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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特兰大勇士棒球队

行业 
体育和娱乐

所在地 
佐治亚州亚特兰大 

员工人数 
1000 以上

网站 
www.mlb.com/braves 

亚特兰大勇士棒球队案例研究 

立足当前，建设面向未来的体育场 
借助思科解决方案和服务，亚特兰大勇士棒球队为球迷们欣赏和分享球赛打造崭新的
全数字化体验 

http://www.mlb.com/braves


亚特兰大勇士棒球队案例研究 

亚特兰大勇士棒球队新建棒球场，给球队 IT 团队带来新的挑战

亚特兰大勇士棒球队在最初规划亚特兰大北部新球场的建设时，就制定了一套宏
伟的计划。领导层希望把它建设为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运动场所。他们的目标是
把这个名为 SunTrust Park 的新球场打造成全数字化增强型高级体育场的典范，
这给他们的 IT 团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勇士棒球队 IT 副总裁 Greg Gatti 指出：“在此之前，美国境内至少建成了四座
这样的球场，他们的 IT 负责人都在球场开业当天或之后不久离开了公司。我曾
询问过其中一些人，结果发现让他们最不堪重负的首要原因是不合理的基础设施
决策。我把我的工作和未来都押在了为此项目选择的技术合作伙伴身上，思科自
然而然成为我的选择。”

勇士棒球队部署了一整套完善的思科® 解决方案，包括端到端网络和 Wi-Fi 基础
设施、数据中心、数字标牌，以及分析、安全、支持解决方案等等。在整个部署
工作的各个阶段，都有思科服务专家提供全程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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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过程非常顺利。在 SunTrust Park 球场中，观看球赛只是球迷体验的一
部分。这个新球场还设有一个 150 万平方英尺的综合功能区“The Battery 
Atlanta”，其中汇集了酒吧、餐厅、零售商店和公寓，以及四星级酒店和现场
音乐表演场所。因此，对勇士棒球队和为他们提供支持的 IT 团队来说，他们需
要做的不仅仅是确保球迷在球场度过愉快的一天，而是作为这个大型综合功能区
的房东，全年为数百家租户提供支持。 

勇士棒球队的 IT 团队曾管理过一个相对较小的内部网络，当时各家第三方供应
商分别负责管理自己的技术。但是如今，Gatti 希望将所有全数字化系统整合到
一个平台。

他表示：“我们的声誉将命悬一线。我们需要对整个网络拥有可视性与可控性，
这样才能确保球迷和访客不会遇到任何问题。”

北美最先进的体育场

勇士棒球队的 IT 团队深知：SunTrust Park 每天需要接待成千上万的球迷，而 
Wi-Fi 将成为影响球迷体验的核心要素。Gatti 说：“Wi-Fi 连接是我们技术桂冠
上的明珠，也是我们所有其他功能的基础。”

通过与勇士棒球队的公共 Wi-Fi 合作伙伴 Comcast 合作，思科服务团队从头设
计了一个冠军水准的 Wi-Fi 网络。现在，SunTrust Park 拥有 100 GB 的互联网
回路和超过 1250 个思科无线接入点，可以为北美的任何体育赛事提供最高速的 
Wi-Fi 连接。该网络可以支持数千个并发 Wi-Fi 会话，即使是在人群高度密集的
严苛室外环境下，也能提供卓越的性能。 

“在观众席上和整个球场内，我们为球迷提供能充分满足设备处理能力的带宽，
最高达 170 Mbps。球迷可以在这里流畅地使用网络并发布消息，而不会受到任
何干扰，这让我们倍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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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新的全数字化体验

此次，勇士棒球队不只是建设了一个全新的 IT 平台而且还打造了全新的全数
字化服务系列。这包括采用 Vision™ 解决方案，向整个棒球场和 The Battery 
Atlanta 综合功能区内的 100 多块高清显示屏投放信息、视频和数字广告。思
科服务团队与勇士棒球队 IT 和营销团队通力合作以设计和部署该系统，为体育
场内一系列新的公司合作伙伴打造定制图形内容和视频内容。 

现在，利用该基础设施，勇士棒球队还为整个体育场中的交互式全数字化终端
提供支持。球迷通过终端浏览商店和餐厅，甚至可以找出哪家特许经销商正在
销售自己最爱喝的啤酒，而且还能获得详细的路线指导，这一切功能都集成在 
Major League Baseball 的 Ballpark 应用中。 

该体育场 Wi-Fi 还可以支持电子票务和付款。球迷可以使用 Ballpark 在赛前购
票，将票转发给朋友，然后在入场处扫描一下他们智能手机上的条形码便可入
场。勇士棒球队员工在入口处工作时也需要依赖 Wi-Fi，利用移动式 iPad 设备
扫描门票，缩短排队时间。访客可以使用 Wi-Fi 支持的付款方式，在整个体育
场内享受各种娱乐，而以前这些服务都必须采用现金支付。 

如果体育场内任何区域的 Wi-Fi 出现故障，尤其是在球迷纷纷尝试加入棒球场
网络时，可能会形成瓶颈，影响整个场馆。幸运的是，网络从来没有中断过。 

一个网络即可满足一切需求

Gatti 表示，对于勇士棒球队 IT 来说，他们面临的最大变化是新体育场的基础设
施规模扩大了，变成“以往的十倍大，而且比以前复杂 100 倍”。 

“在我们之前的环境中，食品和饮料供应商各行其是，零售、环境、安全等一
切系统都彼此孤立。”Gatt 指出，“SunTrust Park 则相反。我们拥有一个统
一的技术环境，可以覆盖整个体育场。我们现在成了我们的食品供应商、饮料
供应商、零售商和停车场运营商的服务提供商。我们为整个体育场综合体提供 
Wi-Fi、视频和音频功能。” 

对于该技术平台的核心，勇士棒球队构建了一个高级思科数据中心，其中采用
思科以应用为中心的基础设施（思科 ACI™）软件定义网络 (SDN) 交换矩阵，
包含思科 EMC VxBlock 计算、存储和虚拟化功能。为了保护所有这种业务关键
型技术，以及为成千上万的球迷和访客服务，勇士棒球队采用了思科防火墙，
以及思科身份服务引擎 (ISE) 和思科 Umbrella™ 云安全威胁防御平台。

此外，勇士棒球队 IT 团队还与思科解决方案支持部门合作，以确保这些技术解
决方案的可靠性和性能。如果该网络环境（其中包含非思科技术）的任何部分
出现问题，思科工程师都可以从解决方案层面快速解决问题。不仅如此，他们
还会抓住一切机会检测处于潜伏状态的问题或新出现的问题，以便先发制人，
修复问题，以防进一步引发其他问题。尽管该环境规模庞大（设有近一万个端
口），但是有了思科服务专家的协助，勇士棒球队 IT 团队只需 18 名员工，就
把一切管理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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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解决方案

思科服务

•  高级服务 
•  关键业务服务 
•  解决方案支持

数据中心

•   Cisco Powered 网络，采用以应用为中心的
基础设施

•  EMC VxBlock 

企业网络

•  Catalyst 6000 系列交换机

• 企业级 Cisco Powered 局域网和广域网 

安全

•  思科 ISE 
•  思科 Umbrella 
•  具备 FirePOWER 的思科 ASA 9300

行业解决方案

•  思科 StadiumVision

协作

•   IP 电话系统与统一联系中心快捷版

相关详细信息

要详细了解思科解决方案可以如何帮助您的体

育和娱乐业务实现转型，请访问：www.cisco.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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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体验

SunTrust Park 于 2017 年 3 月开业。借助规模庞大的技术基础设施，新场馆实现了设计师的一切
设想。Wi-Fi 提供的高速连接比很多球迷自家的网速还要快，同时每天为 41000 位访客和数百个
重要应用提供可靠支持。无论球迷何时进入 SunTrust Park，在场馆里做什么（观看比赛，在 The 
Battery Atlanta 里面闲逛，或在 Coca-Cola Roxy 剧院看表演），都会流连忘返，获得想向别人津
津乐道的体验。

亚特兰大勇士棒球队营销与创新高级总监 Greg Mize 说：“有天晚上，我们在最后半局完成了一次
全垒打。现场沸腾了，有人立即用手机上传了视频。即使我不在场，而是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了现场
朋友发布的视频，我也完全能感受到那种激动，会忍不住想‘我得去看勇士棒球队的比赛！’” 

事实上，Buzzfeed 已将 SunTrust Park 评为 2017 年乔治亚州最热门的 Instagram 话题，这是勇
士棒球队第一次登上这个榜单。思科 Wi-Fi 非常可靠，还推动了球队组织实现向电子票务的重大转
型，为他们节约了大量时间和资源。 

票务运营副总裁 Anthony Esposito 
说：“我们售出的电子门票数量直线
飙升。去年一年，我们就售出了超过 
200 万张票，其中 50% 是通过移动
设备订购的。今年开放日，72% 的门
票也是通过移动设备订购的。这对而
言意义重大。” 

覆盖整个场馆的思科 Vision 视频系统
和思科服务团队提供的广告支持也有
助于推动勇士棒球队提高盈利能力。
“在我们的旧馆里，IPTV 系统广告
投放位置基本上是作为一个赠品，用

于帮助我们销售其他赞助广告，”Gatti 表示，“在 SunTrust Park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
们销售网络广告，每年可以获得七位数的收入。”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勇士棒球队 IT 团队期望能够使用他们的思科技术平台，继续推出新服务和全数
字化体验。“技术推动了我们的业务发展，”Gatti 表示，“我们可以向思科求助，让他们给我们提
供建议，帮助我们进行设计，并且为我们提供相关解决方案和服务，从而把事情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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