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户成功故事

 

第一大冰淇淋生产厂家选择了 
思科的 Aironet 无线系统 

 
 

在 BLUE BUNNY 冰淇淋生产厂家 ¡flWells

Dairy 内 本月的热门话题是无线服务 自

2000 年夏开始了无线服务计划后 该公司

信息服务部的职员就为处理网络服务申请

而应接不暇  

 

¡flWells Dairy 公司成立于 1913 年 是全球

大的家族拥有和家族管理式乳制品公司

并是美国 大的冰淇淋联合包装厂家 由于

¡flWells Dairy 是在一个地点 衣阿华 Le 

Mars 进行生产的全球 大冰淇淋厂家 因

此该地方是广为人知的 全球冰淇淋之都  

 

Wel ¡flls Dairy 在其公司总部 公司附属部

门 和信息系统中心部署众多的内部局域网

LAN 时 就已经安装了思科 Aironet ® 

340 系列接入点产品和客户端适配卡 接入

点产品是一些 11-Mbps 的无线 LAN 收发

机 作为无线和有线网络之间的网桥或作为

独立无线网络的集线器  

 

客户端适配卡使便携式设备用户能够享受

对集中数据的连续接入 并可以在指定环境

内自由移动 还可以连接桌面计算机 思科

Aironet 解决方案为 ¡flWells Dairy 公司的桌

面系统提供了具有 32 位 PCI 插槽的外围组

件互连 PCI 卡 并为公司的笔记本电脑

提供了 II 型 PC 卡 还提供了行业标准结构

ISA 卡  

 

思科 Aironet 340 系列接入点产品和客户端

适配卡符合 IEEE 802.11b 标准 并具有 128

位有线对等保密 WEP 加密功能 可以

提供相当于有线 LAN 的数据安全性  

 

思科 Aironet 产品首屈一指 
老实说 我们起初使用的是朗讯产品 但

后来发现思科产品更家优越 因此 我们将

整个网络都替换成了思科产品 ¡flWells

Dairy 公司网络工程师 Jim Kirby 讲道 在

对网络媒介的多次评审中 通过对吞吐量的

逐一比较 思科[解决方案]逐渐显示出了自

己的优势 且我们自己进行了测试 我们利

用巨大的流量对链路进行了一定冲击 以检

查 终的性能会如何 思科的产品明显优越

于朗讯产品 我们的某些用户甚至认为 思

科产品的吞吐量比硬连接还快  

 

Kirby 称赞思科产品的另外一些因素还有易

于配置性和易于管理性 在思科接入点产

品上的管理优越于我们曾使用过的所有其

他网络设备 这是我们曾经见到过的 有

用 适用的管理界面 在该系统上有非常

多的信息 他讲道

 



 

将配置改变从一个点广播到整个网络的能力尤

其有用 例如 Kirby 讲道 我们可以将固

件 运行接入点的软件 从任何一个接入

点 推 向所有其他接入点 其表现真令人难以

置信 这也正是我们现在成为所有思科产品集中

地的一个原因 ¡flWells Dairy 使用了思科的交

换机 路由器和防火墙  

 

经济性  
思科 Aironet 无线系统仅在几天的时间里就证明

对 ¡flWells Dairy 非常经济 我们需要从布线室

到每个工作站之间铺设两条 5 类电缆 分别用于

电话和网络 连接工作站的每条网络连接都要求

一个交换端口 这样 无线系统使我们的正常布

线成本节约了一半 因为无需数据网络线路 因

此使安装成本节约了 30-45%  主要在于人工时

的减少 Kirby 解释说  

 

Well ¡fls Dairy 公司自行安装系统 接入点和适配

卡都使用了基本配置 公司发现 总体来讲 无

线系统的安装非常方便 因为技术人员无需为楼

内的每个工作站安装跳接线 这可以使 PC 人员

有更多时间去处理其他工作  

 

 

 

 

 

无线服务计划正在顺利进行之中 到 2000 年秋

季 已经转换了 25 台笔记本电脑和 70 台桌面电

脑 IS 人员还需要安装 40 个笔记本电脑卡和 120

个桌面电脑卡  

 

每个人都希望享受无线服务 
享受无线服务的大多数用户是担任会计 采购

其他职位的用户 包括主要管理人员 他们经常

要带着无线连接笔记本电脑参加董事会或其他

会议  

 

经常出差的销售人员正在发现无线服务对他们

尤其有用 实际上 无线服务首先在 ¡flWells Dairy

的某些远程销售办事处中进行了测试 他们对这

种服务给予了一致称赞 现在 所有销售办事处

都希望安装无线服务 在奥马哈 堪萨斯城

Joplin 密苏里的一些主要销售办事处已经安装

了无线服务  

 

该服务已经获得 ¡flWells Dairy 用户的一致响应

他们衷爱这种服务 我们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

使他们享受到这一服务 即使是已经安装了硬连

接的人员也要求安装这种服务 Kirby 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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