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以更豐富的參觀者
體驗提升了客流量

客戶案例研究

思科統一存取無線技術，向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的參觀者提供豐富的參觀體驗，以更具互動性的方式來欣
賞及認識藝術與歷史
綜合摘要

挑戰

客戶名稱：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

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 (Rijksmuseum) 是目前名列世界十大藝術與歷史博物館之一，
坐落於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是荷蘭的國立博物館，其年代可追溯至 1800 年。阿姆斯

產業：政府機構

特丹國家博物館的館藏，以從中世紀至今的荷蘭藝術與歷史文物為主。這座博物館的

地點：荷蘭

使命，是要使參觀者感受藝術之美與歷史時代，不是只聚焦於藝術品本身，同時也要

員工人數：650 名
挑戰
• 增加參觀者的數量，提升與其他藝文景
點的競爭力
• 善加利用新穎的科技來提升參觀者體驗
•	支援新應用程式，並簡化 IT 管理工作

解決方案
思科統一存取有線及無線架構

讓人們瞭解藝術品創作的歷史脈絡。
館內收藏了多位 17 世紀荷蘭著名藝術大師的傑作，包括林布蘭 (Rembrandt van Rijn)
的《夜巡》，以及維梅爾 (Johannes Vermeer) 的《倒牛奶的女僕》，使其成為荷蘭最
熱門的旅遊景點之一。然而，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於 2003 年至 2013 年 4 月期間
暫時閉館，進行了大規模的整修工程。
在長達 10 年的期間，這項耗資 3.75 億歐元（5.12 億美元）的整修工程，旨在對博物
館的眾多方面進行翻新，使其能與其他的熱門景點競爭，吸引更多的遊客前來參觀。
就如同其他的藝文機構一樣，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也日漸需要迎合深受網路及媒體
影響的社會大眾。

結果
•	促使參觀者的數量增加了 188%

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 IT 部門經理 Rob Hendriks 說道：「除了辦公區域之外，博物館
的舊建築缺乏任何的 IT 基礎架構。而整修工程正是大好機會，使我們能以無法察覺的

•	簡化訪客與承包商的網路連結

方式裝設最新科技，提升民眾的參觀體驗。」博物館閉館期間大幅提升了行動性，此

•	啟用博物館基礎資訊服務

次主要考量就是要加以運用。

• 提升參觀者體驗

而另一項重要的問題則在於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要求，所運用的科技不應該分散參
觀者對於展覽品的注意力。博物館建築的整修工程是要還原其 1885 年的原始設計精
神，這表示所有最先進的保全裝置、溫度控制及 IT 基礎架構技術，均必須以隱蔽的方
式來安裝，不能在展場中出現任何機箱、纜線或閃爍的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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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穎的科技讓我們能吸引更
多人前來博物館參觀。我們
以高解析度的影像在線上分
享藝術品，因為我們認為，
民眾會因此想要來到博物館
親眼欣賞實物。這對我們來
說非常重要，因為即使是售
票的部分，我們也需要透過
網路。」
Rob Hendriks
IT 經理
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

解決方案
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於整座建築物中部署了全新網路，館內選擇了開放標準的思科®
統一存取有線及無線網路，可支援參觀者自攜裝置 (BYOD) 的各項需求、企業 IP 電
話語音以及未來出現的新服務。思科的合作夥伴暨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技術供應商
Imtech，負責網路的架設及後續的管理工作。
網路採用了思科身分識別服務引擎 (ISE)、思科 Catalyst® 3750 系列交換器、150 部
思科 Aironet® 3700 系列存取點 (具備高密度存取體驗 (HDX) CleanAir® 技術，可支援
80MHz 頻寬)，以及思科整合通訊管理器。除了 ISE 之外，還透過兩道思科 ASA 5500-X
系列新一代防火牆，提供更進一步的安全性。
存取點的選擇對博物館來說相當重要，因為這些裝置必須隱藏起來，安裝於天花板上
方、牆面後方或地板下方等較不適合的地方。而 Aironet 3700 系列存取點克服了此一
重大挑戰，這款產品具備採用同級最佳 RF 架構的創新技術晶片組，是專為高效能企業
網路所設計。
在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中，思科 Aironet 3700 系列存取點可以相對緊密地封裝在一
起，於客流量尖峰時段提供所需的高水準連結性，而且訊號不會受到牆面、地板或其他
障礙物的影響。
在無線網路技術的支援下，參觀者可利用虛擬導覽行動應用程式在館內四處參觀。參觀
的民眾不僅可以使用自己的裝置來存取展覽資訊，亦可向館方租借 iPad。

結果
自 2013 年全面整修工程完成以來，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展出了豐富廣泛的藝術品與
歷史文物，帶民眾們欣賞藝術並瞭解其背後的文化脈絡。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的宗
旨，是要將其 130 萬件館藏所具有的珍貴歷史價值，介紹給荷蘭民眾們認識。
現在，在民眾進入到館內以前，就已經開始獲得各式各樣的參觀者體驗。博物館在其網
站中提供了許多珍貴藝術品的高解析度影像，可供民眾下載分享或個人使用。Hendriks
說道：「新穎的科技讓我們能吸引更多人前來博物館參觀。我們以高解析度的影像在線
上分享藝術品，因為我們認為，民眾會因此想要來到博物館親眼欣賞實物。」。
一旦身處博物館之中，使用者在館內參觀時，即可透過思科的網路技術隨時存取展覽資
訊及導覽服務，十分便利。透過無線網路技術，參觀者能使用其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
腦，來獲得內容豐富的額外背景資訊。而這些資訊的一大來源就是博物館的網站，這個
網站對於館內參觀者及館外民眾來說同樣實用。
每天都必須能為 10,000 至 15,000 名的參觀者提供網路存取服務 – 無論在館內的任何
地方均可流暢存取，在客流量尖峰時段也能運行無礙。而且，不只有參觀者會需要使用
網路。博物館的設施管理人員也會透過網路以遠端方式調控 LED 照明，例如使用 iPad
來調整展覽品的呈現方式。
這種更豐富完善的參觀者體驗，使得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超出了民眾們的期待，在
重新開幕以來的前十個月期間，其參觀人數從過去的 100 萬人次大幅增加為 240 萬人
次。Hendriks 表示：「這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即使是售票的部分，我們也需要透
過網路。」
在幕後的部分，思科 ISE 則使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可為廣泛的使用者提供安全的網路
存取，包括從辦公室人員及參觀者、到設施與維護團隊，而且只要新增基於設定檔的政
策即可達成。工作人員可以安全地連結訪客，而不需要尋求 IT 團隊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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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辦公區域之外，博物館
的舊建築缺乏任何的 IT 基礎
架構；而整修工程正是大好
機會，使我們能以無法察覺
的方式裝設最新科技，以提
升民眾的參觀體驗。」
Rob Hendriks
IT 經理
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

除此之外，組織還能使用原則來簡化作業，並提高與承包商相關的安全性，例如限制授
權存取時間。
高密度存取體驗 (HDX) CleanAir® 技術，是專為高密度環境所設計，搭載於館內將近半
數的 Aironet 裝置上，能有效減少相鄰的存取點之間相互干擾的相關配置問題。並能進
而改善漫遊裝置的連結性，其主要是以 Apple OS 為基礎。
接下來，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還計畫要利用從無線網路中收集的定位資料，來研究參
觀者在館內的移動路線。Hendricks 如此說道：「舉例來說，這些資訊可以用來協助改
善參觀者的動線，並減少排隊和擁擠的情況。」
藉由向參觀者提供定位資訊，館方不僅希望能協助民眾以最佳路線參觀建築物中的各個
展廳、大廳及走廊，也能提醒民眾避免於尖峰時段聚集在最熱門的藝術品前。
此外，這項定位資訊還能協助博物館瞭解民眾參觀展覽的動線、擁擠情況的發生時間與
位置，以及最吸引人們參觀的展覽品為何，以便能據此來進行調整和規劃，進一步提供
美好完善的參觀者體驗。
憑藉著新穎的思科有線及無線網路架構，使博物館能夠將參觀者體驗延伸至參觀之前與
之後，並提升實際來到館內時的參觀體驗。這樣的能力有助於確保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
館所收藏的藝術瑰寶能獲得應有的關注，無論是於現在或未來都能綻放光芒。

更多資訊
若要瞭解本案例研究中之思科網路架構及解決方案的更多相關資訊，請前往
www.cisco.com/go/wireless

產品採用列表
路由與交換
• 思科 Catalyst 3750 系列交換器
無線
• 思科 Aironet 3700 系列存取點（搭載思科 CleanAir 技術）
資安
• 思科 ASA 5500-X 系列新世代防火牆
• 思科身分識別服務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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