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量身定制 � 眼见为实 � 
--PIS系统创新车地解决方案 � 

锐捷网络有限公司 � 



锐捷 � 
简介 � 



上市企业—公开透明 � 

l 前身是1998年成立的实达集团网络事业
部，2000年1月成立锐捷网络 � 

l 2010年6月23日，星网锐捷成功在深交
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002396） � 



国资控股—民族品牌 � 

•  与浪潮达成战略合作 � 

•  2013年，锐捷成为首批国产主机
系统产业联盟成员、副理事单位 � 

•  与大华达成战略合作 � 



健步成长—股权稳定 � 

创下连续15年平均
复合增长率超过
35%的成长佳绩 � 
连续8年成为“中
国企业网第一民族
品牌” � 

（数据来源：CCW � Research、CCID � Consulting � ） � 



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 

40 � 个分支机构 � 
5 � 个研发中心 � 
2500 � 多家合作
伙伴遍布全国 � 

运营中心 � 
研发中心 � 
分支机构 � 



系列产品—完整方案 � 



奥运村、天津水滴 �  指挥控制网 � 指挥控制网和赛事网 � 

锐捷网络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家已在国际重大赛事网络建设中同时提
供：咨询规划、方案设计、产品提供、实施交付、以及运维保障等
一揽子解决方案的国内网络设备供应商。 � 



•  长春轻轨三期建设设备供
应商，从2010年开始参
与CCTV视频监控系统、PI
S乘客信息系统、办公系统
等子系统建设。涉及包括
交换机设备、无线设备、
网管软件等系列产品。 � 

服务于轨道交通 � 

•  沈阳路局哈大高铁客专项目
设备供应商，从2011年开始
参与客票、旅服、公安等子
系统建设。涉及包括路由器
设备、交换机设备等系列产
品。 � 



五年的积累—创新车地通信 � 

高速 

可靠 

稳定 



技术选择—先进 

GSM-‐R 802.11g 802.11n TD-‐LTE FDD-‐LTE 802.11ac 

理论
基础
速率 

下
行 

14.4	  kbps	  	  
53.6	  kbps(GPRS)	  	  
384	  kbps	  (EDGE)	  	  

54Mbps 144Mbps	  
(2x2MIMO) 

100Mbps 150Mbps 1300Mbps	  
(3x3	  MIMO) 

上
行 

14.4	  kbps	  	  
53.6	  kbps(GPRS)	  	  
384	  kbps	  (EDGE)	  	  

54Mbps 144Mbps	  
(2x2MIMO) 

50Mbps 40Mbps 1300Mbps	  
(3x3	  MIMO) 

列车
时速	  
<120	  
KM/h 

下
行 

300kbps	  

20Mbps 40Mbps 
50Mbps 80Mbps >200

Mbps 上
行 

300kbps	   20Mbps 15Mbps 



技术选择—先进合理 



新问题 � 

安全	  
行车 无人	  

驾驶 

应急	  
指挥 1 � 



关注—安全生产 � 

最后一道关卡 � 

司机目测车尾软灯 � 

 � 
增加一道关卡：目测监控 � 

将站台监控引入司机室已成趋势 � 

（至少4路并发） � 



新兴—无人自动驾驶APM � 



共识—技术变革 � 



2 � 深入场景 � 量身定制 � 



只能实时监控单节车厢(2路) � 

12路 2路 
车地带宽的挑战？ � 



监控码流和想象的其实不一样 � 

横轴表示时间，以秒为单位，纵轴表示流量，以kbit为单位，wireshark的采
样频率是10ms 

500kbit/10ms  换算即  50Mbit/S 

4Mbps 定码流 



视频监控的画质要求越来越高： � 
D1 （720×576）1M码流 � 

 �   � 10M峰值  �  � 

720P（1280×720）2M码流 � 
 �   � 20M峰值 � 

1080P（1920×1080）4M码流 � 
 �   � 50M峰值 � 

 � 

全车16颗720P摄像头实时调用

至少需要160Mbps上行带宽 � 

PIS系统  �   �   � 车à地 � 监控 � 



2012国内首发802.11ac千兆无线AP � 



定制优化 � 

趋“0”丢包 � 

监控保障：专利技术+定制优化 � 

专利技术 � 

站区快速切换 � 

超大带宽、流量整形 � 

实时并发监控16路+ 



车厢实时下发视频卡顿 � 

27.5亿 



组播视频

要流畅 � 

PIS系统  �   �   � 地à车 � 组播 � 



定制优化 � 

趋“0”丢包 � 

<20ms 
不丢帧 

组播保障：专利技术+定制优化 � 

专利技术 � 

站区快速切换 � 

链路检测、缓存补偿 � 



安全生产  �   � 地à车 � 

最后一道关卡 � 

司机目测车尾软灯 � 

 � 
增加一道关卡：目测监控 � 

将站台监控引入司机室已成趋势 � 

（至少4路并发） � 



3 �  PIS系统 � 
专用设备 � 



来源于实践的量身定制 � 

深入场景 � 量身定制 � 



隧道对防尘防水等级的要求 � 

IP67防护等级 
尘密： 

     箱体内在一定的低压时能完全防止外物侵入，且完全防止灰尘进入 

防止浸水： 

     浸在海水中一定的时间或水压在一定的标准以下能确保不因进水而

造成损坏。 

防尘+防水=自适应极其恶劣环境=不需要外配防尘防水箱 

减少投入成本=减少维护成本 



振动&冲击 EMC 宽压波动 宽温工作 

 
 
 
安装附件及设备整体所应满足的运行、设计、建立和测试条件 

抗冲击振动满足IEC61373标准 
防火阻燃满足BS6853标准 
EMC满足EN50121-3-2标准 
可靠性满足EN50126标准 

防火阻燃 

超标合规的专用设备 � 

IP67 

故障率<<1% 



PIS系统 � 
完整方案 � 
自主可控 � 4 � 



专用设备+通用产品的整体解决方案 � 

车地专用系统 

核心交换、安全与网管	  

接入、汇聚交换	  



防尘+防水=自适应极其恶劣环境=不需要外配防尘防水箱 

减少投入成本=减少维护成本 



案例 � 5 � 



成功案例 � 



动态高速车地传输性能 � 

动态测试 � 车地传输的实测单链路性能>550Mbps � 



现网运行情况 

•  车头AP运行 

–  轨旁AP切换期间，列车内ping	  不丢包 

 



现网运行情况 

•  全程ping	  包，内外，外网 丢包率 1%左右，延时非常稳定； 



安全可控，永续经营 � 

量身
定制 � 

零 � 
丢帧 � 

高 � 
弹性 � 

低 � 
时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