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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汀无线网状网提供免费的访问和测试环境 
 
 
思科无线网状网为企业、政府机关和公用事业部门开发生产率增强型应用和技术铺平了道

路。 
 
 

 

业务挑战 
奥斯汀市位于德克萨斯州东南部，多年来在美

国最适宜居住、工作和度假的城市评选中一直

名列前茅，从而导致人口以每年19,000的速度

快速增长。与快速发展的美国其他城市一样，

奥斯汀市也面临各种挑战，包括加拨市政基础

设施建设款以便为越来越多的居民服务。为了

满足这个需求，奥斯汀市的政府官员想方设法

鼓励发展商业，以藉此增加税收。 
 

 
 
为了刺激商业的发展，奥斯汀市抓住机会承办

了世界信息技术大会(WCIT)。WCIT 是两年一

度的颇具影响力的研讨会，在全球不同国家召

开。奥斯汀市商界名人和政府官员一致认为，

2006 年 5 月的盛会将向全世界展示奥斯汀作为

技术中枢的地位，刺激经济的增长。为了做好

准备工作，奥斯汀市决定在政府所属的奥斯汀

会议中心部署 Wi-Fi 网络以及覆盖会议中心和

7 个城市街区的无线网状网络。无线网状网络 
可为用户提供安全的无线漫游，超越传统的无线局域网界限，并可轻松部署在缺乏有线连

接覆盖部署的地区。 
 
政府官员希望将无线网状网打造成为居民和商户提供免费互联网访问的基础设施 — 以便吸

引外来投资。他们还希望部署新应用来改进并简化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的通信，通过提高

现场工作效率来降低成本，并提供紧急通信工具。此外，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还认为无线

网状网将为政府和企业开发新应用和新技术提供理想的试验平台。 
 
网络解决方案 
奥斯汀市近几年一直在广域网中使用思科系统®公司的产品，这些产品在可靠性和性能方面

均有不俗表现。因此，奥斯汀市政府决定再次选择思科®为其全新的无线基础设施部署提供

组件和专业技术支持。奥斯汀会议中心无线技术经理 Eric Garnel 说：“我们希望一个集中的

位置管理并监控网络体系架构，思科解决方案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控制能力和可管理性。此

外，思科还提供出色的服务与技术支持。思科的支持人员总能及时为我们提供帮助。” 这
个项目的部分资金由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提供。 

概述 
奥斯汀市 

 政府部门 
 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 
 工作人员数量：约 13,000 

业务挑战 
 增加税收以支持市政服务 
 吸引新企业以刺激经济增长 
 改进通信服务，包括紧急响应通信

网络解决方案 
 思科® 无线网状网为技术创新提供

了试验台并为开发全新的数据应用

奠定了基础  
 Cisco 3845 即时通信解决方案可在

紧急情况下提供安全的数据、语音

和无线服务 

业务成效 
 为政府机关和企业测试新应用和新

产品建立了无线测试环境 
 为奥斯汀市区提供高速网络访问，

使居民、政府工作人员和访客都能

在办公室以外开展重要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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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与市政工程师一起基于思科服务导向网络架构(SONA)为奥斯汀市设计了无线基础设

施— 这一架构能帮助企业最大限度地提高其网络服务和资源的价值。思科注册合作伙伴，

位于圣地亚哥的 Wireless Facilities, Inc. 负责项目的无线射频调试工作。使用 Cisco SONA 
框架，企业可降低成本、扩展新的协作功能、提高服务永续性、并为用户随时随地访问信

息和服务创造便利的条件。 
 
奥斯汀市首先在会议中心安装了 Cisco Wi-Fi 解决方案。数月后，思科认证金牌合作伙伴 
Calence, LLC 用了四天时间在市区部署了网状网络，覆盖了会议中心、市政大厅、大量的

零售商店、餐馆和企业、Zilker 公园的部分区域以多个现有的无线热点。 
 
全新的基础设施抢在 WCIT 召开之前完工，在 881,000平方英尺的会议中心以及网状网络覆

盖的七个街区为 2100 多名参会人员提供免费的无线互联网访问服务。解决方案使参观人员

能够收发电子邮件、访问公司网络、并与重要的商业伙伴和客户保持联系。同时安装的思

科无线 IP 电话解决方案使参会人员能够使用无线 IP 电话建立呼叫。大会经理可使用思科

无线 IP 电话等各种无线手持设备在会议中心执行维护和管理任务。如开灯、检查空调、开

门关门以及监控安全摄像机等。 
 
会议中心 IT 经理 Michael Hall 说，奥斯汀市现在在奥斯汀能源局的帮助下管理无线网状网

络，将为近期的会议继续提供免费的互联网访问服务，以便与不提供此项服务的其他地点

真正区分开来。他说：“奥斯汀对先进技术的使用以及前瞻性的思维吸引了许多会议主办方

的目光。” 
 

 
“无线网状网是我们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关键组成部分，能帮助奥斯汀提高对企业

的吸引力并为公司开发全新的无线技术提供了试验平台。” 

——Peter Collins, 奥斯汀市首席信息官 
 

 
业务成效 
除互联网访问外，无线网状网络还为开发新服务和新应用奠定了基础，以增强公共安全

性、提高员工生产率、并帮助奥斯汀市实现经济增长。无线网状网络允许在大楼间频繁穿

行的政府工作人员通过便利的高速网络访问城市有线基础设施，例如，查看消息、访问台

式机上的应用和文件以及呈交报告等。最终，城市建筑、安全和卫生部门的监察员将能够

现场呈交书面报告，避免因往返办公室填写表格而浪费时间。 
 
全新的基础设施还提供了现场测试环境，以便企业和政府机关开发新应用和新产品。奥斯

汀市首席信息官 Peter Collins 说：“它使政府机关和技术公司能够在混合的无线环境中开展

测试 — 居住区、市区和休闲区。”他补充说已有多家公司请求使用网状网来开发无线 IP 语
音(VoIP)产品和协议以及各类无线应用。 
 
此外，这个网络还为城市紧急救援车提供了无线网络访问和 IP 连接，这个卡车大小的车辆

使用 Cisco 3845 即时通信解决方案 (Cisco 3845) 来提供安全的 VoIP、Web、无线和陆地移

动无线电通信。奥斯汀市和特拉维斯县通信指挥官 Tony Williams 说：“Cisco 3845 解决方

案就像瑞士军刀，允许我们快速连接紧急救援机构，无论是警察局、消防队、救护车还是

红十字会。他指出，奥斯汀市曾在2005年派遣城市紧急救援车前往新奥尔良营救卡特里娜

飓风的幸存者。 
 
下一步 
在未来几个月中，奥斯汀市计划通过部署新应用来改进市政服务，并帮助政府工作人员以

更经济高效的方式完成任务。例如，新应用将允许奥斯汀能源局和其他公用事业部门的代

表无线接收客户服务请求，以便加快响应速度。在未来几个月中，奥斯汀市计划将无线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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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范围扩展到东部地区，以便使低收入居民能够享受到免费的互联网访问。此外，奥斯汀

市还打算将思科 IP 互操作性和协作系统与无线网

状网络集成在一起，以便紧急响应和执法人员能

够通过不同的一键式系统进行通信。新系统将简

化部门间的通信流程，使工作人员能够在紧急情

况下更轻松地彼此沟通，并加快响应和解决问题

的速度。 
 
奥斯汀市还计划推动更多的技术供应商使用无线

网状网络。Collins 说：“无线网状网是我们经济

发展战略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可帮助奥斯汀提高

对企业的吸引力并为公司开发全新的无线技术提

供了试验平台。”   
 
近几年，奥斯汀市已发展成为一个技术中心。

Collins 说：“这就是奥斯汀的特色。无线网状网

络将我们对技术的使用提升到了新高度，允许我

们提供免费的互联网访问和其他新服务以及技术

测试台，在这个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城市能够与

奥斯汀相提并论。” 
 

更多信息 
如需了解关于思科解决方案和服务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cisco.com 
 
如需了解关于思科政府行业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government 
 
如需了解关于思科无线网状网络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wirelessmesh 
 
如需了解关于思科统一通信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cisco.com/go/voice 
 
如需了解关于思科服务导向架构(SONA)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sona 
 
如需了解关于Calence, LLC.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calence.com 
 
如需了解关于Wireless Facilities, Inc.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wfinet.com 
 
这个客户案例基于奥斯汀市提供的信息，描述了部署思科产品为这一机构带来了哪些收

益。本文描述的成效和优势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思科不保证所有用户都能实现类似成

效。 
 
思科按“原样”提供本文，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含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适销性或适用于某

种特殊用途的保证。某些地区可能不允许拒绝明智或暗含的保证，因此，这份免责声明可

能并不适用于您。 
 

 

 

 

产品列表 

路由和交换 
 Cisco 7500系列路由器 
 Cisco Catalyst 6500系列交换机 
 Cisco 3845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无线 
 Cisco Aironet 1500系列室外轻量

网状网接入点 
 Cisco 4400 系列无线局域网控制

器 

语音和 IP 通信 
 Cisco Unified CallManager 
 Cisco Unified CallManager Express
 Cisco Unified 7920 无线 IP 电话 
 Cisco IP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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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

方广场东方经贸城东一办公楼

19-21 层 
邮编：100738 
电话：（8610） 85155000 
传真：（8610） 85181881 

上海 
上海市淮海中路 222 号力

宝广场 32-33 层 
邮编：200021 
电话：(8621) 23024000 
传真：(8621) 23024450 

广州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161
号中泰国际广场 A 塔 34 层 
邮编：510620 
电话：（8620） 85193000 
传真：（8620） 85193008 
 

成都 
成都市顺城大街 308 号冠城

广场 23 层 
邮编：610017 
电话：（8628） 86961000
传真：（8628） 8652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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