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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微信连WIFI官方授权设备供应商 



项目概述/建设目标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用户对安全、高速的网络接入的需
求越来越强烈，顾客带着手机上网、并对就餐费用进行移动支付已
经越来越普遍。无线wifi联网已经成为O2O行业最基本的服务之一。
   我们的商业Wifi解决方案具有认证多样性、安全、稳定、部署简
单而灵活等特点。针对不同的用户可以提供广告页面精确定制、认
证方式定制。实现O2O平台利用微信公众号吸粉等特点，促进品牌的
传播、与顾客交流互动，提升店铺的整体的营销效果。

  本项目的总体目标是为场馆搭建一套以WiFi和移动互联网相
结合的智慧客运服务平台。具体目标有：
1.免费WiFi上网服务；
2.微信连WIFI认证服务。
3.和公众号结合，提供信息服务
4.支持短信认证。
5.自定义portal认证界面  



孚海WiFiTown
主要认证功能

  限于篇幅，不可能将所有认证功能一一说明，如需定
制认证功能，可以同公司销售人员联系。



微信连WIFI效果演示    微信现在已经成了国人手机APP的标配，通过微信认证是一
种方便、快捷的认证方式。同时微信连WIFI具有一键自动关
注公众号的功能。 可根据客户要求对认证页面进行定制、或
者与微信公众号服务平台对接。

这里是位于优酷上的视频演示



公众号硬件鉴权   同微信公众平台紧密结合，用户使用数据直接在公
众平台登录查看。 我们现在支持腾讯官方所有的微信
连Wifi认证方式，也包括了微博、短信认证等方式。



关注公众号上网演示

   微信公众号可以用来向顾客推送店铺活动、增加顾客和商家之
间的黏性,省去商家在广告方面的巨大投入。
   关注后的用户点击“我要上网”完成二次认证。客户也可以设
置认证间隔，比如一月内不再认证，在这个时间内，同一个公
众号的连锁店WIFI不会再弹出认证信息。
  没有关注过的用户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自动关注并上网。这里是位于优酷上的视频演示



  新浪微博认证是一种典型的社交SNS功能
认证，可分享微博信息达到宣传效果。新浪微博认证



  全球最大的职业社交平台，也是大型国际
化网站。领英(Linkedin)认证



  笔记本、包括Mac Book可以使用微信扫描
二维码、微博或者短信等方式登录，下面
以微信扫描中心二维码为例。

电脑无线认证



  主要面向海外地区用户，支持
FaceBook,Twitter,Google Plus等认证方式。国际版



  我们深度定制基于
OpenWRT的WiFiTown OS，
使之更加适合认证场合，
UI简洁明了，功能强大。

本地管理平台



截止到2015.11

• 软件功能在持续更新中，详
细请致电公司了解。

路由器固件篇

参数
功能及技术指
标

详细参数 备注

带宽控制 支持。可限制网络的使用带宽。也可根据服务、端口的优先级进行限制。
支持多链路拨号上网。

AC集中管理 AC可以以网关或者旁路模式进行部署，瘦AP统一集中接收AC下发的配置指
令，包括固件升级、配置SSID、设备别名、通道错开等功能。
AP设备可以实现自动添加，AC配置其通道参数即可。

固件升级 支持人工升级以及后台定时查询版本更新、升级功能。

终端智能识别 WLAN网络能够识别出Apple、Android等智能移动终端和PC机的类型.支持智
能终端的用户通过APP应用做接入认证，而非传统方式通过智能终端打开
WEB认证网页填写用户名/密码认证

iOS系统能
自动弹出认
证对话框

Portal无感知认证 传统认证在每次智能终端接入时都要输入一次用户名密码，此功能可以再用
户首次认证成功接入后，以后不需要接入网络认证时再次输入用户名密码，
系统会自动记录用户信息并且与设备绑定，主要满足智能终端每次输入口令
比较繁琐

通过微信公
众号强制关
注实现

加密 AC/AP间控制隧道使用DTLS加密，数据走Layer3(Ethernet)层协议。

接入控制 1、支持802.1X、Portal、MAC认证；
2、远程Portal认证：支持远程独立服务器模式；
3、远程Portal页面推送：支持基于SSID、AP的Portal页面推送；

支持认证方式 微信连Wifi、微信公众号强制关注、短信、密码认证、一键上网、新浪微博、
APP认证等。支持对认证后的用户做上网行为管理。

双SSID 支持。一个开放式SSID用于向公众提供免费WIFI服务，另外一个加密用于商
家管理和上网，或者用于WIFI探针。

管理功能 采取BS结构，无需在客户端安装任何客户端采用浏览器即可访问网管平台。
基于对认证网关深度开发定制的运维管理系统。



截止到2015.11

云平台篇

功能及技术指标 详细参数 备注

多商铺集中管理 可以列出用户下所有的商品在线信息、访问时间、设备CPU、
内存使用信息、设备型号、在线人数等。

商铺地图定位功能 通过地图API，可以查看到所有商铺的地理位置、在线状态、
商品联系人以及联系电话。

用户访问日志功能 可以列出一周内的用户数据访问记录，包括访问时间、方式。

远程控制 支持远程重启、云平台配置SSID、瘦AP列表、认证日志上传、
定时重启等功能。经销商可以在云平台进行软件注册。

用户黑名单 可以使用对认证用户默认放心或者屏蔽的方式。也可以对放行
的用户添加到黑名单，限制其使用权限。

在线短信充值、支付 支持微信支付方式充值短信

数据统计功能 可以查询到认证路由器每小时的在线人数、新增减人数。以及
每日的净使用人数、使用分布。也可以查询到每天、每周、每
月的认证情况和新增用户。

认证管理 支持添加MAC地址黑白名单。对认证通过的用户可以限制其
访问网站某些主机或者端口。

短信认证 可以在完成验证码认证后，再次登录输入手机号码即可。节省
商家投入。

认证皮肤 支持多种认证皮肤自由选择，对VIP用户支持专属认证页面定
制功能。

一键关注关注公众号
认证

最快可以做到用户用户点击一次确定完成公众号的关注。
（IOS9会是2次）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软件名称：孚海商业WiFi认证路由器控制软件
【简称：孚海WiFiTown】
著作权人：广州市孚海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证书登记号：2015SR232985



孚海WiFiTown
高阶功能说明



  右侧为AC管理配置参数，
在AC上配置的参数会在
AP上线的时候自动下发
到AP端执行。
  此组网方式支持AP间无
缝漫游,可对信号低于预
设阀值的移动设备断开
网络，以降低移动设备
对AP资源的占用，并自
动切换到信号更好的其
他AP。

AC管理



  如果设备具备AC功能，则会显示出设备下的所有AP设备列表和运
行状态。如果设备具备无线功能，则可列出此设备下所有的移动终
端的信息，包括MAC地址，信号值、传输速率等。

AC管理



  右侧为上网行为配置，
可以截取用户(http)上网
内容，搜索引擎的关键
字记录。
  我们可以将过滤的网站
加入配置，也可以定时
加入广告弹窗。

上网行为管理



  设备可以将所有用户的访问记录保存在网关数
据库，这些数据可以随时调出查阅。右侧为屏蔽
视频播放功能后，访问优酷网站视频的截图。

上网行为管理



  设备将不被许可范围的网站列入到黑名单，访问
列入黑名单的设备会自动调出右图所示的警告界面。
  同样的，可以改变策略，只允许白名单内的网站
被允许访问。

上网行为管理



   探针AP采集的数据统一汇总到
AC端，由AC端统一分析和存储。
   可以精确记录每个时间点的在
线人数、当然总人数。分析的数
据不会重复。

WiFi探针



   精确记录每一个移动设备的接
入和离开时间。以及其所连接到
的探针AP。

WiFi探针



安装向导



孚海WiFiTown
网络部署方案



覆盖应用场景

吸顶式无线AP实现大面积区域覆盖
吸顶式无线AP主要特性表现在：1、无线功率相对较高，传输的距离相对较远；2、无线信号、用户量、网络流
量实现有效均衡，在同一区域内，实现各参数互补；3、各分布AP可利用AC集中管理平台集中统一管控。

应用环境：
多用于空旷或墙体对信号衰减比较弱的区域，如楼道走廊，会议室，餐厅等等。

组网设计：
1、前端采用智慧网关接入路由器，中心带POE交换机给后端设备供电，吸顶AP固定在上网区域天花板顶，后台
采用AC集中管理平台集中管控各分布AP。
2、无线分布信号调整在-75dbm以内，无线SSID保持一致，频段多以1/6/11错开分布，以防信号干扰。
3、AC平台集中监控各分布AP，并开启无线信号、网络流量均衡功能，可实现各分布AP信号的互补、流量的均
衡分布等。最大程度保证连接质量，提高用户上网体验。云端平台集中统一下发AC管理权限。



频点规划

   无线覆盖采用2.4GHZ、5.8GHZ双频段信号覆盖，2.4G频段中有三个互不干扰的频点分别为
1、6、11，5.8G频段中有五个互不干扰的频点，分别为149、151、153、157、161，方案中
AP采取非干扰频点交叉布点，用于避免相同信道之间的干扰。调测时可根据现场实际干扰情况
微调AP的信道及信号发射功率来减小干扰。



网络部署方案
覆盖无盲区，上网区域无缝连接

对应用场所采用吸顶AP或入墙AP安装，全区域实现无线信号覆盖，覆盖区域SSID统一设置，实现无线覆盖区域
信号切换无缝连接，无线信道依所处环境做相应错开调整，如选择信道1/6/11形式等，确保无线连接质量及移
动式无线上网体验。

AC集中统一管理，云端平台权限统一下发

无线覆盖局域网采用华讯AC集中管理平台统一管控，含无线信道、无线功率、SSID基本信息、用户数量\流量\
无线信号有效均衡等等，批量设备，批量设置处理，省去网管的工作量。平台有效监控各设备在线使用状况，查
看用户上网连接状况等，云端平台登陆对AC管理权限下发及管控。让网络部署，网络维护更中简单。

采用AP+AC的方式来进行管控，AC主要用来管理配置所有AP，同时监控AP的运行状态。方案采用一台智慧网
关设备做为整个网络的出口设备，同时该设备为用户分配上网帐号，同时对用户做统一的认证管理。



孚海WiFiTown
设备支持清单

设备支持处于更新状态中，敬请留意官方公告。



吸顶AP CF-E330N



入墙式AP CF-E510N

   硬件参数基本等同于CF-E330N,48V POE
供电。传输速率300Mbps,功率50mW，内
存32M，闪存8M。86面板



面板AP CF-E316N



吸顶AP WT-100

   基于ar9341芯片方案，内存64M，闪存16M。
1+3个有线网络接口,48VPOE供电。300Mbps传
输速率，支持LED指示灯。
  设备支持孚海WiFiTown OS固件。



桌面型路由器 WT-600

   基于ar9341芯片方案，内存64M，闪存16M。
1+3个有线网络接口。300Mbps传输速率、工艺
大气，手感细腻流畅，支持LED指示灯。
  设备支持孚海WiFiTown OS固件。



嵌入式AC WT-605

   基于ar9341芯片方案，内存64M，闪存
16M。1+3个有线网络接口。300Mbps传
输速率、外置两根7dib增益天线，穿墙能
力强劲。
  设备支持孚海WiFiTown OS固件。



AC设备控制器 AC-6402

   1U铁壳机架式AC，最大接入人数1500人。
接入AP数，10-150人。
  芯片方案： INTEL 1073U,4GB SSD硬盘。
内存1G，6个千兆网卡。
  设备支持孚海WIFI认证固件。



孚海WiFiTown
项目需求/报价

客户单位：某时装城



用户需求分析

  

   基于现有的AC/AP网络进行改造，使其支持专
业版微信连WIFI认证，并支持用户自定义的
portal界面，用户支持量要到   人。

功能说明 备注

专业版-微信连WiFi 专业版的微信连WIFI有非常高的连接成功率。帮助企业和用户增加使用
的黏度和好评度。

Portal页面定制 可定制的页面推送，进一步提升网络内容价值

短信/密码登录 作为辅助手段，帮助没有使用社交软件的用户完成身份认证。

公众号关注认证（可选） 公众号认证的用户在二次登录时，不会弹出认证页面。

带宽控制（QOS） 精确控制每个用户的使用带宽，确保带宽不会被少数用户滥用。

用户控制 可以在云平台查看每小时的在线人数，新增用户数。将特定用户加入或者
解除黑名单列表,也可查看每个用户的登录时间。

云平台配置 配置系统运行参数、广告页面等参数。



项目报价明细

项目 单价
/数量

（含年费
一年）

（三年套
餐）

备注

认证服务器以及
LINCENSE(199并发用户)

1台

认证服务器以及
LINCENSE(499并发用户)

1台

认证服务器以及
LINCENSE(999并发用户)

1台

设备出现故障1月包换，1年保修; 以上报价含税,以及运费。上述服务承诺不会推送任何广告
信息给终端用户。报价包含了设备安装调试费用, 并提供1周时间免费测试。



感谢您 选用我们的服务 

公司联系方式:

Mobile：086 - 18244944879
Tel:         020 - 28130140
E-mail： root@envcat.com
Web：    http://www.envcat.com
         http://www.wifi-town.com
Addr： 广州市海珠区墩和路189号海珠科技创业服务中心2号楼302室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