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NETGEAR 
医疗物联网解决方案



NETGEAR 简介

安全  • 交换 • 存储解决方案

 • 无线 • 管理软件

NETGEAR 创新

NETGEAR 将现代和创新结合为一体，为各种规模的商用企业用

户、教育、医疗、酒店、制造、电力、政府等各行业用户提供

可靠的网络解决方案，提供高性能、高可靠性并易于安装和管

理的产品。

NETGEAR 产品满足最新的技术市场要求，提供如虚拟化、云计

算和移动互联的新一代网络技术解决方案。

示例解决方案包括：

 • 带宽从百兆至万兆交换机

 • Wi-Fi 技术遵循 11n 标准，对下一代无线系统提供更快的速

度和更大的带宽

 • NAS 和 iSCSI SAN 数据存储系统

 • 统一威胁管理（UTM）产品和内容安全网关产品

成立 总部 员工 销售 市场

	•		1996

	•		NASDAQ 股票

代码：NTGR

	•		San Jose, CA  

（硅谷）

	•		在全球 26 个国

家设置办事处

	•		全球 800 名

员工

 •  中国约 200

名员工

	•		年收超 12 亿

美元

	•		CBU 50% 的年

度增长

	•		运营商

	•		企业网

	•		电子消费

关于 NETGEAR 公司

关于 NETGEAR 公司



NETGEAR 简介目录

目录
一 . 方案背景 1

二 . 什么是物联网 1

三 . 什么是医疗物联网 2

3.1 医疗物联网的主要应用 4

四 . NETGEAR 医疗物联网解决方案 9

4.1 NETEGAR 在感知层技术的产品创新 11

4.2 NETGEAR 物联网 AP 遵循的主要标准 12

4.3 医疗物联网方案介绍 13

4.4 医疗物联网应用操作流程实例 15

4.5  NETGEAR 医疗物联网产品介绍 16

五 . NETGEAR 医疗物联网成功案例 24

5.1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医疗物联网 25

5.2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医疗物联网 26

5.3 北京顺义医院医疗物联网 27

5.4 无锡人民医院医疗物联网 28

5.5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医疗物联网 31

六 . NETGEAR 医疗行业产品列表 30



1

一 . 方案背景

2009 年 1 月，国务院已经通过了“医改”新方案，中

国医疗卫生改革目标是努力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并明确指出信息化建设在新医改中的任务是加快

信息标准化和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设，逐步建立统一高

效、资源整合、互联互通、信息共享、透明公开、使用

便捷、实时监管的医药卫生信息系统。从 2009 年开始，

逐步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居民健康档案。

“国家数字卫生”项目将通过构建全民个人电子健康档

案（EHR）、交互式数据中心、城乡社区与医院双向转诊、

远程诊疗、远程教育和健康咨询等系统；进行数字化医

疗卫生资源共享、数字化医疗服务、数字化城乡社区卫

生服务、数字化公共卫生服务和保障等区域示范；有效

提升疾病预防控制、快速公共卫生应急处置能力，提高

医疗服务质量、改善服务可及性，推进卫生改革发展。

达到整合共享、优化流程、提高效率、降低费用、和谐

医患、保障健康的目标。

二 . 什么是物联网

随着这两年“物联网”、“移动互联”和“云计算”等技

术成为热门话题， 其中物联网相关技术使各种面向物的

应用 IP 化成为可能。美国未来科学院保罗 . 萨福曾经说

过： “个人电脑是八十年代的标志， 万维网是九十年代的

标志， 下一个巨大的变化，将会是廉价传感器的到来 !”

计算机的出现让“人 - 机”会话成为现实， 可是要让物

体被计算机所识别，就需要一种识别技术， 可以将物体

的信息经转换成计算机能看的懂的语言和内容， 这个识

别技术就是我们熟称的物体被“感知”。这个识别技术

可以通过 RFID 射频识别、传感器技术、全球定位系统、

室内定位技术、扫描读写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照约定

的协议，对物体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

管理。 当被感知到的物体信息和数据内容通过本地网络

或互联网传输给本地服务器，或云计算中心进行智能处

理， 然后程序可以智能生成控制指令和做相应处理， 在

这个程序所显现的就是人们通过计算机屏幕看到的信

息， 从而实现了物和人的会话 . 这整个交互过程我们可以

理解为可人类社会与真实物理世界的集成， 即物联网的

“物与人”，“物与物”的交互过程。

 

从技术上讲，业界一般认为， 物联网应该具备的三个重

要特征： 全面感知，即利用 RFID、传感器、二维码等随

时随地获取物体的信息；可靠传递，有效融合企业网络

（有线，无线网络，RFID 网络和互联网） ，并提供可靠的

基础网络系统进行传递； 智能处理，提供本地及利用云

计算、模糊识别等各种智能计算技术，对海量数据和信

息进行分析和处理，对物体实施智能化的控制。

美国咨询公司 FORRESTER 预测，到 2020 年在物联网上，

物与物互联的通信量和人与人的通信量相比，将达到 3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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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物联网就是应用物联网技术，通过集成整合技术将医

疗对象和流程进行绑定，以实现医疗对象的智能化感知和

全过程的管理。医疗物联网的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 医疗对象的感知；

	 • 医疗流程的标准化处置；

	 • 通过互联互通技术实现对象和流程的绑定，从而实

现医疗对象、医疗流程的全过程标准化管理，以达

到提高医疗安全和医疗质量的目标。

医疗物联网的核心内容可体现为：

医疗对象的感知：包括病人、医护工作者、医疗器械、

医疗耗材、医疗标本和医疗信息等对象的自动化感知和

采集，实现医疗对象的全过程监控和管理；医疗流程的

标准化处置： 包括护理流程、检验流程、检查流程、诊

断流程、追溯流程、质控和管理流程及临床路径等医疗

医疗物联网核心理念

物
（医疗对象）
“全对象”

联
（流程交互引擎）

“全方位”

网
（标准化医疗流程）

“全过程”

简化医疗流程，实现
全过程标准化医疗流
程、医疗对象管理，
提高医疗安全和质量

医疗对象（感知）
   病人
   医生、护士
   医疗器械
   医疗耗材
   医疗标本
   医疗信息

标准化医疗流程（处置）
   护理流程
   检验流程
   检查流程
   诊断流程
   追溯流程
   质控和管理流程
   临床路径

流程交互引擎（互联）
   医疗信息集成平台
   物联网中间件
   信息采集传感器
   自动化工作流引擎
   管理和监控平台
   信息处理平台

什么是医疗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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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新一代数字医院应用概要

药品、器械管理

病人的腕带
（病人的识别）

库房管理

病人实时定位、
监控

病人治疗过程的全方位感知和监控
（标准化服务流程）

ICU 手术室资产管理
医院资产定位、盘点
移动设备的定位、盘点

停车场监控
医疗垃圾管理

标本检验管理

流程的全过程标准化处置；通过互联互通技术实现对象

和流程的绑定，达到全过程标准化管理目标。

3.1 医疗物联网的主要应用

分析和研究医院业务特性可以发现，医疗物联网的应用

将会是未来医院信息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提高医

疗安全和医疗质量的有效手段，未来医院可以实现的医

疗物联网应用示意图如上：

 

通过应用物联网技术，医疗物联网延伸了医疗服务领域，

强化了“全对象”、“全过程”和“全空间”的立体管理

和服务模式，改变了现有医院信息化存在的不足，极大

的简化了医护工作、提高了医疗安全和质量，开创了医

院信息化新局面。

目前已可实现的医疗物联网的业务包括如下：

序号 名称

1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门诊输液系统

2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内镜质量追溯系统

3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中心供应室质量追溯系统 

4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全院移动设备定位和监控系统

5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医疗废弃物管理系统

6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 ICU 设备清点和跟踪系统

7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婴儿防盗系统

8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移动资产管理系统

9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生命体征采集和监护系统

10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 VIP 综合管理系统

11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移动护理信息系统

12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医院资产管理系统

什么是医疗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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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医疗物联网应用—移动门诊输液管理系统    

基于医疗物联网模式的移动门诊输液管理系统是针对传

统的移动门诊输液系统中存在的一些不足而设计的，比如：

	 • 网络节点过多，增加了医院系统结构的复杂性；

	 • 系统实施和后续系统维护相对比较复杂；

	 • 系统实时监控和管理手段单一；

	 • 很难建立系统冗余和快速故障恢复机制。

基于医疗物联网模式的移动门诊输液管理系统除了具备

传统移动门诊输液系统的所有优点外，还具有独特的优

势。系统运行所需的无线网和物联网通过单一的物联网

AP 设备进行提供，简化了系统结构、降低了实施和维护

成本，此外系统结构的简化能够提高 RFID 信号的传输效

率，是新一代的移动门诊输液系统。

新型移动门诊输液系统的建设效益如下： 

	 • 使用条码化代替人工核对，以条码信息实现输液信

息的电子化，保证药物信息、病人信息的正确匹配，

减少医疗差错，确保病人的安全。

	 • 以病人身上的二维条码来确认病人身份以及输液座位

号等信息。既保证了医院输液位置安排和计划有秩序，

又帮助护士服务时寻找病人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 在医院信息化建设中引入医疗物联网的应用，同时

结合移动计算技术和移动识别技术，给与病人一个

人性化的服务，不仅提升了医院信息化建设，也提

高了医院的社会声誉。

	 • 护士随身携带的 EDA 可以随时随地的接受病人的呼

叫信息，保证了服务的高质量，环境的安静。

	 • 管理者可以通过系统生成的报表，包括执行病人数

量，扫描次输与差错记录等信息，来考核护士的工

作量及质量。

移动门诊输液管理系统为医院的贡献不能简单用数字来

定义和表现；解决方案无形中为医院创造了价值，直接

提高了医院门诊管理效率和社会声誉，进而提高医院的

经济效益。

3.1.2 医疗物联网应用—移动护理信息系统

对于现代化的医院来说，应当考虑充分利用已有的信

息平台，将各种现代通信技术如无线网络、物联网络、

MCA、EDA、病人腕带和二维条码技术等应用到医院数

字化建设中，以此来减轻工作强度，提高工作效率。移

动医护工作站将是提高工作效率的一个法宝。

现有的医院信息系统基本都是基于有线网络进行实施

的，由于有线网络自身存在的弱点，目前医院信息系统

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病房的信息化延伸是空白

由于近几年信息化建设的逐步深入，医院都不同程度的

使用了医护工作站管理系统，但由于以往的条件限制，

医护工作站都建设在护士站和医生办公室，医生、护士

对于病人信息的了解、掌握，都必须通过办公室的计算

机获取，然后通过手工转抄的方式应用于医护人员的查

房过程中。对于病人床旁采集到的体症信息，需要先通

过纸张记录，然后回到护士工作站后，再录入到计算机

中。所以，HIS 的信息采集点，仍然只延伸到护士工作站，

而对于病房中实时发生的信息，仍然在通过传统的手工

方式进行，因此医生和护士工作量相当大。

在病房中，由于条件和一些客观情况的限制，不太可能

安装计算机，更不可能将 HIS 的终端延伸到病房。而医

生和护士同医院信息系统之间的交互是双向的，一方面，

需要获取病人信息，另一方面，需要记录很多信息到

HIS 中，因此这部分工作只有依靠移动设备，如平板电脑、

EDA 等才能实现。

医嘱生命周期不可控

医嘱的生命周期包括：医嘱下达、录入、医嘱转抄、复核、

医嘱领药、医嘱执行、医嘱结束。目前的 HIS 系统只跟

踪到医嘱领药这一步，即把医嘱分解成为可操作的执行

什么是医疗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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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不再全程跟踪医嘱的实际执行。传统的 HIS 系统

认为执行完医嘱校对后，生成医嘱药品申领单即为已执

行的医嘱。这样一来，就无法跟踪医嘱的整个生命周期，

使得一些重要的医疗信息无法电子化，因而在医疗质量

监控和病人费用跟踪等方面产生了一些现有 HIS 系统无

法很好解决的问题。

现有的系统是在医嘱校对阶段就对其所分解的执行项目

进行了收费，并不关心事实上病人是否得到了相应的治

疗。如果病人因为某种原因没有用这个药，护士就要通

过退药等一些手段来把已收的费用再退给病人，增加了

业务操作的复杂性。

医嘱执行过程的信息化管理

现有 HIS 没有关于每一条医嘱实际执行状况的记录，即：

缺少每一条执行项目的实际执行人和实际执行时间和医

嘱执行过程中的核对记录，无法进行护理质量的实时监

控，这就给进一步的医疗质量控制带来了困难。

在护理质量监控中，护理部很关心临床护士实际执行的

过程中到底是什么时间给病人吃了药或打了针，实际执

行的时间和医嘱要求的时间相差多少，如果该医嘱没被

执行，是因为什么原因。如果计算机系统有了相应的数

据，就可以真正做到护理质量的实施监控，有效地规范

护士的行为，及时纠正一些遗漏和差错。

3.1.3 医疗物联网应用—ICU（手术室）设备清点

和跟踪系统

医院重症监护治疗病房（ICU）是实施抢救的重要部门。

但由于 ICU 中设备种类多、价值高，在交接班时需要对

一些重要的移动设备进行清点移交，另外，为了能够明

确设备的分布情况以备急用，需要随时知道设备的位置。

RFID（无线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tion）技

术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它可通过射频信号

自动识别目标对象，无需可见光源，具有穿透性。无需

与目标直接接触就可以获取数据。RFID 技术可识别高速

运动物体并可同时识别多个标签，操作快捷方便。

3.1.4 医疗物联网应用—中心供应室质量追溯系统

医院中心供应室的主要职责是根据护理、诊断、治疗的

需要，对医疗器械物品清洗、消毒并配备成各类治疗包、

手术器械包和布类包，经灭菌后，供全院各病房及医疗

科室领用，使病人获得安全适宜的护理与治疗。供应室

的业务流程如下图示：

什么是医疗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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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院的消毒供应室是医院医疗器材进行消毒灭菌和

物品处理供应中心。它既是全院污染物品和灭菌器材及

物品的集散地，同时也是污染物的集中和无菌物品的发

放地，集中体现了消毒供应室在消毒灭菌及隔离工作中

的重要地位。消毒供应室的主要职责是根据护理、诊断、

治疗的需要，对医疗器械物品清洗、消毒并配备成各类

治疗包、手术器械包和布类包，经灭菌后，供全院各病

房及医疗科室领用，使病人获得安全适宜的护理与治疗。

由此可见消毒供应室其工作质量直接影响医疗护理质量

和病人安危。医院消毒供应室是医院感染管理中的一个

重点部门，搞好供应室的消毒管理工作是预防和控制医

院感染的关键环节之一。

医疗设备、器械等引起的感染是引起医疗事故的主要原

因之一。医院感染又称为医院获得性感染，据资料统计

每年约有 500 万患者发生医院感染；据报道，各国医院

平均感染发病率为 3%~17%，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资

料表明医院感染率高达 9.7％；国内调查表明，医院感

染者比无医源性感染者的平均住院日延长 10.37—20.57

天，医疗费用增加 1—4 倍。医院感染已成为临床及社

会的难点及焦点，甚至成为医疗的诉讼案件。

而在这些医院感染病例中其中大部分感染是由于消毒不

严格引起的。因此如何减少医疗事故是当今医疗行业所

面临的最大挑战。作为控制医院感染的关键部门之一，

中心供应室的工作质量在控制医院感染中具有极其重要

的作用。

同时，消毒供应室管理全院医疗器械的配备工作，如何科

学的管理器械使用情况，缩短备包放置周期，提高器械的

使用率，降低器械损耗，这些都将大大节约医院器械成本。

3.1.5 医疗物联网应用—医疗废弃物管理系统

经历 2003 年的 SARS、2009 年 H1N1 甲流疫情，医疗

废弃物处理的问题备受到社会的关注，为了很好的管理

医疗废物，卫生部于 2003 年 6 月 16 日， 颁布了《医疗

废物管理条例》，将医疗废物管理纳入了法制轨道。随后，

专家们从 IS014000 环境管理体系、伦理学、社会学等

多角度探讨了医疗废物管理的问题，医疗废物管理不仅

是医院管理难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医疗废物实时监管统一平台的建立成

为可能，而服务和监管方式的新革命来自于射频识别技

术的发展。随着信息系统的普及化与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医院和专业废物处理公司的信息处理能力已大幅提高，

推广医疗废物的电子标签化管理、电子联单、电子监控

和在线监测等信息管理技术，实现传统人工处理向现代

智能管理的新跨越已具备良好的技术基础。以 GPS 技术

结合 RFID 技术实现可视化医疗废物运输管理和实时定位

为基础的高速、高效的信息网络平台和 EDI（电子数据

交换）等为骨干技术的医疗废物 RFID 监控系统，将为环

保部门实现医疗废物处理过程的全程监管提供了基础的

信息支持和保障。  

 

什么是医疗物联网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医疗废弃物管理系统

通过 RFID 标签、条码和移动计算技术实现

对医疗垃圾的全过程监控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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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医疗应用领域就是生命体征采

集与健康监测。应用 RFID 技术和生命体征传感技术可以

实现生命体征的智能感知和自动化处置，实现病人生命

体征的自动采集和监护，系统后台自动监护病人的生命

体征，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系统将自动介入发出提醒和

预警，医生和护士可以及时获取信息，大大提高了病人

的安全，为抢救赢取了时间。另一方面利用 RFID 技术可

以实现人员定位和贵重仪器的定位功能。

应用系统架构图如下：

什么是医疗物联网

生命体征的动态采集和监护系统

3.1.6 医疗物联网应用—生命体征动态采集和监护系统

通过集成生命体征采集传感器的

RFID 标签及移动检测仪实现对病

人的生命体征全过程采集、监控和

管理

医院库房资产管理的一个难点是，在传统的库房物资的

进销存的基础上，会经常存在物资的调拨、借用、维修

等的可能变动，往往这些变动还会需要和医院其他的一

套或多套业务系统产生数据交互的需求；另外，如果这

些变动信息得不到及时更新，长期累积的结果会进而影

响盘点的效率和准确率。此外在医院资产管理的实际工

作中，具体体现的问题包括以下三个难点： 

	 • 账面资产与实物不符； 

	 • 物资手动盘点工作耗时耗力，且准确度难以保证； 

	 • 无法追溯和跟踪（管理和使用方面。 

同时随着医院规模日益扩大，医院物资的数量和种类也

不断增加，可能有些医院虽然已有某些类型或应用规模

的资产管理系统，但由于历史遗留原因，原有的人工资

产盘点十分麻烦，特别是登记后发生变迁情况的。我们

认为这些问题解决的关键就是能够实现资产信息的实时

管理，并以此来保证物资的完整性。

随着近几年条码技术和无线移动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

的商业物流及仓储管理使用条码技术，同时无线网络、

移动计算等技术也逐步在医院里得到实际应用。结合条

码技术和无线技术，针对当前医院在库房物资管理方面

存在的问题设计和开发了移动库房物资管理系统。

3.1.7 医疗物联网应用—移动库房物资管理系统

在医院的医疗救护业务中应用非常广泛的就是移动设

备，如：移动推车、移动病床、移动轮椅、移动检验

样本推车等等，如何实现对这些终端的定位和监控，

以及如何通过对这些终端的定位和监控实现对医护过

程的全过程管理是医疗物联网的重要应用，借助条码

和 RFID 技术就可以实现移动终端、医护单元的实时

定位和监控，实现医疗流程的全过程管理和监控。

    

3.1.8 医疗物联网应用—全院移动设备定位和监控系统



第四章
NETGEAR 医疗物联网解决方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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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GEAR 公司根据国家数字卫生关键技术与区域应用示

范研究项目深入研究，专门投入成立物联网研发实验室。

基于 NETGEAR 优势的 WLAN 解决方案、交换机解决方案，

整合了业界领先的 RFID 解决方案，形成一套基于 WIFI + 

RFID 技术的，具有可靠传输特性的医疗物联网统一基础

架构解决方案。

 

NETGEAR 在医疗物联网解决方案中，以优势的 NETGEAR 

XCM8800 核心交换机及 XSM、GSM、GS 系列交换机搭

建起一套万兆核心、万兆汇聚及千兆接入的有线 IP 网络

平台，提供最高速的数据转发，用以承担所有医疗数据

的稳定，可靠和高速的传输。

NETGEAR 物联网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体化的物联网整体方

案，有效的整合了有线 / 无线 /RFID/ 互联网，规范和标

准化了基础网络的集成 . 通过 NETGEAR 物联网基础网络

和医疗应用软件系统紧密的集成和融合， 帮助医院实现

对医疗对象的智能化感知和全过程管理。目前已成功的

在国内多家知名三甲医院成功的部署。

NETGEAR 医疗物联网解决方案

NETGEAR 医疗物联网基础架构

PoE 交换机

物联网 AC

核心交换机
XCM8800

物联网 AP：WNDAP380R（WIFI+RFID）

医
院
有
线
办
公
网

RFID 腕带 二维码RFID 阅读终端 其它 WIFI 终端医生 / 护士工作站

条码扫描枪 医生工作站 打印机

医疗物联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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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NETEGAR 在感知层技术的产品创新

在详细介绍 NETGEAR 物联网方案前， 我们先简单谈一下

为什么 NETEGAR 在物联网解决方案中，采用了 RFID 技

术和 WI-FI 技术的有效整合 . 难道不可以采用其它感知

层识别技术吗 ? 为什么这两种技术需要整合在一起 ? 

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来回答。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早些年， 企业网络内的应用程序多

是为一个部门，一个特定应用而定制开发， 现在随着企

业管理需要更进一个台阶和层次，更需要广泛的系统化

和标准化的整合管理时 . 我们突然发现，原先那些应用

程序多是没有联系的，相互孤立的、数据相互间不交互，

并且这些系统的开发商也是不同的开发单位。要将那些

系统程序整合在一起的难度会非常大，比如在医院里，

以前的 HIS，PACS 等系统，都是服务于一个特定的应用。

RFID 和 WI-FI 技术也是一样的 . 由于从一开始这两个技术

标准的通信协议，规范和硬件标准完全不相同，相互间

是不能直接通信的， 所以导致了 RFID 和 WIFI 到目前为止

还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产业 . RFID 的集成商更愿意独立组

网 . 然后独立开发后台的 RFID 应用程序。而 WIFI 厂商这

些年一直都未干扰到 RFID 的市场， 主要原因还是所承载

的应用程序为这两种技术没有找到应用必须的契合点。

随着物联网技术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新技术的出现， 世界

主要国家政府都非常的重视和积极投入，中国政府的远

景规划是到 2050 年要建设和形成无处不在的“传感尘

埃”。 所以， 现阶段 WNDAP380R 物联网 AP 的适时出现， 

是在物联网技术和智能应用发展到了这一阶段，所需要

的（具有承上启下）的创新产品。WNDAP380R 通过先

进的“中间件技术”， 最大化的解决了企业建设物联网络

应用时出现硬件、协议 / 标准不统一， 集成难度大， 管理

“孤岛”化现象。有效的规范和标准化的物联网基础网

络的集成。

从市场角度看， RFID 已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技术和市场， 

2012 年全球 RFID 市场约为 212 亿美金， 中国约为 130

亿人民币。最主要的是，从物联网发展来看， 物联网需

要大量的廉价的传感器， 而 RFID 技术是所有传感器中最

为技术成熟，最为便宜的硬件， 所以 RFID 成为了物联网

发展的绝对排头兵 . 物联网的兴起也同样推动了芯片，

终端，软件开发和系统集成制作等产业的发展。

NETGEAR 医疗物联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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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联网标准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以及

其他国际标准化机构如国际电信联盟（ITU）等是 RFID

国际标准的主要制定机构。大部分 RFID 标准都是有 ISO

（或与 IEC 联合组成）的技术委员会或分委员会制定。

ISO/IEC 已出台的 RFID 标准主要关注基本的模块构建、空

中接口、涉及到的数据结构及其实施问题。主要包括：

ISO/IEC 18000（空中接口参数）、ISO/IEC 10536（密耦合

非接触集成电路卡）、ISO/IEC 15693（疏耦合非接触集成

电路卡）、ISO/IEC 14443（近耦合非接触集成电路卡）。

ISO/IEC 18000 作为目前相对比较新的一系列标准，包

含了有源和无源 RFID 技术标准，主要规定了基于物品

感知管理的 RFID 空中接口参数。其中 ISO/IEC 18000-2

定义了低于 135KHZ 频率的空中接口参数、ISO/IEC 

18000-7 定义了 433.96MHz 频率下的空中接口参数、

ISO/IEC 18000-4 定义了 2.45GHZ 频率下的空中接口参

数，这些标准参数和协议为本实施项目中需要参考的。

2. Wi-Fi 无线网标准 -802.11N 标准

在当今各种无线局域网技术交织的战国时代，WLAN、

蓝牙、HomeRF、UWB 等竞相绽放，但 IEEE802.11 系

列的 WLAN 是应用最广泛的。自从 1997 年 IEEE802.11

标准实施以来，先后有 802.11b、802.11a、802.11g、

802.11e、802.11f、 802.11h、802.11i、802.11j 等 标

准制定或者酝酿。802.11N 是 Wi-Fi 联盟在 802.11a/b/

g 后面的一个无线传输标准协议， 为了实现高带宽、高

质量的 WLAN 服务，使无线局域网达到以太网的性能

水平，802.11 任务组 N（TGn）应运而生。2009 年，

802.11n 标准协议正式通过。

在传输速率方面，802.11n 可以将 WLAN 的传输速率

由目前 802.11a 及 802.11g 提供的 54Mbps，提供到

300Mbps 甚至高达 600Mbps。得益于将 MIMO（多入

多出）与 OFDM（正交频分复用）技术相结合而应用的

MIMO OFDM 技术，提高了无线传输质量，也使传输速

率得到极大提升。 

在覆盖范围方面，802.11n 采用智能天线技术，通过多

组独立天线组成的天线阵列，可以动态调整波束，保证

让 WLAN 用户接收到稳定的信号，并可以减少其它信号

的干扰。因此其覆盖范围可以扩大到好几平方公里，使

WLAN 移动性极大提高。 

在兼容性方面，802.11n 采用了一种软件无线电技术，

它是一个完全可编程的硬件平台，使得不同系统的基站

和终端都可以通过这一平台的不同软件实现互通和兼

容，这使得 WLAN 的兼容性得到极大改善。这意味着

WLAN 将不但能实现 802.11n 向前后兼容，而且可以实

现 WLAN 与无线广域网络的结合，比如 3G。

3. Wi-Fi 无线网标准 -802.11ac 标准

随着网络设备持续发展的趋势和从有线向无线连接的应

用变迁，新无线应用的出现需要更高处理性能的无线网

络。同样，新的无线技术也为医疗行业新应用提供了更

高速、更高处理性能传输网络。

802.11ac 是下一代的 WiFi 无线标准 . 目前的 WiFi 标

准 -802.11n 是在 2009 年获得 Wi-Fi 联盟批准的，现阶

段的 802.11n 标准已经可以支持每路射频高达 450Mbps

速率 . 802.11ac 是构筑于 802.11n 之上的，无线速率可

以达到千兆 / 每秒，是 802.11n 三倍的速度。802.11ac

标准把频宽从现在的 20MHz 的基础上增至 40MHz 或者

80MHz，甚至有可能达到 160MHz。再加上大约 10％

的实际频率调制效率提升。802.11ac 协议目标计划于

2012 年底前通过 Wi-Fi 联盟的认证。

802.11ac 通过一些新的增强功能，明显提升和优化了

Wi-Fi 无线网络的性能和可靠性。

	 • 增强了高频段和扩展了频道宽度， 增加了空间流的数

量和调制增强 .

	 • 多用户 MIMO（Multi-User MIMO，MU-MIMO）具

有增强的波束成型技术（Beamforming）

	 • MAC 层功能增强具有扩展的 MPDU 聚合（A-MPDU）

和增强了请求发送 / 允许发送（RTS/CTS）机制

NETGEAR 医疗物联网解决方案

4.2 NETGEAR 物联网 AP 遵循的主要标准

更多关于 IEEE802.11ac 的技术细节，请查阅

<<NETGEAR 802.11ac 技术白皮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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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医疗物联网方案介绍

方案推荐产品：

物联网 AC  NETGEAR ProSafe WC9500 智能无线控制器

 NETGEAR ProSafe WC7520 智能无线控制器

POE 交换机 NETGEAR 802.3af POE 交换机

物联网 AP NETGEAR 物联网无线访问点 AP    

 WNDAP380R

NETGEAR 物联网解决方案是基于第三代智能无线控制

器架构， 而且符合现在和将来的技术趋势的。它为各种

移动终端的 WI-FI 通信和 RFID 数据采集提供了一个统

一的 IP 基础架构，并且严格遵循标准和规范；下一阶

段， NETGEAR 物联网 AC 将增加 802.11ac 标准和基于

Cloud“云”架构的技术， 通过在 Cloud“云”前端部署

的 NETGEAR 物联网 AP，跨地域， 跨 IP 网络实现“物”

的信息交互。

方案描述将依照物联网的结构分三个层次进行描述：感

知层， 网络层， 应用层。

1．感知层 ：主要是利用 RFID，传感器，条码等技术来

获取物体的信息。

NETGEAR 物联网解决方案中，感知层目前主要开发的是

针对射频标签识别（RFID）系统应用技术的支持， RFID

系统最少必须包括 2 个部分：

一、RFID 阅读器，用于对电子标签的读 / 写；

二、RFID 电子标签（Tag）：一般附着在物体上标识目标

对象，每个标签具有唯一的电子编码。电子标签类型分

为有源、无源、半有源半无源标签等。按其特性和常见

的典型应用有：

低频 （125~134.2KHz） 标签：适合距离近，速度低的应用。 

工作频率范围为 30KHz~300KHz。低频标签一般常见的

是无源标签。典型应用有：畜牧业管理系统（动物识别：

有项圈式 / 耳牌式 / 注射式等等、汽车无钥匙开门和防

盗系统、门禁系统、自动停车场收费和管理系统等。

高频（13.56MHz）标签：比低频稍快的速度和稍远的

距离。工作频率范围为 3MHz~30MHz。高频标签一般

常见的也是无源标签；典型的应用有：货物追踪、航空

行李标签和电子机票、大楼身份识别卡、图书馆图书管

理系统等。

超高频（868~956 MHz）、微波电子标签（2.45GHz）：

分为无源和有源两种；适合多标签读写和高速识别应用。

典型工作频率有 433.92MHz、862（902）~928MHz、

2.45GHz、5.8GHz。 相 关 的 国 际 标 准 有 ISO18000、

ISO10374 和 ANSI NCITS256-1999 等；典型的应用有

物资管理系统、仓储物流管理、高速公路收费系统、药

品防伪和追踪、医疗移动护理等等。

NETGEAR 全球首款物联网 AP—WNDAP380R 

WNDAP380R， 是全球第一款基于物联网应用的创新产

品 . NETGEAR 也是业界第一家将 WI-FI 和 RFID 解决方案

有效整合的厂商。NETGEAR 与领先应用合作伙伴一起，

在国内成功的打造了第一个医疗物联网成功应用。

WNDAP380R， 是一款 802.11N 300M 的双频四模 AP， 

NETGEAR 医疗物联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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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工作在 FIT AP 模式下被 AC 集中管理。它独特的插

槽式设计， 可以插入多种规格的第三方 RFID 阅读器模

块，通过“中间件”技术， WNDAP380R 可以同步高速

接收和转发 WI-FI 终端和 RFID 标签的数据， 从而实现应

用程序对电子标签信息的收集和指令控制。

WNDAP380R 有一个 10/100/1000M 的 POE 端口， 整

机功率不超过 12W， 它内置 WI-FI MIMO 智能天线阵列

和 RFID 阅读器的分集天线， 确保 RF 信号覆盖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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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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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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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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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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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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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的物联网 AC 和 AP 而

言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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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 络 层 / 接 入：NETGEAR 全 球 首 款 物 联 网 AP—

WNDAP380R，本身是一款标准的， 高性能的 802.11N 

双频 Wi-Fi 无线 AP，可以和 AC 配合工作在 FIT AP 模式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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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应用层 ： 主要是智能处理和控制。

NETGEAR 物联网解决方案和物联网行业应用方案供应

商充分合作， 提供一体化的物联网整体方案。比如，

NETGEAR 目前和医疗软件系统合作伙伴紧密配合，通过

NETGEAR 物联网基础网络和医疗应用软件系统紧密的集

成和融合， 帮助医院实现对医疗对象的智能化感知和全

过程管理。目前已成功的在国内多家知名三甲医院成功

的部署。

NETGEAR 医疗物联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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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医疗物联网应用操作流程实例

应用场景一 ：移动门诊输液系统操作流程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移动门诊输液管理系统，将病人的身份和新型

无线移动门诊输液系统绑定在一起。利用条码、RFID、无线网络及

Motorola EDA 等技术把医院管理的各子系统或环节有机的整合，实

现一个可靠、先进、创新的系统。

当病人经过医生诊断后，拿着处方去结帐后既可直接前往输液室，

病人先在护士台进行登记， 然后可以获得经打印的带有身份信息的标

签（可以是腕带 / 或二维条码），以及座位号，就可以准备输液了。

而药剂室内的护士通过无线和 RFID 技术，核对病人信息和药品配置

的正确性。然后药品被交由输液台的护士。 输液台的护士再次使用

Motorola EDA 通过无线和 RFID 技术，确认病人身份信息（腕带或二

维条码）、输液座位号和药品信息等相关内容。 在输液过程中，如果

病人需要护士帮助或是需要换药水，可以通过座位旁的 RFID 按钮发

出呼叫，护士可以及时获得提醒。 

结合移动计算技术和移动识别技术的移动门诊输液管理系统，保

证了医院输液位置安排和计划有秩序，又确保了输液的安全性和

无差错性（多环节身份确认）。给予病人一个人性化的服务和关怀，

确实为医院门诊输液管理带来了方便性和实用性。同时，帮助护

士在服务时寻找输液病人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NETGEAR 医疗物联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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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二 ：移动护理操作流程

医院实施了以医疗物联网为基础的移动临床信息系统

后，每个住院病人都会得到一个条码腕带，腕带上的条

码是二维条码，病人腕带是完整的病人识别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护士在执行医嘱的时候，通过随身携带的

Motorola EDA（内置 RFID 阅读器）对病人腕带进行扫描，

扫描的信息被 EDA 通过 Wi-Fi 无线网络传输到后台数据

库进行身份匹配，确认后的病人信息就会从数据库中调

出并在 EDA 的移动护理程序界面上显示，同时该病人需

要服用的药物信息也会自动调出；护士在给病人服务药

物之前，通过 EDA 对药物条码进行扫描，服用该药品的

病人信息就会进行自动匹配。通过条码技术实现病人身

份和药物身份的双重核对，真正杜绝医疗差错，同时，

由于病人腕带的应用，可以保护病人隐私安全。

护士通过 EDA 的移动护理程序可以直接采集和录入患者

信息，如：医嘱由谁执行，医嘱何时执行，患者生理指标，

护理情况（服药、体温测量次数、尿布更换次数、喂奶

次数）等，能够有效地保证医院工作人员随时对患者进

行快速而准确的识别。患者标签带还能够防止被调换或

随意取下，确保标签对象的唯一性及正确性。

另外，对于一些需要每天量测体温的住院病人，传统的

体温表被更换成具有温度传感器的有源标签，它会自

动的将病人的体温信息适时采集 ，并通过物联网 AP 的

RFID 阅读器收集和传输给应用软件系统处理。同时，在

护士的 EDA 的移动护理软件界面里，可以调出和显示病

人每个时段的体温信息，这对于有体温异常升高现象的

病人信息，可以在第一时间提醒医护人员。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无线护理信息系统，能够有效地实现

医嘱执行全过程信息的闭环控制，预防和避免医疗差错

的发生，从而确保了患者的安全。

4.5  NETGEAR 医疗物联网产品介绍

4.5.1 NETGEAR 医疗物联网 AC

WC7520 智能无线控制器最多可管理 150 个 AP 和 150

个 RFID 阅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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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了一个高性能、多功能的中小型医疗机构

物联网应用基础架构，以满足多达 1500 个以上移动终

端的业务需求。WC7520 控制器易使用，简化了医疗物

联网的部署和管理，同时拥有最好的无线可靠性、覆盖

面和性能。可扩展性方面，让医院拥有非常大的投资回

报，可以根据需求变化选择相应的 licenses，WC7520

单台可扩展支持 50 个接入点，而且能够支持全网 IEEE 

802.11n 接入点。通过 3 个单位的堆叠，实现冗余的同

时能够支持多达 150 个接入点。

WC9500 提供了一个适合于大型、中型、园区级的高性

能、全网 802.11n 的医疗物联网基础架构，以满足多达

36000 个以上用户或 1500 个 AP 的管理。作为核心的

WC9500 无线控制器，具有标准 10G 端口与核心交换

机连接。

这两款医疗物联网 AC（智能无线控制器）均采用了目

前最为先进的第三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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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GEAR 医疗物联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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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AFE® 医疗物联网 AC WC7520 技术规范如下表：

WC7520 ProSafe 物联网无线控制器

无线控制器
型号

可管理的物联网 AP 型号 WNDAP380R

无线局域网标准 A/B/G/N  （默认） 

符合物联网标准 ISO/IEC18000 物联网标准

单台可管理的 AP 数量 20 （默认），最大 50（需通过 License 升级 （WC7510L））

堆叠后可管理的 AP 数量 150 个 AP（3 台）

单台控制器可管理的 RFID
阅读器数量

50 个 RFID 阅读器

堆叠后可管理的 RFID 数量 150 个 RFID 阅读器（3 台）

控制器：以下
是 WLAN 的功
能及特性支持

单台控制器最大策略组数量 8

每个策略组支持的 SSID 数量 • 8 per radio （2.4 GHz； 5 GHz）     • 16 with WNDAP350

单台控制器支持的 SSID 数量 128 （按 WNDAP350 and 8 security profiles per radio）

每网络最大安全策略数量
（3 Controllers）

512

单台控制器 Rogue AP 检测数量 512

单台控制器平面分布图数量 • 3 （默认）
•分布图可用 USB 本地存储 （最高可达 18 个）

单台控制器 Captive Portals 数量 1

每 AP 建议客户端数 WNDAP380R: 32 per radio （64 total）

L2 Mobility 支持

L3 Mobility 支持

单台控制器支持最大 VLAN 数量 • 64 VLANs for SSIDs       • 1 个可配置的管理 VLAN

控制器冗余 N+1 或 N+2 冗余（L2）

VLAN 配置 DHCP Server/Relay 集成DHCP服务器，针对不同的 VLAN可以创建多个地址池（最多可以支持 64个）

无线控制器 VLAN 一个管理 VLAN（可配置 VLAN ID）

VLANs Access Points / Multiple SSIDs 64 802.1Q VLANs

VLANs 部署 控制器管理 VLAN 的 IP 管理员可访问。如果控制器和 AP 在不同管理 VLAN，在
控制器和 AP 之间必须有路由可达

RF 布置图和
监测

综合部署规划 •网络的分级视图：布置图的上传和布置图规模的输入  
•自动化 RF 规划算法：推算 AP 的数目要求覆盖布置图
•理论上可覆盖范围表明对于每一个 AP 的按放位置需要依据布置图而定

RF 监测 •每个平面图覆盖计算
•警告由于邻近 AP 的影响而检测出现的任何覆盖范围漏洞
• Rogue AP/ 被列入黑名单的客户三角划分

RF 管理 自动信道分配 •自动分配信道减少干扰
•自动信道的分配需要考虑 AP 的位置、干扰性以及每个 AP 的邻近布置图
•调节被使用的共同的信号道的列表
•设计自动信道分配的计划模式
•自动模式可在高水平干扰下运行

自动功率控制 •最佳传输功率的确定需要基于覆盖面积的要求
•自动功率控制模式可供选择
• RF 环境下的邻近扫描可以减少 AP 的邻近干扰和层之间的泄露

覆盖漏洞检测 •自动模式
•卸下 AP 或者妥协 FR 环境下的监测警报
•自我修复：自动调节邻近 AP 的功率以增加到填满覆盖损耗

负载平衡 • AP 的负载检测和过载预防
•客户端重定向减轻邻近 AP 负载

快速漫游 •通过 VLAN 和子网实现无缝快速漫游
•包括 802.lli pre-auth 和快速漫游
•快速漫游支持横跨 L2，和 L3 为视频、音频、无线客户端传来的声音

NETGEAR 医疗物联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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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7520 ProSafe 物联网无线控制器

服务质量
（QoS）

WMM 服务质量
WMM （802.11e）优先考虑的传输包括工作站到接入点（工作站 EDCA 的参数）
的逆向传播以及从接入点到客户工作站（AP EDCA 参数）的顺向传播

WMM 排列降序优先级顺序 • Voice：最高的排列级拥有最小的耽搁时间，以便应用程序处在最理想状态如
VoIP 和流媒体

• Video：在排列中给予第二排列级拥有较低的耽搁时间，视频软件按这个排列确
定路线

• Best effort：在排列中中等排列级拥有中等的耽误时间，大多数标准 IP 应用程
序将使用这个队列次序

• Background：最低排列级拥有高流通量。应用程序，例如 FTP，时间需求不敏
感但是要求高的流通量就可以使用这个排列

WMM 功率节省选择 WMM 节省选择可以帮助节省小装置中的电池，例如：手机、笔记本、PDA 和使
用 IEEE 802.11e 机制的音频播放器

速率的限制 •每个 SSID 设置速率的限制看作是可用带宽总量中所占的比例

无线网络安全 客户认证协议 • Open，WEP， WPA/WPA2-PSK
• 802.11i/WPA/WPA2 企业标准接口和外部 AAA / RADIUS 服务器
•自我修复：自动调节邻近 AP 的功率以增加到填满覆盖损耗

每个 SSID 可设置独立的 AAA 服务器 YES

RADIUS Accounting Protocol •每个客户追踪
•字节 TX/RX
•链接 / 断开的时间

LDAP-based 认证 •标准接口对接外部 LDAP 服务器 / 微软活动目录服务器

集成 AAA 服务器 本地的数据库 WC7520 认证基于内部 RADIUS 服务器

来宾接入 •集成的内置 Portal 认证可供客户在一个安全策略做认证
•密码认证模式：本地用户储存有效，接受指定的用户 / 密码
•开放式认证模式：客户用邮箱地址自动注册
•提取客户的活动记录

Captive Portal 可配置的入口网页，包括图像文件

非法的访问点 •非法的 AP 定义：AP 用 radio SSID 发现的可以被任何一个管理 APs 监测和看到
当其发射在同一 L2 有线网络

•可检测和映射最高达到 512 个非法 AP

无线网络监控 监控摘要 接入点的管理状态概述，发现非法接入点，无线基站连接，无线控制器信息和无
线网络使用情况

管理接入点 接入点和详细状态管理，包括配置设置，当前的无线设置，当前客户端和详细的
流量统计

Rogue AP •非法接入点报告
•在同一信道的非法接入点
•干扰信道的非法接入点

无线用户 •客户统计和每个接入点、每个 SSID、每个楼层、每个位置的详情
•黑名单客户，漫游客户

无线网络应用 网络使用的统计显示平均接收 / 发送每接入点的管理网络流量图。三种不同的图
显示以太网，无线 802.11b/bg/ng 及 802.11a/na 模式流量分开

热图 •当前覆盖范围和可视化热图
•可视化和设备跟踪

DHCP 租约 无线客户端的 DHCP 详情

管理 管理界面 HTTP， SNMP v1/v2c、Telnet、SSH

记录和报告 •如果可用的 syslog 服务器在网络上，则无线管理器可以发送所有的记录，记录
也可在 GUI 上准备好了下载（记录的输出文件）

•对于每个配置发生改变可发送到多个 Email 进行事件告警

诊断 Ping 被管理的 AP

维修 保存 / 恢复配置，恢复出厂默认，更改，添加用户（只读），通过浏览器的无线
控制器和被管理的 AP 进行 Firmware 升级

双启动镜像 支持

SNMP SNMP v1/v2c

NETGEAR 医疗物联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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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NETGEAR 物联网 AP

ProSafe® 物联网无线 接入点 WNDAP380R 

	 • 全球第一款基于物联网应用的创新产品

	 • 创新插槽式设计， 支持第三方 RFID 模块应用扩展

	 • FIT AP 模式， 由 NETGEAR 智能无线控制器集中控管

	 • 802.111n， 可同时工作在 2.4GHz 和 5GHz 双频段， 实现最大的无线吞吐量

	 • RFID， 支持第三方 RFID 扩展应用， 比如 433Mhz， 900MHz 等

	 • 符合 Wi-Fi 规范和 ISO/IEC18000 物联网规范

产品介绍 ：

NETGEAR 医疗物联网解决方案

基于统一 IP 应用的广泛融合

在目前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等新技术大革命的背

景下，物联网应用的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 NETGEAR

凭借自身在 Wi-Fi 无线网络和行业领先的技术优势， 

领先推出全球第一款基于物联网应用的创新产品—

WNDAP380R。 通过先进的物联网产品解决方案， 将企

业有线网络 / 无线网络 / 互联网和 RFID（传感器）网络

有效的进行融合， 提供高可靠的网络传输和连接。 通过

物联网 AP 内置的 RFID 技术和先进的中间件技术，协助

应用系统平台完成对物理实体的信息采集，为企业设施

最终实现智能的物与人、物与物的控制和信息交互，提

供高标准，符合标准协议和规范的网络基础平台。

WNDAP380R 非常适合大型、中型、中小型企业的物联

网应用，比如政府 / 机构、企业、医疗、教育、农业、

食品、物流、制造等各类行业。

更高的速率、更好的信号覆盖

为你企业的物联网应用提供高速率的 Wi-Fi 连接和稳定

的传输。在高密度，多信号冲突的环境下部署，也能提

供最优化的无线局域网性能。 NETGEAR WNDAP380R 可

以同时提供两路高速 300M 速率的无线接入（2.4GHz 

802.11g/n 和 5GHz 802.11a/n），另外它还可以兼容

已 有 的 802.11b、 802.11g 和 802.11a 设 备。 配 合

NETGEAR 智能无线控制器，可提供丰富和全面的安全

特性集合（包括 WPA、WPA2、非法 AP 检测以及支持

802.1x with RADIUS， Web Portal， MAC 过滤等）保护无

线网的安全。

WNDAP380R 内置 1 个具有 Auto Uplink 技术的 10/ 100/ 

1000 千兆以太网端口，支持 802.3af POE 以太网供电，

整机 POE 功率消耗小于 12W，非常的节能和易部署。

它支持无线分布式系统（WDS）的点对点，点对多点桥接，

是大范围部署的理想选择。

内置的Wi-Fi智能MIMO阵列天线和多种模式 RFID天线，

提供了最优化的 RF 信号的覆盖。在易安装和放置方面，

WNDAP380R 通过了阻燃安全认证，美观的吸顶式设计

可方便地安置在吊顶天花板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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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融合 Wi-Fi 和 RFID 网络

作为全球首款物联网 AP， WNDAP380R 本身是一款标准

的高性能 802.11N Wi-Fi 无线瘦 AP，可以和 AC 配合工

作； 该模式可以同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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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了一个可以支持第三方 RFID 阅读

器模块的应用扩展插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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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应用程序对

电子标签信息的收集和指令控制。

WNDAP380R 配合智能无线控制器使用时，可以自动优

化和调整 RF 频道，配置和固件集中下发，多样灵活的

用户安全和管理的策略。对 RFID 阅读器和标签进行统一

管理和状态监控。

RFID 是物联网目前最为成熟的技术

物联网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廉价传感器， 而传感器技术中，

RFID 技术是最为成熟和硬件最便宜的。WNDAP380R 物

联网 AP， 主要是针对射频标签识别（RFID）系统应用技

术的支持。其中，WNDAP380R 内置的 RFID 阅读器，主

要用于对 RFID 电子标签的读 / 写；而 RFID 电子标签（Tag）

主要是用于标识目标对象，类型分为有源、无源、半有

源半无源标签等。按其特性和常见的典型应用有：低频

（125~134.2KHz）标签，高频（13.56MHz）标签和超

高频（868~956 MHz）、微波电子标签（2.45GHz）等：

不同频段的标签应其特性，适合用于不同场地和不同应

用的环境使用。典型的应用有用于物资管理系统、物流

管理、防伪和追踪、移动应用等等。

 

 

NETGEAR 医疗物联网解决方案

产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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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GEAR 医疗物联网解决方案

4.5.3 NETGEAR POE 交换机

PoE，即 Power over Ethernet，是指交换机端口在传

输数据信号的同时，还能为一些基于 IP 的终端（无

线接入点 AP、VoIP 电话及基于 IP 的监控摄像机）提

供直流供电的技术。使用一根标准的 CAT5 线缆，就

能将您的无线 AP 和 IP 摄像机从电力线的约束中解放

出来。以太网供电（PoE）优化了的受电端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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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物联网 AP 由于其部署环境复杂多样，对 PoE 交

换机的需求也不尽相同。NETGEAR 为配合医疗物联网

AP 的轻松部署，提供了不同接口数量、不同接口速率、

不同电源功率、不同形状大小的几十多款 PoE 交换机，

具备业界最齐全的 PoE 交换机产品线。

ProSafe® 物联网无线接入点 WNDAP380R

订货号 WNDAP380R

工作模式 WLAN FIT AP 模式：
	• 可以配合 WC7520 智能无线控制器（功能参数见智能无线控制器）
	• 可以配合 WC9500 智能无线控制器 

WLAN RFID 模式
	• 内置（第三方）RFID 阅读器模块；符合 ISO/IEC 18000 标准认证；
	• RFID 信号处理速度 200 个 / 秒

设备管理 	• 通过 Web 浏览器、SNMP 或命令行接口 Telnet 远程配置和管理 
	• SNMP 管理，支持私有 MIB I、MIB II、802.11 MIB 和私有配置 MIB
	• 通过 WC7520 集中管理，最大支持 150 个 WNDAP380R
	• 通过 WC9500 集中管理，最大支持 1500 个 WNDAP380R

技术规范

标准 IEEE 802.11a，5GHz 

IEEE 802.11g，IEEE802.11b，2.4GHz

IEEE 802.11n 标准，2.4GHz 和 5GHz

WMM － Wi-Fi 多媒体优先级

IEEE 802.3af 以太网供电（PoE）

RFID 无线射频标准，频率 433MHz ， 900MHz（**）

高级无线特性 可调整的输出功率控制（TPC），从 100mW 可调至 0mW

物理接口

以太网接口 1 个 10/100/1000M 以太网端口，支持自适应和 IEEE 802.3af 以太网供电

电源适配器 12 VDC，1.A 电源适配器

PoE 要求 11.17w

LEDs 电源 / 测试、LINK 速度、LAN、2.4GHz、5GHz，RFID 模块

产品规格

尺寸 253.75 x 253.76 x 54.76 mm（10.0 x 10.0 x 2.16 in）

重量 900 g （1.97 lbs）

包装内容 ProSafe® 物联网无线接入点 WNDAP380R

以太网线

墙挂套件

安装指南

12VDC、1.A 电源适配器

保修 / 支持信息卡

保修 整机一年

产品规格：

PorSafe® 物联网无线接入点 WNDAP380R 的主要技术规范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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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GEAR 医疗物联网解决方案

交换机
型号

交换机
描述

PoE 端口
（802.3af）

PoE+ 端口
（802.3at）

PoE
功率

FS108Pv2 8 个 10/100M 端口的非网管交换机 1-4 端口 60W

FS116P 16 个 10/100M 端口的非网管交换机 1-8 端口 5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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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S108P 8 个 10/100/1000M 端口非网管交换机 1-4 端口 50W

GS110TP 8 个 10/100/1000M 端口，2 个 SFP GBIC 千兆端口，智能网管
交换机

1-8 端口 6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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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S724TPS 24 个 10/100/1000M 端口，4 对组合千兆光纤端口的智能网管
交换机；可堆叠

1-24 端口 1-4 端口 192W

GS748TPS 48 个 10/100/1000M 端口，4 对组合千兆光纤端口的智能网管
交换机；可堆叠

1-48 端口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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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PoE 8 个 10/100M 端口，2 对组合千兆光纤端口的全网管交换机 1-8 端口 66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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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共享使用的 1000Base-X 
SFP GB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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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5300-28G-POE+ 24 个 10/100/1000M 端 口，4 个 千 兆 光 纤 端 口，2 个 10G 
SFP+2 个 10G 端口插槽； 全网管交换机；可堆叠

1-24 端口 1-24 端口 380W
（1，440W EPS）

M5300-52G-POE+ 48 个 10/100/1000M 端 口，4 个 千 兆 光 纤 端 口，2 个 10G 
SFP+2 个 10G 端口插槽；全网管交换机；可堆叠

1-48 端口 1-48 端口 380W
（1，440W 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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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GEAR  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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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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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 NETGEAR 物联网骨干交换机

NETGEAR 医疗物联网骨干交换机

NETGEAR XCM 8800 机箱

 • 10 或 6 槽机箱：2 管理模块，8/4 I/O Slots

 • 关键部件全 余热备份：交换引擎、ECC 内存、

电源（最多 6 个）、风扇等

主要模块

 • MSM 管理模块 XCM88S1

 • 48-Port 10/100/1000 BaseT

 • 48-Port 10/100/1000 BaseT with PoE

 • 24-Port 1000 Base X（SFP mini-GBIC）

 • 8-Port 10GbE（XFP:SR/ER/LR）

技术特点

 • 超大容量扩展：交换容量高达 3.8Tbps，最大包转发能力 2.84T

 • 采用全模块化，高度容错的操作系统

 • 运营级可靠性：Hitless Failover，Hitless upgrades，EAPS

 • LPM 最长匹配路由三层交换工作机制

 • 支持 RIP/OSPF/BGP 等路由协议

 • 支持 IGMP/PIM-SM/PIM-DM 等路由协议

 • 每端口 8 个 QoS 队列

 • 硬件 IPv6、PBR 策略路由、QinQ 等高级功能

XCM8810

XCM8806

NETGEAR 医疗物联网解决方案



NETGEAR
医疗物联网成功案例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医疗物联网

无锡人民医院医疗物联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医疗物联网

北京顺义医院医疗物联网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医疗物联网

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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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背景 ：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始建于 1933 年，经过 70 年的发展，

已成为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

的现代化大型综合性医院，是全国、全军首批三级甲等医院，

9 所高等医学院校的教学医院，广东省、广州市首批公医、

医保定点医院。

技术方案 ：

基于物联网 AP 的医疗物联网是一种全新的医疗行业解决方

案。它把无线技术（WLAN）带来的便捷性、移动性、高速

和安全性更广泛的融合到医疗应用层面，将原来人机对话扩

展到人与物，物和物的对话，将医生和护士的工作特性规范

在工作流程和管理中，工作效率和公众形象都得以大大提升。

作为医疗信息化的先锋，广州军区总医院率先引进先进的医

疗物联网解决方案。方案采用了两台 NETGEAR WNAC9505

智能无线控制器及 560 多台物联网 AP—WNDAP380R， 建

立起全院的医疗物联网基础架构。随着物联网的不断壮大，

NETGEAR 的 WNAC9505 也能够同步进行扩展，实现未来上

千台 AP 的管理需求。两台 WNAC9505 的双机热备，保障

了全院物联网业务能够实时无间断地运行。

 

基于业界领先的智能分布式 WLAN 交换架构的 WNAC9505

无线控制器具有强大灵活的无线用户接入及 Fit AP 管理能

力。整机提供高达 1024 台 Fit AP 及 32K 无线用户管理能力。

支持 802.11a/b/g/n 无线协议，并提供无缝漫游、用户安全

接入、WIDS、基于用户角色的自动策略控制、无线信道动

态控制、射频功率自动调整、无线用户自动负载分担、射频

RF 和应用安全、快速漫游、超强的 QoS 及等多功能于一体。

物联网 AP WNDAP380R 能够同时发射出 2.4G 和 5G 的无线

信号，一方面增强了覆盖效果，另一方面也有效规避了来自

于医院其它电子设备（如 X 光机、无线对讲机等）的干扰，

提供了稳定无线信号。WNDAP380R 内置了 RFID 阅读器，

可以提供无源 / 有源 Tag， 条码，生命体症检测，物资管理

等等诸多应用。

医疗物联网的应用优势 ：

物联网 AP 能够同时提供 WI-FI 无线网和 RFID 传感网的应

用，所以它不仅能够实时监控和记录医疗对象的位置和状态

信息，从而可以确保数据完全地反应了患者最新的信息，同

时支持将信息通过集成的 WLAN 功能进行传递，完善物联

网解决方案中的数据传输部分功能。这些解决方案有助于消

除医疗差错、节省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时间，以及降低数据

录入成本。同时提供业界最新的 802.11n 标准的无线接入，

满足最高 300M 的接入速度和更高的覆盖面积。这些优势

最根本的是为改善患者的医疗质量，有效提高医疗的服务水

平和品牌效应。

NETGEAR 医疗物联网成功案例

物联网网络结构示意图如下所示 ：

5.1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医疗物联网

应用
移动护理 / 移动门诊输液 /
RFID 资产管理

关键产品
WNAC9505 X 2（台）
WNDAP380R X 560（台）
GS724TP X 50（台）
......

应用方案

基于 NETGEAR 医疗物联网架
构，该院将逐步实现 ICU 设备
管理系统，中心供应室质量追
溯系统、医疗垃圾管理系统、
生命体征采集及监护系统、移
动库房物资管理系统，最终在
全院实现对人和物进行移动定
位和监控，建立统一高效、资
源整合、互联互通、信息共享、
透明公开、使用便捷、实时监
管的医药卫生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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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GEAR 医疗物联网成功案例

用户背景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一院（浙江省第一医院）系三级甲类综

合性医院，是浙江省医疗、教学、科研指导、健康保健指导

中心。医院由浙江大学老校长竺可桢教授亲手创建于 1947

年 11 月 1 日，原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简称浙大医

院）。1952 年更名为浙江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1960 年更

名为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999 年 9 月更名为浙江

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又名浙江省第一医院，简称“浙

医一院”。

技术方案 ：

作为“863” ， “十二五” 医疗信息化改革的重要成果检验基

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首先计划全院医疗物联

网覆盖， 通过两台互为冗余备份的 NETGEAR WNAC9505 智

能无线控制器及物联网 AP—WNDAP356 建立起全院的医

疗物联网基础架构。随着物联网的不断壮大，NETGEAR 的

WNAC9505 也能够同步进行扩展，实现未来上千台 AP 的管

理需求。两台 WNAC9505 的双机热备，保障了全院物联网

业务能够实时无间断地运行。

基于业界领先的智能分布式 WLAN 架构的 WNAC9505 无线

控制器具强大灵活的无线用户接入及 Fit AP 管理能力。整机

提供高达 1024 台 Fit AP 及 32K 无线用户管理能力。支持

802.11a/b/g/n 无线协议， 无线信道动态控制、射频功率自

动调整、无线用户自动负载分担、射频 RF 和应用安全 / 控

制手段、无线终端提供完整的无线漫游，安全性及整合服务。

千兆 POE 功能的 GS724TP 交换机，直接通过以太网线对

AP 提供远程电力和数据传输，大大方便了布线施工。另外，

AP“零配置”的功能，AP 无需做任何配置，只要接插网线

即可通过 AC 获得相应的 AP 配置并正常运行。

物联网 AP WNDAP356 同时提供 WLAN 的 2.4G 和 5G 的无

线信号接入，同时 WNDAP350-ER 内置了 RFID 阅读器，可

以提供无源 / 有源 Tag， 条码，生命体症检测，等等诸多应用。

医疗物联网的应用优势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通过实施医疗物联网和“简约

的数字医疗”方案， 标准化了医院管理，实现对医务工作人

员以及医用药品，器械的有效跟踪和管理；优化了管理流

程，让医生和护士可以更简单的操作和使用网络，提升工

作效率，减少出错率， 最大可能的避免医疗差错 . 通过使用

NETGEAR 医疗物联网架构，医院在此基础上将逐步实现 ICU

设备管理系统、中心供应室质量追溯系统、医疗垃圾管理系

统、医疗器械和贵重设备的跟踪， 生命体征采集及监护系统、

移动库房物资管理系统等等； 医疗物联网基础架构不仅为

“以病人为理念”的信息化管理软件提供了有效的技术平台，

同时大大提升了医院的医疗信息综合水平。

5.2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医疗物联网

物联网网络结构示意图如下所示 ：
浙江第一人民医院-802.11N无线网络（医疗物联网AP）

WNAC 9505
物联控制器

WNDAP356

WNDAP356

WNDAP356

XX楼层

移动终端

楼层配线间

楼层配线间

楼层配线间

移动终端

移动终端

移动终端

移动终端

X楼层

楼层分布无线接入点

10M高速宽带

高性能防火墙

无线认证

10M

1000M

100000M

100000M以太网线供电

ERP
多媒体服务器

中心机房

楼层分布无线接入点

楼层分布无线接入点

楼层分布无线接入点

3楼

2楼

1楼

... ...

应用
移动护理 / 移动门诊输液 /
条码扫描

关键产品
WNAC9505 X 2（台）
WNDAP356 X 650（台）
GS724TP X 55（台）
......

应用方案

通过实施医疗物联网和“简约
的数字医疗”解决方案，标准
化了医院管理，实现对医务工
作人员以及医用药品，器械的
有效跟踪和管理，优化了管理
流程，让医生和护士可以更简
单的操作和使用网络，提升工
作效率，减少出错率，最大可
能的避免医疗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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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背景 ：

北京顺义区医院成立于 1947 年 3 月，坐落在北京首都机场

东侧，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和发展，已成为集预防、医

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二级甲等现代化综合医院，直接

服务于全区 70 余万常住人口，并辐射北京周边广大地区。

1994 年医院被国际卫生组织命名为“爱婴医院”；2003 年

通过了德国 TUV 公司的 ISO9001 ：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2006 年医院被中华医学会授予“医学科研信息化培训

基地”；2010 年被北京市卫生局确定为卫生部电子病历试

点医院。

技术方案 ：

以病人为中心，科技信息化为动力的北京顺义医院， 领先于

国内同行业医院建设无线医疗物联网。基础架构采用了两

台 NETGEAR WNAC9505 智能无线控制器及 200 多台物联网

AP—WNDAP380R。此网络基础平台具有可扩展新， 可以实

现多达上千台 AP 的管理需求。两台 WNAC9505 实现核心

双机热备，保障了全院物联网业务能够实时无间断地运行。

 

基于业界领先的智能分布式 WLAN 交换架构的 WNAC9505

无线控制器具有强大灵活的无线用户接入及 Fit AP 管理能

力。整机提供高达 1024 台 Fit AP 及 32K 无线用户管理能力。

支持 802.11a/b/g/n，RFID 和 WAPI 无线协议，并提供无缝

漫游、用户安全接入、WIDS、基于用户角色的自动策略控制、

无线信道动态控制、射频功率自动调整、无线用户自动负载

分担、射频 RF 和应用安全 / 控制手段、快速漫游、超强的

QoS 及 IPv4&IPv6 等多功能于一体。

下一代物联网 AP WNDAP380R 是一款能同时符合 WIFI 和

IEC18000 RFID 标准的产品，它能够同时发射和接收 WIFI

（2.4GHz 和 5GHz）无线信号和 RFID 信号的， 4 频 8 通道

扩展和内置智能阵列天线， 一方面增强了覆盖效果和提供

300M 高连接速率，还能有效自适应调整跳频干扰， 能有效

规避来自于医院其它电子设备的干扰，提供了稳定无线信

号。WNDAP380R 内置了 RFID 阅读器，可以提供无源 / 有

源 Tag， 条码，生命体症检测，物资管理等等诸多应用。

另外配合 NETGEAR IEEE802.3af POE 交换机 GS724TP， 不但

可以提供 100/100/1000M 的以太网络数据传输速率， 还可

以集中 IEEE802.3af 供电， 每台 WNDAP380R 峰值 POE 功耗

不超过 13W ； 使用了 NETGEAR 802.3af POE 供电技术， 要

比普通的电源供电节约 20% 的电力效能， 非常符合节能和

环保要求。

医疗物联网的应用优势 ：

基于 NETGEAR 医疗物联网架构，北京顺义医院未来将逐步

实现移动门诊输液系统、移动护理信息系统、ICU 设备管理

系统、中心供应室质量追溯系统、医疗垃圾管理系统、生命

体征采集及监护系统、移动库房物资管理系统，最终实现实

时有效监管的医药卫生信息系统。

5.3 北京顺义医院医疗物联网

物联网网络结构示意图如下所示 ：

应用
移动护理 / 移动门诊输液 /
RFID 资产管理

关键产品
WNAC9505 X 2（台）
WNDAP356 X 280（台）
GS724TP X 28（台）
......

应用方案

基于医疗物联网模式的移动门诊输
液管理系统除了具备传统移动门诊
输液系统的所有优点外，还具有独特
的优势。系统运行所需的无线网和
物联网通过单一的物联网 AP 设备进
行提供，简化了系统结构、降低了实
施和维护成本，此外系统结构的简
化能够提高 RFID 信号的传输效率，
是新一代的移动门诊输液系统。两台
WNAC9505 实现核心双机热备，保
障了全院物联网业务是够实时无间
断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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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背景 ：

无锡市人民医院是由原市一院、儿童医院和市五院全建制整

合组建而成的公立医院，处于市区、新区、新城几何三角的

中心位置，交通便利。医院规划用地 287.7 亩，一期开放

床位 1500 张，设备先进，环境幽雅，是一所集医疗、教学、

科研、保健、康复于一体，代表了无锡市乃至苏南地区先进

的医疗服务水平，定位为立足无锡、面向苏南、省内领先、

全国一流的三级甲等现代化综合医院。 2010 年 7 月 25 日，

无锡市首个医疗物联网院士工作站落户无锡人民医院，意味

着物联网技术在中国医疗领域全面步入应用实践阶段。

技术方案 ：

物联网技术以其终端可移动性、接入灵活方便等特点在医院

的应用彻底打破了医院固定组网方式和各科室信息管理系

统比较独立的局限性，使医院能够更加有效地提高管理人

员、医生和护士的工作效率，协调相关部门有序工作，有效

提高医院整体信息化水平和服务能力。

无锡人民医院，通过采用一台 NETGEAR WNAC9505 智能

无线控制器及物联网 AP—WNDAP350-ER 建立起全院的医

疗物联网基础架构。随着物联网的不断壮大，NETGEAR 的

WNAC9505 也能够同步进行扩展，实现未来上千台 AP 的管

理需求。

 

基于业界领先的智能分布式 WLAN 交换架构研制开发的

WNAC9505 无线控制器具有强大灵活的无线用户接入及 Fit 

AP 管理能力。整机提供高达 1024 台 Fit AP 及 32K 无线用

户管理能力。支持 802.11a/b/g/n 无线协议， 无线信道动

态控制、射频功率自动调整、无线用户自动负载分担、射

频 RF 和应用安全 / 控制手段、众多高级安全特性诸如 Web 

Portal，802.1x，802.11i，MAC 地址、WAPI 认证，非法 AP

检测和阻止， 防 IP 地址盗用， RF 攻击识别和防御，黑名单等

等，以及为各类无线终端提供完整的无线漫游，安全性以及

整合服务。

物联网 AP WNDAP350-ER 可以提供同时的 WLAN 的 2.4G

和 5G 的无线信号接入，同时 WNDAP350-ER 内置了 RFID

阅读器，可以提供无源 / 有源 Tag， 条码，生命体症检

测，等等诸多应用。所有物联网 AP 均通过以太网线连接

GS724TP 交换机的千兆 POE 端口。

医疗物联网的应用优势 ：

无锡人民医院通过医疗物联网架构开通了移动临床护理等

应用系统， 医生和护士可以更简单的操作和使用网络，适时

获得病人信息，检查报告，化验结果，体征信息，医嘱信息，

医嘱全过程执行情况跟踪，提升工作效率，减少出错率。最

大可能的避免医疗差错；通过二维码的使用在全院的使用，

确保病人的用药安全，提高了临床义务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和医疗质量。

物联网网络结构示意图如下所示 ：

应用
移动护理 / 营养点餐 / 移动门诊输液
/ 婴儿防盗 / 医疗废弃物管理 / 消毒
供应中心质量追溯

关键产品
WNAC9505 X 2（台）
WNDAP356 X 260（台）
GS724TP X 25（台）
......

应用方案

通过医疗物联网架构开通了移动护
理等应用系统，医生和护士可以更简
单的操作和使用网络，适时获得病人
信息、检查报告、化验结果、体征信
息、医嘱信息、医嘱全过程执行情况
跟踪，提升医护人员工作效率，减少
医护环节出错率，最大可能的避免医
疗差错；通过二维码在全院的使用，
确保病人的用药安全，提高了临床医
务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医疗质量。

5.4 无锡人民医院医疗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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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医疗物联网

物联网网络结构示意图如下所示 ：

应用
移动护理 / 移动门诊输液

关键产品
WNAC9505 X 2（台）
WNDAP356 X 400（台）
GS724TP X 35（台）
......

应用方案

基于医疗物联网架构，借助移动计算
和物联网技术，大大降低护理差错
率，有效提高医院服务质量，通过
有效集成医院相关的各项信息数据，
可以帮助医院实现有效的病人身份
识别、消除遗嘱执行过程中的各项
差错、保证检验采样过程的正确性、
床边采集各项护理信息、护理数据共
享，消除转床、床边待办提醒，提高
全体护理人员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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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网交换机产品

XCM88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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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含电源

XCM88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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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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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E 
子卡模块

XCM88P PoE 子卡模块，可配合 XCM8848T 模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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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软件许可

XCM88ASL NETGEAR XCM 系列插槽式交换机高级软件功能升级（支持 BGP，多区域 OSPF 等等）

三层万兆可堆叠
全网管交换机

XSM7224S 24 个万兆 SFP+ 端口，4 个共享的万兆 10GBase-T 接口提供 10G 自适应的 RJ45 连接，
支持本地 / 远程堆叠。

APS300W XSM7224S 可选的冗余供电模块

XSM7224L XSM7224S 全三层软件升级许可证

AXC761 SFP+ 直接连接铜缆电缆

三层千兆光纤堆叠式
万兆上连交换机

GSM7328FS 24 个千兆 SFP GBIC 端口，4 个共享的 10/100/1000M 千兆铜缆端口，4 个高速扩展插
槽用于 10G 模块或者 24G 堆叠模块； （144G 背板交换能力）； 可堆叠至 8 台交换机，全
三层堆叠型千兆光纤交换机

千兆三层 POE 交换机 GSM7228PS 24 个 10/100/1000M POE 铜缆千兆端口，其中 1-8 端口 IEEE 802.3at 30W 的 PoE+ （兼
容 IEEE802.3af 15.4W）， 后 16 个端口 IEEE 802.3af （15.4W）， 24 个端口合计提供 384W 
PoE 供电。4 个共享的 100/1000M SFP 光口，2 个万兆 SFP+ 模块插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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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拆卸电源，IPv6 二
层堆叠型千兆 POE 交换机；购买许可证可升级为全网管三层 POE 交换机

GSM7252PS 48 个 10/100/1000M POE 铜缆千兆端口，其中 1-8 端口 IEEE 802.3at 30W 的 PoE+ （兼
容 IEEE802.3af 15.4W）， 后 40 个端口 IEEE 802.3af （15.4W）， 48 个端口合计提供 384W 
PoE 供电。4 个共享的 100/1000M  SFP 光口，2 个万兆 SFP+ 模块插槽，2 个高速扩展插
槽用于扩展 10G 端口或者 24G 堆叠模块 ；（196G 背板交换能力）；可拆卸电源，IPv6 二
层堆叠型千兆 POE 交换机。购买许可证可升级为全网管三层 POE 交换机

GSM7252PL GSM7252PS 全三层软件升级许可证

APS525W 电源模块，支持 GSM7228PS、GSM7252PS

RPS5412 外置 RPS 电源，支持 GSM7228PS、GSM7252PS

基本型千兆三层
交换机

GSM7224V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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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静态路由的三层全网管千兆交换机

GSM7248V2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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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静态路由的三层全网管千兆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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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叠式网管交换机；全部 24 个端口提供 192W 的 PoE 供电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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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叠式网管交换机；全部 48 个端口提供 384W 的 PoE 供电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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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yNAS 存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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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X4 万兆接口电缆 ACX402 CX4 万兆接口专用电缆，每根线缆标配两个 CX4 标准接口，3M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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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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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产品

互联网内容安全网关 STM600 内容安全网关 STM600 提供 1 个千兆管理接口、4 个千兆网络接口 ( 两组 Fail-open 千兆
端口 )，标准 1U 机架设计；硬件吞吐量为 260 兆 / 秒，96 万个邮件 / 小时，无用户数限
制；能极大提高设备处理性能的专利的实时串流扫描技术可同时支持 http、https、ftp、
smtp、pop3 以及 imap 六大协议的扫描。

互联网内容安全网关 STM300 内容安全网关 STM300提供 1个千兆管理接口、1个千兆上连接口和 1个千兆下连接口 (支
持 Fail-open)，标准 1U 机架设计；硬件吞吐量为 163 兆 / 秒，42 万个邮件 / 小时，无用
户数限制；能极大提高设备处理性能的专利的实时串流扫描技术可同时支持 http、https、
ftp、smtp、pop3 以及 imap 六大协议的扫描。

物联网络产品

智能物联网控制器 WC9500 智能物联网控制器 -1 个 10GBE SFP+ 和 1 个 10/100/1000/10GBasr-T 组合端口（内置
100 个 AP 管理）和双冗余交流电。最大支持 500 个物联网 AP， 最大支持 3 台堆叠（1500
个物联网 AP）；支持 IEEE802.11a/b/g/n 协议； 实现 wifi 和 RFID 的统一配置和管理。

WC7520 WC7520 物 联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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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 许可证 WC7510L ProSafe WC7520 无线控制器，10 个 AP 许可证费用

Prosafe 物联网 AP WNDAP380R 802.11A/B/G/N 物联网 AP，支持 POE 远程供电，桥接并提供业界领先的安全功能；配合
智能无线控制器提供全新的 802.11n 的第三代物联网控制器方案；内含 RFID 接口插槽，
支持多种规格的 RFID 模块；支持标准 EFID 物联网协议

WNDAP356 802.11A/B/G/N 物联网 AP，支持 POE 远程供电，桥接并提供业界领先的安全功能；配合
WNAC 系列无线控制器提供全新的 802.11n 的第三代物联网控制器方案；集成 RFID 模块，
支持 RFID 物联网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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