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ywhere Networks 开发网络基础设施解决
方案，在全球各地专为各省市、政府、行业和企
业提供公共安全、物联网接入、视频监控和其它
应用。

无线网状网络
新纪元

替代光纤的无线方案，自如畅联ANYWHERE 

我们的应用
更智慧更安全的城市
利用光纤基础设施，提供更高的网络承载量、更多的系
统冗余以及更广大的覆盖范围，抵达任何有入网需求
地点的物联网设备。

安全场馆
无缝连接视频摄像头，提供智能网络网关
接口，支持大数据量的上传下载，提供关键
任务数据所必需的高级别网络安全。

移动互联智能出行
实现互联化智能出行，以及物联网设备与
固定基站和移动车辆之间的无缝连接，构
成专用的交通运输网络

关键基础设施
为种类广泛的工业应用提供工业级
联网解决方案，例如

高通量
堪比光纤的无线网络性能，吞吐量高

灵活的拓扑设计
可扩展的拓扑设计，支持点对点（PtP）、
点对多点（PtMP）、线性链、环状、全网
状网络

冗余智能路由
独特的网状网络协议，自动完成重路
由，规避单点故障

部署快速简捷
系统经过精心设计，易于配置、安装和
维护

自动负载平衡
自适应负载平衡，实现最佳容量配置

安全
AES 256 端到端加密，最大程度保证网
络及数据安全

公共安全
交通监测
犯罪预防
智能停车

施工现场 
展会活动
临时场馆，如节日庆典、音乐会、
集市等

铁路
高速路
航站楼和机场
码头和桥梁

工业精炼厂
港口、矿山和油田
厂房和仓库
供电 、供水、供气、通信等公共事业设施

市政管控
灾难管理和营救行动
智能街道照明
物联网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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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1,000Mbps，连接距离长达25公里



X30系列
该系列产品可为无线回程应用提供全套网状网络功
能，性能卓越：

传统点对点和点对多点网络的局限性
市面上常见的点对多点解决方案：

无线环状网络
业内领先的双射频架构，将每处网络节点
用作转发器，在不影响性能的状态下取得
视距通路：

具备全套网状网络功能的无线网络 
Anywhere操作系统为敏感性关键任务应用提
供全套的网状网络功能，可在任何地点接入任
何设备：

X20系列
该系列产品价格合理，可为无线回程应用提供高吞吐
量：

Z系列
高承载量、高性价比的无线网络接入点，方便任何客
户端设备接入：

实际数据吞吐量高达1,000 Mbps
符合IEEE 802.11ac Wave-2标准
双射频技术，应用更灵活，性能有保障  
1个PoE输入端口，1个PoE输出端口
全套网状网络功能，具备多路冗余系统
IP 67工业级別防护设计
集成天线型号和外接天线型号

难以在所有节点都取得视距通路
存在单点故障风险
难以扩展和扩大网络
拓扑结构选择有限
存在同信道干扰问题
多点连接同步导致丢包现象

支持上千次的无线多跳技术！ 
可绕过障碍物，轻松取得视距通路
采用面板天线，干扰更小，通信距离更长
全冗余，无单点故障

多路径冗余
可扩展支持千节点级网络
移动应用和大型物联网、安全/智慧城市项目的理想选择
支持移动性

实际数据吞吐量高达300Mbps
符合IEEE 802.11ac Wave-1标准
双射频技术，应用更灵活，性能有保障
1个PoE输入端口
冗余环状和线性链拓扑结构
IP67工业级別防护设计
集成天线型号和外接天线型号

符合IEEE 802.11ac标准
高承载量，每个接入点可同时接入多达512名用户
双频2.4/5GHz，双并行MIMO系统
内置2.4GHz天线，外置5GHz天线
Z500：户外IP67级防护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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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where Networks的产品借助于现有的固定基础设施，提供更高的网络承载量、更多的系统冗余以及更广大的
覆盖范围。我们的网络基础设施产品具备最佳的安全性能，能够智能可靠地接入视频监控系统、物联网设备、访问
控制解决方案乃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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