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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困扰星级酒店的问题是1



全国五星级酒店客房竞争激烈，大幅降房价，出租率微幅上升

五星

五星级酒店客房平均出租率56.4%，平均房价655元

数据来源：国家旅游局《全国星级饭店2015年统计公告》

五星级酒店平均房价同比-5.31，平均出租率同比1.41，

五星（789）

655

56.41%

四星（2375）

340

55.28%

三星（5098）

212

56.25%

10550家

3.4

1.41

四星

4.19

三星
0.350.41

1.28

数据来源：国家旅游局《全国星级饭店2015年统计公告》



酒店平均营收持续下降，运营结构亟待调整

数据来源：国家旅游局《全国星级饭店2015年统计公告》



传统酒店向智慧酒店升级换代成为大趋势

智慧酒店通过数字化与网络化，来实现酒店管理和服务的信息化，更快速便捷
的满足消费者各方面需求。未来消费者对于酒店的需求已经不仅仅满足于简单

住宿，更好的服务体验将是选择酒店的重要条件。



WiFi网络成为客房服务中宾客最为关注的焦点

数据来源：《中国住宿业绿色发展白皮书2016》-艾瑞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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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网络质量直接影响点评分数，从而直接影响入住率

点评分数4分以上的酒店，预定量占到全部的63.6%

数据来源：去哪儿网《酒店点评趋势报告》 数据来源：迈点网《酒店评论处理调查报告》

73%的宾客认为点评会影响入住率

客房网络成为高端酒店的吐槽点

数据来源：中国饭店协会《2016中国饭店市场口碑报告》



2锐捷星级酒店怡网解决方案

怡于宾客体验 怡于营销管理



怡于
宾客体验

怡于
营销管理



1. 客房、会议室、餐厅、大堂、室外广场，每个场景都各有

特点，如何提高宾客WI-FI使用体验？

2. 热点互联网视频，观影效果如何与本地一样？

3. 宾客对网络偶有投诉，如何快速定位并快捷优化？



场景一 客房

 客房格局特殊，卫生间、吧台对无线信号影响较大

 用户数不多，但是对于网络体验有较高要求

 客房美观很重要，不能大范围二次施工

 套房内屋、卫生间内等处也要求同样的网络体验



AP120-H
业界第一款超薄

150M接入速率

防护等级满足ip41最高等级

最佳体验8人

AP120-W
业内首款专为酒店定制的墙面AP

300M接入速率

外置4个以太网口和一个电话接口

多种色彩外壳

最佳体验16人

AP130
室内场景最高等级面板AP

300M+855M接入速率
IP终端+IP电话接入

面向高端酒店，千兆无线
带防盗锁

最佳体验32人

入墙式绿色AP，让房间信号满格，宾客畅快上网

便捷安装，随心换妆，畅快体验



场景二 大堂/会议室/餐厅

 会议期间/餐饮时段内并发用户数多

 建筑面积较大

 二次综合布线取电难度较大



多频段超高密AP

高密场景传统部署
通过增加放装AP数量提高接入密度

• 需要增加布线成本

• 需要进行POE端口和供电费用

• 需要增加AP管理授权和维护成本

高密AP部署

• 高密AP四路双频工作

• 整机接入速率3.2Gbps

• 并发接入200人以上

• 提供蓝牙，支撑会场摇
一摇iBeacon营销互动

以一敌四，并发200+，蓝牙互动营销



场景三 室外

 室外环境恶劣，且面积极大

 并发用户较多，且移动频繁

 浏览网页、室外视频监控数据传输等



室外增强型AP

极简部署，蓝牙网管，2.5Gbps最强性能



不增加出口带宽，提高宾客上网体验

视频直播本地化，提高体验省带宽



随时随地掌控网络，轻松一键智能网优

智慧无线服务WIS，网络零投诉，口碑好如潮

全店体验可视

远程无线体检 一键智慧网优

WIS

实时移动查看
风险巡检告警
日报周报分析



怡于
宾客体验

怡于
营销管理

微信吸粉多种认证 广告营销

客房预警 运维管理



1. 如何实现有线/无线下统一Web认证和营销管理？

2. 如何面向宾客完成统一品牌营销推广和效果检验？

3. 如何



支持多种形式的web认证
用户输入用户名，密码
例如会员卡号和密码

支持Cookie认证
当该设备在设定认证有效期内，断网重连
后无需重复认证

支持无感知认证
用户首次认证后，系统记住了用户的设备
MAC地址，后续关联不需要手工认证

支持portal终端自识别
根据终端类型返回适合的
登录页，提供最佳认证体验

支持手机短信验证码认证
用户输入手机号，获取验证码
输入验证码进行认证上网

支持多种微信认证方式
关注微信公众号上网
微信扫一扫上网

支持二维码认证
访客关联SSID,认证界面弹出专属二维码
已授权工作人员扫描该二维码，设置访客
上网时长替访客完成认证

多种认证方式，保障认证需求



快速加粉，为后期持续营销提供支撑



广告营销，快速，有效，有据可依



WI-FI定位预警让不法客房活动无所遁形，让宾客安心

8601客房预警

8620客房正常



酒店系统，统一管理



3为什么选择锐捷为您服务？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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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厂商综合排名
第一名

数据来源：计世资讯《2013-2014年中国网络设备市场研究报告》



业内唯一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



4 服务客户



南昌万达城国际度假酒店
Wanda Novotel&Holidayinn Nanchang

南昌万达城位于南昌市九龙湖新区，总投

资近400亿元人民币，其中文化旅游项目投资210亿
元。
酒店区占地35公顷，规划9个度假酒店，包括1个“六
星级”酒店，1个五星级酒店，2个四星级酒店和5个
三星级酒店，共有4000间客房、6000张床位。锐捷服
务于万达城A座诺富特酒店及B座假日酒店。

酒店公共区—大堂，宴会厅，会议厅，通过对A座和B

座区域结构的合理规划，来部署29个和32
个放装型AP，解决信号覆盖问题和大量顾

客接入的问题。酒店室内区—客房区域，通过锐捷

425个和418个墙面AP的解决方

案，解决客房信号和顾客接入稳定的需求。



长沙华晨豪生大酒店
Howard Johnson Hotel

长沙华晨豪生大酒店是由豪生国

际酒店集团管理的国际标准五星级酒店。酒店设
有320间宽敞舒适、温馨典雅的酒店客房及459
间超值实惠的全套房公寓。此外，酒店还设有餐
厅、多功能宴会厅、中餐包房和棋牌室、游泳
池、健身房及SPA等休闲娱乐设施，旨在为商旅
人士提供物超所值的细致服务，为中外宾客营造
一个温馨的家。

96套锐捷智分解决方案，解决

信号入室问题。无线接入认证广告
解决方案，实现有线/无线统一WEB认证和营

销管理，以及酒店O2O与大数据挖掘。



贵安星河湾开元大酒店
New Century Hotel Gui’an

贵安星河湾开元大酒店位于贵

安新区北斗湖畔，依山傍水，山美水秀翠郁葱葱，景
色瑰丽，远离城市的喧嚣与尘埃，感受自然的静溢与
安宁。酒店总建筑面积逾4.5万平方米，拥有213间/套
客房，配套有各式餐厅及会议厅，别墅式SPA、高尔
夫练习场、网球场、室内游泳池、儿童游乐室等多种
设施，是国家级新区——贵安新区目前唯一按照五星
级酒店标准设计建造的大型综合休闲度假会议型酒
店。

150台内置灵动天线的大容
量放装AP320-I满足以会议厅为主的酒店全

覆盖。X-Sense & X-Speed 双重技术满足强覆盖高
容量的需求。



闽江世纪金源会展大饭店
Empark Hotels&Resorts

闽江世纪金源会展大饭店
是世纪金源集团旗下第20家按照超五星级标准兴建的
现代化饭店，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地面32层，地
下2层，各类客房434间。此外酒店拥有挑高10米、面
积2000平方米的无柱式千人宴会厅，9间满足各种不
同需求的多功能厅。

锐捷网络凭借适应各种装修风格
的面板AP、高容量的会议
AP,灵活的营销平台以及完备的原

厂规划、实施、维护等各方面的优势击败了国内外众
多 WLAN供应商，成为世纪金源集团首选网络设备供
应商，为闽江世纪金源会展大饭店提供完备的WLAN
接入解决方案。



福州中庚聚龙酒店
Jeurong Hotel Fuzhou

福州中庚聚龍酒店由国际顶级美国

HBA酒店设计公司所设计，是隶属中庚集团旗下的五星级
酒店。总建筑面积50000平方米，地处中国福建省福州市
的现代新兴商业区。集住宿、餐饮、会议、娱乐为一体。
未来连锁发展，立足中国，面向全球。

全网采用362台锐捷AP120-W
墙面AP解决客房网覆盖。客房无线覆盖测试

中，只有锐捷墙面AP满足酒店卫生间覆盖需求。



新加坡帝盛酒店
Dorsett Singapore 

帝盛集团酒店遍布香港、上海、武

汉、成都、江西、吉隆坡、柔佛新山、纳闽及
新加坡。集团目前拥有及管理22间酒店,另有8
间不同档次的酒店将于中国、香港、马来西亚
和伦敦相继开业,集团将提供客房总数多达
8,600间。

帝盛集团全网采用锐捷智分+解
决方案解决客房网覆盖，为其全球酒店带来极

致网络体验。



助力众多酒店网络建设



荣誉客户（部分）

博鳌亚洲湾酒店
香山会议中心
大连香格里拉公寓
福州市金源国际大酒店
贵安新区星河湾酒店
海口朗庭五星级酒店
杭州木莲庄酒店
合肥万达城文华酒店
黄山颐品酒店公寓
锦州曼哈顿大酒店
康帝酒店集团
丽枫酒店
南昌万达诺富特酒店/假日酒店
重庆银鑫世纪酒店
珠海美丽之冠横琴梧桐树酒店

晴川假日酒店
泉州五洲集团万悦酒店
三亚欢朋酒店
三亚天域度假酒店
三亚银泰酒店
厦门观海度假村
上海世茂虹桥睿选酒店
温德姆至尊酒店
武当山建国大酒店
武夷山华美达酒店
粤大金融城酒店
长沙华晨豪生大酒店
正祥集团阿弥陀佛酒店
中德英伦世邦国际大酒店
重庆市江北区统景酒店



期待与您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