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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工业通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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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ernet / Fiber Optic Wireless  

工业无线 

工业 
通讯卡 

工业智能
通讯网关 

工业以太网
交换机 



工业自动化通讯方式调研 

客户更希望使用哪种无线网络标准/协议？ 

客户更希望使用哪种网络连接方式？ 
802.11 a,b,g,n 

64.8% 

Wi-Fi 是首选 

无线通讯需求占73% 

Wireless 
networks, 

16.9% 

Neither, 3.4% 

Both,  

55.9% 

Wireline 
networks,  

23.7% 



工业无线以太网市场发展趋势 

 2012年工业无线以太网络产品市场规模将达到  6亿美元，并
且到2015年，每年的复合增长率会超过  28%    

 无线以太网自组网和自恢复技术将得到广泛应用 

 网络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将不断提升 

       工业无线以太网关键需求: 
•      高带宽       
•      快速漫游切换 
•      网络快速自愈 
•      多重跳台 
•      长距离通讯 
•      恶劣环境适应性  



地铁PIS系统车地无线通信系统 

• PIS系统的用途 

      PIS系统：Passenger information System，即乘客信息系统，
为地铁乘客和地铁员工提供以实时列车运营信息、出行信息
新闻广告和紧急信息。同时还可以将列车车厢内的监控信息
传输回监控中心。 



AP1 AP2 AP3 

AP 

CPE 

CPE 

系统要求: 
 
快速漫游 
----------------------------------- 
高带宽 
----------------------------------- 
环境适应性 
----------------------------------- 

应用案例-1: 地铁PIS系统 



EKI-6351 

EKI-6340 

AP1 AP2 AP3 

AP 

CPE 

CPE 

完全满足系统要求: 
快速漫游: ≤20ms 
----------------------------------- 
高数据吞吐率: ≥ 100Mbps 
----------------------------------- 
环境适应性 
•IP67 (EKI-6340) 
•IP30 (EKI-6351) 
• 工作温度: -35~75℃ 

研华 WMN 解决方案实现 



油气生产物联网无线解决方案 

• 油气生产物联网系统的用途 

 该系统是通过传感、射频、通讯
等技术，对油气水井、计量间、
油气站库等生产对象进行全面的
感知，实现生产数据、设备状态
信息的实时采集，从而提高油气
田生产决策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汇聚站 3 

汇聚站1 

汇聚站2 

联合站 



应用案例-2: 油气生产监测 

汇聚站 3 

系统要求: 
 
多级跳台 
----------------------------------- 
Mesh 网络 
----------------------------------- 
环境适应性 
----------------------------------- 

汇聚站1 

汇聚站2 



研华 WMN 解决方案实现 

完全满足系统要求: 
----------------------------------- 
多级跳台 
• 吞吐率≥150 Mbps @ 2 hops 
• 吞吐率 ≥100 Mbps @ 10 hops 
----------------------------------- 
Mesh 网络 
• 自恢复 
----------------------------------- 
环境适应性 
•IP67 (EKI-6340) 
•IP30 (EKI-6351) 
• 工作温度: -35~75℃ 
----------------------------------- 

EKI-6340 

汇聚站1 

汇聚站2 

汇聚站3 

EKI-6351 



系统要求: 
 
快速自组网 & 自恢复 
----------------------------------- 
高带宽 
----------------------------------- 

应用案例-3: 社区网络覆盖 



EKI-6343 

EKI-6340 

完全满足系统要求: 
 
自恢复 
----------------------------------- 
高吞吐率:>=100Mbps 
----------------------------------- 

研华 WMN 解决方案实现 



WMN解决方案 

EKI-6340-1 EKI-6340-2 EKI-6340-3 EKI-6351 

高速漫游AP接入点 
 

-轨旁或路旁已经 
 铺设光纤的高速 
 漫游AP接入点 

多级跳台应用 
 
-扩展沿河道，铁路，
高速公路或隧道内
的无线信号覆盖范
围 

区域Mesh覆盖或 
多重跳台AP接入点 
-小区、公园或厂区 
 的Mesh覆盖 
-轨旁、路旁没有光 
 纤铺设的高速漫游 
 AP接入点 

Mesh站点 
 
-室内客户端站
点 



EKI-6341 

EKI-6342 

EKI-6343 

EKI-6340 系列 

室外无线Mesh AP  

-Mesh (自组网 & 自恢复) 

- 多级跳台/高带宽 

- 超高速漫游                                   - 12~48VDC / PoE供电  

- MIMO 2x2  - 高安全性 

 -35~75℃  -IP67 防护 

    EKI-6340-1      EKI-6340-2              EKI-6340-3 



EKI-6351 

EKI-6351 

- Mesh (自组网& 自恢
复) 

- 超高速漫游 

- IP30 防护等级 

- -35℃~ 75℃ 

- 支持 12-48VDC 

- 支持 802.3at PoE 

- 双频 (2.4GHz/5GHz) 

- MIMO 2x2 
 EKI-6351 

无线Mesh AP/ Station 



802.11n 的MIMO技术 

MIMO (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 ) 优势 
• 发射端更多传输路径 

 传输速率可增至百Mbps以上 
• 接收端更多接收路径 

 接收信号的质量具有高可靠性 
更少的射频干扰影响 

图2 拥有2个独立发射端和2个独立
接收端的MIMO系统 

图1 单输入单输出SISO（Single 
Input  Single Output）系统 



802.11n: 吞吐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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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跳台的带宽变化 



多重跳台带宽实测数据 



无线网状网络架构（mesh） 



路由选择算法 

 
•自恢复和路由选择算法基于跳数的计算和电台
信号的质量 
 
•在WMN中每个无线连接都有一个“路径得分”，
用于表示节点之间的信号质量 
 
•路径得分计算包括RSSI，噪声(背景噪声)水平和
带宽流量信息 
 
•在路由算法中，从源到目的地的跳数是次要考
虑因素 



快速漫游算法 

 
•快速漫游是Mesh站的独特功能 (EKI-6351,不是普通的Wi-Fi客户端 ) 
 
•Mesh AP定期主动地向附近的Mesh站设置广播信息 
 
•Mesh AP覆盖下的Mesh站能够定期生成“路径得分”列表 
 
•一旦新产生的“路径得分”优于当前链路的“路径得分”，Mesh站将立即
移交到新的Mesh AP，而无须使用认证协会的程序 
 
•在每一次移交时Mesh站不需要使用认证协会程序的原因在于，这两步早在
Mesh站加入Mesh系统的注册程序中完成 



AGV小车无线解决方案 

• AGV小车的用途 

      AGV：Automated Guided Vehicle，即自动导引运输车，不
需要驾驶员，能够自动沿规定的导引路径行驶，具有安全
保护以及各种移载功能，在生产物流系统中常常用于搬运
，移载车间辅料 

AGV小车实物图 AGV小车现场搬运辅料车 



系统架构和系统要求 

系统要求: 
 
简便布线 
----------------------------------- 
快速路由切换 
----------------------------------- 
高安全性 
----------------------------------- 
 



系统架构和系统要求 

EKI-6311GN 

EKI-1352 

系统要求: 
 
简便布线 
• AP Repeater模式 
----------------------------------- 
快速路由切换 
•  3~5秒的切换时间 
----------------------------------- 
高安全性 
•  完整的安全认证机制 
----------------------------------- 



实际案例 

厂区面积  ：60000平面 

AP数量    ：15台 

AGV小车 ：127辆 

AP有线连接数量  ：3台 



研华无线AP解决方案 

802.11b/g/n 
EKI-6311GN 

EKI - 6311GN 

EKI - 6331AN 

 

- IP-55 防护等级 

- 发射功率可调 

- 内嵌指向型天线 

- -20℃~ 70℃ 

- POE供电 

- 高安全性 

 
 EKI-6311GN          EKI-6331AN        

工业无线AP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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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提供 



现场调试人员最需要什么？ 



图形化“Ping”软件 

1、测试网络连通性、丢包率并以图化界面显示测试结果 
2、图形化界面定义Ping参数（如Ping包大小、Ping数量） 



RSSI计算器 

RSSI计算器 能够以直观的图形显示路径损耗和RSSI的变化曲线。 

具体功能：检测设备发射功率、链路损耗、天线增益及频率发射和接收端的路径损
耗值。 

 RSSI(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ion)接收信号强度指示 



Fresnel（菲涅尔）计算器 

1、菲涅尔计算器可以帮助用户计算出两个无线设备间的菲涅尔覆盖区域，以预防
可能阻碍无线设备之间通讯的障碍对象。 
2、菲涅尔计算器还可以帮助用户进行天线的位置、高度及角度计算，以便用户对
天线进行相应的调整。 



天线校准工具软件 

天线校准工具可以将RSSI的变化值以图形化界面显示，可快速帮助用户调整天线的
水平和垂直的角度、位置，以获得最佳RSSI值，实现最优通讯质量。 



其他辅助工具软件 

无线环境检测 

系统信息 系统状态 

已连接节点的状态检测 

信号质量检测 

已连接AP的状态检测 



研华无线产品的价值 

特点 描述 

高 
性 
能 

IEEE 802.11n+MIMO 300Mbps带宽 

网络自愈时间 自愈时间≤20ms 

多重跳转 带宽≥100 Mbps @ 10 hops  

快速漫游切换 切换时间≤20ms 

安全性 WPA, WPA2-PSK/ EAP, Radius 

高 
易 
用 
性 

图形化”Ping”工具 图形化在线调试工具 

RSSI计算器 图形化天线增益计算工具 

菲涅尔计算器 图形化天线架设高度计算工具 

天线校准工具 图形化现场调试指导工具 



研华工业无线全家福 

工业无线Mesh解决方案 工业无线AP解决方案 

工业串口转无线解决方案 工业无线GPRS解决方案 

EKI-6340AGN   EKI-6351AGN EKI-6311GN   EKI-6331AN 

EKI-1351       EKI-1352 EKI-1321       EKI-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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