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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访客的上网体验
今天，商务和休闲旅行者的技术水平空前提高，他们希望在任何场所都可以通过他们的智能设备使用高速

互联网接入服务。83% 的酒店客人会花时间投诉糟糕的 WiFi 体验，如果遇到这种情况，36% 的客人不会

选择再次预定。如果您的客人无法获得高速、稳定的互联网连接服务，他们就不会再次光临。Brocade 有

线和无线解决方案是全球酒店行业的最新黄金标准。

配备基于 IP 的第三方设备的酒店员工之间可实现不间断
的语音通信。

连接无线自助服务终

端，随时为客人提供

接入信息。

保证为客人呈现无闪烁

的视频。

支持基本业务和客人优化 

服务 — 从后台到 POS 终端

再到基于 IP 的设备。

一个网络便可适用于所有融合服务

有了 Ruckus 高性能接入点和 Brocade ICX™ 交换机，酒店现

在可以部署单一、可靠的网络基础设施来同时支持所有重要的

业务应用，包括：高速 Internet 访问 (HSIA)、POS 终端、基于 

IP 的视频点播 (VOD)、后台与服务优化服务、IP 语音 (VoIP)、

数字信息屏、信息亭以及所有类型的室内 IP 功能设备。

无与伦比的多媒体支持

基于 IP 的视频流、语音通信和数字标牌等其他多媒体应用正

在悄然成为必需品。Ruckus 智能 WiFi 采用专利的自适应天

线技术和 QoS 保证技术对延迟敏感型多媒体业务进行独特分

类、调度、确定优先级和优化，以确保为客人和酒店员工提

供最佳的网络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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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敏捷酒店运营商提供更为简便的网络

随着酒店环境业务要求的不断变化，网络部署和管理必须足

够简单。在酒店部署方案中，交换机堆栈可显著降低网络管

理时间和成本，并实现性能较高的可扩展简化架构。进行堆

栈后，多个交换机就可以充当单个交换机并形成资源池。这

就可以形成更大的聚合堆栈带宽。因为可以根据需要增加网

络容量并将不同交换机进行整合，所以酒店经营者可以根据

需要对网络进行扩展，同时保持简单的管理方式。

可灵活扩展的网络

分组设计可实现更高的可扩展性并提升网络可视性，同时降低网络运营成本。Brocade 园区网可靠性高，配备集中控制交换机，

可与分组网络内的其他交换机共享网络服务和容量。酒店 IT 人员部署在网络各处的交换机可以实现自动配置。由于采用单点

管理模式，故障排除及添加容量更为方便，正常运行时间将会有所增加。

“无处不在、快速、可靠的宽带无线现

在是当今移动世界选择酒店的主要标准

之一。这些创新的 Brocade 产品已经

存在于自适应 WiFi 信号区域，以解决重

要的 WiFi 覆盖范围和可靠性问题，这让

我们能够真正重新定义客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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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

RUCKUS 智能 WIFI 优于所有其他 802.11AC 和 802.11N 无线接入点 

几乎在所有测试场景中，Ruckus 智能 WiFi 接入点性能都优于其它参加的测试设备 

(D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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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荣幸 
拥有这么多全球知名客户

网络成本效益的现代化

保证始终可以支持层出不穷的多媒体服务一直是各种酒店

比较头疼的问题，而这些服务已经成为客人需要的标准服

务。Brocade ICX 交换机可以保证以更低的价格实现最佳

的性能，并对未来数年之内的各种多媒体服务提供支持。

酒店的 IT 人员可以通过 Brocade ICX 交换机实现网络自动

化，进而简化对多种资产和合作伙伴的管理。

使用 SMART MESH 将 WIFI 扩展到其他产品无法覆
盖的地方

很多酒店根本没有无处不在的以太网。为了帮助他们，

Ruckus ZoneFlex™ 系统支持 Smart Mesh Networking，让酒

店只需通过将接入点插入到电源插座便可轻松添加 WiFi。

无需对 Mesh 链路进行配置、调整或故障排除。Smart Mesh 

即便在接入点发生故障时也能够自我组织、自我优化和自

我愈合。这提高了可用性、实现了全面的覆盖并降低了成

本 — 避免了易坏并且可以迅速增加运营成本的昂贵以太网

电缆。 

Smart Mesh 可让 WiFi 迅速而轻松地扩展到需要有网络覆盖但却不存在电缆的室内

和室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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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CKUS 智能 WIFI  
可为酒店运营方提供 
最为灵活的部署方案

大堂

室内 WiFi 墙面式交换机

专门用于移动设备的强化 WiFi

可靠的室内组网功能

接入

单一虚拟管理平台

SmartZone 100

以太网

Mesh

图 1：Brocade Ruckus 现代酒店统一解决方案

Brocade ICX 交换机堆栈

可组网双频室外接入点

端对端远程管理

长距离堆栈单点管理

802.11ac
WI-FI
墙面式
交换机

会议中心

泳池

客人
         客房

                 大楼

灵活的部署选项

HSIA、融合服务、IP VOD、VoIP、

PoS、访客网络、服务优化、后台管

理、数字标牌



大酒店都选择了 Ruckus 智能 WiFi 解决方
案来解决让竞争对手却步的挑战。

问题 Ruckus 智能 WiFi 解决方案

覆盖质量参差不齐 
高增益智能天线系统可将覆盖范围扩大二到四

倍，并且每家酒店需要的接入点更少。

访客网络

基于浏览器的直观设备允许面向客户的任何员

工在不到 60 秒的时间内生成唯一的定时 WiFi 
访客通行证

为客户带来一致的 
HSIA

每个 Ruckus 智能 WiFi 接入点内都安装了获得
专利的自适应天线技术和智能天线矩阵技术，

确保客户端连接稳定，并减少了数据包丢失，

从而确保尽可能高的性能

通过 WiFi 的融合
服务

提供多达 32 个 WLAN 网络，这些网络可用于
同时支持基于 IP 的视频、语音、HSIA、数字
广告和后台应用

简化复杂、繁琐的

部署

远距离、高增益接入点需要更少的节点来覆盖

给定的区域，并通过高级无线 Mesh 功能允许
在以太网布线不存在或无法接通的地方提供 
WiFi 服务

WiFi 语音
高级 WiFi 信号控制和服务质量技术为基于 IP 
的 VoIP 电话和 WiFi 网桥提供卓越的支持。

基于 IP 的视频支
持，无需重新布线

双频 802.11ac 提供画面完美的高清流媒体，在
同一网络上基于 IP 的视频用于提供 HSIA

统一的网络 室内和室外接入点 Mesh 在一起，并集中管理

像世界各地的许多酒店一样，拉昆塔酒店集团正经历客人行为

和无线使用模式的根本变革。酒店客人想要更多地控制他们的

在线体验，希望能够在酒店内的任何地方访问、查看和显示

自己的内容。拉昆塔酒店集团拥有数百家酒店、84000 多间

客房，以及 900 万名忠诚会员，是增长最快的选择服务型酒

店，主要服务于全球中端/高端客户。拉昆塔致力于为客人提

供超出其在家体验的在线体验。 

为了履行这一艰巨的任务，必须使用最好的一流无线网络架

构。对该规模巨大的项目而言，必不可少的是，设计和部署的

智能 WiFi 基础设施能够自动适应为客户端设备提供的 WiFi 信

号和信道分配，以达到最佳的无线性能和可靠性。更好地利用

带宽丰富的 5GHz 频段成为关键要求，此外还要确保无线网络

能够处理低功率智能移动设备。多设备客人要求无线服务能够

向无数的不同设备提供无闪烁流视频和多媒体内容。 

拉昆塔选择了基于 Ruckus 智能 WiFi 产品和技术的先进无线

网络基础设施，并实现了标准化。在 Ruckus 的帮助下，拉

昆塔将能够为每座建筑的每个角落提供更强的信号覆盖，以

及更可靠的 WiFi 连接，让客人始终与外界保持联系，让远

程无线管理员以优雅的管理方式保持事物简洁。根据拉昆塔

所言，结果已经远超客人热烈讨论新智能 WiFi 服务的稳定

性和性能的壮观场面。将获得专利的智能天线阵列技术集成

到 Ruckus 智能 WiFi 接入点，与竞争对手的产品相比，拉昆

塔能够在每处物业中部署更少的接入点，但却能增加无线性

能、容量和覆盖范围。这转化为降低资本和运营支出，以及

每处物业对 IT 员工的需求。随着 Ruckus 智能 WiFi 基础设施

到位，拉昆塔客人现在的无线体验如同梦境一般，折射出他

们在家中才有的体验，以及每位酒店客人期望和每家酒店渴

求的东西。Ruckus 无线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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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酒店行业应用的 
完整产品系列

ZoneFlex R710

集成智能天线阵列和 PoE (802.3af/at)  
支持多用户 MIMO 室内双频 4x4:4 
802.11ac 接入点

ZoneFlex R310

集成智能天线阵列和 PoE (802.3af) 支
持的入门级双频 2x2:2 802.11ac 接入点

ZoneFlex R600

集成智能天线阵列和 PoE (802.3af/at) 
支持的室内双频 3x3:3 802.11ac 接入点

ZoneFlex H510

2x2 Wave 2 802.11ac 双频并发墙面式
交换机

SmartZone 平台

业界最具扩展性的通用 WLAN 平台

ZoneFlex R510

支持集成式 PoE (802.3af/at) 的室内
双频双端口 Wave 2 802.11ac 接入点

ZoneFlex T300

集成智能天线阵列和 PoE (802.3af/at) 
支持的室外双频 2x2:2 802.11ac 接入点

ICX 交换机

接入、聚合和核心 L2/L3 交换机，具有 
12/24/32/48 个端口，1GbE、2.5GbE、
10GbE 和 40GbE 速度以及 PoE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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