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ATP网球大师赛
通过功能强大的体育馆Wi-Fi提升现场体验
案例分析

概述：

从体育馆无线基础设施获取更多收益

上海ATP网球大师赛是全球最高级别的网球赛事之
一，同时也是北美和欧洲之外举办的唯一一站ATP
1000赛事。为期9天的上海ATP网球大师赛每天观
赛人数接近15,000人次。2017年罗杰·费德勒和
拉斐尔·纳达尔之间的史诗级男子决赛将赛事推
向了高潮。

为期9天的2017上海ATP大师赛在上海旗忠网球中心圆满落下帷幕。最终
罗杰·费德勒击败了拉菲尔·纳达尔，夺得了个人第二个上海ATP大师赛
冠军。

••

为现场员工和媒体工作者改善无线联网服务，
在繁忙的环境中实现可靠、快速的数据传输

上海旗忠网球中心以常年举办高品质、高水准的赛事而闻名。因主办方的
热情好客以及中国公众的广泛关注，每天有接近15,000人次的观众来到上
海旗忠网球中心观看现场比赛。这项赛事也被称为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一
直深受ATP世界巡回赛球员的喜爱。

••

为媒体看台的专业摄影记者提供稳定、高速的
Wi-Fi服务，以便他们能够快速向媒体中心传输
高清晰图片，保证及时发稿

为了更好地为此次赛事做好准备工作并提供更加吸引人的媒体体验，主办
方需要一个易于安装和管理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智能Wi-Fi网络。

••

为媒体中心的记者和编辑提供稳定、抗干扰的
Wi-Fi网络

挑战

••

通过易于安装和测试的可扩展网络解决方案提
升现有高速无线Internet访问

需求：

解决方案：
••

部署了各种室内和室外型接入点（AP）和
ZoneDirector 3000控制器，以确保安全可靠
的访问

优势：
••

Ruckus专利性Beamflex+自适应天线技术解决
了高设备密度和应用带宽消耗带来的问题，并
为媒体和摄影师提供了一致、可靠的网络连接

••

媒体工作者利用出色的联网功能，即时无缝地
提供了实况广播和在线报道

••

Ruckus解决方案实现了更好的网络连接以及
Wi-Fi网络管理

••

最小化IT投资的总体拥有成本

作为一场全球瞩目的国际赛事，上海ATP大师赛的现场新闻媒体及工作人
员多达数百人，手机、平板、PC等移动客户端高度集中。此外，来自现场
各种无线信号的干扰可能会影响关键区域（如媒体中心）的无线性能。
记者及新闻采编人员需要在不受干扰、信号稳定的无线环境下，及时将大
赛的精彩报道传递出去。他们的工作特性需要快速编辑和发送直播内容到
当地或全球总部，因此高速Wi-Fi是必不可少的。高性能的Wi-Fi网络是赛事
准备的重要诉求之一。
上海久事国际赛事管理有限公司IT经理奚晗之表示，“上海ATP大师赛的
管理团队需要全面精准地把控比赛的方方面面，确保比赛有条不紊的进
行。体育赛事对网络部署的需求具有很大挑战，安装简单、调试方便、性
能稳定和易于管理的解决方案才适合赛会使用。”

解决方案
Ruckus与赛事主办方上海久事独家赞助商中国电信倾力合作，为比赛工
作区提供简单出色的Wi-Fi网络连接。各种室内和室外型Ruckus接入点
（AP）部署在多个安装地点，以期最大限度地提高网络连接性和稳定性，
同时尽量降低干扰，特别是在负责赛事报道造成高流量的媒体区域。
Ruckus在一个月内完成了AP和控制器的部署工作。相比其他供应商的解决
方案，Ruckus的方案不仅为客户节省了接入点和网线等物料成本，还能够
在众多安装地点提供相同的覆盖范围，为上海久事国际赛事管理有限公司
的投资提供更高的价值回报，同时提供更好更稳定的网络连接，实现卓越
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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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Ruckus 可提供最先进的 Wi-Fi 技术，专门用于在大型公共场馆内提供高品
质网络连接服务。凭借智能漫游和频段监控以及专利性Beamflex+ 自适应天
线技术等创新技术，媒体工作者能够提供及时准确的新闻报道。对于十年一
遇的“费纳决”，记者们更是争分夺秒，将这历史性的时刻第一时间传播出
去，而专业的摄影记者则快速将捕捉到的高清图片传送至赛事后方的媒体中
心。
在高密度的新闻媒体中心环境，Ruckus AP完美发挥了其能在最苛刻环境中
提供超强性能和可靠性的优势。快速可靠的网络和较低的丢包率使得编辑们
能够迅速将摄影记者传回的资料整理成一篇篇图文丰富的新闻稿件，及时发
布在各大媒体的体育版头条。

“继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和国际
田径钻石联赛之后，Ruckus实
际上已经成为我们的紧密合作伙
伴。Ruckus在业界的口碑、一如
既往的技术支持能力是我们赛事
品牌的可靠保证。相信我们未来
的合作之路将越走越宽。”

整个比赛期间，Ruckus的单个AP日平均客户端接入量近400台，其中约70%
的数据流量来自手机，其余来自平板电脑、PC和笔记本电脑等设备。总之，
通过Wi-Fi每天消耗的总带宽高达339GB。
优科网络公司（Ruckus Networks）中国区总经理邓卫东表示，“在针对会
展中心、体育场馆等高密度公共场所提供网络连接方案方面，Ruckus 深谙
此道。这也是为什么全球众多体育赛事中都有我们身影的重要原因。Ruckus
致力于为全球各地的公共场所提供更好的连接服务，而上海ATP大师赛是对
Ruckus出色能力的又一例证。”

奚晗之
IT经理
上海久事国际赛事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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