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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广西共建高校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与广西共建高校

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入选高校

广西重点建设高校

2020年

•现有金鸡岭校区、六合路校区、花江校区、北海
校区等四个校区，校园总面积4153亩。

•开设本科专业73个，其中国家一流专业10个，通
过工程教育认证专业10个；

•现有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4个；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3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17个；硕
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7个，其中，工程硕士专业
学位授权类别4个；是硕士研究生推免工作高校。

•是国家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全
国首批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全国青年科技
创新示范基地。学生在中国“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
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和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
竞赛等比赛中屡获佳绩。

1960年





高校网络从有线无线并重逐步向无线为主，有线为辅转变

桂电无线网络流量已占60%

教学模式多样化，对无线容量诉求持续增加，Wi-Fi 6成为建网趋势

MOOC、智慧教室、沉浸式教学、翻转课堂等学校形式对无线带
宽需求越来越高

MOOC 智慧教室

沉浸式教学
Wi-Fi 6

翻转课堂

智能传感网络推动无线网络应用普及，成为学校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环节

资产管理、能源管理、空调水管监控、安防监控通过物理直
观体现成为领导决策依据

无线成为主流，无线用户网络体验感知和运维成为核心诉求

无线用户抱怨网速慢、无法联网、网络卡顿等问题无法及时
定位溯源，无线网络优化效果差



全场景全无线成为校园网络改造的主要需求

•Wi-Fi终端多样化：学生无线终端越来越多，每个用户平均2~5

个无线终端，手机、PAD、笔记本等

•移动化学习:  师生在校园内各个场景可随时随地接入网络学习和

交流

•统一无线管理：有线网络无法满足学生无线需求导致私接无线路

由器较多，无法管理及保证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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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WIFI覆盖需求

礼堂 办公室

操场/楼宇间宿舍

1) 打造校园室内全覆盖，室外关键区域覆盖的WIFI
无线网络；

2) 兼容有线用户账号，保证同一用户使用同一个用
户账号、密码进行认证计费，并获取相应的访问
权限；

3) 智能运维，无线网络与有线网络相比，具有很大
的现网不确定性，需要有一套有效的运维工具保
证出现网络故障时快速定位解决

诉
求



信号很好，不代表所有终端都能接入

人满为患，设备能力有限

能接入，不代表能够获得较好体验

富媒体内容“重”度发
展，无线网络干扰严重，
业务时延增加。

Wait…

规划工作量大

干扰屏蔽？
信道分配？
障碍物类型？

1 

2 

3 

4 Wi-Fi部署复杂

参数配置
策略变化
无线有线
……

SSID、安全、认证、流量、应用… …

多种因素，如何取舍？

信号强度？
用户规模？
带宽要求？

?
安装位置
数量规模
信号调优
……



3GPP：室外为主

WiFi6部署场景

室内

核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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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室内为主

教室

图书馆

办公室

报告厅

礼堂

宿舍/公寓

校园覆盖

街道/广场

商业街

道路

体育场

5G部署场景

• 核心技术趋同（MU-MIMO、OFDMA），
WIFI7(802.11be)：Massive MIMO（16条
流），能力趋同

• 易获取、成本低

• 组织协调简单

• 产业成熟，应用丰富

• 无强5G需求（vs工业场景等）



桂电无线网络建设至今建设了三期

第一期 2017-2018年
单独建设一张房间内信号全覆盖
的无线网络

第二期 2019-2020年
与有线网络一并建设，补足室内、
增加关键室外区域的无线网络

第三期 2020年
针对新建的6栋学生宿舍建设了
POL+WIFI6的纯无线网络

未来
新建、优化



本期项目于2017年12月建设，2018年6月
完成验收并投入使用。项目已完成金鸡岭和
花江两个校区的办公楼、教学楼、学生宿舍
及食堂、图书馆等场所室内覆盖，共有
6500多个AP上线。

存在问题：

• 存在盲区如办公及教学区域楼宇过道及
部分公共区域覆盖的信号极弱；

• 部分区域存在高峰区体验不佳的情况；

• 缺少针对无线网络专门的运维手段，出
现突发问题无法快速定位处理

设备类别 数量 用途

无线核心 2台 金鸡岭、花江各一台，同时作为无
线控制器使用

放装AP 600台 覆盖普通教室、办公区域、图书馆

高密AP 600台 覆盖食堂、教室、会议室、图书馆
等人员较多的区域

下联AP 3300台 覆盖宿舍、小型办公室等

下联AP 2000台 用于无线定位AP



1、在一期基础上扩容AP数量，保证全部室内区域的

覆盖，特别是宿舍区域实现每间一块面板；

2、增加无线智能运维系统，提升无线网络的运维能力；

3、将有线无线核心分离并确保冗余性，改善一期项目

中核心设备的单点故障；

4、逐步去除宿舍有线网络，宿舍区全无线接入。

拓扑变化

设备类别 型号 数量

放装AP AP2051DN 600台

放装AP2 AP4050DN-E 100台

高密AP AP4051TN 25

高密AP2 AP6750-10T 25

室外AP AP8050DN 155台

室外AP2 AP8082DN 30台

定位AP AP2051DN 86台

宿舍中心AP AD9430DN-24 58台

宿舍分体模块 R250D 2324台



新建6栋宿舍楼采用POL+WIFI6 AP的方式，

采用全无线接入方式，部署施工简便，且

与有线网络SDN方案不冲突

设备类别 型号 数量

OLT EX5800-X7 1台

ONT MA5671A-G1 1195台

ONT EG8020P 24台

WIFI6 AP AirEngine5760-22W 1195台

WIFI6 AP AirEngine5760-51 24台

校园应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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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架构 易演进 智运维



多业务承载

所有教室、宿舍、食堂、图书馆
等，构建智慧学习环境

打造物联网无线平台，承载全域
感知需求

构建校园演示验证无线网络平台，
提供师生、校友产品研发和展示

建设全校覆盖的高速无线网络，
打造师生快捷方便的上网通道



随板AC，有线无线网络同步部署

统一转发有线业务

无线业务

整机无线转发能力 4Tb/s

整机管理AP数量 10K

整机无线用户数量 64K



• 定位需要占用不少AP设备的资源

• 适当增加一些AP，或者在关键区域安装扫描专
用的AP

• 定位数据比较大，适当设置扫描的周期

• 选择合适的算法得到实际轨迹数据



POL+WIFI6

光：XGPON/GPON/SFP+

高密三射频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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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了解设备状态

到掌控用户体验

① 实时体验可视

从现场定位半天

到远程诊断1分钟

②分钟级故障定位

从问题反复出现

到 AI  智能调优

③ 智能网络调优

从接入成功率、接入耗时、漫游
达标率、信号与干扰、容量健康
度、吞吐达标率这六大维度指标
进行全网健康度评估，通过查看
劣化指标详情精确掌握用户体验
情况。

针对网络运维过程中遇到的故障，

CampusInsight将协议过程打开

分析，用户旅程可视化回放，主

动识别接入类、空口性能类、漫

游类问题，助力管理员快速远程

运维网络。

基于历史大数据，运用AI算法识

别高负载AP、边缘AP，驱动设

备基于大数据分析结果差异性的

进行射频资源调优，智能保障网

络最优化。



分钟级故障定位 无线网络智能调优自动识别潜在故障

基于机器学习历史数据动态生
成基线，潜在问题识别率85%

智能无线射频调优，7天历史数
据采集分析，整网性能提升

58%

基于多种AI算法，快速故障定位
及原因分析，并给出修复建议。
平均故障处理时间：小时->分钟



• 自主研发，支持指纹、校园卡、密码等；
• 采用WIFI通信，节能设计；
• 广泛适用于学生宿舍、办公室；
• 解决忘记带钥匙、更换锁芯等系列问题；
• 了解学生在校情况，方便教职工考勤；

• 方便统计房产利用率；
• PC端和手机端皆可管理；
• 灵活的分级管理模式。

• 网络与信息技术中心建设指纹库，
负责集中管理指纹，

• 新生或新教职工入校只需采集一次，
即可下发至所有指纹锁



自主研发、基于WIFI通信，PC+手机端管控，低成本，
满足对多媒体教学设备高效管理和良好维护的需求

智能控制器将远程通信、红外遥控及智能管理系统集
成一体，把各个电教室统一在云端管理。

对接课表后，自动根据教室的课程安排，上课提前预
热设备, 下课顺序关设备，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监控中心大屏显示各个教室设备运行情况，设备不在
线时自动发送报警信息，提醒及时处理故障；

通过云端软件，监控中心工作人员也可以远程协助老
师处理异常；

网络中断，设备自动通电，避免意外断网导致无法正
常上课。



基于智能门锁、一卡通、指纹阅读器、人脸识别、无线AP等设备构成的校园传感网络，
对校园人群的活动进行大数据分析，为后期的决策支持提供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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