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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十二）创新体育场馆运营 推鼓励场馆运营管理实体通过品牌输出、管理输出、资本输出等形式实现规模化、专业化运营

。增强大型体育场馆符合经营能力，拓展服务领域，延伸配套服务，打造城市体育服务综合体。

 《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

 （三）“十三五”时期我国体育发展面临的机遇 信息化、全球化、网络化交织并进，为体育各领域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

技术新引擎，“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体育发展激发新活力，体育与政治、

经济、社会和文化将产生更加积极全面的互动。

 （二十九）调整体育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体育+”，积极拓展体育新业态。引导和支持“互联网+体育”发展，鼓励开发

以移动互联网为主体的体育生活云平台及体育电商交易平台。

 （三十三）引导体育消费 推动体育企业与移动互联网的融合，积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硬件和各类主题APP拓展客

户，提升体育营销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五十）强化基础性工作 完善体育标准体系，提高体育标准化水平。实施体育领域的“互联网+”战略，加速体育信息化建

设进程。

十三五期间，体育产业的信息化建设及场馆的创新精准运营将成为重要建设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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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需求

排名 2015赛季 观众数

1 德甲 43177

2 英超 36487

3 西甲 28773

4 墨超 24625

5 意甲 23893

6 中超 22160

2016中国平安中超联赛场均上座率为2.4万人次，比上赛季增加近2千

人。中超上座率已经稳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六。其中广州恒大上座率最高，

场均约4.5万；紧随其后的是北京国安、江苏苏宁和重庆力帆，超过3.7万。

中超的软硬件建设受到关注。2016赛季，中国足协和中超公司做出了很大

努力，场地建设明显好转。很多俱乐部的主场，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准。

目前，已经有71个国家和地区转播中超。

数据来源：2015全球体育赛事影响力报告

保定容大主场体育场不达标，如果在12月31日前

未完成体育场更换或改造，保定容大的中甲资格

将可能被联盛取代。

中超联赛有望成为全球第四大联赛，商业价值凸显，其主场 软硬件建设受重视。



|  www.ruijie.com.cn5

业务驱动

 良好的移动互联网应用，能帮球迷节省掉寻找目的地、排队的时间，提

升球迷体验；

 基于线上的实时分享、互动能吸引更多的的球迷到赛场来，提升上座率。

泊车导航

线上购票

商铺导购

洗手间导航

坐席导航

线上购物

赛况分享

线上游戏
赛点回放

在线直播

 传统广告位，广告投放数量有限

 广告的精准性低，客户粘度低

 无法收集观赛者行为数据，难以评估赞助商的投入回报

球迷
赞助商

良好的互联网应用体验及创新的精准营销，必须要基于高速稳定的无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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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平米4个人的超高密度接入

 赛前热场、中场休息时会组织全场同时摇一摇、在线抽奖等娱乐活动，要求全场几万观众能同时快速

使用WIFI无线网络。

 赛中通过APP赛点回放、多视角镜头观赛解决观看角度问题、朋友圈赛事直播及互动，要求无线网络

快速稳定。

 需要防止被球迷暴力拆除或损坏

场馆无线上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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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无线建设难点

 接入密度大，干扰控制难：赛事期间，看台区需满足至少万人同时上网，密度大、并发高；场馆内大量部署无

线，场景开阔无遮挡物，AP 之间信号干扰严重。

 性能要求高：需支撑高密度用户同时在线，满足赛点回放、线上多视角观赛等线上高清视频需求

 营销功能少：传统的无线网络广告展示效果有限，缺乏精准有效的营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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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承载

N18000 + 微蜂窝AP 520(HD)

• 应对：接入密度大，干扰控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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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10万终端同时在线，及1000

人/秒认证速度（高ARP表项）

核心交换机N18K，支持“10万级”终端

10万终端高承载，毫秒级认证，确保场馆万人高密快速接入 。

 支持SDN，灵活扩展应用，简单

运维管理，资源灵活调度

 WEB降噪功能，在中场休息阶段，

保证并发大容量的接入认证



场景：

• 看台一个方阵10mX24m, 580座位

• 前后两层覆盖

• 18度和15度小角度定向覆盖

业界常见方案是放装室外AP+小角度定向天线。

例如北京鸟巢。

分析：

• 现场扫描无线信号，信号杂乱，同频干扰严重

• 性能严重依赖于天线角度，施工时需要精准调

校。施工失误会导致性能急剧下降。

• 观众体验：无线上网速度慢

业界已有无线方案的问题



实现方法：

 控制每个微蜂窝AP的发射功率；

 每个微蜂窝覆盖约横向12个座位，纵向4排；

 场型图大致呈菱形（蜂窝状）覆盖；

 2.4G分别采用1、5、9、13信道部署。

 5.8G分别采用 36~64、149~161信道部署

微蜂窝AP部署于座位下面

场型示意图

干扰可控的锐捷微蜂窝无线解决方案



RG-AP520(HD)

 设备外壳采用高强度塑料（抗70焦耳冲击力）；

 防护等级IP67；

 加装防盗锁孔；

 设备采用内置天线设计，顶面开2个塑料槽孔，用

于天线信号辐射；

 机壳最高温度符合国标；

 安装支架通过膨胀螺丝固定，防脱落。

微蜂窝AP520（HD）

硬件规格

工作频段
802.11b/g/n：2.4GHz-2.483GHz
802.11ac/a/n：5.15GHz-5.85GHz

传输协议 支持802.11a/b/g/n/ac

空间流数 双频双流 ,2x2 MIMO

传输速率 2.4GHz支持300Mbps，5G支持866Mbps

发射功率 ≤100mw（20dBm，仅为射频卡发射功率）

业务端口

1个10/100/1000Mbps自协商网口
(WAN/PoE)
1个10/100/1000Mbps自协商网口(LAN/DC-
out) 

运行模式 AP模式

状态指示灯 Run

POE供电 支持802.3af/802.3at供电,支持HPOE供电

内置天线 全向天线；

工作功率 ＜10W

防护等级 IP67，外壳可以抗70焦耳的能量冲击

环境

工作温度：-30°C～60°C
存储温度：-40°C～70°C
工作湿度：0％～90％（无凝结）
存储湿度：0％～100％（无凝结）



阳角

阴角

三通

• 线缆封装在金属管内；

• 垂直方向：用铝合金弧形线槽封装网线。垂直方向的阳角、阴角、三通，可以由锐捷提供

• 水平方向：用镀锌管封装网线

微蜂窝实施方法



友商 型号 我司优势 我司劣势 劣势应对

H WA4330-CAN

1、不需要外接定制天线；
2、不需要大量天线调试；
3、后续不需专业化维护；
4、干扰控制；

1. 不支持－40～85温度范围；
2. 不支持胖模式；

对于中国大部分城市，－20～60的工作范围满足需求；

某三 AP65100DN
1、ip67防护等级；
2、场景结构设计；
3、防撞击测试报告

1. 不支持三射频卡；不支持胖模式；

1. 我们通过部署方式实现高密及高吞吐性能，在干扰及其严重的场
景里，三个射频无法体现出优势；

2. 高密部署场景，必须使用瘦架构，有利于统一管理，以及零感知
漫游，这类场景下，支持胖模式没有任何意义；

Aruba AP228
1. 内置天线
2. Wave2
3. 不需要部署天线、调试

1. Wave1
2. 3*3
3. 使用分布式天线系统

我司价值
1、 ip67防护等级，满足客户各种恶劣环境使用 2、场景结构设计，有利于场馆部署的美观和隐藏； 3、防撞击，避免场馆设备轻易遭受球迷破坏；
4、瘦一体，高密部署场景，必须使用瘦架构，有利于统一管理，以及零感知漫游，这类场景下，支持胖模式没有任何意义；

通过部署，利用地面座椅位置对信号的阻挡，控制设备覆盖范围，优化干扰问题，增加部署点位，从而提升用户容量，保障超高密度

用户的接入；

相比室内吊顶安装AP，不会造成信号至上而下覆盖又从地面反射，信号更容易控制。

根据座位数来设计点位，整体方案易规划，易设计（无需很详细的方位设计），建议按50个点位1台设备进行设计，比如一个6万座位

的场馆，需要1200台AP520(HD)；

降低工程调试难度（不需要大量的天线方位调整），节约施工时间；

Pre-ax技术，通过动态信道空闲评估技术，优化退避竞争机制，从而提高整个网络的并发链路数；并根据终端RSSI，丢包率，重传率

信息动态调整发送功率，提高抗干扰能力，提高用户体验

易规划

易施工

体验好

易控制

微蜂窝的价值及竞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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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上网

EG + PowerCache

• 应对：性能要求高



出口网关智能选路

出口网关EG手机

200 ms

250 ms

350 ms

联通

电信

移动

内置ISP地址库，根据目的自动选择不同出口链路

支持链路过载保护，链路跑满自动切换

完善的负载均衡算法，多条链路合理使用

选择联通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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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Cache热点缓存，网络加速数十倍

PowerCache 是一套缓存加速系统，通过热点资源缓存、合并直播流等技术手段，有效减少出口的重复数据传输，

缓解出口带宽压力。将外网请求的资源转化为本地获取，提高速度与访问体验。

文件

下载

移动

应用

在线

直播

视频

点播
直播加速

热点资源

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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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功能——热点资源缓存&直播加速

当本地部署直播加速cache，cache发
现3个视频请求时，会将用户请求重定
向给自己，然后为观看相同直播内容的
用户去外网请求资源。

一份内容的获取
便可满足多人观
看直播

Cache发重
定向到本地

1、上行的请求流量镜
像给PowerCache

2. Cache对镜像
流量进行分析

若所请求的资源尚未缓
存，则cache从外网将
资源回源下载到本地

若所请求的资源已缓
存在本地，则让用户
从cache本地获取

部署缓存后，热点资源从本地
cache获取，无需重复从外网下
载，节省出口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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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营销

MCP

• 应对：营销功能少



丰富便捷的广告编辑 — 非专业人员也可快速制作广告页面

 丰富多样的广告组件
支持单图片、双图片、三图片、四图片、滚动图片、视频、文本、地图、电话、背景音乐、问卷调查等

 灵活调节广告位置
广告编辑时可以随意拖动广告组件，调节
广告位置

 方便快捷的广告预览
点击查看广告url，即可方便快捷的进行
广告预览



广告呈现形式多样化 — 满足赞助商个性需求

 根据人物画像呈现广告

 满屏广告

 自定义广告

 滚屏广告

 浮动广告

 微信连wifi广告

 按区域呈现

 按时间段呈现

 按SSID呈现

 按终端类型呈现

 按门店呈现

 多行业广告模板库



• 微信深度合作伙伴

• 一键唤醒微信，认证过程同时关注公众号,不同的SSID绑定不同的公众号。

• 获取微信openID和手机号码（tid手机号码加密串）

• 自定义广告页面展示

赞助商公众号吸粉— 微信认证连WiFi

选择相应的WIFI 弹出广告页面，
点击上网按钮

点击立即链接，
发起微信认证

关注客户公众号，
完成认证

点击关注，完成
认证

认证成功，显示
广告页面



关联指定SSID，弹出广告页面

输入手机号、短信验证码

实现认证上网，支持用户手机号
码导出

帮赞助商采集用户手机号— 手机短信认证



帮赞助商快速有效推广APP —— APP认证

快速有效推广APP的渠道。



用户行为审计—满足公安部82令的要求

MCP认证营销

系统

eLog日志

系统

获取用户信息
（用户名、手机
号码、微信ope
nID）

通过在线用户上下线信息接口

将用户信息传给eLog

微信连wifi认证

上网必须实名



体育场馆无线网络组网图

MCP营销与RBIS定位，
可以帮助场馆开展在线营销、室内导航。

N18k 、 EG2000、PowerCache可以
满足高达数万人同时在线。

AP520(HD)/520(DA)/630等多种型号；
实现无线信号的全覆盖&强覆盖。



之前 比赛日 之后

买票

定位导航

直播

社交媒体

运营分析

Wi-Fi 接入

NFC
应用

社交媒体

话题互动

互动（投票、猜奖）

精准营销

基于无线实现的互联网应用

AP520(HD)

AP520(DA)

AP740-I

RBIS

MCP

N18000

PowerCache



确保赛事中万人同时在线，畅想高速网络，

随心所欲体验移动互联网应用；打造绝佳

观赛体验。

打造赛事实时分享的通路，满足多视角高

清观赛的需求，吸引更多的球迷到赛场来，

提升上座率。

简易编辑、定向推送、呈现方式多样，提

升了赞助商广告投放效率，吸引更多赞助

商。

更高

更快

更强

体育场地无线组网客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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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A

奥运会网络中心

区B 区C 区D 公建

互联网

应用服务器群 StarView网管平台

北京奥运村

锐捷网络承建北京奥运村、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新华社奥运移动报道平台

等网络，用高品质的的产品和服务全力支持奥运，确保奥运网络安全、稳定运行。

锐捷服务北京奥运



 承担ADMIN网建设任务:82台RG-S8600/S7600

 承担GAMES网设计咨询任务

锐捷服务广州亚运



亚组委对锐捷的表彰

“亚运”维保过程中，锐捷网络工作人员认

真负责场馆网络设备的维保工作，积极主动配

合各业务口的工作，技术精湛，心思细腻。确

保了游泳、跳水两大项目比赛的顺利。

——第16届亚组委奥体游泳馆IT信息团队

“第16届亚运会期间，锐捷网络驻亚运城主

新闻中心（MPC）的网络保障服务团队保证了

亚运会ADMIN专网的稳定畅通。他们还热心为

中外来宾提供优质服务，多次受到中外记者的

赞誉。”

——第16届亚组委主新闻中心团队



 承担ADMIN网和GAMES网的全部建设任务

 104台S8600核心交换机

 1700多台汇聚接入交换机

锐捷服务深圳大运



大运会对锐捷的表彰

在本次大运会上，锐捷网络再次获得国际赛事组委会的高度认可，荣获“优

秀合作伙伴”、“最佳保障团队”的称号。民族品牌的出色表现足以成为本

次赛会的“幕后冠军。”



长沙贺龙体育中心

长沙贺龙体育中心是中国第一座以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大型综合性体育场馆；

占地15万平方米，容纳观众5.5万人，是继北京工人体育场、广州天河体育场、武汉

体育中心之后的全国第四大体育场馆。系中超长沙金德、中甲湖南湘涛主场。

2016年，锐捷承建贺龙体育中心全网建设，在看台区部署场景化微蜂窝AP，建

设易部署高承载的无线网络，满足球迷的移动互联网应用，开展营销与广告业务；

助力贺龙体育场馆成功申办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中韩大战，成为国足12强赛

主场的一匹“黑马”。

产品 数量
18010 2
8607E 2
S57 3
S29 105
MCP 1
AC 1

AP520(HD) 800
AP530-I 16
AP630 12
AP520 54
智分AP 6

智分射频模块 100
SNC 2



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

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即中国网球公开

赛（China Open）中央球场，是中国最大

的网球场馆；作为亚洲网坛的中心、北京体

育文化事业建设的地标，已成为首都在国际

上的一张新的城市名片。

2016年，锐捷承建了国家网球中心钻

石球场的全网信息化升级，以业界首创的微

蜂窝无线满足现场万人并发互联网应用需求；

为各大媒体的高清图片、视频、音频等现场

赛事信息回传和播报保驾护航，在2016年

网球公开赛赛事服务中，获得广大媒体好评。

高端防火墙 1台

N18000 2台

微蜂窝 AP520（HD） 360台

AP520-I/AP520（DA） 100台



THANKS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海淀区复兴路29号中意鹏奥大厦东塔A座11层 邮编：100036

Office Tel: 010-51715999     Fax: 010-51413399

www.ruijie.com.cn 

体育赛事蜂狂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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