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户简介 

 

永远不要低估无线技术  
Johnsonville Sausage 公司实现实时产品跟踪 

 
 

Johnsonville Sausage, LLC公司在威斯康星州

的一个库房内运用Cisco Aironet ® 350系列技

术安装了无线局域网(WLAN) 从而改进了产

品的跟踪 定位和运动方式  
 
Johnsonville Sausage公司是全国最大的香肠

德式小香肠和其它肉类食品生产商之一 该公

司的库房包括 预备区 生产区 运输冷却区

和深度冷却区 肉制品通过传送带从生产线上

传送到深度冷冻区   
 
Johnsonville Sausage公司网络系统工程师兼

顾问Bob Meyers先生说道 总之 储藏室的

空间特别大 当肉产品在库房内运送时 很难

进行跟踪 我们需要一种既耐用又适应移动的

解决办法  
 
接入点传输扫描仪发送的数据 
TSR Solutions公司位于威斯康星州的德国城

是思科公司的分销商 该公司开发了由两部分

组成的解决方案 第一部分是 TSR配置并测

试由Intermec Technologies公司生产的手持无

线数据收集扫描仪 这种扫瞄仪由铲车司机使

用 TSR Solutions公司总裁Tim Radtke说道

数据收集设备装有类似于Web界面的显示

器 因此铲车司机很容易通过这种显示器来确

定特定托盘的位置 当托盘减少时 显示器只

对托盘进行扫描 托盘数据通过无线方式输入

到库存系统 然后将数据发送到一个运行集成

软件的NT服务器上 该服务器将这一实时数

据导入AS/400 ERP系统 从提供实时后勤服

务角度看 这种办法为Johnsonville公司管理所

有这些托盘提供了整体的灵活性  
 
第二部分是 TSR安装了14个Cisco Aironet 
350系列接入点 从而在整个库房范围内将扫

瞄仪发送的信号传送到Windows NT服务器

上 Cisco Aironet 350系列是基于直接序列扩

频技术的 工作频段为2.4千兆赫 提供的数

据传输速率(Mbps)高达每秒11兆位 与以太网

类似 接入点符合IEEE 802.11b标准 并且

Wi-Fi接入点的互操作性要经过无线以太网兼

容联盟 Wireless Ethernet Compatibility 
Alliance 认证  
 
Meyers先生说道 我认为 这代表着 
Intermec 公司和Cisco Aironet技术的首次结

合 这种应用确实是第一次 他还说道 这

是多家供应商互操作性的成功典范

 
 

 
 

 

毫无疑问 我们认为Cisco Aironet无线系统是同样有效的 最后的结果将证明我们是对的

我现在的信条是 永远不要低估无线技术的可靠性和所产生的力量  
Bob Meyers,

工程师兼顾问,
Network Systems

 

 



 
 
 

内置供电功能 

Cisco Aironet 350系列接入点具有内置供电功能 可通过以太网电缆远程供电 思科技术所实现的交换机 电源

配线板 或被称为电源馈电器的小型内置设备可提供电源  

 

Radtke 先生说道 这就是说 我们不必安装配电箱 再也不用向配电箱内布置电源线了 我们因此要装入Cisco 

3924-PWR动力交换机 并将以太网电缆布置到机房中 他还说道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通过以太网为所有交

换机提供电源 从而为Johnsonville Sausage公司节省了大量成本  

 

为了防止天气过冷 潮湿等异常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TSR将接入端封装在一个防潮的金属包装物内 在包装物

的端面钻孔 并安装外部天线  

 

无线系统的益处 

据Meyers先生说 这种方法一点也不影响功能性 他说道 铲车司机对整个系统的评价很高 特别是与以前

的系统进行对比之后 他还说道 在使用CAT-5电缆的情况下 司机们经常遇到无法查明的干扰 现在

司机可始终获得准确可靠的信息 速度总保持那个水平 并且信号传输得很快 在整个系统范围内 比以前更

容易找出所需产品 并将产品运走   

 

Johnsonville Sausage公司采用无线应用后认识到这种方法的优点很突出 那就是实时库存交易 采用无线技术后

这家公司从库存交易的批量扫描发展为无线扫描和实时库存变化扫描  

 

Meyers先生说道 我们现在通过网络分配客户订单 并直接通过手持扫瞄仪编制提单 这样就减少了客户订

单的手工输入要求和手工输入数据所造成的潜在错误  

 

库房计算机适配卡 

Johnsonville Sausage公司还通过无线技术将库房计算机连接到网络上 库房工作人员可通过这样的计算机来核对

实时库存状态 与每天只进行两次数据更新的网络相比 这是一个很大的改进 Meyers先生说道 现在将库

房内的计算机看作很有用的信息工具 运用这种工具 员工工作起来更便利 并有助于减少错误  

 

最初 由于CAT-5电缆存在干扰问题 计算机不能与网络通信 在安装无线Cisco Aironet 350系列PCI客户机适

 
 



 
 
 

配器 并在每台计算机上安装天线之后 实现了可靠的连接  

 

与接入端类似 Cisco Aironet 350系列客户机适配器的工作频段为2.4千兆赫 数据传输速率高达11 Mbps 与以

太网类似 符合IEEE 802.11b标准 并通过了Wi-Fi认证  

 

无线网络扩容 

Johnsonville Sausage公司成功地在Cisco Aironet 350系列方面的最初投资之后 开始对其无线系统进行扩容 其

中包括安装更多的计算机和接入端 以及3个Cisco Aironet 350系列无线网桥 建立无线网桥以适应温度的大幅

度变化 因此 无线网桥是克服恶劣天气的理想途径 这种网桥专门用于为以太有线设备提供高速 长距离连

接 并支持高达11 Mbps的数据传输速率  

 

Johnsonville Sausage公司在设备运行中选用Cisco Aironet 350系列技术 其原因是 该公司在使用其它Cisco产品

时受益非浅 Meyers先生说道 从集线器到路由器 还有防火墙 我们所采用的每件产品都是Cisco公司生产

的 而且一直很好用 他还说道 毫无疑问 我们认为Cisco Aironet无线系统同样很有效 最后的结果将证明

我们是对的 我现在的信条是 永远不要低估无线技术的可靠性和所产生的力量  

 
 



 
 
 

 

 

 

 

 

 

 

 

 

  
  
  
  
  
  
  

思思科科在在你你身身边边      世世界界由由此此改改变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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