提高生产效能和质量、快速应变的目的，最终
提高市场的竞争力，从而形成价值链的整合和提升。这种分
工协作的深化和生产方式的推进、促使企业不断发掘产品价
值链上业已存在的资源能力，协调整合这些资源，实现低投
入高收益的目标。
目前，典型的企业战略信息系统有企业资源计划系统、供应链
管理系统、产品数据管理系统、制造执行系统、电子商务系统、
现代集成制造系统等。现代集成制造系统是先进管理模式与
自动化技术、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在企业的综合集成应用，
是企业信息化管理的高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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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GEAR 制造业解决方案

全球领先的企业网络解决方案供应商美国网件公司—
NETGEAR Inc.（Nasdaq 股票代码 ：NTGR），以“智能 IT（Smart
IT）
”为宗旨，从 IT 建设的视角，审视目前新经济条件下全球
制造企业用户所面对的挑战与机遇，采用一些已具明显技术
市场趋势的解决方案，如云计算和移动办公等新兴技术，以
及虚拟化和融合的网络基础架构等新方式，可最大化地降低
制造企业用户的 IT 投入和管理成本，促进企业业务发展。
NETGEAR 制造业统一基础架构示意图如下：

NETGEAR 公司针对制造业企业用户的业务需求，凭靠业界领

平台的保证，同时为从数据中心到工作站的 IT 应用程序提供

先的交换（Switching）、无线（Wireless LAN）、存储（Storage）

具有性价比、灵活的解决方案。10G 以太网可以提供虚拟化

以及安全（Security）等基础网络全线产品，以“十五大领先

环境的计算机集群所需的高速连接，同时可作为虚拟化存储

技术方案”为引领，帮助和支持中国制造业的新一代信息化

系统、虚拟化应用程序、虚拟数据中心的统一基础架构，标

升级和建设，根据制造业的实际应用环境，NETGEAR 提出针

准的接口、协议和智能优化的应用。

对制造业的统一基础架构方案来满足制造业基础网络平台的
建设。

服务器虚拟化、应用虚拟化、桌面虚拟化和云计算等新一代
的信息技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网络和存储。虚拟机不断地增
加并需要比单台物理服务器更大量的存储空间。网络附加存

随着企业虚拟化的广泛应用、数据激增对存储空间的提升和

储（NAS）或存储区域网络（SAN）为虚拟机提供额外的专用

带宽密集型应用程序的快速增长，对更快的网络连通性的需

存储空间。服务器、大量的瘦客户机和存储之间的连接必须

求也在持续地增长。10G 以太网（10GbE）为未来制造企业新

足够快以避免产生瓶颈。NETGEAR 万兆以太网为虚拟环境提

一代信息化技术的实现提供了高速交换机和可靠的核心网络

供了最快的连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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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服务器虚拟化方案
虚拟化实现了 IT 资源的逻辑抽象和统一表示，在大规模数据

NETGEAR 企 业 级 系 列 网 络 存 储， 面 向 大、 中、 小 规 模 制 造

中心管理和解决方案交付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是支撑云

业的基础网络和数据中心，通过支持万兆 / 千兆连接速率的

计算伟大构想的最重要的技术基石。

IPSAN 块级和文件级 NAS 访问协议，凭借强大的读写能力和
可靠的海量存储容量，为服务器虚拟化、应用虚拟化和云计

当前，虚拟化技术主要包括服务器虚拟化、应用虚拟化、桌

算提供了强大技术支撑。

面虚拟化，存储虚拟化等等，主要是为了提高系统资源的利
用率，提高管理的灵活性，节省服务器空间、电耗成本和设

NETGEAR ReadyDATA 和 ReadyNAS 系 列 存 储 全 线 产 品 通 过

备采购维护成本。虚拟化是云计算的基础，要想实现云技术，

VMware、Microsoft、Citrix 主流虚拟化厂家兼容性认证，同时

首先需要实现虚拟化。

与业界主流的备份软件公司 Symantec、Acronics 等强强合作。
通过内嵌在 ReadyNAS 上的 Symantec BE RALUS 功能组件，使

在虚拟化平台中，服务器虚拟化、应用虚拟化、桌面虚拟化

ReadyNAS 存储备份性能提高 120%。

等的所有的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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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存储的高可用性与高性能是系

下面，我们将 NETGEAR 在制造业虚拟化环境中提供高可靠、

统规划的一个关键点。

高稳定、万兆速度的基础网络架构平台。

服务器虚拟化
企业通过虚拟化整合服务器来优化他们的数据中心和服

根据统计，对于传统的服务器应用方式，通常服务器的平

务器群组，从而减少空间、电源和管理的开销。服务器虚

均利用率在 5-15% 之间，而采用虚拟架构整合后，服务

拟化是通过在服务器上安装多个虚拟机（VMs）从而实现

器的平均利用率可达到 60%-80%。

在一台服务器上支持多个应用和操作系统。每个虚拟机都
像一台独立的物理服务器那样工作，但是却共享物理服

VMware vSphere 5 是 VMware 虚拟架构套件的基础组成

务器的处理能力，从而保证不浪费服务器的处理能力。IT

部分，是动态、自我优化的 IT 基础结构的基础。是一个

部门可以减少服务器的库存，更好地利用服务器和更有效

强健、经过生产验证的虚拟层，它直接安装在物理服务器

地管理资源。

的裸机上，将物理服务器上的处理器、内存、存储器和网
络资源抽象到多个虚拟机中。 通过跨大量虚拟机共享硬
件资源提高了硬件利用率并大大降低了资金和运营成本。
通过高级资源管理、高可用性和安全功能提高了服务级别
— 对于资源密集型的应用程序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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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虚拟化基础网络设计
结 合 NETGEAR 的 产 品 线 以 及 虚 拟 化 环 境 的 实 际 出 发，

故障转移配置实现可靠性，有故障自检和自愈功能 ；VLAN 实

NETGEAR 提出虚拟化环境中的网络设计需要能够承载全网虚

现隔离备份 NAS 或 SAN 的流量 ；网络流量管理实现总体性能

拟化应用的高端网络核心设备，自身应该具有超大规模的数

的提升。 因为虚拟机（VM）需要访问网络资源来运行，所以

据交换能力，足够的万兆接入能力和链路聚合实现更高的主

网络基础架构对虚拟环境是绝对关键的。同时必须有足够可

干连接的吞吐量 ；具有高度冗余和负载均衡的特性，端口的

靠和强大的管理流量、QoS 及安全性等功能特点。

服务器虚拟化基础网络示意图如下：

一、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上图 1 中的核心设计采用 NETGEAR® 8800 系列机箱式交换

OSPF，STP 里的每一个进程与其他进程都是独立运行来相互

机是在简化网络基础架构基础上，用以建立核心、汇聚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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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边缘的解决方案产品。XCM8800 系列交换机，可选的连

整性并从本质上抵御了 DoS 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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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插槽都有

NETGEAR XCM8800 系列拥有完整的二层 / 三层 / 四层聚合的

48Gbps 的双向带宽来提供高密度的线速连接。冗余，负载

特性集，包括 IPv6，还有可选的为关键核心应用的高级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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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证。这系列机箱式交换机降低了管理的开销、操作的复

的高可用性的硬件系统。NETGEAR 的操作系统里众多协议如

杂性和建设基础架构的费用，支持广泛的各式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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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中心汇聚交换机
谈到虚拟化数据中心，就离不开服务器虚拟化以及存储虚拟

服务器组可以分布在两个堆叠的交换机之间，当服务器组连

化，作为数据中心虚拟化应用的高性能的交换机设备，应具有

接到相同的逻辑交换机时确保了服务器的物理冗余。如果一

大规模的数据交换能力，足够的万兆接入能力和先进的聚合 /

条链路故障，LACP 还提供故障切换的保护。同时，iSCSI 流量

分散的”虚拟机箱”技术，通过简化设备管理，
提高资源利用率，

负载均衡确保更大的传输吞吐量和更低的网络延迟。

提高交换系统的灵活性和扩展性，为资源的灵活调度和动态
伸缩提供支撑。其中 LACP 技术（链路聚合）可以实现跨交换

NETGEAR XSM7224S 就是能支持 TOR 技术的万兆性能的堆叠

机的端口捆绑，这样在下级交换机上连属于不同机箱的虚拟

交换机，它是美国网件公司新一代系列数据中心级交换机的

交换机时，可以分别连向不同机箱的万兆链路用 IEEE802.3ad

一个组成部分，它提供了一个创新架构，通过实施基于标准

兼容的技术实现以太网链路捆绑，提高冗余能力和链路互连

的高性能以太网统一堆叠阵列，简化了数据中心转型。该平

带宽，形成高度冗余和负载均衡的特性的网络主干，简化网

台将分立的局域网（LAN）、存储局域网（SAN）和服务器集群

络维护。

网络环境整合到一个统一的阵列之中。NETGEAR XSM7224S
产品拥有广泛的、由业界领先的技术合作伙伴所组成的生态

上图 2 中显示了一个可堆叠的万兆以太网 ToR 交换机的解决

系统，能够满足下一代数据中心的要求，包括密集多点传送、

方案，为服务器和网络存储提供划算的 IP SAN 连接。LACP（链

多内核、虚拟机优化服务等，在这些下一代数据中心之中，

路聚合）功能除了为服务器和存储提供更好的性能以外，还提

基础设施不断扩展，工作负载需求不断提高。

供更好的可用性和冗余性。由于服务器虚拟化，Active-Active

XSM7224S 在数据中心网络中的连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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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M7224S

高密度万兆接入

虚拟化交换机应用支持

作为现代的数据中心，存储设备以及服务器设备集中密集部

例如，VMware ESXI 服务器采用虚拟交换机（vSwtich）的方

署一个显著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面，数据中心对网络传输

式将内部虚拟机连接到外部网络。虚拟交换机（vSwitch）模

带宽的要求是显而易见的。单台 NETGEAR XSM7224S 可以提

拟传统的二层交换机，它可以为虚拟服务器模拟多达 1000 个

供 24 个万兆端口，支持高达 480G 的背板带宽同时 NETGEAR

内部交换端口，每个虚拟服务器网卡都连接到虚拟交换机的某

XSM7224S 支持堆叠功能，每个 XSM7224S 堆叠组支持 4 台

个端口上面。而虚拟交换机通过一个或多个虚拟网卡（VMNIC）

设备堆叠，最大可以提供 80 个万兆堆叠端口。特别适合有高

连接到外部的实际物理交换机。ESX 虚拟交换机同外部交换

密度万兆接入的需求的数据中心使用。

机通讯的虚拟网卡带宽目前最高可以达到 8Gbps。按照 10:1
的密度考虑，一个拥有 200 台物理服务器的数据中心，采用

服务器 / 存储 可靠性

ESXI 系统后，虚拟服务器的数量将会达到 2000 个。虚拟服务

现代的数据中心，除了对网络传输带宽的需求外，对数据链

器数量的增加，尤其是当 ESXI 系统动态的生成或迁移虚拟服

路的冗余同时也有极高的要求，NETGEAR XSM7224S 交换设

务器的时候，将会对数据中心数据交换设备产生巨大的影响，

备支持跨交换机链路聚合技术，数据中心的服务器集群，存

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储集群均可以采用双链路（或 4 链路）的方式分别连接到同
一个堆叠组中的不同 XSM7224S 设备上面，这样在网络正
常的工作情况下，可以为每个服务器集群，存储集群提供双
向 40G（80G）链路，而且当某台 XSM7224S 发生故障的时
候，堆叠组集群能够保证数据传输不发生中断，保持业务的
连续性。如下图所示 ：服务器或存储设备采用双万兆链路分
别连接到堆叠组中的 2 台交换设备，在网络正常工作的时候，
XSM7224S 堆叠组可以为服务器或存储提供 20G（双向 40G）
的数据通讯带宽。而当堆叠组中的任一设备发生故障，或服
务器的任一端口发生故障。由于还存在一个冗余链路，所以
整个数据中心的数据传输并不会发生中断，这样就最大限度
的保证了数据中心数据传输的稳定性。
跨交换机的链路聚合技术

• 提升了对交换设备 MAC 和 IP 的要求（因为虚拟机网卡的
数量巨大）
• 提升了对交换设备 QoS 服务的要求（因为不同的虚拟服务
器运行不同的应用）
• 提升了对交换设备高可靠性的要求（因为一个交换物理端
口负责多个关键应用数据传输）
• 提升了对交换设备带宽的要求（多个虚拟服务器对带宽的
要求是累加的）
以上的技术要求，对数据中心数据交换设备提出了更加苛刻
的要求。NETGEAR XSM7224S 设备的出现，可以完美的解决
数据中心服务器虚拟化后对网络传输设备的新的要求。

NETGEAR XSM7224S 万兆堆叠交换机改变了传统的数据中心

XMS7224S 内 置 了 Auto-iSCSI 协 议， 可 以 对 虚 拟 化 数 据 包

数据传输的理念。传统的数据中心交换设备采用单一的背板

（iSCSI/NFS）自动优化，在无需人工干预的环境中实现动态

交 换 技 术（isolated fabric topology － IFT）
， 而 XSM7224S 使

控制数据包优先级。 虚拟化和服务器机房的 SCSI 流加速和自

用 的 是 统 一 背 板 交 换 技 术（Unified Fabric topology － UFT）。

动保护技术（QoS 包括 iSCSI 发起端和 iSCSI 目标），通过检测

单一背板交换技术（IFT）只能为用户提供固定端口数量的数

iSCSI 协议中使用的检测包来建立和中止 iSCSI 会话和连接，维

据通讯，而且虽然 IFT 设备支持链路聚合技术，但是由于不支

护一个记录着数据存储者当前活动的 iSCSI 会话和连接信息的

持统一背板交换，所以不能提供跨交换机链路聚合，这样在

数据库，这使得为指定的数据包会话能得到所需的 QoS 处理

数据中心就形成了一个单点故障点，一旦设备发生故障，将

制定分类规则，按照 iSCSI 会话流量的所需来安装和删除分类

对整个数据中心产生重大的影响。

规则 ，监测 iSCSI 会话活动，如果没有收到会话终止数据包，
便使会话表项置为超时 ，避免在 iSCSI 包被丢弃的拥塞时期会
话中断，可以完美的适用与大型虚拟化数据中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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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yDATA 5200

服务器虚拟化存储区域设计
在服务器虚拟化平台中，所有的数据（包括用户的主机系统、

限快照，
同一个磁卷中支持 SSD、
SAS 及 SATA 等硬盘的混合使用，

环境配置、数据等）都保存在共享的存储中，HA、vMotion 等

使得整体性能的大幅度提升。在此之前，在企业能够接受的价

功能都需要借助外部存储。所以存储的高可用性与高性能是

格范围内，从未出现过如此多样化企业级功能的设备。

系统规划的一个关键点。
ReadyDATA 提供了非同寻常的简易性来操作这些最高端的存储
服务器虚拟化对网络存储有着重大的影响，在部署服务器虚

功能。用户只需点击几下鼠标，便能在虚拟环境中通过自动

拟化解决方案中，数据存储基础设施成为了一个关键的构建

精简配置，将文件复制到异地，并从无限制的时间点快照中

模块。在网络存储器设备上的存储虚拟机映象使虚拟机能够

恢复数据。ReadyDATA 包含世界上第一个云托管复制、确保安

在物理服务器之间移动，从而维持负载平衡，确保高效益和

全、高性能的灾难恢复机制，无需额外的软件、服务器或网络

最大的资源利用率。存储虚拟机映象还能创建虚拟机的多个

配置。现在客户可以抛掉复杂的许可证、省下昂贵的安装和

拷贝，为复制和灾难恢复作好准备。另外，它能使裸机恢复

增量维护费用，以及与传统大型 IT 相关的巨额费用了。其服

操作更加简单。

务器虚拟化提供主要技术支撑点如下 ：

部署服务器虚拟化以及将物理服务器转移到虚拟机上，这为
存储整合、集中化管理创造了一个完美的机会，并且还有机
会增加磁盘容量的利用率，提高效益，加强数据保护能力，
减少备份窗口的大小。服务器虚拟化之后将虚拟机映像存储
在后端的网络存储设备上，需要存储设备能完美地支持虚拟
机存取数据的操作，与虚拟机完美兼容。
NETGEAR 针对虚拟化应用环境，提出对虚拟化存储区域的设
计，采用 ReadyDATA5200 企业级存储设备，比传统产品性价

一、高容量与灵活扩展

比更高，并大大简化了使用操作。ReadyDATA 5200 存储空间

最大支持 60 个硬盘，240TB 总容量

可最大扩展至 240T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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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槽的 5200，最多支持 48TB
• 12 或 24 槽扩展最多支持 48TB 或 96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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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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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台 ReadyDATA 5200 可 支 持 高 达 2 台 扩 展 机 箱（2U、12

例如在 12 个槽位中使用 8 块 SATA 硬盘，同时用 4 块 SSD 硬

盘 位 的 ReadyDATA EDA2000 或 4U、24 盘 位 的 ReadyDATA

盘作为读 / 写缓存，这样卷的整体性能超过了 12 块 SAS 硬盘，

EDA4000）
，总存储容量最高可达 240TB。

容量却增加很多，而且总价格也相对更低。此方案保证了性能、
容量和价格三者的平衡，是最适合一般用户的最佳配置方案。

支持 SATA，NL-SAS，SAS 和 SSD 硬盘
硬盘

性能

容量

SATA/NL-SAS

7200 rpm

3TB （3000GB）

SAS 15k

15，000 rpm

最大 600GB

SSD （读优化）

高性能

100GB

SSD（写优化）

超高性能

50GB

二、高性能

Intel Xeon 四核 2.66GHz / 16GB ECC DDR3

混合并匹配硬盘类型，提供了性能灵活性

包含 2 个万兆和 2 个千兆接口，附带虚拟网络接口支持

“闪存池”技术，使用 SSD 获得整体性能提升
ReadyDATA 系列存储可以将整个机械硬盘作为存储池，SSD 闪
存作为缓存，根据 I/O 情况自动感知频繁读写的数据，并将“热”
数据放进缓存池提高性能，没有需求的时候释放高成本的 SSD
闪存空间兼顾性能与容量的混合卷，诸如虚拟化或数据库之
类的生产应用的工作负载要求同时兼备高性能和高容量，同
时实现这两个要求，对中小企业的预算来说是很有挑战性的。

• 双万兆接口已经远远超过任何 SMB/ 中等规模企业网络的
吞吐量需求
• 可创建多个“虚拟”网络适配器（VNIC）
，共享 2- 20Gbs
的连接
• 每个 VNIC 都可配置独立的属性 ：- IP 地址（ IPv4/IPv6，
VLAN，带宽限制）

为此，ReadyDATA 允许您通过增加高性能 SSD 磁盘来提高基
于 SATA 磁盘的卷的性能。

每个存储系统的性能要求可能有很大不同，这取决与存储的数
据类型、访问存储的应用类型、访问数据的用户数量或系统
开放的应用服务。高性能应用、业务应用，如数据库、Email
或虚拟化，通常需要存储系统在高负载下提供快速反应。例如，
数据库频繁发出随机读写请求，因此要求很高的 IOPS。这种
环境下，配置成 RAID 5、RAID 6 或 RAID 10 的 15k rpm SAS
磁盘通常最适合。这些性能级别也能通过在 SATA 和 SSD 混
合配置中使用高性能集（3 块读优化 SSD 磁盘和 1 块写优化
SSD 磁盘）来达到。
让高性能、低容量硬盘（例如 SSD）作为低性能、高容量硬盘（例
如 SATA）的读缓存或写缓存，以达到性能和容量兼顾的效果。

即时的卷建立和卷扩展技术
为了提供卷可预测及稳定的性能，ReadyDATA 系列存储限制了
创建卷的方式。当创建卷时，你需要选择磁盘以及这些磁盘
使用的 RAID 级别。
一个卷只能由性能相同的磁盘组成。这些磁盘分成 SAS 15k
rpm、SATA 7.2k rpm 和高性能 SSD。唯一的例外是使用 SSD 磁
盘提高 SATA 卷的性能，
这是处理虚拟化或生产工作负载的方式。
当卷创建后，只能用与已有磁盘同等性能的磁盘来进行扩展。
磁盘加入后，它们将被配置成和现有卷中磁盘相同的 RAID 级
别。这有助于保持或提高已有卷和数据集的性能。另外，卷

11

NETGEAR 制造业解决方案

是通过增加一整个 RAID 组来扩展，而不能通过增加单个的磁
盘来扩展。这使得卷扩展在瞬间完成，且无风险。

ReadyDATA 5200 通过块级别的在线重复数据删除技术为企业
数据备份提供了一个符合成本效益的，易于部署的、功能丰
富的资源库。

下图中，实线中的原始卷，通过增加虚线中的一整个 RAID 组，
实现了扩展。扩展后的卷容量为原始卷的两倍。扩展同时也
提高了卷和数据集的性能。

高效的数据快照功能，可以提供及时回退到 ReadyDATA5200
前一个时间点的能力。对破坏造成的数据丢失，这一技术是理
三、高效数据管理技术
• 在线数据删除 ：可以适时删除重复数据，提升系统可用空间
• 线线数据压缩 ：可以无损的减少数据空间的占用，提升系
统的可用空间
• 优化空间 ：节省整个存储空间，优化存储效率
• 精简配置 ：存储资源动态分配

想的保护。如果数据成为系统由于软件故障或恶意活动的破
坏，恢复快，是使用 ReadyDATA5200 的快照时间线无缝。您
可以创建一个时间表来自动创建快照，提供细粒度的回退点。
持续快照 ：无限快照
• 提供检索过去数据的能力
• 保留多份副本不增加性能开销，不影响空间效率

于全球数据的增长速度都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寻求一种

• 自动（周期性）创建或手工创建

更加有效安全可靠的方式来存储和管理数据至关重要。不同于

• 可用空间低时自动删除

传统的企业级存储厂商，NETGEAR ReadyDATA 5200 标准情况
下已经内置了全套高级数据管理技术，通过应用重复数据删除
和数据压缩等技术可以有效地管理数据的海量增长 ；通过用无
限的快照技术来实现连续的数据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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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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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配置 10GbE
及虚拟网络技术，使迁移至虚拟化架构更加简单。
重复数据删除功能，在降低存储的成本、访问、复制和备份这
些不断增长的大量的数据方面被看作是一个重要的技术。除了
节约成本，重复数据删除也提升了存储的性能、增加了每秒 I/
O 操作和通过消除多余和不必要的数据（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这些数据将导致备份和主存储基础设施变得杂乱）来提高了存

云管理连续块级别数据复制 ：提供了最简单的方式来及时获

储的利用率。重复数据删除技术在支持虚拟化和云计算是不可

得离线备份数据。当启用两个 ReadyDATA5200 存储系统进行

或缺的的。虚拟化和云计算中，灵活性和性能的需求是存储决

复制时，只要数据已经写入存储系统，它可以从一个存储系

策的主要驱动力。根据最近的研究，预计 2011 年至 2015 年重

统发送到另一个存储系统。这意味着当原始备份作业遭受灾

复数据删除技术的全球市场将以复合年增长率增长 30％以上。

难时，备份数据可以在同一时间被发送走以进行灾难恢复保

12

NETGEAR 制造业解决方案

护。同时进行离线操作大大减少了完成备份工作的时间，并
的离线数据提供更好的保护。

策略设定的主机服务器之间移动，这样可以实现负载均衡和
硬件投资的最大化。如果虚拟机崩溃，则只需要触摸一个按
钮就可以在另外一台主机上简单地启动。高可用性可以复制
VM 到另外一个位置并使用一个新的硬件平台作为 VMs 的主
机，这样就可以集成远程主机进行灾难恢复。
NETGEAR 企业级存储产品提供专业的备份与恢复方案，通过
设备内置的备份与恢复功能，可以提供基于网络的基于时间
点的文件级的备份，支持主流的完全与增量备份方式，伴随
着云计算越来越地应用，NETGEAR 与时俱进地推出了基于云
的 Replicate 备份功能。

四、关键数据备份和恢复技术

NETGEAR® ReadyNAS® 统一的存储系统通过与合作备份软件
厂商深入，推出了基于主流应用级别的数据保护方案，并且

虚 拟 化 的 许 多 功 能 是 需 要 网 络 存 储 来 增 强。 像 高 可 用 性

提供分钟级的 windows 操作系统的灾难备份与恢复 ；服务器

（VMware HA）、负载均衡（Hyper-V 实时迁移）和现场恢复

虚拟化是企业的主流应用，NETGEAR 存储产品级支持并通过

（VMware SRM）等特性都需要共享的网络存储。当存储设备

主流的虚拟化软件厂商兼容性能测试，并支持 VMWARE 的

被集中管理时，虚拟机可以连接到各自的容量，然后在仍然

VDR 虚拟机功能备份 ；通过 Symantec 的 RALUS 工具嵌入到

运行的平台之间迁移。自动的负载均衡，让操作系统在基于

ReadyNAS 存储产品，使得获得 120% 性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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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桌面虚拟化方案
桌面虚拟化
应用虚拟化通常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应用软件的虚拟化，一
是桌面的虚拟化。桌面虚拟化解决方案我们以 VMware 为例简
要介绍 ：

（Vmware）桌面虚拟化功能

桌面虚拟化优势

• 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与物理设备分离

• 优化桌面管理，降低维护成本

• 桌面作为虚拟机在安全的数据中心运行

• 为桌面提供数据中心功能（冗灾，负载平衡，
业务连续性，

• 将静态桌面转换成无状态虚拟桌面

可扩展性）

• 从“胖”或“瘦”客户端连接到虚拟桌面
• 无代理防病毒管理

VMware View Manager 是企业级虚拟桌面管理器，是 VMware

客户以安全托管服务形式交付桌面。VMware View Manager

View 的关键组件。IT 管理员使用 VMware View Manager 作为

具有极强的可扩展性和可靠性，它使用基于 Web 的直观管理

中心控制点，支持最终用户安全灵活地访问其虚拟桌面和应

界面创建和更新桌面映像、管理用户数据、实施全球策略等，

用程序，并利用与 VMware vSphere™ 之间的紧密集成，帮助

从而同时代理和监控数以万计的虚拟桌面。

NETGEAR 制造业桌面虚拟化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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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桌面的应用支持（汇聚层设计）
在汇聚层和接入层交换机都具备堆叠成一台虚拟的逻辑交换

对于高密度桌面虚拟化的接入层交换机，要求能够支持各种

机的特性，可以简化配置和管理的开销。网络负载均衡确保

灵活的部署方式和新的以太网技术。应支持优先级流量控制、

了流量被动态地分布在物理链路上。为汇聚层提供与接入层

链路发现协议 LLDP（IEEE 802.1AB）协议、Auto iSCSI、Auto

交换机的链路冗余，LACP 故障切换保护机制比使用生成树协

VoIP 等智能优化功能。

议更高效，聚合的所有链路在同一时刻均处于工作状态时，不
象生成树的备用链路是不工作的，从而提供了更好的聚合带
宽和无缝的冗余。

汇聚层设计
在汇聚层采用 NETGEAR ProSafe M5300 系列全网管交换，是
关注成本的企业在部署支持机柜顶端（Top-of-Rack）和融合
的下一代边界交换机，是汇聚层 / 接入层万兆以太网应用时的
理想选择。NETGER M5300 系列全网管交换机降低了管理和
维护的成本，使 IT 人员更多地关注在其他的关键业务上。同时，
也帮助正在成长的公司实现日益增长的带宽需求、新的应用
需求和一个快节奏的商业环境的需求。

虚拟桌面需要需要一个更高带宽、更高效的和灵活的千兆连

万兆以太网和分布层的最佳实践 —“虚拟机箱”技术

接解决方案。图 4 显示了具有万兆上行链路和可堆叠的万兆

现代“虚拟机箱”堆叠技术确保了在多台独立运行的不同交换

汇聚交换机。作为机柜顶端（ToR）的最佳实践，LACP active-

机之间提供了本地 / 远程堆叠，以及冗余的 LACP 组。从部署

active 组被分布在四台堆叠交换机之间，提供卓越的灵活性和

的角度来看，更容易通过堆叠型交换机使链路聚合跨越整个堆

可用性，同时提供到相同逻辑交换机的连接。

叠组来实现一个分布式的 LACP 解决方案。在这种配置下，堆
叠组好像一台逻辑上的交换那样工作并实现无缝的链路聚合。

NETGEAR 制造业桌面虚拟化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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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GEAR 虚拟机箱堆叠技术，提供灵活的网络架构 ：多达 8 个

服务器一同工作，通过 active-active 平衡（链路聚合控制

独立的交换机被整合在一个单一的管理 IP 地址上，从而简化了

协议 LCAP）和负载均衡实现更大的带宽 ；

网络运营。每个虚拟机箱可多达 384 个千兆端口和 16 个万兆上
行链路。 每个 M5300 系列交换机都可以加入到 48 Gbps 交换
机堆叠互联的虚拟机箱技术中 ：当 8 台堆叠在一起，双环堆叠
是全双工的 384 Gbps，整体全网状堆叠“背板”的是 704G bps。
一个被选为“Master”的交换机 ：该 master 交换机负责控制
面板和为整个堆叠转发 / 路由表项。作为一个机箱式交换机，
控制面板和管理面板是统一的，但是各个交换机工作在各自
交换线速和路由上。自动式的单元替换功能保证堆叠中的成
员平滑更换而无需手动重配。堆叠主机冗余功能的故障切换
也是基于亚秒级的。对于机箱式交换机，VLAN 标签，端口镜
像和链路聚合都可以从任意端口到任意端口进行。
“虚拟机箱”堆叠技术的好处 ：
• 10G 虚拟机箱硬件堆叠技术以及 10G 分布式链路聚合扩
展了整个网络的性能和冗余性
• NETGEAR ProSafe 下一代全网管千兆交换机 M5300 系列与

• 通过堆叠中的多个连接来确保冗余性。堆叠后的交换机作
为一台逻辑上的交换机，对于服务器和汇集交换机来说都
是透明的 ；
• 由于虚拟机箱堆叠技术，IT 管理员可以方便地添加更多的端
口到交换架构中，简化了网络的管理和增加了网络的弹性。
下一代边界交换机 M5300 系列还具有以下支持虚拟化环境的
智能特性，包括 ：
• 自动识别基于 SIP，
H323 和 SCCP 协议的多厂家 Voip 优先级；
• 语 音 VLAN 和 LLDP-MDE 用 于 自 动 IP 电 话 QOS 和 VLAN
配置 ；
• 多跳 RP 组播 PIM 路由用于视频部署的高级应用 ；
• 基 于 硬 件 级 的 高 级 分 类 用 于 L2（MAC）
，L3（IP） 和 L4
（UDP/TCP 传输端口）的安全和优先级 ；
• 创新的多厂商 Auto-iSCSI 功能简化了虚拟化优化。

汇聚层交换机产品 ：
产品型号

产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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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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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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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5300-28G-P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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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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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交换要混合堆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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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5300-52G-P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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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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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交换要混合堆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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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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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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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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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桌面的应用支持（千兆到桌面）
在桌面虚拟化的应用中，原有的 10/100M 低速交换网络从根
本上不能满足大规模海量数据传输对带宽的要求。所以在接入
层设计方案时，采用 NETGEAR 千兆到桌面的解决方案来实现
桌面虚拟化的应用，NETGEAR 千兆到桌面的解决方案示意图 ：
NETGEAR 千兆到桌面的解决方案示意图：

NETGEAR 公司千兆到桌面方案可以为用户提供极具性能价格

的特性。NETGEAR ProSafe 智能交换机为非网管网络提供了基

比的，高密度 1G 接入。公司千兆桌面交换机的种类多达数十

本的管理特性，亦可扩展现有的可网管网络，是企业用户的

款，千兆交换机产品形态涵盖了模块化机箱式，固定端口机

理想选择。

架式，全网管三层，二层千兆交换机，智能千兆二层交换机，
简单网管二层交换机，非网管千兆交换机。丰富的产品形态，

推荐产品 JGSM7224 ：

使得用户可以根据网络的实际情况，灵活的选择产品。如上图
所示，在大中型千兆网络中，接入层交换设备我们推荐适应
Netgear 全网管千兆二层交换机－ JGSM7224 或智能网管交换
机等，交换设备更有多款智能千兆交换机，简单网管千兆交
换机，非网管千兆交换机等多种型号供用户选择。
桌面千兆接入智能交换机提供了全面的功能，如访问控制列

• 24 个 10/100/1000 Mbps 端口

表（ACL），802.1x 端口认证，增强的 QoS，速率限制和 IGMP

• 2 个共享千兆上联端口

Snooping 等，保证了大中企业网络的性能和高可靠性。另外，
直观的 WEB 配置界面可以进行智能交换机的简单配置和管

– 10/100/1000Mbps RJ-45

理，可用于监控交换机性能，端口配置，端口链路聚合（Port

– SFP 千兆光纤端口

Trunk），VLAN 和传输优先级。还提供了交换机的关键管理特性，
包括性能监测，端口配置，设置 VLAN 进行传输控制，启用端
口链路聚合（port trunking）增加带宽，和设置服务等级（CoS）
保证传输优先级。您也可以选择使用 SNMP 软件管理智能交

• 高性价比，适用于企业网络千兆接入
• 灵活的管理方式
– 工业标准命令行界面 CLI，基于 WEB 的图形化界面

换机。交换机拆箱后即可使用，它赋予了更容易设置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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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兆桌面接入交换机列表 ：
产品型号

产品描述

M4100-D12G-PoE+

12 端口基本三层千兆全网管网线供电交换机，提供 12 个 10/100/1000M 千兆端口，4 个共享使用的 1000Base-X SFP
GBIC 端口；10 个端口（3-12）支持 IEEE 802.3at 30W 的 PoE+（兼容 IEEE802.3af 15.4W）， 外部 AC 供电可提供 125W
的 PoE 供电功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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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4100-12G-PoE+

12 端口基本三层千兆全网管网线供电交换机，提供 12 个 10/100/1000M 千兆端口，4 个共享使用的 1000Base-X SFP
GBIC 端口；全部 12 个端口支持 IEEE 802.3at 30W 的 PoE+ （兼容 IEEE802.3af 15.4W），提供 380W 的 PoE 供电功率。

M4100-26G

26 端口 10/100/1000M 铜缆网管交换机，并配有 4 个可扩展 MINI-GBIC 插槽实现千兆光纤上连，支持静态路由的基本三
层全网管千兆交换机。

M4100-50G

50 端口 10/100/1000M 铜缆网管交换机，并配有 4 个可扩展 MINI-GBIC 插槽实现千兆光纤上连，支持静态路由的基本三
层全网管千兆交换机。

M4100-26G-PoE

26 端口基本三层千兆全网管网线供电交换机，提供 26 个 10/100/1000M 千兆端口，4 个共享使用的 1000Base-X SFP
GBIC 端口；其中 24 个端口支持 IEEE 802.3af 15.4W 的 PoE，提供 192W 的 PoE 供电功率，通过 EPS 可提供 380W 的 PoE
供电功率。

M4100-24G-PoE+

24 端口基本三层千兆全网管网线供电交换机，提供 24 个 10/100/1000M 千兆端口，4 个共享使用的 1000Base-X SFP
GBIC 端口；全部 24 个端口支持 IEEE 802.3at 30W 的 PoE+（兼容 IEEE802.3af 15.4W），提供 380W 的 PoE 供电功率， 通
过 EPS 可提供最高 720W 的 PoE 供电功率。

M4100-50G-PoE+

50 端口基本三层千兆全网管网线供电交换机， 提供 50 个 10/100/1000M 千兆端口，4 个共享使用的 1000Base-X SFP
GBIC 端口；其中 48 个端口支持 IEEE 802.3at 30W 的 PoE+ （兼容 IEEE802.3af 15.4W），提供 380W 的 PoE 供电功率， 通
过 EPS 可提供最高 1，440W 的 PoE+ 供电功率。

JGSM7224

24 个 10/100/1000M 铜缆 RJ-45 端口，2 个组合式 SFP GBIC 端口，（48G 背板交换能力），支持 Console 命令行管理，
支持 512 个 802.1Q VLAN，全网管型网络交换机。

GS752TXS

48 个 10/100/1000M 铜缆 RJ-45 端口，4 个万兆 SFP+ 端口，（176G 背板交换能力）；支持高达六台堆叠； 增强型可堆
叠网络万兆交换机。

GS728TXS

24 个 10/100/1000M 铜缆 RJ-45 端口，4 个万兆 SFP+ 端口，（128G 背板交换能力）；支持高达六台堆叠； 增强型可堆
叠网络万兆交换机。

GS724TS

增强型 24 端口千兆智能交换机，提供 24 个 10/100/1000M 千兆端口，4 个共享使用的 1000Base-X SFP GBIC 端口，两个
内置的高速堆叠端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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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6 台交换机堆叠。

GS748TS

增强型 48 端口千兆智能交换机，提供 48 个 10/100/1000M 千兆端口，4 个共享使用的 1000Base-X SFP GBIC 端口，两个
内置的高速堆叠端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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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6 台交换机堆叠。

GS728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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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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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S752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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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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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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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基础网络架构
物联网，是以标准、互通的通讯协议为基础，通过信息传感设备，

目前工业产品的结构越来越复杂，零配件越来越多，安装要

按照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

求越来越精密和复杂，生产系统的稳定性和运行可靠性变的

换和通讯，以实现智能化的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

很重要，其中一个小环节导致的生产停滞就会带来企业很大

一种网络。它是在互联网基础上延伸和扩展的网络。

的损失，在这一背景下，提供在线服务支持和维护显得越来
越重要。对产品生产和制造的智能化水平越高，在线监测、

区别于以往强调人与人连接的互联网概念，物联网将互联的范

实时诊断和维护在技术上为生产提供了重要保障。精准的供

围扩展到了物与物。不仅在规模上更大，而且在语义上更丰富。

应链管理和仓储管理、能源和环保管理等等，以物联网为基

传统的互联网是以信息传送为中心，而物联网是以信息服务为

础的信息服务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可以更提高交易效率，

中心，通过与传感网、互联网、海量数据、云计算平台等相结合，

便捷的电子商务，远程的服务支持平台等。服务正成为企业

把对物理世界的感知、认识、影响和控制与计算机系统进行融

难以模仿、难以复制、不可完全转移的独特资源和能力，成

合，实现物理世界、数字虚拟世界和人类感知的统一。

为企业培育竞争优势、实施差异化发展、提升客户满意度的
重要途径，因此服务正成为产业竞争的重要领域和产品差异

早期的物联网是以物流系统为背景提出的，随着技术和应用

化的重要来源。

的发展，物联网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引起了一场关于“物”
的利用和管理的革命，它也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向高端发展
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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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先锋”NETGEAR 公司着眼于全球物联网发展趋势，国家物联网应用领域的发展，专门投入成立物联网研发实验室，针对目前各
种大型，中型和中小型规模企业的行业应用，提供高速、可靠和稳定传输的物联网络基础架构。 通过创新的 NETGEAR 物联网 AC 和 AP
设备，实现有线以太网，无线 Wi-Fi 以太网和 RFID 无线传感网的有效整合，容易部署和管理，形成了一套行业最为理想的物联网应用
解决方案。
NETGEAR 创新的制造业物联网的基础网络架构可以和制造业应用软件系统紧密的集成和融合，帮助企业实现对生产对象的智能化感知
和全过程管理。从技术层面来看，基于 NETGEAR 制造业物联网基础架构所支持的制造业物联网应用系统，是符合现代和将来工业发展
的技术趋势，是可以支持智能 / 可靠 / 先进的技术和趋势。它为制造生产系统的各种移动应用终端的 WI-FI 通信和 RFID 数据采集提供
了一个统一的 IP 基础架构，并且严格遵循相关标准和规范，比如 Wi-Fi 协议标准和 ISO/IEC18000 物联网标准。
制造业物联网技术可以和制造业系统完美融合，应用包括 ：
• 办公 OA
• 制造信息管理 ：生产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MES）、实时生产物资流程管理（ERP）等）实时的客户关系管理（CRM）等）；
• 执行制造、质量控制和标准的符合性管理（6sigma）；
• 跟踪和追溯 ：实时供应链查询系统（SCM）；
• 工厂资产管理 ：企业资产管理（EAM），
• 另外还有 ：生产设计 R&D、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
、商业智能（BI）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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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物联网解决方案
从目前无线市场层面来看，目前，802.11n 300Mbps 标准的

射频标签识别（RFID）系统应用技术的支持，RFID 系统最少必

无线网络产品已成为市场主流。 NETGEAR 制造业物联网当

须包括 2 个部分 ：

然也是以 IEEE802.11N 300M 无线技术为基础的。 随着技术
的飞跃和发展，2012 年底，NETGEAR 已率先向市场推出了

• RFID 阅读器，用于对电子标签的读 / 写 ；

900Mbps 企业级产品（双频四模 450Mbps），今年紧接着会推

• RFID 电子标签（Tag）：一般附着在物体上标识目标对象，

出下一代速度可高达 1.3Gbps 的 802.11n 标准的企业级产品

每个标签具有唯一的电子编码。电子标签类型分为有源、

（工作在 5GHz），NETGEAR WI-FI 无线网络以其领军者姿态引

无源、
半有源半无源标签等。按其特性和常见的典型应用有：

领着全球无线网络主流市场。

低频（125~134.2KHz）标签 ：适合距离近，速度低的应用，
NETGEAR 制造业物联网解决方案是基于第三代智能 Wi-Fi 无线

不适合高速运动的物体。 工作频率范围为 30KHz~300KHz。

控制器架构，而且符合现在和将来的技术趋势的。它为各种制

低频标签一般常见的是无源标签。典型应用有 ：建筑楼宇门

造商移动应用终端的 WI-FI 通信和 RFID 数据采集提供了一个

禁系统、自动停车场收费和工业自动化管理等等。

统一的 IP 基础架构，并且严格遵循标准和规范 ；下面我们按
照以太网的结构描述制造业物联网，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描述 ：

针对于工业自动化，特别是 125KHz 标签特别适合用于金属结

感知层，网络层，应用层。

构内。250KHz 标签特别适合自动化生产线的最佳选择，可提
供比较高的读 / 写速度加上金属结构内安装。

一 . 感知层
从感知层看，目前市场上主要有两种方案 ：一种是传统 Wi-Fi

高频（13.56MHz）标签 ：比低频稍快的速度和稍远的距离。

无线网络解决方案，另外一种是传感器厂商提供的解决方案，

工作频率范围为 3MHz~30MHz，频率的波长约为 22m。除了

在传感器技术里 RFID 的应用已经是比较成熟，市场规模第一

金属材料外，该波长可以穿过大多数的材料，且具有防冲撞

的应用技术。

特性，可以同时读取多个电子标签，数据传输速率比低频低，
价格便宜 ；典型的应用有 ：大楼身份识别卡、图书管理系统、

NETGEAR 是目前市场上首先将这两类解决方案进行有效融合

生产线和物流系统的管理、智能立体仓库、固定资产管理等。

的厂商，通过创新技术的物联网产品和解决方案，为用户最终
实现物与物、物与人的信息智能交互，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具

超 高 频（868~956 MHz）、 微 波 电 子 标 签（2.45GHz）：分

有可靠传输的物联网基础架构的解决方案。

为无源和有源两种 ；适合多标签读写和高速识别应用，该
频段不能通过许多材料，特别是水、灰、舞等悬浮颗粒物

感知层 ：主要是利用 RFID，传感器，条码等技术来获取物体

资，该频段有很好的读取距离和很高的传输速率，短时间可

的信息。

以读取大量的电子标签。典型工作频率有 433.92MHz、862
（902）~928MHz、2.45GHz、5.8GHz。 相 关 的 国 际 标 准 有

NETGEAR 物联网解决方案中，感知层目前主要开发的是针对

ISO18000、ISO10374 和 ANSI NCITS256-1999 等 ；典型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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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DAP380R

用有移动车辆识别、电子身份证、电子闭锁防盗、生产供应
链的应用、产线自动化应用、仓储 / 物流系统应用、后勤工作
管理应用等等。
NETGEAR 全 球 首 款 物 联 网 AP — WNDAP380R， 在 遵 循
IEEE802.11 Wi-FI 协 议 标 准 的 同 时， 还 严 格 遵 循 了 ISO/
IEC18000 物联网标准协议和规范。
WNDAP380R 本 身是一 款 标准 的 FAT/FIT 一 体 型 的 高 性 能的
802.11N Wi-Fi 无线 AP，可以在 FAT AP 模式下独立运行，或
和 AC 配合工作在 FIT AP 模式下 ；两种模式都可以同时提供
2.4GHz 和 5GHz 的 802.11N 300Mbps 的 WI-Fi 无 线 信 号 和
RFID 射频信号的覆盖。
WNDAP380R 设计了一个 RFID 阅读器模块的插槽。预留了第
三方 RFID 模块接口（串口 + 电源）和空间，模块标准为 MINI
PCIE 接口标准，当插入 RFID 阅读器模块时，WNDAP380R 通过
中间件技术，可以直接将 RFID 阅读器的指令转换成标准的以
太网数据格式，通过 10/100/1000M 以太网端口连接的有线
网络将信息转发到应用服务器上，从而实现应用程序对电子
标签信息的收集和指令控制。
另外它非常节能，整机 POE 峰值功率不超过 13W。
二 . 网络层
主要是为物联网提供可靠的信息传输，同时为应用层的智能处
理和信息交互提供网络支撑和安全保障。
为了清晰描述 NETGEAR 物联网解决方案中“网络层”，将依照
传统以太网络的分层结构分为三层 ：核心、汇聚、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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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网络层 / 核心
网络层 / 核心 ：以物联网的“可靠传输”作为设计目标。
有线网络核心设备推荐 NETGEAR 公司的企业级 XCM8800 系
列机箱式交换机，用于提供与汇聚层网络设备、应用服务器、
物联网 AC（WC9500/WC7520）和互联网之间的万兆（10G）
或千兆（1000Base）物理连接，实施基于全局的安全策略。
同样也可以使用企业原有的高性能核心交换机设备。
a. 有线网络核心万兆交换机 -XCM8800
NETGEAR XCM8800 系列 6 槽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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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GEAR 制造业解决方案

WC9500

b.NETGEAR 物联网 AC ：
WC9500 智 能 无 线 控 制 器 最 多 可 同 时 管 理 1500 个 AP 和
1500 个 RFID 阅读器
WC7520 智 能 无 线 控 制 器 最 多 可 管 理 150 个 AP 和 150 个
RFID 阅读器
这两款物联网 AC（智能无线控制器）均采用了目前最为先进

WC7520

三 . 应用层
应用层主要是智能处理和控制。
NETGEAR 物联网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体化的物联网整体方案。
通过 NETGEAR 物联网基础网络和制造业应用软件系统紧密的
集成和融合，帮助制造业实现对生产 / 流程 / 物资 / 人员的智
能化感知、海量数据处理和分析。实现智能化的决策和控制。

的分布式基础网络结构，将管理和业务数据流分离，11N AP 和
RFID 的业务数据不会过分集中从物联网 AC 经过，用户无需担
心物联网 AC 同时承受 Wi-Fi 业务数据和上万个 RFID 电子标签
的信息采集所引起的负载。这对于未来基于 Cloud（云）架构
应用的物联网 AC 和 AP 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WC9500 和 WC7520 控制器提供了集中式的 Wi-Fi 和 RFID 设
备的 RF 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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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B）网络层 / 汇聚
网络层 / 汇聚 ：推荐 NETGEAE 系列千兆 POE 交换机，每个
IEEE802.3af POE 端口都可以为物联网 AP WNDAP380R 提供以
太网 POE 的远程供电和实现真正的无拥塞的数据传输。 同时
向上提供与核心交换机的千兆连接。
C）网络层 / 接入
网络层 / 接入 ：NETGEAR 全球首款物联网 AP—WNDAP380R，
本身是一款标准的 FAT/FIT 一体型的高性能的 802.11N Wi-Fi 无
线 AP，可以在 FAT AP 模式下独立运行，或和 AC 配合工作在
FIT AP 模式下 ；两种模式都可以同时提供 2.4GHz 和 5GHz 的
802.11N 300Mbps 的 WI-Fi 无线信号和 RFID 射频信号的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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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 POE 到桌面应用方案
PoE，即 Power over Ethernet，是指交换机端口在传输数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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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的同时，还能为一些基于 IP 的终端（无线接入点 AP、VoIP

务发展需要，以极具优势的价格寻求完整可靠、可升级的解

电话及基于 IP 的监控摄像机）提供直流供电的技术。使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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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标准的 CAT5 线缆，就能将您的无线 AP 和 IP 摄像机从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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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以太网供电（PoE）优化了的受电端设

最新的网络技术，比如无线接入点、IP 电话和 IP 摄像头。

备（Power Device）的安装和电源管理，为许多新型网络设备
缩减了安装的时间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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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企业部署可能的环境复杂多样，对 PoE 交换机的需求也

NETGEAR 的 新 品 还 支 持 POE+ 的 交 换 机， 如 M4100-24G-

不尽相同。所以 NETGEAR 为配合制造业相关受电设备的轻松

POE+、M4100-12G-POE+、M4100-D12G-POE+ 等。这些交

部署，提供了不同接口数量、不同接口速率、不同电源功率、

换机不仅使用简单、性能稳定，而且能够自动确定 PoE 需求、

不同形状大小的 10 多款 PoE 交换机，具备业界最齐全的 PoE

速度和电缆类型，这样用户就无需把兼容 802.3af（802.3at）

交换机产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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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业信息化建设中 VOIP 系统中 IP 电话、网络视频监控的 IP
摄像机及无线局域网的无线 AP 的接入都需要对他们进行电源

• 高密度 PoE+ 端口

接入，由于数量多，电源布线复杂，所以选择 NETGEAR POE

• 灵活的端口组合

到桌面方案是一种最合适的、最经济的解决方案。

• 针对语音和视频传输的专门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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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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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IP 高清监控网络提供有力的支撑
• PoE 受电功能，方便部署

NETGEAR 制造业解决方案

POE 网线供电交换机：
交换机描述

PoE 端口（802.3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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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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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换机型号

PoE+ 端口（802.3at）

PoE 功率

192W

1-48 端口

38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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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GEAR 制造业成功案例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成功案例
项目背景 ：

无线网络 ：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

无线采用 NETGEAR 智能无线控制器解决方案，智能无线控制

能源电源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国家重点高新技术

器 WC7520，采用堆叠方式，可管理，扩展性高 ；同时 N+1

企业。主要产品有光伏逆变器、风能变流器、电力系统电源等，

的冗余功能，内置 RF 自动分配 管理、安全配置同步下发、热

并提供项目咨询、系统设计和技术支持等服务。是中国目前

点图等功能，并可以跟企业的 RADIUS SERVER 联动。无线 AP

最大的光伏逆变器制造商、国内领先的风能变流器企业，也

采用 802.11n 标准的 WNAP320，MIMO2*2 天线，理论支持

是我国新能源行业为数极少的掌握多项核心技术、并拥有完

300M 速度。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之一。
POE 供电交换机 FS728TP，可以实现高密度的 POE 远程供电，

技术方案 ：
本案例分为有线网和无线网两部分。
有线网络 ：
采用星型架构模式，千兆到桌面，万兆上行标准。
接 入 层 采 用 JGSM7224 通 过 上 行 光 纤 到 汇 聚 层， 汇 聚 层

帮助用户实现 IP PHONE 和 AP 的远程接入供电和传输。

使用效果 ：
NETGEAR 的万兆园区网解决方案，真正为用户下一代的基于
云计算应用提供了云环境。凭借其出色的性价比、良好的扩
展性、高可靠和易用性，得到用户的首肯，并在众多品牌中
脱颖而出，成功地实现了用户预期的目标。

GSM73XXS 采用万兆到双核心。
核心层采用采用双机热备，实现冗余，核心层采用 XCM8810
机箱式交换机。模块化、分布式设计，拥有业界最高背板带
宽和领先的包转发能力。

网络结构示意图如下所示 ：
应用
基础网络架构
关键产品
XCM8810 X 2（台）
XCM8806 X 1（台）
GSM7328FS
GSM7352S
GSM732S
JGSM7224
GS724TP / GS748TP
WC7520 / WNAP320
RD4200
......
应用方案
以 10GB 速率连接万兆核心到汇聚，
全千兆 L2/L3 层交换机到桌面，统一
基础平台提供了数据，IP 高清视频和
IP 语音等多网融合的解决方案，高可
用性和高可靠性方案，支持虚拟化和
云计算等“云环境”的企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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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网络架构助力天珑移动和国产手机的腾飞
用户背景 ：
深圳天珑移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珑移动”）成立于

• 核心层采用 NETGEAR XCM8806 六槽高性能机箱，目前承
载 1000 用户，未来可轻松扩展至 10000 用户 ；

2005 年 6 月，是一家年轻的创新型移动通信产品和服务供应

• 汇聚层采用 NETGEAR GSM7328S 千兆 + 万兆全网管交换

商，致力于 GSM 双卡双待、双模、3G 的移动终端研发、生

机，一方面对接入交换机进行汇聚，一方面可直接研发部

产及销售，为全球通信产品消费者提供时尚化、个性化、充

门，为研发部提供高速的网络接入 ；

满内涵且富有想象力的产品和服务。目前有员工约 1000 人并
以超乎想像的速度在增长。

用户需求 ：

• 接入层采用 NETGEAR FS728TS / 752TS 两款传统稳定的
百兆接入交换机，为上千个终端提供高性价比的网络接入；
• 无线 AP 采用 NETGEAR 双频双模的 WNDAP350，同时发布

天珑移动拥有自主的办公大楼，约 1000 名员工分布在 5 层的

802.11a/n 及 g/n 两个频道的信号，可兼顾普通无线终端

大厦中，并以极快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在目前移动终端，

的接入和研发部门的需求 ；

特别是手机与平板盛行的今天，办公区、会议室均有需要进
行无线信号的覆盖，从而实现各种无线终端的接入。值得一
提的是，由于天珑移动本身的 R&D 手机研发部门也具有开发、
测试手机无线功能的职责，因此对无线解决方案的性能、兼
容性等方面要求甚高。

技术方案 ：
NETGEAR 为天珑移动提供了一套高扩展性的解决方案。以
XCM8806 为核心交换机，承担局域网内约 1000 用户的网
络访问需求。普通办公用户以 NETGEAR 智能交换机 FS728TS
及 FS752TS 进行高速接入。无线方面则以 NETGEAR 明星产品
WC7520，管理整栋办公楼中的 20 台双频双模 WNDAP350
无线 AP，服务于员工及访客的无线接入，同时服务于天珑移

• 20 台 WNDAP350 均 通 过 NETGEAR GS724TP POE 交 换 机
进行网线供电及数据传输 ；
• 无线控制器 AC 采用 NETGEAR 明星产品 WC7520，目前管
理所有 20 台 WNDAP350，并实现统一的 Portal 认证，并
在未来可随企业规模，扩展至 150 台 AP 的中大型无线网
络规模。

使用效果 ：
NETGEAR 基础网络架构解决方案，为天珑移动提供了有线无
线一体的高速接入，凭借出色的性价比、良好的扩展性、高
可靠和易用性，得到用户的首肯，并在众多品牌中脱颖而出，
成功地实现了用户预期的目标。

动的研发部门对其手机无线功能的测试工作。
网络结构示意图如下所示 ：
应用
基础网络架构
关键产品
XCM8806 X 1（台）
GSM7328S FS728TS
FS752TS
GS724TP
WC7520
WNDAP350
......
应用方案
以 10G 万 兆 性 能 XCM8806 交 换 机
为 核 心， 以 智 能 交 换 机 FS7xxTS 为
办 公 人 员 提 供 高 密 度 接 入。 无 线 网
络则以明星产品智能无线控制器
WC7520 管理整栋办公楼中的双频四
模 WNDAP350 无线 AP，服务于员工
及访客的无线接入。由于天珑移动本
身的 R&D 手机研发部门也具有开发、
测试手机无线功能的职责，因此对无
线解决方案的性能、兼容性等方面要
求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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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打造智能的无线物流中心
用户概况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英文缩写 Sinopec Group）是 1998
年 7 月国家在原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基础上重组成立的特大
型石油石化企业集团，是国家独资设立的国有公司、国家授
权投资的机构和国家控股公司。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注册资本
1820 亿元，总部设在北京市。

用户需求
物流信息化在未来物流发展中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
是我国物流与国际接轨的重要基础。及时准确的信息有利于
协调生产、销售、运输、储管等业务的开展，有利于降低库
存和借阅在途资金。基于手持 PDA 的物流管理解决方案在物
流的几个重要环节，如运输、仓储保管、配送等方面有着广阔
的应用前景。利用手持 PDA 通过无线局域网，
与信息系统相连，
利用这些信息可以对仓储管理进行优化配置和调遣，极大地
提高运营效率，节约物流成本。
所以，无线网络的整体规划和设计需满足以下几个需求 ：
• 高带宽 ：提供高达 300M 的高速无线接入带宽 ；
• 易扩展 ：整个系统可以根据用户需要进行扩展，扩展后所
有的功能和管理的模式保持不便 ；
• 业务分离 ：可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对象的接入区分不同的
业务应用。

• Web Portal、802.1x、802.11i、MAC 地址过滤等等。以及
为无线终端提供无缝的二层和三层漫游。WC7520 单台最
大可支持 50 台 AP 的集中管理，支持 3 台堆叠最大可支持
150 台 AP，保证了将来无线网络全覆盖时扩容 AP 的接入；
• 无 线 接 入 点 采 用 802.11n FAT/FIT 一 体 型 无 线 接 入 点
WNAP320。按照事先规划的位置进行安装，并通过 PoE
交换机 GS510TP 实现网线远程供电。WNAP320 能实现最
大 300Mbps 的无线吞吐量，使整个无线网络更稳定高效 ；
• 接入交换机采用 8 个端口的 PoE 智能交换机 GS510TP 来
为 AP 提供数据转发和 PoE 远程供电。其中 8 个端口可提

技术方案
随着无线物流管理系统的的开展，无线网络的带宽有了更高

供 PoE 网线供电能力，最大 PoE 输出功率 130W。

的要求。基于用户需求的考虑，NETGEAR 在此无线方案中采

使用效果

用目前最为先进的分布式无线网络架构。在网络中心部署一

采用分布式智能无线解决方案和 PoE 远程供电技术，NETGEAR

台智能无线控制器 WC7520，仓库天花板放置 802.11n FAT/

为安徽石油分公司中央仓库提供了高速、可靠的网络环境。

FIT 一体型无线接入点 WNAP320 进行无线覆盖。同时，通过

在日常的网络运行中，设备工作状态稳定、管理维护简单易用，

8 个端口 PoE+ 交换机 GS510TP 为 AP 提供集中的远程网线供

从而极大的提升了办公效率，方便了办公方面的需求。最终，

电和数据转发。多 SSID 和 VLAN 为无线网络进行了权限的区

凭借高性价比、良好的扩展性、高可靠性和简单易用性实现

分和安全隔离。

了用户的预期目标。

方案的整体拓扑如下 ：
• 无线控制器使用 NETGEAR 智能无线控制器 WC7520，可
方便地对全网的无线 AP 进行集中管理和统一配置。支持
无线信道和功率动态控制、无线用户负载均衡、众多的高
级安全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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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用户名称

序号

用户名称

1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

19

诺士清洁有限公司

2

英华达（IAC）工厂

20

大金机电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3

Pegatron 上海 / 苏州 / 重庆工厂

21

思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4

FOXCONN 工厂

22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5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3

山东京博控股股份公司

6

深圳天珑移动技术有限公司

24

吉利集团

7

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

25

四川石达油气发展有限公司

8

申洲针织集团

26

上海华荣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

广州豪进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27

索鸿电子有限公司

10

伯恩光学有限公司

28

捷安特（中国）有限公司

11

骆氏企业（台州）

29

沈阳统一企业有限公司

12

青岛海尔集团

30

恩斯迈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13

美的集团

31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14

烽火科技研发基地数据中心

32

浙江三弘集团

15

包钢集团

33

东莞制衣厂

16

宝洁中国有限公司

34

盛泰集团有限公司

17

北京松下照明光源有限公司

35

重庆银翔摩托车（集团）有限公司

18

扬智电子有限公司

36

启佳通讯（昆山）有限公司

31

网件（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 号院清华科技园
D 座火炬大厦 11 层 100084
电话 ：010-82158080
传真 ：010-82158181

网件（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 333 号
腾飞大厦 2205 室 200030
电话 ：021-64261122
传真 ：021-64263515

网件（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1 号
国际贸易中心 23 层 510620
电话 ：020-38131600
传真 ：020-38788860

网件（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南京市白下区汉中路 1 号
南京国际金融中心 11 层 210029
电话 ：025-85797000
传真 ：025-83248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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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热线 ：400-830-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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