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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方案编写说明 

本方案是经济型酒店的信息系统和安防监控系统的应用方案，主要针对中国大陆地

区大部分经济型酒店的功能、结构、环境和运营需求而设计。编写本方案的目的是为了

给广东领域集团有限公司的旗下机构和各相关的系统集成商提供中国大陆地区经济型酒

店信息化和安防的设计指导、相关设备的应用方式和方法，以及中小型酒店的相关系统

集成售前方案的编写模式。 

在编写本方案前，虽然编撰人对经济型酒店经过缜密和细致的调查，并充分了解其

运营中的需求。但是，由于经济型酒店因为品牌文化的不同、地区环境位置的不同等因

素，造成其需求、功能、结构都有一定的差异。因此，本方案将依照大部分经济型酒店

的共性的需求、通用的功能与特点为设计依据而展开方案阐述。难免有未及之处，读者

应在今后的实际应用中根据实际的需求和环境自行加以设计。 

本技术方案知识产权属于广东领域集团有限公司和参与本方案编撰人员共同所有。

未经许可任何企业、个人、组织不得全部或部分摘录与复制。 

1.2 经济型酒店的背景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旅游业、商务出行成为酒店业看重的亮点群体，有统计表

明：自 2000 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以 1 万亿人民币的水平增长，一些沿海经济发达

城市的人均 GDP 超过了 3000 美元，中国的国内旅游总人次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 60％；2000

年全球商务旅游收入已经超过 4000 亿美元，并且每年以超过 8％的速度递增。2003 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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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内活动的国际、港澳台和国内商务游客人数达到 1.16 亿。据世界旅游组织的估算，

中国的商务旅游目前年支出在 103 亿美元。据估计，在未来几年可能以 20％的惊人速度

增长。 

与大众旅游伴生的是相应旅游设施的改进和旅游 行业结构的调整。改革初期，酒店

业的发展集中于高星级酒店，这是与国家大力发展入境旅游相符合的。然而，随着国内

消费力量的增强，国内大众旅游市场井喷增长，需要符合国内旅游者需求和经济实力的

旅游配套设施。而价格适中，质量上乘，服务优质，品牌知名的中低档酒店数量很少。

因此，受每年高达 10 亿人次以上的国内大众旅游的推动，我国的经济型酒店市场得以蓬

勃发展。 

中国日益繁荣的经济同样刺激了商务活动的发展，产生了对经济型酒店的巨大需求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商务往来日

益频繁，商务活动在全世界迅速发展起来。 

以往，高星级饭店是商务客人的主要选择，但是，随着私有经济的发展，以及一些

公司对差旅经费的限制，人们在进行商务活动的时候更加注重性价比的选择。一些设施

设备豪华，装修考究，服务优良，但是只提供客房和会议设施，削减其他非必需设施从

而能大幅度降低价格的新型酒店业态，开始受到商务旅行者的青睐。 

随着国际知名品牌，以及中国本土的经济型酒店的发展，国际游客对经济型酒店的

需求将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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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体方案设计 

经济型酒店属于小型酒店，主要功能是为商务人士、旅游人士和临时需要住宿的人

士提供住宿、简单餐饮的休息场所。这种类型的酒店以低廉的价格、整洁的客房、简单

而便利的商务环境为亮点，吸引了众多的出差 、旅游等人士。一般而言，在一个中等城

市中的其中一个经济型酒店的规模在一百套客房左右，客房日租平均价在两百元以内。

给客人提供的服务内容主要有：住宿、早餐、上网、电视、简单娱乐活动。 

由于经济型酒店的主要收入来源的房价没有高星级酒店那样高，所以在建设成本、

运营成本上都属于低成本类的酒店。这类酒店不存在大规模的土建工程，主要在城市内

租用民用或商用建筑，在原有基础上按照小型酒店的布局进行二次建筑和装修而成。整

个结构简单、实际，没有高星级酒店那样完善的住宿、餐饮、娱乐、健身、停车等丰富

的功能，也不具备高星级酒店那样庞大的管理体系和人员。目前的经济型酒店客房空间

不大，设备设施简单，大部分经济型酒店只有简单的标准客房，少数则拥有不太多的商

务客房。标准客房内的设备设施一般只有：电视机、电话机、空调机、独立卫生间、集

中冷热水、有线电视接口、电话接口、上网接口或上网设备。 

经济型酒店属于低成本运营酒店，在管理人员、酒店建设造价、日常运行维护成本，

都不可能像高星级酒店那样过高。所以在信息系统和安防监控系统的设计中，不应该按

照高星级酒店那样的标准进行规划与设计，而应该尽量简化和优化。通过前期的调查显

示，大部分经济型酒店的信息系统只具备：语音通讯、计算机网络、有线电视网络；安

防监控系统只具备：视频监视、报警监控和报警联动。而信息系统与安防监控系统的系

统集成，均通过综合布线和酒店管理系统集成为一体。 

经济型酒店的低造价、低运营成本、简单的功能造就了其信息系统和安防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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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成本不能有过高的预算。根据目前的产品结构和市场情况，信息和安防系统的预

算应控制在 40 到 60 万人民币之间，具体应根据酒店的客房数量和需求而适当调整。    

2.1 设计思路 

根据经济型酒店的建设规模、建筑结构、运营方式、实际需求等情况，结合广东领

域集团多年的项目设计与实施经验，在经济型酒店信息与安防系统的实际的应用中，应

主要针对语音通讯、计算机网络、安防监控、综合布线四个方面进行方案设计。 

经济型酒店的信息系统与安防监控系统的设计应采用现代化综合技术、达到先进、

可靠、操作简便、功能扩展性强、能方便地接入计算机网络。在总体规划与设计时必须

综合多方面功能要求以达到硬件设备共用、软件资源共享。使投资省，性能价格比尽可

能高。 

根据大部分经济型酒店的特点，在了解需求和功能的基础上，应把握“以人为本，

按需设置，量体裁衣”的设计思想，以数字化、网络化为核心技术，为经济型酒店制定

一个具有“适用性、先进性、高效性、开放性、经济性、可靠性、易用性、前瞻性的通

用性和易管理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我们系统总体设计思想。 

同时，本着从满足需求的角度出发，在严格遵循“合理投资、规划统一、立足现状、

超前应用”的设计思想指导下，以我公司多年积累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工程设计与实施经

验和业界出众的产品，为用户提供一个先进、高效、高性价比、可操作性强、完整全面

的解决方案，力求使信息系统和安防系统既能满足目前的应用需求，又具备今后技术的

发展趋势，以保证经济型酒店的投资建造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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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设计原则 

本期方案的规划、设计以及设备选型中，将贯彻和遵循下列原则： 

1、 实用性：整个系统的功能、特点应最大限度的满足实际的需求和操作方式。简单、易

用，并且具备一定的容错能力。能够提高实际的工作效率，达到提升经济利益的要求。 

2、 可靠性：系统应具备长期稳定工作的能力，所选用设计方案和设备均符合我国国情。

在方案设计和设备选择中，还应留有一定的冗余、备份和容错，以保证系统安全可靠

的运行。 

3、 安全性：系统的设计和设备选择应满足连续工作的要求，以保证系统不间断运行；对

关键的设备、数据和接口应采用冗余设计，具有故障检测、系统自动恢复等功能；在

网络环境下应更注重信息传输和数据存储的安全，网络中对数据库的访问操作必经过

中间应用服务器，保障系统的安全可靠性。 

4、 经济性：系统应在最大限度满足需求的前提下，具备造价在同类系统和条件下达到最

低。方案的设计和设备的选择除了考虑当前用途、容量、价格等因素外，还应该综合

考虑到今后的发展趋势和系统扩展等因素。确保当前的投资能有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回报。 

5、 先进性：系统应在满足实用性和可靠性的前提下，应采用国际和行业内领先的技术及

方法进行设计。在最大限度的满足需求的前提下，系统应能体现出领先于同类酒店的

效果。 

6、 开放性：系统应采用分层次开放式体系架构，具有标准的开放体系，支持多种互联协

议，遵循规范的通用接口标准，使全系统的硬件环境、通信环境、软件环境、操作平

台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影响减至最小，便于系统的扩容、升级、互联。 

7、 灵活性：系统应采用模块化结构，组织灵活，通用性好；可根据不同需求，将不同的



             经济性型酒店信息及安防监控系统集成典型方案 

广东领域集团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部           第 7页                 电话：+86 754 8826 5500 

功能模块拆分、重组或组织结构进行调整，而整个系统不会因此而故障停运。 

8、 通用性：系统的规划与设计，应适用于大部分经济性连锁酒店的需求，而不是一个个

性化的系统。 

9、 可扩展性：系统在规划设计中应考虑到今后的扩容和功能扩展，并预留出相应数量的

接口，以保证今后的持续发展和保护投资。 

10、 易操作性：系统的操作界面应友好，容错性强，并提供相应的帮助信息、提示信

息、容错信息。 

11、 可维护性：系统在设计中应充分注意日常维护和故障维护，在设备选型上应采用

模块化和具备热插拔的产品。在软件维护上，应配置相应的维护终端，同时根据不同

的维护类型，设置不同的维护权限。还应该考虑到维护的高效性，不能因为维护的时

间过长而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行。 

12、 标准性：系统应依据技术指标的一致性、通用性、互换性选定设备。系统设计用

采用标准化接口和协议，遵循国际标准，符合国家相关标准与规范。各类硬件、软件、

中间件的接口均采用标准接口或国内外主流产品接口及协议，保证系统的可靠性、稳

定性、扩展性、易维护性和可移植性。 

2.1.2 设计目标 

任何一个酒店的功能必须基于保障客人安全、提供优质高效的前提下才能进行。而

经济型连锁型酒店更加要能够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通过优质高效的服务来赢取客户的满

意度而达到持续立足市场的目的。所以，经济型酒店的信息系统和安防系统设计与建设

目标必须以“安全、高效、优质”为核心，配合酒店管理系统为客人提供优质、舒适、

安全、高水准的服务，实现酒店管理科学化、少人化、高效率，为酒店创造更多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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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效益。 

2.1.3 设备选型原则 

无论是信息系统还是安防监控系统，甚至其他系统的设备选型应注重以下要点： 

1、 经济型酒店本身是低造价和低销售价格的酒店，设备成本应在中间价位以下； 

2、 经济型酒店的管理和运营人员比较少，因此，设备工作的效率要高，维护时间要

少，操作要简单易懂； 

3、 经济型酒店的在设备选择时要考虑到设备的功能与容量配置，前提是基于满足现

有功能和容量的前提下，适当做一些冗余和扩展接口。不要过多的最求过多不适

用的功能，无论这个功能是否顶尖，同时不要过多配置容量，以造成不必要的闲

置与浪费。 

4、 设备的品牌选择要考虑到国内外的主流品牌和服务能力，最好能够本地化提供售

后服务。 

2.2 术语及解释 

IP PBX： 

IP PBX 是一种基于 IP 的公司电话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完全将话音通信集成到公司的

数据网络中，从而建立能够连接分布在全球各地办公地点和员工的统一话音和数据网络。 

许多公司发现传统的电话系统不仅维护费用昂贵，而且在支持员工分散工作的功能

方面具有局限性。为使所有通信畅通无阻，IT 管理员现在开始部署基于 IP 的公司电话系

统-- IP PBX。这些系统可以完全将话音通信集成到公司的数据网络中，从而建立能够连接

分布在全球各地办公地点和员工的统一话音和数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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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PBX 最显著特征是成为一个集成通信系统，通过电信网和互联网，仅需要单一设

备即可为用户提供语音、传真、数据和视频等多种通信方式。还可以建立中、小型的呼

叫中心，并且造价低廉。通过与网络软硬件的充分结合，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了通信

成本（省时、节费）。  

VPN: 

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是指通过综合利用访问控制技术和加密技术，并通过一

定的密钥管理机制，在公共网络中建立起安全的“专用”网络，保证数据在 “加密管道”

中进行安全传输的技术。 

综合布线: 

综合布线的英文表达为 Structured Cabling System（通俗表达为 Cabling System，简称 CSC，

最早由 AT&T 提出）或 Premises Distribution System（PDS，目前国标采用这一称法）。 

综合布线是一种模块化的、灵活性极高的建筑物内或建筑群之间的信息传输通道。

通过它可使话音设备、数据设备、交换设备及各种控制设备与信息管理系统连接起来，

同时也使这些设备与外部通信网络相连的综合布线。它还包括建筑物外部网络或电信线

路的连接点与应用系统设备之间的所有线缆及相关的连接部件。综合布线由不同系列和

规格的部件组成,其中包括：传输介质、相关连接硬件(如配线架、连接器、插座、插头、

适配器)以及电气保护设备等。这些部件可用来构建各种子系统,它们都有各自的具体用途,

不仅易于实施,而且能随需求的变化而平稳升级。 

2.3 需求 

2.3.1 酒店日常运营的需求 

经济型酒店由于运营成本低，所以基本依赖酒店管理系统和极少数的人员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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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个好的酒店管理系统将决定经济型酒店的运行效率和服务的优异性。 

酒店管理系统是一个综合性的管理平台，它需要信息系统中的语音通讯、计算机网

络来支撑酒店管理系统的信息采集、传递的工作。利用语音通讯系统实现：房态申报及

查询，MiniBar 管理，CheckIn/Out 管理，换房，设定分机，电话计费管理，查询客房、

客人、消费等数据，对订房类的电话进行记录、跟踪、管理，语音通讯数据管理等；利

用计算机网络对酒店管理系统的数据进行实时传输，对网络数据管理，互联网计费管理。 

2.3.2 酒店及客户的安全保障 

针对酒店的公共区域、容易产生安全隐患的区域进行安全监控。通过安防系统的实

时监控等手段，结合保安人员的巡查来保障酒店和客户的安全。即使发生了安全问题，

安防系统应能够及时的做到预警、报警，并在取得证据的同时进行报警联动措施，使损

失降低到最低程度。而视频资料还将作为时候追溯的依据的分析资料。 

2.3.3 客户在酒店需求 

入住的客人一般除了需要酒店提供的住宿、休息、餐饮等基本的功能以外，对商务、

娱乐还有一定的需求。在商务上主要体现在：通讯、上网，在娱乐上主要体现在上网、

电视等。而通讯的要求又包括：语音通讯、收发传真、语音信箱、提醒服务等。 

除了这些以外，也要求当客人在变更客房后，这些服务和数据能够自动更新；当客

人离店后，数据能够做相应时间保存，以便客人事后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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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总体结构 

2.4.1 系统组织 

针对经济型酒店的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结合经济型酒店实际运营的需要，其信

息系统与安防监控系统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子系统： 

1、 语音通讯； 

2、 计算机网络； 

3、 安防监控； 

4、 综合布线。 

除了综合布线，其他三个子系统在结构上是平行的，隶属于酒店管理系统。因此，

他们各自都具有与酒店管理系统的接口。而综合布线实际上是一个连接型的系统，把前

三个子系统、有线电视、消防系统、低压动力等线缆综合布置的一个系统。 

整个系统的组织结构如下图： 

 

 

2.4.2 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各自系统可以分为基础系统、应用系统两个部分。综合布线与计算机网络属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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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语音通讯和安防监控属于应用系统。 

语音通讯是一套独立的应用系统，并且自己有一套独立的传输网络。但是，在语音

通讯网络的布置时，应考虑到线缆的统一、协调、有序的敷设。所以，语音通讯网络中

的线缆敷设全部通过综合布线系统来实现。 

计算机网络是一套独立的基础系统，同样，也是通过综合布线系统来敷设线缆。而

计算机网络在经济型酒店中，将提供酒店运营网络、酒店管理网络、安防监控网络、客

房互联网络接入等应用服务。 

安防监控是原则上是独立的应用系统，也是通过综合布线系统来敷设线缆。为了节

约成本，在本方案中，将考虑主干线的传输采用计算机网络传输。原则上安防监控的所

有网络为独立的，物理上不可连接的网络系统。但是考虑到的建设造价，安防监控系统

的专网仍然是在酒店计算机网络中以 VPN 的形式来组网。 

各系统的关系图如下： 

说明： 

1、 绿色箭头表示布线； 

2、 橙色箭头表示支撑； 

3、 蓝色箭头表示数据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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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设计中重点考虑的问题 

1、 语音通讯应考虑到保密性和安全性，不能泄露客人的隐私； 

2、 安防监控中的视频监控设备安装时应考虑到不能侵犯客人的隐私； 

3、 计算机网络系统应考虑到数据在网络传输中的安全，不能泄露酒店管理系统的数据； 

4、 综合布线中要考虑到线缆的防火特性，以及信号传输中的干扰、衰减等因素。 

5、 由于信息系统和安防监控系统属于弱电工程，因此在雷击和浪涌抑制上必须做好相应

措施。 

6、 所有系统必须配置在线式的后备电源系统，以防止停电或电气故障检修时的应急能源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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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子系统的技术方案 

本章节将针对语音通讯、安防监控、计算机网络、综合布线四个部分进行详细的技

术方案描述。主要针对不同的环境说明不同的方案设计、实现功能、设备或材料的选用。 

3.1 语音通讯系统 

在本方案中语音系统采用造价低、功能全、结构简单、使用简便的松下系列产品来

设计。通过这样的设计，使经济型酒店的语音系统具备了如下的特点和优势： 

1. 完美过渡到下一代IP 平台 

混合式 IP PBX 可以使用当今最流行 VoIP 电话技术通信，它是利用 VoIP 网关将语音

信号转化为 IP 数据包的一种技术。例如，您可以利用企业内部网（广网域）将公司总部

与分部语音通讯连接，支持公司的 PC 网络,语音通讯不用支付电话费，从而为企业减少

通讯费用。此外，利用混合 IP PBX 系统,可将当前的 PBX 系统平稳接入到企业内部网或

是 IP 网络。 

2.  IP 兼容性的高级网络功能 

作为更先进的通讯系统，混合 IP PBX 有很强的 QISG 和 ISDN 兼容性。混合 IP PBX 通

过内线呼叫时的姓名显示及 PRI 分机功能,大大提高了公司内部或公司不同分支机构之间

的通信质量，适应各种商业要求。混合 IP PBX 还具备多系统组网功能，并且支持无线机

站。 

3.  PC 高度兼容性提高工作效率 

为增强 PC 的兼容性，松下数字专用话机具有内置的 USB 接口。系统支持高级客户

数据库与高级功能 PC Phone 相结合的应用。在 PCConsole 应用中，系统可以通过点击鼠

标代替话机拨号呼叫或执行其它功能，话务员通过迅速和简单的鼠标操作来执行呼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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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如呼叫应答或呼叫转移，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系统可以使用用户针对客户不同

级别的要求提供细节服务。 

4.  增强呼叫中心功能提高用户满意度 

呼叫中心是您公司通向成功的客户关系管理（CRM）策略的关键，是提高您公司商

业效率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基本呼叫中心功能上，混合 IP PBX 增加高级呼叫中心功能，

如具备新的语音问候功能和集成增加客户满意度的语音信箱功能。混合 IP PBX 支持 CTI 

标准协议，通过 TAPI2 和 CSTA 兼容性建立 CTI 系统，能为用户带来高级增值服务。 

5.  支持未来通讯功能 

混合 IP PBX 支持宽带技术,这将成为 PBX 主流，它将为您带来整合统一的信息，如

e-mail ，传真和语音。系统预备支持 IP 电话、IP 照相机和其它设备装置，混合 IP PBX 具

有高集成度及面向未来应用的设计。因此，混合 IP PBX 系统是一个具有快速适应各种商

业环境的永久性通讯系统。 

3.1.1 设计依据 

3.1.1.1 执行的国家标准 

 （YD344-90）《自动用户交换机进网要求》 

 （GF001-9001）《中国国内电话网 No.7 信号方式技术规范》及补充件 1-5 

 （WBH45-94）《中国国内电话网七号信令方式测试规范和验收方式（暂行规定）》 

  信部[1998]649 号 参照 ETSI TBR6 

3.1.1.2 执行的国际和国外标准 

 《ITU-T 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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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DN BRI 接口符合 EURO-ISDN/ETSI。 

 ISDN PRI 接口符合 EURO-ISDN/ETSI 

 VoIPGW 网关符合 VoIP H.323 V.2 协议、ITU-T G.729a、G.723.1 和 G.711 CODEC 方

式。） 

 SIP 接口为：SIP RFCs，符合以下标准： RFC3261 (UDP )、RFC3262 (PRACK)、RFC3264 

(Offer/Answer)、RFC3311 (UPDATE)、RFC3581 (Symmetric Response Routing/rport)、

RFC4028 (Session Timer)， 

3.1.2 方案描述 

3.1.2.1 系统结构组成 

LEAWIN-PMSI酒店通信管理系统需要与酒店管理系统以及酒店程控交换系统

（PBX）相配合，系统结构如下图所示： 

 

LEAWIN-PMSI酒店通信管理系统从使用对象来区别，可分为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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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针对客人的服务 

A. 酒店语音信箱：为每个入住客人提供一个语音信箱，客人可以留下口讯通知

来电者，也可以听取留言。当客人离店后自动关闭该语音信箱，管理人员可

以选择删除信箱留言或者将信箱中的留言保留一定的天数，以备客人日后听

取。系统在为客人开启语音信箱时，可以直接根据前台输入的客人信息设定

语音信箱的语音种类。 

B. Morning Call 叫早服务（可选项）：可以根据客人的要求，系统按指定的叫

醒时间自动拨通客人房间的电话，提示语音根据客人习惯的语种而定。在对

指定房间进行叫醒操作时，如果房间电话处于免打扰状态，系统可以自动进

行超越免打扰操作，及时对客人进行叫醒服务。如果多次叫醒操作失败，系

统可以自动通知指定的话务台报告叫醒失败的消息，以便进行及时的人工处

理。系统还可以自动将叫醒失败的记录直接输出到打印机上，以便进行及时

的人工处理，不耽误对客人的叫醒。 

C. 前台留言管理：前台系统可通过设置，直接点亮客房留言灯，通知客人前台

有物品,或留言条等。客人在前台退房时，如果信箱中有新的留言，则系统会

自动通知前台，由前台服务人员通知正在退房的客人，以保证客人及时听到

自已信箱中的未听取留言。 

D. 换房服务：当客人房间变换后，将语音信箱的语种等设置及留言转换至新房

间的语音信箱。 

2. 针对服务人员 

A. 房态申报及查询（可选项）：楼层服务员在客人退房后，可以通过电话拨入酒

店语音服务系统，在语音的提示下，输入房间已退房、或正在打扫、或打扫

完成，此信息会自动显示在前台或传给酒店管理系统。 



             经济性型酒店信息及安防监控系统集成典型方案 

广东领域集团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部           第 18 页                 电话：+86 754 8826 5500 

B. MiniBar 小酒吧服务：楼层服务员在清点房间时，可以通过电话拨入酒店语

音服务系统，在语音的提示下，输入客人使用的各种饮料的数目或客人在房

间内消费的金额。此信息会自动显示在前台或传给酒店管理系统，以便前台

结帐时使用。 

C. 管理人员在可以使用任一部电话拨入酒店语音服务系统，输入密码确认身份

后，可以在语音的提示下查询房间状态、客人信息、客人电话费及消费的各

种饮料情况。   

3. 系统后台功能 

A. 与酒店管理系统的配合：酒店语音服务系统与酒店管理系统通过V.24或LAN口线

连，双方按商定的协议交互信息，例如：酒店管理系统将 CheckIn、CheckOut 

信息送给语音系统，语音信箱系统自动开启语音信箱，并按客人的国籍设置

语种，设置交换机的服务等级等；当客人离店后自动关闭该语音信箱，并删

除信箱留言至语音回收站，以备客人回来重新查询。 

B. 与PBX的配合：酒店语音服务系统与PBX通过V.24或LAN口交换数据信息，完成

设置分机服务等级、开启/关闭酒店功能，获取客房电话忙或无人接听等信息；

通过VMS分机线连，实现留言、语音查询等功能。 

C. 提功了语音信箱、MiniBar、CheckIn，CheckOut等服务的管理功能。 

3.1.2.2 系统连接图 

TDA 系统具有丰富强大的外部设备接口。系统提供的接口主要有 RJ45 接口、USB

接口、RS232 接口、MINIJACK 接口、电缆接头等。 

外部线路类型主要有模拟外线、数字中继和互联网。局端中继线可以模拟外线、

BRI/PRI/E1 等数字中继线路的方式接入交换机，组网时可申请 DDN 专线或 E1 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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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内置的 VOIP 卡进行组网，则可直接使用公司的上网线路，如 ISDN、ADSL、帧

中继或者 DDN 等均可。 

系统的分机线路接口主要是通过电缆接头连接，可支持松下所有型号的数字专用

话机、模拟专用话机和市面上所有的普通话机以及 G3 传真机，若是 ISDN 分机可支

持 G4 传真。 

TDA 系统的新型话机(76 系列)使用 USB 模块并在电脑上安装 PC Consle 或 PC 

Phone 软件后即可实现强大的话务处理功能；若没有新型话机，系统支持电脑电话

集成(CTI)技术。 

除上述以外，系统还可连接门电话、语音信箱、外部音乐源、外部广播和打印机

等外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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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P 组网介绍 

TDA 系统支持基于因特网的 VOIP 组网功能。通过此种组网方式搭建的公司内部网络

可将内部的通话费用降低为零，将长途通话费用降到最低。TDA 的 VOIP 组网需要在系统

内安装选配件 IP-GW4(语音网关卡)，组网线路可利用公司现有的一切上网线路，如 ISDN、

ADSL、帧中继、DDN 等。 

 

 

 

 

VOIP 组网拓扑图如下： 

 

 

 

 

 

                                                 

 

 

 

 VOIP 组网的拨号方式 

 等位拨号方式 

在此种拨号方式下，不同地点的分公司间采用不同的分机号码字头，在拨打异地

分公司电话时，只须拨打分机号码即可。这种拨号方式的优点是拨号方便，仅拨 3-4

位的分机号码即可，但缺点是可接入点有限。 

 PBX 代码方式 

在此种拨号方式下，各地分公司的交换机都有一个固定的代码，各分公司自己的

分机号码可任意分配，异地分机号码字头即使相同也不会存在冲突。这种拨号方式的

普通外线呼叫

每次须付费 

ISDN、ADSL、

帧中继、

DDN、VPN 

ISDN、ADSL、

帧中继、

DDN、VPN 

IP Network 

选配 IP-GW4 语音网关卡 选配 IP-GW4 语音网关卡 

普通外线呼

叫每次须付

费 

仅 须 支 持 上 网 费

用，不须支持电话

费用 

电信运营商PS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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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是可容纳大量的接入点，但拨号相对麻烦，在拨对方分机号码前须加拨外地代码。 

 

 

 

 

 

 

 

 

 

 

 

 VOIP 组网在呼叫中心方面应用 

 中央式呼叫中心的应用 

在这种应用中，有分公司分布在各地的集团公司只须建立一个集中的服务中心，

通过 VOIP 网络的中继转 TIE 线功能将所有的拨打服务热线的电话路由到统一的呼叫

中心话务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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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分布式呼叫中心的应用 

在这种应用中，有分公司分布在各地的集团公司采取区域式呼叫中心服务，在各

地的公司都建立一个自己的服务中心为本区域的客户提供服务。在本地的呼叫中心无

法处理呼叫时，如话务员全忙或已下班，可将客户来话转至统一的呼叫中心或空闲的

其它地域呼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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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DN 分机 

 恶意呼叫身份识别(MCID) 

 多用户号码(MSN) 

 组网功能 

支持 PRI、E1、T1、E&M、VOIP 等多种组网方式，可实现等位拨号和 PBX 代码两

种网内拨号方式。 

 

 

3.1.2.3 集成语音信箱 

以下是信箱的一些常见功能： 

1. 自动配置—快速设置 

集团电话把它的分机号码和来电呼叫分配群的浮动分机号码通知

VPS，以便VPS 能用这个数据自动设置信箱。 

2. 转送到一个VPS 的信箱 

如果一个分机用户把FWD 设定到VPS，来电呼叫就被转送到VPS。集

团电话将转送分机的信箱号码发送至语音处理系统。因此，来电人可以

在不知道信箱号码的情况下在分机的信箱中留言。 

3. 截取路由到VPS 的信箱 

如果分机用户把截取路由设定到VPS，被截取的中继线电话将被转接

到VPS。来电人可以在不知道信箱号码的情况下在分机的信箱中留言。 

4. 转移到VPS 的一个信箱 

分机用户可以把呼叫转移到VPS 的一个信箱，这样，来电人就能在

所需分机的信箱中留言。在把呼叫转移到VPS 的信箱时，分机用户应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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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语音信箱（VM）转移键。当分机用户按此键并输入所需分机号码时，

集团电话将此呼叫转移到VM 群并用所需命令拨所需分机号码的信箱号

码（在VPS 应答呼叫后）。因此，来电可在不知道信箱号码的情况下留言。 

5. 转移重呼到VPS 信箱 

如果呼叫经VPS 的自动值机员（AA）业务被转移至某一分机，而且

呼叫在预设定的转移重呼时间内未得到应答，集团电话会将转移目的地

分机的信箱号码发送给VPS。因此，来电人可以在不知道信箱号码的情况

下在分机的信箱中留言。如果VPS 收到一个留言，该VPS 将在相应电话

上设定留言待取功能作为通知（例如：打开留言键灯）。因此， VPS 通

知分机用户在他的信箱中有留言待取。当留言键灯亮时，按此键允许分

机用户在没有拨例如信箱号码的情况下播放储存在他信箱中的留言。 

当分机用户拨VM （DPT）分机端口的分机号码或者来自其分机VM （DPT）

群的浮动分机号码时，他可以在不拨他的信箱号码（信箱直接接入）的

情况下听储存在他信箱中的留言。通过VPS 上的COS 编程可以不允许此

功能。 

7. VPS 中继线服务以及来电呼叫的自动时间方式通知* 

多个租户分享单个VPS ；每个租户都不需要一个专用VPS 端口。如

果中继线呼入电话的目的地是一个VM （DPT）群，集团电话会给VPS 发

送中继线群号码和给VPS 分配呼叫的租户的时间方式（白天/ 午餐/ 休

息/ 夜间）因此， VPS 可以把分配的留言（公司问候）发送给来电人。

相应的VPS 中继线群号码和租户号码通过如下中继线呼入电话的设定来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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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L/TIE：各中继线端口的设定 

b） DID/DDI：各个DID/DDI 位置号码的设定 

c） MSN：各个MSN 的设定 

[ 例子] 

用于DID 呼叫： 

每个位置号码都可以有它的VPS 中继线群号码（留言号码）和租户号码。 

 

解释： 

DID 呼叫直接到达VM （DPT）群或通过截取路由功能到达。根据[DID 编

程例子] 和 

[VPS 编程—中继线群分配的编程例子]，来电人将听到VPS 的相应公司

问候。 

预先设置租户的时间方式（白天/ 午餐/ 休息/ 夜间）被用于DID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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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公司问候号 

码。 

 

8. 来电显示通知VPS 

当收到一个中继线电话时，集团电话把来电显示号码/ 姓名发送到

VPS。 

9. 把DID 号码通知VPS 

当收到带有DDI/DID 号码或MSN 的中继线电话时，集团电话会把

DDI/DID 号码或MSN发送到VPS。即使呼叫被截取路由等功能转接后到达

VPS，该号码也会被发送到VPS。 

10. 把状态通知VPS 

在呼叫被VPS 转接后，集团电话就把转接分机的状况（例如：占线）

发送到VPS。 

11. 用VPS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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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S 用录音留言可以使用广播功能。（ 1.14.1 广播（Paging）） 

12. 现场呼叫屏蔽（LCS） 

当发话人正在留言时， PT 和PS 用户可以监听他自己的信箱，而且

如有需要，可通过按LCS 键应答该呼叫。当发话人在信箱中留言时，可

以用两种方法监听：每个PT 用户可以通过个人编程选择其中一种（现场

呼叫屏蔽方式设定）。PS 用户不能选择这种方式：他们只能用专用方式。 

免提方式：用户通过机内扬声器可自动监听此呼叫。 

专用方式：用户将听到一个警报音。要监听电话，用户可以用话筒摘机， 

MONITOR 键或SP-PHONE 键。然而，移动电话用户就不能用免提功能监听

电话。 

13. 双向录音到VPS 

在电话上通话时， PT 用户可以把通话录到他自己的信箱或者另一

个信箱。用双向录音键录入他自己的信箱。使用双向转移键录入他人的

信箱。 

14. 由集团电话控制的VPS 数据* 

日期和时间的数据用集团电话控制。 

15. 用VPS 控制远程集团电话数据* 

分机的转送可以用 VPS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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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功能说明 

3.1.3.1 语音服务功能 

1、 呼叫中心 

系统的呼叫中心功能可以将来话呼叫以多种方式分配给可用的分机，而且可以方便的

控制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来话所到达的目的地。如果到达一个群组的呼叫已经满了，来电呼

叫可以排队等候。处于等待中的主叫方可以听到音乐或预先录制的提示语，这样将减少呼

叫遗失，避免遗漏重要的商业机会。 

在指定的时间，如果分机没有接听电话，来话呼叫还可以被转移到另外的目的地。 

系统还可以为关键客户提供 VIP 服务，无论什么时候打进电话都不需要等待，立即就

有合适的人员接听 VIP 用户的电话，允许您给予特殊的客户以与众不同的尊贵待遇。 

到达来电呼叫分配群的流程如下： 

 



             经济性型酒店信息及安防监控系统集成典型方案 

广东领域集团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部             第 2页                  电话：+86 754 8826 5500 
 

内置呼叫中心具有以下功能： 

A. 座席管理功能： 

 座席状态监视 

 话务统计 

 远端座席管理（登录 /退出） 

 头戴耳机 

 座席自动应答 

 UCD 话务平均分配 

 本地登录 (LOGIN)/退出 (LOGOUT)/自动退出 

 Wrap Up 操作时间管理 

 VoIP 远端座席 

B. ICD Group话务分配功能： 

 主要用于 VIP 呼叫(优先级) 

 CLI 分配 

 Hurry Up 转接 

 Busy on Busy 

 AA 服务 

 Hot Desking 

 组呼叫前转 

 呼叫排队 

2、 酒店内呼叫寄存: 

酒店内的任何分机用户能将保持的呼叫放入系统的一个普通寄存区。该呼叫寄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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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作一个转移功能；该功能使用户不用理会寄存呼叫去完成别的操作。您可通过系统

内部分机广播或外接场区广播通知相关的人去恢复寄存呼叫，任何分机用户可恢复寄存区

内的呼叫。根据酒店的规模，系统有不少于 100 个寄存区可以操作。 

3、 分机迁移： 

对于需要变更分机的情况，当把分机迁移到新的位置时，仍可使用分配在原分机上的

同样功能。并在新分机上保留之前的设置，如分机号码、单键拨号储存、呼叫转移设定、

功能键设定等。 

4、 语音信箱 

语音信箱是系统通过与酒店管理系统、PBX相配合，实现客人入住，语音信箱自动开

启；客人离店，语音信箱自动关闭，留言存放到私有空间，供客人指定时间内查询。 

系统可以为每个人员提供一个语音信箱，并分配一个账号及密码，提供个性化服务。

每个人员可以预先录好口讯，来话方拨入电话时，如果本人恰巧不在，来话放便可听到该

人员的留言。来话方可以选择将电话转接到相应的手机上，或留言到相关人员的信箱上。

系统可以通过自动拨打相关人员手机，或发短信（系统必须配置短消息网关（可选项）），

同时点亮电话的留言灯。只有该信箱主人在输入密码后，才可听到来话方的留言。系统可

以为不同国籍人士提供不同国籍的语言提示语。语音信箱主要具有以下功能： 

 提供语音信箱留言功能； 

 无效留言过滤（例如：留言时长小于 5 秒为无效留言）； 

 信箱容量（留言段数和留言长度）系统没有限制； 

 系统自动清理过期留言 

 客人退房后，自动关闭语音信箱，并将语音留言清理至语音回收站，以备

客人重新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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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每条留言可以选择重听、删除、保留、转发等操作； 

 信箱主人可以任意设置和修改信箱密码（1-8 位数字）； 

 信箱主人可以随时设置和修改信箱问候语； 

 可以点亮/熄灭信箱对应分机的话机留言灯； 

 播报留言相关信息（留言日期、时间） 

 留言信息的多种属性提示 

 留言回复功能 

 个性化的电话处理功能 

 多语种提示语 

 清晰自然的语音合成（可选项） 

5、 电话会议系统 

系统支持多种会议形式，系统主机内置多个 8 方会议，通过加装相应的硬件，可以实

现广播通信群呼叫形式的会议方式，功能话机用户可以呼叫分配为群成员的多方，以便发

布语音通知。一个成员应答呼叫后，来电者就可以开始发布会议。其它成员的电话将继续

振铃，每一个成员都可通过应答呼叫听取会议。系统至少允许 30 方会议成员加入。每次

有成员应答呼叫时，来电者将听到一个确认音。发布通知过程中，不会听到成员的声音。

但是，来电者可以允许特定的成员发言，其他成员可以听到这个通话，最多同允许 4 个成

员发言。 

6、 呼叫线路识别分配： 

当来电的识别号码（例如：来电显示）与系统预先设定号码匹配时，将一个中继线电

话直接发到目的终端。每个来电显示号码（如果已经编程设置）可以有它自己的目的地。 

7、 摘机呼叫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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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机用户可以通过被叫方功能话机的机内扬声器和麦克风与一部占线分机通话。如果

现有电话正在使用话筒，使用电话扬声器和麦克风可以进行第二个通话，这样，被叫分机

就能与双方通话。 

8、 电话录音 

对指定电话进行对话记录。 

9、 快速拨号 

快速呼叫相关席位。 

10、 广播通知 

通过电话或广播设备向下属部门单位发送通知。 

 

3.1.3.2 与酒店管理系统的接口功能 

1、 宾馆/酒店叫醒功能 

A. 叫醒设定/修改/取消 

 管理人员通过 Morning Call 终端管理程序设定、修改未来几日内客人的叫

醒时间、叫醒提示服务语言种类 ，并可取消以设置的叫醒服务； 

 通过与酒店管理系统的连接，可在酒店管理系统软件设定、修改、取消客

人的叫醒服务； 

 支持客人在房间内自行用电话设置叫醒； 

 管理人员通过 Morning Call 终端管理程序可以对一批连续电话分机一次设

定相同时间的定时呼叫。同一分钟最多可容纳的定时呼叫次数可由参数设

定，系统管理员可根据端口容量来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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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客人指定的叫醒时间到，系统自动拨通客人房间的电话号码，客人摘机

系统按选择的语音种类播放提示语音，如："您好，您的叫醒时间已到"。

如果当时客人房间的电话处于免打扰状态，系统会自动与交换机配合，在

叫醒时进行超越免打扰操作，及时在设定的时间内叫醒客人。 

B. Morning Call 备忘录 

备忘录指设定的叫醒呼叫可保留下来备查，如因定时呼叫的设定而产生纠纷以

此为据，并可将该信息打印出来。 

C. Morning Call 管理监控 

 管理员可随时监控呼叫的结果，并可设置呼叫的次数，如果在设定次数之

内被叫方 

 仍未应答，管理终端会向管理员发出报警信息，提醒管理员及时处理问题。

系统还可以自动打印出叫醒操作失败的房间记录，以便管理人员及时人工

处理。 

2、 酒店管理系统接口（Check In/Out、换房、设定分机权限等） 

系统与酒店管理系统（PMS）连接,自动获取酒店前台向 LEAWIN-PMSI 酒店语音信

箱系统发送的 check in/check out、换房、设定分机权限等信息。系统以此为根据，当客

人入住客房时自动建立相应客房的语音信箱，并按客人的国籍设置信箱的语种；当客人离

店后自动关闭该语音信箱，并删除信箱留言。 

A. Check In/Out 自动签入签出管理 

CHECKIN 流程：  在客人入住时，前台输入客人的房间号，此信息

传给语音服务系统后，语音服务系统提供以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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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音信箱模块可以自动为客人开设一个语音信箱 

 客人语种按客人的国籍设置 

 将客人姓名(汉语拼音)录入交换机系统 

 自动开通客人房间的电话，并设置分机级别，如：市话级别、国内长途、

国际长途 

CHECKOUT 流程：在客人退房时，前台输入退房客人的房间号，此

信息传给语音服务系统后，语音服务系统进行以下操作： 

 语音信箱模块可以自动关闭为客人开设的语音信箱 

 取消叫醒服务、取消免打扰 

 测试分机状态，如出现占线现象，可以向前台提供告警 

 自动关闭客人房间的电话 

 如果客人有留言，结帐时向前台提供提示，以便客人退房时，前台提示客

人是否有新留言需要查询。 

B. 提供免打扰设置功能 

服务人员可以直接从前台系统对客房分机进行免打扰设置，不必由客人从自己的客房

分机上进行设置。支持对团队进行免打扰设置，支持定时设置免打扰开关操作。 

C. 设定分机权限 

服务人员可以直接从前台系统对客房分机进行等级设置，限制各类呼叫、设置姓名等

操作。 

D. 提供换房功能 

客人更换房间时将分机等级、免打扰状态、分机姓名同时更换，同时更换的还有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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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包括语音信箱设置、已有的留言内容等）。 

3、 酒店语音确认系统（MiniBar,房态等） 

A. MiniBar 小酒吧 

楼层服务员在客人退房清点房间时，可以用户电话打入LEAWIN-PMSI酒店通信管

理系统，在语音的提示下，输入客人的房间号，随后在语音的依次输入客人使用的各种

饮料的数目。语音服务系统可将此信息传送给酒店管理系统。在服务员输入各种饮料的

数目时，可以采用两种方式： 

 语音系统依次报出各种饮料的名称，操作人员输入数目 

 在语音系统的提示下，直接输入饮料的编号，然后输入数量 

 管理员可以在语音系统中查询各种饮料的编号 

B. 房态申报（可选项） 

房态信息根据酒店电脑管理系统及酒店的需要设定房态，举例如下： 

 楼层服务员在客人退房后，酒店服务员可由电话接入酒店管理系统，在语

音的提示下，输入客人的房间号，并将此房间设置为正在打扫状态。语音

系统可将此信息传送给酒店管理系统。 

 酒店服务员在打扫完房间后，可由电话接入酒店管理系统，在语音的提示

下，输入客人的房间号，并将此房间设置为打扫完成状态。语音服务系统

可将此信息传送给酒店管理系统。 

 管理人员在可以使用任一部电话接入酒店管理系统，在语音的提示下，输

入密码确认身份后，输入要查询房间号码，语音系统将此查询信息传给酒

店管理系统，并从管理系统接收查询结果，用语音播报结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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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酒店计费系统（可选项） 

酒店管理系统可与语音系统的交换机（PBX）直接连接,自动获取

内线电话分机的所有的通话记录，并按设定的费率计算相关费用。语音

系统可提供如下信息内容： 

 提供外线通话计费话单。 

 提供内线通话计费话单。 

 根据不同被叫设置不同类型计费率（包括市话、国内长途、国际长途、上

网电话、IP 电话等）。 

 可以设定将不同类型的话单传送给酒店管理系统。 

 提供内部话费结算及查询统计功能。 

 提供计费数据结算、统计报表输出功能。 

 提供其它外部计费系统接口，可以接收其它系统的计费话单（包括宽带计

费系统、VOD 计费系统），统一整合后发送给酒店管理系统进行结账处理。 

3.1.3.3 调度功能 

1、 ISDN自动设置： 

为适应经济型酒店对语音系统的 ISDN 线路的维护要求，语音通讯系统有以下两个自

动设置功能： 

A. ISDN 自动配置： 

ISDN（BRI）端口配置，可以通过系统编程自动设定。使用为每个ISDN（BRI）

端口分配的用户号码，通过打电话和接听电话将设定以下各项： 

 L1 主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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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2 数据链路方式； 

 接入方式（点对点/ 点对多点）； 

 TEI 分配方式（固定 00 － 63/ 自动）。 

C. 时间自动调整： 

可以通过可带时间的来电显示调整时间，也可以定时设置夏令时时间 

2、 自动路由选择 

自动路由（ARS）可以指定拨打某些电话时自动选择某一运营商的中继线路，或自动

加拨 IP 接入号码，以达到节省话费的目的。以下为 ARS 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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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继监视： 

调度话机可对中继线的通信状态进行监视，并可选择管理中继线组。 

4、 用户监视 

监视用户状态，并进行适当的操作。 

3.1.3.4 系统管理 

1、 监控话机： 

 空闲：用户/中继/中继组空闲 

 固定的可视通告：用户/中继/中继组忙 

 短期或长期振铃通知的短暂可视通告：用户/中继/中继组被呼叫 

 监督人可以应答被监督对象的进来的呼叫，使用监督键直接呼叫相关

用户或从被监督的中继/中继组进行呼叫。 

2、 远程用户话机控制： 

用户可以通过PSTN或其它呼入线路，远程改变功能设定（例如：FWD）以及从集团

电话内外改变他自己分机的定时服务方式。 

3、 酒店内线电话监控管理系统 

系统与交换机（PBX）连接,自动获取内线电话分机之间的通话记录，并进行相关的记

录。 

 提供内线监控管理功能。 

 记录设定的内部分机通信记录 

 按各种定制条件（日期时间、分机号、被叫号和通话时长）查询内部

分机通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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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5 系统安全 

1、 数据线安全 

对酒店内某些重要部门或重要客人的电话，为防止外部干扰等考虑，设计了数据线安

全功能；一旦在一部分机上设置了数据线路安全，分机与对方之间的通信就受到保护，免

受各种信号如呼叫等待，保持重呼和主管遇忙优先插入的干扰。与数据装置（例如：传真

机）相接的分机可以设定此功能，以便在通信过程中保持数据安全传送，免受其他分机信

号音的干扰或中断，同时也防止电磁等干扰因素对呼叫的影响。 

2、 系统故障告警 

当发生故障时，在预先设置的功能话机上的系统警报键灯的红灯点亮。按该键将在显

示上显示故障号。如果发生多种故障，故障编号将按最高优先顺序至最低优先顺序显示。

在显示了所有的故障编号后，系统警报键灯自动熄灭。 

3、 外部传感器告警设备接口 

系统内置外部传感器接口卡，通过传感器接口卡可以与您的传感设备连接。您可以与

您的火警传感器、红外传感器等感应设备接口。系统接到相应传感设备报警后，告警到相

应的系统终端设备（功能话机、普通话机、2.4G移动手机等），您接通告警电话后还可以

触发网络照相机对相应信息点进行监控和录相。 

3.1.4 设备说明 

    本方案的设计中，主要采用日本松下的 TDA 系列产品作为主要的语音系统设备，采用

混合的 IP PBX 的方式。根据经济型连锁酒店的规模，一般建议采用数量在 230 门左右的

TDA600 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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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1 KX-TDA 系列电话交换系统的特点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混合的 IP PBX 通过综合语音与数据，给您提供一个廉价而灵活的

办公通信环境。在今天的商业世界，混合 IP PBX 是您办公通信最佳选择。 

选用松下 TDA 系列产品的优势如下： 

1、 分布式控制设计 

一改松下一贯的处理器设计原则，TDA 系统采用分布式的控制结构，不仅在 MPR 板

上有主处理器，同时在其余的分机卡、中继卡及功能卡上也设计有处理器和 512K 的闪存。

这种设计大大的减少了系统主处理板的工作量，加快了系统处理信息的速度，同时也更加

保证了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2、 模块化设计 

TDA 采用模块化设计，三种机型(TDA100CN、TDA200CN、TDA600CN)分别提供 6

个、11 个 43 个自由槽。所有中继、分机及功能板卡均呈模块化设计，可按客户的需要进

行自由配置，安装在自由槽内。这样的设计，即使一块板卡出现故障，也不会影响到整个

系统的使用，尽可能的将故障的影响面减小到了最低。 

3、 多级密码保护 

TDA 系统提供多级密码保护，管理员进行系统维护、用户进行本分机的系统功能设置

以及管理员执行管理员功能的启动及取消操作均使用不同的密码进行验证，有效的保护系

统数据的安全性。 

4、 系统数据的SD卡存储 

TDA 系统不再采用传统的 EP-ROM 数据存储方式，而是采用 SD 卡方式。系统自带 SD

存储卡，系统所有的程序软件及系统数据都存储在这块 SD 卡内。通过更新 SD 卡内的数

据即可实现系统的升级。这种升级方法不需要进行任何硬件设备的修改和插拨，也不需要



             经济性型酒店信息及安防监控系统集成典型方案 

广东领域集团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部             第 14页                  电话：+86 754 8826 5500 
 

中止系统的工作，使得用户能在完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完成升级工作。 

5、 多种编程接入方式 

TDA 系统支持电脑编程和话机编程两种方式。电脑编程提供目前世界上被广泛采纳的、

主流的 RS232、USB 和 RJ45 三种接口接入系统。作为管理员的分机可使用话机实现系统

维护。除了本地维护以外，TDA 还提供远程系统维护功能，通过远程拨打系统的远程维护

代码，即可实现对系统的远程维护工作。这种设计使得系统的维护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

大大的方便了用户的维护使用。 

6、 自动配置功能嵌入 

传统的集团电话在安装完毕后须经过专业人员的编程调试后才能交付用户使用，但

TDA 系统支持自动配置功能。将硬件线路连接好后打开电源，系统即会自动进行初始配置，

配置完成后的系统用户可直接使用。 

7、 DXDP功能开发设计 

TDA 系统支持数字端口附加设备功能，在此功能支持下，TDA 系列将会具有强大的扩

容能力。 

8、 支持多种组网方式 

TDA 系统除了提供传统的 PRI、E1、E&M、T1 等组网方式以外，还揉合了当前最流行

和先进的 VOIP 通信技术，系统内置任选的 VOIP 卡，使 IP 组网变得轻而易举。 

3.1.4.2 系统特性及技术指标 

1、 系统特性 

LEAWIN-PMSI 酒店通信管理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技术分级管理，具有冗余性、高可

靠性、可扩充性；人性化的设计，使得系统安装简单、使用极为方便、便于管理，易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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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系统还是一个智能的开发平台，提供给使用者一个方便扩充功能的空间，具有开放型

的应用开发环境，您不仅可以快速的开发自己的应用系统，而且可以方便的控制程序流程，

连接各种类型的数据库。让您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LEAWIN-PMSI酒店通信管理系统的特性分述如下： 

A. 系统的高稳定性和可靠性 

系统的稳定性来自于合理的系统方案和成熟、可靠的设备组成，该系统采用的是世界

一流的设备供应商（PANASONIC、LUCENT、SIEMENS、HP、NMS、DIALOGIC 等）的

产品，同时还拥有一套引以自豪的应用软件开发管理规范。各部分模块都是经过多年应用

的成熟产品，充分保证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B. 系统的先进性 

LEAWIN.Soft 追求的是整体系统的先进性，因此对每一个子系统和集成开发的细节都

作了精心的考虑，系统硬件层、接口层、应用层分开设计、应用环境与硬件无关、故障率

低，模块化的程序结构，便于维护。 

系统包含了智能化通信、数据库访问在通信中的延伸、IVR 及传真服务器、语音合成

及识别，将电话多媒体技术、数据库系统、计算机网络、客户关系管理有机的结合到一起，

使得一些非常专业的、尖端的的技术在这里轻松实现。 

C. 系统的灵活适用性和可扩展性 

系统中的大多数模块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配合组成一个整体使用，使企业可以按需

要分阶段逐步建立一个完整的智能通信系统。系统的模块设计，可以使系统从一个单机的

较小系统扩展为一个多机的大系统，适合不同规模的酒店使用。 

D. 综合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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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采用本地化、规模化生产，大大地降低了开发费用；最大限度地提高软件运行效

率，降低对硬件的要求，从而减少硬件设备的投入；系统菜单清晰明了，易维护，从而降

低培训、维护费用；系统开放式的平台结构，便于与其它系统相连接；系统合理配置各类

子系统，从而在降低系统建设成本的同时保证了系统的先进性。 

E. 优质的售后服务： 

无论任何个人、团体、经销商通过正常的销售渠道售出的产品，都由产品国内的售后

服务中心：启博集团公司负责服务和技术支持。 

 

2、  系统技术指标 

A. 系统配置及环境 

 计算机配置： 

 CPU P4 1.2G 以上 

 512M 内存 

 80G 硬盘以上 

 VGA 彩显 

 10/100M 网卡 

 操作系统 

Windows 2000 Server（SP4 以上）中文版 或 Windows 2003 Server  中文

版 

 预装软件 

 SQL SERVER 2000 Server （SP3 以上）中文版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SDK v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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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音卡电缆 

 RJ11 端口的电话线（LPS  8 路语音卡） 

 RJ45 端口的电话线（LPS  16 路语音卡） 

 BNC 接口的铜轴电缆（数字语音卡） 

 电话接口：RJ45 端口的电话线 

 通信协议接口 

 LPS 

 中国一号信令 

 30B+D（PRI）信令 

 7 号信令等接口 

 端口容量 

 最小容量为 4 路 

 最大容量为 120 路 

 超过 120 路只需增加语音节点即可 

 程控电话交换机类型 

 PANASONIC TDA100 

 PANASONIC TDA 200 

 PANASONIC TDA600 

B. 系统基本参数 

  系统提供的最大指标 

 信箱最大容量：  1 万 (分机信箱+虚拟分机信箱) 

 系统最大存储时间：  100 小时/200 小时/400 小时/500 小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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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用户留言段数：  无限制 

 每段留言时限：  无限制 

 用户密码：   1～8 位数字（0，1，2……9） 

 保存留言条数：  无限制 

 留言保留或删除：  用户删除（通过电话）/自动删除（30 天）/离店删除 

 拨号方式：  DTMF 

 多语种提示语：  中、英、日、德、韩五种提示语，每个信箱可以根据信

箱主人的国籍选择他的信箱首选提示语。 

3.1.4.3 产品技术规格 

 主机及各主要板卡 

 TDA 系列主机：TDA100CN、TDA200CN、TDA600CN 

 

 

 

 

 

 

 机箱自带一块 MPR 板，一个 S 型电源 

 6 个自由槽 

 模拟分机数 96 个，最大模拟外线数最大 96 条，

总端口容量为 160 端口 

 机箱自带一块 MPR 板，一个 M 型电源 

 11 个自由槽 

 模拟分机数最大 128 个，模拟外线数最大 128

条，总端口容量为 304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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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E 系列主机：TDE100CN、TDE200CN 

 

 

 

 

 

 

 

 

 

 

 

 

 

 主要分机板卡： 

 机箱自带一块 EMPR 板 

 最大 43 个自由槽 

 模拟分机最大 640 个，模拟外线数最大 640 条，

总端口容量为 1008 端口 

 机箱自带一块 IPCMPR 板，一个 S 型电源 

 6 个自由槽，8 个虚拟槽 

 最大 320 个端口 

 机箱自带一块 IPCMPR 板，一个 M 型电源 

 11 个自由槽，8 个虚拟槽 

 最大 384 个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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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A0170----8 端口超级混合分机板 

  TDA0171----8 端口数字分机板 

  TDA0172----16 端口数字分机板 

  TDA0173----8 端口普通分机板 

  TDA0174----16 端口普通分机板(仅可用于 TDA100/200) 

TDA0175----16 端口留言灯普通分机板(仅可用于 TDA100/200)  

TDA6174----16 端口普通分机板(仅可用于 TDA600) 

TDA6175----16 端口留言灯普通分机板(仅可用于 TDA600) 

 主要中继板卡：  

TDA0180----8 端口模拟外线卡(仅可用于 TDA100/200) 

TDA0181----16 端口模拟外线卡(仅可用于 TDA100/200) 

TDA6181----16 端口模拟外线卡(仅可用于 TDA600) 

TDA0284----4 端口 BRI(2B+D)数字中继卡 

TDA0288----8 端口 BRI(2B+D)数字中继卡 

TDA0290----PRI(30B+D)数字中继卡 

TDA0184----8 端口 E&M 卡 

TDA0188----E1 卡(30 通道) 

TDA0480----4 路语音网关卡 

 其它主要功能板卡： 

TDA0190----OPB3 卡(功能卡母卡) 

TDA0191----4 路 DISA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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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A0193----8 路普通外线来电显示卡  

 话机 

为配合使用 TDA 系统的优势功能，松下特别推出了新的松下 76 系列数字专用

话机。这款话机专为 TDA 系统而设计，加入了更多人性化的设计理念，使用户使

用起来更加方便快捷。 

      

       

 

 

松下 76 系列桌面设备的主要话机： 

KX-T7636CN  

 

 

KX-T7633CN 

 导航键设计，使用户功能操作更加方便快捷 

 醒目的留言/来电信息灯，可根据颜超大而色识别

内外线来电，用户从任何角度都可以看见并分辩来

电信息。 
 内置 30 种振铃铃声，包括 20 种振铃和 10 种和弦 

 可附加 USB 接口(仅限 KX-T7636 和 KX-T7633 话机) 

 DXDP 功能 

 6 行带背景灯显示屏 

 24 个可编程 CO 键 

 全双工扬声器 

 可选配 12 个 CO 键(KX-T7603)以及

USB 接口(KX-T7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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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X-T7630CN 

 

 

KX-T7625CN 

      

松下 76 系列桌面设备主要选配件： 

 

KX-T7640CN 

 

 3 行带背景灯显示屏 

 24 个可编程 CO 键 

 全双工扬声器 

 可选配 12 个 CO 键(KX-T7603)以及

USB 接口(KX-T7601) 

  

 
 3 行显示屏 

 24 个可编程 CO 键 

 全双工扬声器 

 全双工扬声器 

 24 个可编程 CO 键 

 60 键 DSS 话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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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X-T7601CN 

  

 

 

 

松下 NT300 系列 IP 专用话机： 

  KX-NT366CN 

 

 

 

 

 

KX-NT346CN 

 

 

 

 

KX-NT343CN 

 

 

 

 

 

 KX-NT305CN 

 

 

 USB 模块 

 PC 话务台 

 PC Phone 

  66 行行  白白色色背背光光灯灯 LLCCDD,,  

  44 页页  xx  1122CCOO 键键  ((带带标标签签 LLCCDD)),,  

  点点对对点点  ((PP22PP))通通讯讯  

  内内置置  22  端端口口  110000MMBB  网网关关  

  支支 持持   GG771111,,  GG772299aa  和和   GG772222•• 2200--8800mmss  动动 态态 抖抖 动动 缓缓 冲冲  

((ddeeff  2200mmss))  2200mmss))  

  

  66 行行  白白色色背背光光灯灯 LLCCDD,,  

  2244CCOO 键键,,  

  点点对对点点  ((PP22PP))通通讯讯  

  内内置置  22  端端口口  110000MMBB  网网关关  

  支支 持持   GG771111,,  GG772299aa  和和   GG772222•• 2200--8800mmss  动动 态态 抖抖 动动 缓缓 冲冲  

((ddeeff  2200mmss))  

 

  33 行行  白白色色背背光光灯灯 LLCCDD,,  

  2244CCOO 键键,,  

  点点对对点点  ((PP22PP))通通讯讯  

  内内置置  22  端端口口  110000MMBB  网网关关  

  支支 持持   GG771111,,  GG772299aa  和和   GG772222•• 2200--8800mmss  动动 态态 抖抖 动动 缓缓 冲冲  

((ddeeff  2200mmss)) 
  6600  CCOO 键键模模块块  

  适适用用于于  NNTT334466//334433••每每个个电电话话能能加加 11 个个模模块块 



             经济性型酒店信息及安防监控系统集成典型方案 

广东领域集团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部             第 24页                  电话：+86 754 8826 5500 
 

 

 

 

 

 

 

 PC 话务台管理软件 

KX-TDA0300 PC Console TDA 总机电脑应用软件 

KX-TDA0350 PC Phone TDA 分机电脑应用软件 

KX-TDA0300和 KX-TDA0350是松下公司为 TDA系统精心设计的两款纯软件性质的话

务处理软件。其中 KX-TDA0300 用于话务量较大的总机或专门话务员话务处理，

KX-TDA0350 用于普通分机的话务处理。 

用户使用此两款软件进行话务处理，不需增加任何硬件设施，只需要将电脑通过

安装在话机上的 USB 接口模块(KX-T7601)与主系统相连，即可实现电脑呼叫管理功能，

所有的呼叫处理均可通过鼠标拖曳来实现，不再需要进行繁杂的话机操作。 

PC Console 及 PC Phone 话务处理软件主要具有以下特点及功能： 

 对于各主要功能均采用图标式操作，如建立和应答呼叫、查看呼叫记录及呼叫

历史记录、查看留言、录音等，用户通过鼠标点击这些图标即可实现相关操作 

 

 

 

 

 

 

Make Call 

Disconnect 

Recording 

TAM 

Voice Memo 

Teaxt Memo 

Phone Book 

Call Log 

Option 

Function Key 

Speed 

Help 

  1122  CCOO 键键模模块块  

  适适用用于于  NNTT334466//334433••每每个个电电话话能能加加 11 个个模模块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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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来电或进行呼叫的同时自动出现弹出框，显示相应的呼叫信息，如呼叫状态、

呼叫号码、呼叫 ID 等 

 

 

 

 

 

 通过此软件可将重要的通话信息或呼叫备注情况以文本或语音的格式录入电

脑硬盘并可以电邮的形式向外发送 

 

 

 

 

 

 

 

 

 

 

 

 

语音记录 

文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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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自带电话薄功能，可将客户信息录入电话薄，包括电话号码、电邮地址、

个人相片、语音。同时软件提供与 OUTLOOK 电话薄的集成功能。 

 

 

 

 

 

 

 

 

 

 

 

 

 

 可通过四种方式识别来电主叫方信息： 

 颜色：用户可为不同的客户设定不同的弹出框背景颜色 

 图片：用户可将客户的照片存储在电话薄内，有其来电时自动弹出 

 声音：用户可将客户的声音作为来电响铃声 

 IP 网络照相机：可将客户端的网络照相机地址输入电话薄，有客户来电时，

 
启动时与 OUTLOOK 电话本同步。 

当有电话打入时，显示 OUTLOOK 的详

细内容. 

从 OUTLOOK 中调用 E-MAIL 地址. 

在调用 OUTLOOK 电话本中的电话号

码时自动加入 PBX 中继的接入码.   

当需要拨对方的分机号码时. 

当需要使用 TIE 呼叫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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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会自动打开对应客户的网络照相机地址 

 

 

 

 

 

 

 

 

 可与 TDA 系统的 DDI 功能相融合，自动根据不同的主叫号码发送不同的应答语

并做出不同的处理，如转接到分机、录音后发送到邮箱或电话答录机应答 

 

 

 

 

 

\ 

 

 

 

 

 提供详细的呼叫记录，包括呼叫类型、开始及结束时间、持续时间、响铃时间、

呼叫号码、呼叫 ID、详细呼叫信息及做了相关语音及文本记录后的文件名。 

 可根据用户需要自定义功能键及各键的设置 

 系统功能 

 基础功能 

Rutger 

(visitor) 

PC-Phone 

Hello Dilbert. I am not in my office. Please 

leave a message. 

Call to  

DDI 

no.1234 

Transfer to your 

phone. 

Send to your PC 

as attached by WAV 

file 

Hello. This is TAKE Company. I can not attend your 

call now. Please leave a essage. 

Hi Cartman! Leave a message. 

Your message will be sent my 

PC. 

 

After recording 

Dilbert 

(listed on phonebook) 

Cartman 

(listed on phonebook) 

Saving to your H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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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叫转移，呼叫保留，呼叫寄存 

 呼叫前转 

 呼叫代接，呼叫代接组 

 内外部广播，广播组 

 交替呼叫(铃声/语音) 

 日期和时间显示 

 全双工扬声器，免提通话 

 扬声器静音 

 定时提醒(本地/远程) 

 重拨(自动重拨/最后号码重拨/来电 ID 重拨) 

 来电显示 

 区别振铃(根据内线及外线，外线根据不同端口设置不同振铃音) 

 个人速拨 

 系统速拨 

 待机及保留音乐，外部音乐源 

 免打扰功能 

 遇忙强插或呼叫等待 

 长途限制、服务等级 

 摘机热线 

 遇忙回叫 

 外线来电遇忙或无应截取到分机或 DISA 

 外线直接到分机振铃功能(DIL) 

 直接向内拨号(DID) 

 停电转移功能 

 

 特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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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经济路由选择：自动根据时间段选择最优惠的 IP 线路 

 主处理(MPR)、任选板卡的软件及数据下载 

 系统内存扩充 

 VIP 通话：系统自动识别公司主要客户，优先处理其的来电 

 小型呼叫中心功能： 

 来电分配群：提供响铃、UCD、优先搜索三种分配类型 

 来话排队功能 

 溢出功能 

 群前转功能 

 收转功能(wrap up)：系统自动预留话务员接听电话后的资料处理时

间 

 注册/注销功能 

 来话平均分配(UCD)：可将进入群组的电话平均分配给每个话务员 

 来电搜索群：提供循环、终止两种群内搜索类型及溢出功能 

 多方会议：系统最多支持 10 个三方会议至 8 个 4 方会议的扩展。 

 多次呼叫转送：最多可达 4 次 

 DXDP 功能：一个数字端口可连接 2 个数字话机 

 VOIP 组网功能 

 QSIG 组网功能 

 外线来电截取到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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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计算机网络系统 

经济型连锁酒店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主要功能是提供酒店运营管理的数据传输、酒店安

防监控传输、酒店员工及客户上互联网、IP 电话出口。而从网络组成而言，整个酒店的计

算机网络应划分为：客房网络、管理与办公网络、酒店运营网络、安防监控网络四个部分。 

在本方案中，首先将根据整体网络组成划分虚拟局域网（VPN），然后再针对各组成部

分的需求，赋予不同的功能。网络组成如下图： 

 

3.2.1 设计原则 

1、 设备的先进性与成熟性 

采取目前已经在业界经过考验、证明成熟、可靠的设备，既有技术的先进性，又有很

高的性能价格比。 

2、 网络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的原则 

选择符合国际标准的网络软硬件产品，有很好的互换、扩展和升级能力，并能与现有

的网络设备兼容。 

3、 网络的灵活性和可升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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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系统能够适应各种网络应用系统，易于今后向更先进的技术升级。 

4、 网络的可管理性和易维护性原则 

可配置网管软件，采用具有可管理的网络设备，以便合理规划网络资源和控制网络运

行。整个网络应结构合理，层次划分清楚且具有相对独立性，便于管理和维护。 

5、 网络系统的安全性 

充分考虑网络系统的安全性能，即要满足上 INTERNET 查询资料，通过 VPN 实现不同

用途的数据可靠传输，外部用户通过 INTERNET 访问酒店网站，又要防止重要数据被窃取

和网络黑客的攻击。 

6、 网络的可靠性与稳定性原则 

充分考虑系统设备的容余备份，在主设备故障时，能迅速恢复，从而保证系统安全、

稳定、可靠的运行。 

7、 经济、实用的原则 

方案应具有良好的性能价格比，在条件满足系统需求的条件下，尽量减少投资。 

 

3.2.2 设计标准 

 《局域网体系结构》（IEEE802.1A） 

 《寻址、网络互连与网络管理》（IEEE802.1B） 

 《逻辑链路控制(LLC) 》（IEEE802.2） 

 《100Base-T 访问控制方法与物理层规范》（IEEE802.3u） 

 《1000Base-T 访问控制方法与物理层规范》（IEEE802.3ab） 

 《1000Base-SX 和 1000Base-LX 访问控制方法与物理层规范》（IEEE802.3z） 

 《宽带局域网访问控制方法与物理层规范》（IEEE8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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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安全与保密》（IEEE802.10） 

 《通信光缆的一般要求》（GB/T7427-87） 

3.2.3 方案说明 

在本方案中，将采用有线网络的方式来设计。其原因有两个：其一、经济型连锁酒店

的结构不一定很规则，除了一条通道两边客房的布局以外，还有“回”字型、“L”型等等，

甚至有不规则的形状。在这样的环境下做无线覆盖，将增加建设成本，同时效果一定理想。

其二、无线网络在传输中延时比有线方式的广电传输要大，往往无线传输并发大数据流（例

如监控图像）是，就会造成更大的延时，实时图像数据在延时大的情况下就会丢包而造成

图像严重失真。因此，本方案采用以光纤为主干，以铜介质双绞线为分支的有线网络。 

3.2.4 网络结构及组成 

3.2.4.1 网络结构 

由于采用了交换以太网技术，同时考虑布线的方便，这里采用了星形的拓扑结构，即

以网络中心交换机为核心形成星形以太网的拓扑结构，网络层级分为三级： 

第一级是网络中心，为中心节点，即核心层。主要负责网络管理、数据传输、与互联

网的接入。网络中心布置了网络中心交换机、路由器。网络中心具备若干对外上公网的接

口。网络中心建议放置在专门的机房内。 

第二级是网络分中心，为二级节点，即接入层。网络分中心一般按区域划分，每个区

域配置一个分中心，主要负责用户终端与网络中心的数据上传下达。网络分中心配置了网

络接入层交换机。连接网络中心的主干以光纤为主，连接用户终端的分支以铜介质双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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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网路分中心建议放置在楼层的弱电间或各楼层的工作间内，但是不要放在有易燃易

爆品的储物间（例如：布草间）。 

第三级就是用户的终端，即用户层。这里的终端主要指终端设备，例如：个人电脑、

办公电脑、监控工作站、硬盘录像机等。 

整个网络结构如下图： 

 

3.2.4.2 网络中心 

网络中心是整个酒店计算机网络、IP 语音系统的管理中心与互联网的出口。这里的网

络交换机原则上应该采用带管理功能的三层网络交换机。但考虑到经济型连锁酒店的造

价，建议在 200 个用户终端以内的规模下，采用具备网管功能的两层交换机。若今后需要

扩容，可将此交换机降级为接入层交换机，之后重新购买新的核心交换机。 



             经济性型酒店信息及安防监控系统集成典型方案 

广东领域集团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部             第 34页                  电话：+86 754 8826 5500 
 

酒店与网络运营商接入的方式在大部分城市中目前有 ADSL、光纤直接到户两种。ADSL

为非对称传输方式，上行（酒店 to 网络运营商）基本上为 512k，下行（网络运营商 to 酒

店）目前最大可到 4M；光纤接入一般是上下行对称的，速率最低 1M，最高 1G。如果酒店

规模在 50 个终端以内，建议采用两路下行为 4M 速率的 ADSL 接入；如果在规模在 50～100

终端的，建议采用四路下行为 4M 速率的 ADSL 接入。大于 100 个终端的，建议采用 20M 光

纤接入。 

   

多个 ADSL 接入示意图                          光纤接入示意图 

3.2.4.3 网络分中心 

     网络分中心原则上应该按照区域和用途划分，但是考虑到造价，本方案将全部按照

区域划分的，例如，1～2 层的所有用户终端可以划分为一个网络分中心。用途的不同，则

在网络中心的核心交换机上通过管理端口划分虚拟局域网。网络分中心建议按照楼层划

分，为节约成本，建议每 40 个终端划分为一个区域，建立一个区域分中心，配置一个 48

口的接入层交换机。接入层交换机布置在相应区域的工作间或弱电间内。 



             经济性型酒店信息及安防监控系统集成典型方案 

广东领域集团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部             第 35页                  电话：+86 754 8826 5500 
 

 

3.2.5 网络逻辑设计 

网络的逻辑设计主要是依据网络中心的子网及虚网划分原则来考虑各终端用户的网

络 IP 子网网段的划分，透过实际的网络物理连接并依据用户的实际需求实现虚拟网络

（VLAN）的设置。 

1、 子网划分和IP地址分配 

无论从整个网络的安全性和 IP 地址的可管理性的角度考虑，还是从有效 IP 地址资源

有限的角度考虑，将整个酒店网络划分成若干个子网网段并对其 IP 地址资源进行有效的管

理都是必须的。 

子网网段的划分应依据以下几条原则进行： 

A. 遵循酒店网络中心网络统一划分的原则，使酒店各部门网络和客房网

络、安防网络形成一个统一的可管理的整体。 

B. 尽量将分属于不同部门或不同类型的终端划分到不同网段之中。 

C. 子网的划分应使 IP 地址管理简单，同时避免 IP 地址资源的大量浪费。 

D. 可使用子网屏蔽码将几个 C 类地址分给同一个大的子网，或一个 C

类地址分给几个小的子网。 

2、 VLAN虚拟网的设置 

由于 TCP/IP 协议中有大量的服务是通过发送网络广播包来提供的，这些局域网中广播

包的存在会大大降低交换机的效率（广域网由于使用了路由器，所以可以隔断广播包的发

送）,这时可利用划分虚拟网(VLAN)将广播包严格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另外，由于各虚拟网

之间不能进行直接通讯,而必须通过路由引擎转发,这就为高级的安全控制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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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了实际使用中的方便，可能会考虑到要将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机器划分到同

一个广播域内。同一个用户也有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内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这也需要使用

虚拟网技术。 

通常虚拟网的实现形式有三种:静态端口分配、动态虚拟网和多虚拟网端口配置。 

静态端口分配:直接设置交换机端口,使其从属于某个虚拟网。这种方法虽然比较麻烦,

但较为安全,并易于配置维护。 

动态虚拟网:交换机的端口动态地由经由该端口的网络包 MAC 地址、逻辑地址或协议

类型确定虚拟网的从属。这样一旦网管人员配置好后,用户的计算机可以灵活地接入交换机

的端口,而不会改变用户虚拟网的从属性。 

多虚拟网端口配置:该配置支持一个用户或一个端口可以同时访问多个虚拟网。这样可

以将一台网络服务器配置成多个业务部门(每种业务设置成一个虚拟网)都可以同时访问,也

可让它同时能够访问多个虚拟网的资源。而且该种配置也可以方便虚拟网间的路由――交

换机上只需要一个端口连接路由器就可以完成多个虚拟网间的路由。 

针对经济型连锁酒店的网络需求，虚拟局域网将按照对网络使用的用途进行划分。在

第 3.2 章节的《方案说明》已经明确了用途，并划分了四个虚拟局域网。而这四个虚拟局

域网中不是所有都开通与互联网连接的接口。其中客房网络采用动态虚拟网方式接入，端

口地址由网络交换机在一定地址范围内自动分配，同时开通与互联网的接口；酒店运营网

络、酒店办公网络采用静态端口，并有选择性的开通互联网的接口；安防监控网络采用静

态端口，不允许开通互联网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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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计算机网络的扩容 

经济型连锁酒店的计算机网络扩容分为终端用户增加和运营商提供接口速率增加。其

中终端用户的增加实际上就是对网络交换机的扩容，这样的扩容，只需增加接入层交换机

数量和增加核心交换机的背板带宽。而运营商提供接口速率增加只需改动相应的接入设备

即可。 

3.2.7 计算机网络需要注意的情况 

3.2.7.1 计算机网络的安全 

经济型连锁酒店的网络安全，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预防外部互联网来的木马或病毒

侵袭，另一个是防止内部终端之间不相关的数据被窃取或泄露具有密级性质的数据。 

针对外部的木马或病毒，建议在各应用服务器上安装防病毒和木马软件及防火墙，并

定期升级病毒库。同时，负责计算机网络数据出入口的路由器上必须内置防火墙功能，并

能够对防火墙进行配置与制定防攻击策略。 

针对内部数据不被窃取和泄密，首先，在网络管理上完善权限管理，通过网管软件和

应用软件相应功能严格赋予每个终端不同的定义。其次，各虚拟局域网之间的数据交换必

须通过中间应用服务器来进行，不得直接交换。中间应用服务器将审核数据交换的申请后，

裁决是否进行数据交换，并且数据交换的链路应该是：数据发送方→中间应用服务器→数

据需求方。 

3.2.7.2 停电或电气故障检修时的能源供应 

为了防止停电或电气故障检修时造成网络系统瘫痪，酒店应该配备在线式 UPS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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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UPS 的电池容量控制在支撑设备运行 2 小时。若经济型连锁酒店配置发电机，则 UPS

的电池容量控制在支撑设备 30 分钟左右。 

需要注意的是，有配置发电机的，必须在 UPS 电源交流输入侧断路器按前应配置双路

交流输入自动切换装置。 

3.2.8 设备说明 

网络设备指网络交换机和网络接入设备。整个系统配置一个核心的网路交换机，若干

接入层交换机。由于网络交换机的扩容很方便，只需要直接增加同型号的设备做扩展而已。

因此本期的网路交换机的配置，只要够用，并适当放一些余量就可以了。另外，作为核心

交换机，应具备能划分 8 个以上的 VLAN，以保证网络的灵活性。 

3.2.8.1 设备参数的选择 

经济型连锁酒店的网络数据小型局域网，设备不应该选用功能过多，容量过大的网络

设备，一般选用经济实惠的商用型设备即可。设备的类型分为两种，一种是内部网络设备，

另一种是与网络运营商的接口设备（一般网络运营商会提供）。 

1、 内部网络设备参数 

内部网络设备主要是组成内部局域网的网络设备，主要有：核心网络交换机、接入层

网络交换机、网络光纤收发器。经济型连锁酒店核心网络交换机采用两层带网管功能的交

换机即可。而接入层交换机直接采用商用型的普通交换机即可。光纤网络收发器采用单模

10M/100M 自适应的收发器即可。具体的设备参数要求如下： 

A. 核心网络交换机 

核心网络交换机用于整个酒店终端的数据交换，承担出入口的数据转发。因此，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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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应根据具体的信息点数量和需求决定背板带宽、能力、功能。最好选择 24 口快速以

太网交换机，同时出于扩展性的考虑，要求快速以太网交换机支持千兆对叠，扩展性能好。

建议采用全线速智能型增强网管交换机。这类交换机具有特别丰富而强大的网管功能，在

实现流量线速交换的同时，可以通过多重设置方式进行网管操作，实现 802.1Q VLAN、保护

端口、链路聚合、Spanning Tree、端口监控设置、静态地址管理、广播风暴控制、端口动态

MAC 地址锁、端口 MAC 地址绑定、端口 IGMP 属性设置、802.1p 优先级等各种管理。同时

这类交换机在设置丰富的管理策略时，可针对用户的不同使用情况进行灵活的端口带宽分

配，并采用业界最先进的 802.1x 安全接入控制策略，提供用户接入安全保障。建议设备参

数如下： 

项目 规格与参数要求 

系统能力 

交换容量：19.2G，全线速二层交换； 

包转发率：6.6MPPS； 

VLAN 数目：4K； 

缓存容量：7M； 

MAC 表容量：8K； 

用户槽位 
固定端口：24 个 10/100Base-TX； 

扩展端口：2 个 SFP。 

支持的 

物理接口 

24×10/100Bsae-TX，支持 MDI/MDI-X 自适应； 

2×10/100/1000Base-T 自适应千兆电接口。 

协议支持 

支持 IEEE802.3、IEEE802.3u、IEEE802.3z 、IEEE802.3ab、IEEE802.3x、

IEEE802.3ad、IEEE802.1p、IEEE802.1x、IEEE802.1q、IEEEE802.1d、

IEEE802.1w、IEEE802.1s、IGMP Snooping v1/v2/v3 等标准网络协议； 

QOS 支持：支持 802.1p 协议，支持 4 级基于端口的优先级设置； 

业务特性 
支持端口速率限制, 64K 起连续可设； 

安全特性：支持端口、VLAN ID 和 MAC 地址的捆绑，防止私接。 

管理特性 

支持；SNMPv1/v2c/v3、Web、CLI(Telnet/Console)、SSH 

支持 RMON 中的 1,2,3,9 组(统计,历史, 告警, 事件)； 

支持端口镜像； 

可通过 TFTP 方式进行软件升级； 

支持 Console/Telnet 管理； 

支持集群管理。 

电源 AC220V / 3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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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工作温度： 0℃  到 45℃  存储温度：-40℃ 到 70℃。 

湿度 湿度：工作湿度: 10% 到 90% RH  存储湿度:  5%到 90% RH。 

 

B. 接入层网络交换机 

    接入层交换机是分布在各楼层或各区域内的，属于整个计算机网络的分节点。接

入层交换机只承载数据的上传下达作用。通俗的说，就是一个数据转运站。因此，只要求

速率能与整个计算机网路的速率匹配、端口数量能满足用户数量即可。具体设备参数如下： 

项目 规格与参数要求 

系统能力 

交换容量：9.6G，二层交换； 

转发方式：存储-转发 

包转发率：10Mbps:14880pps，100Mbps:148800pp； 

VLAN 数目：不支持； 

缓存容量：7M； 

MAC 表容量：8K； 

用户槽位 固定端口：48 个 10/100Base-TX。 

支持的 

物理接口 
48×10/100Bsae-TX 自适应。 

协议支持 支持 IEEE802.3、IEEE802.3u。 

电源 AC110V～260V 自适应，18W。 

温度 工作温度： 0℃  到 40℃  存储温度：-40℃ 到 70℃。 

湿度 湿度：工作湿度: 10% 到 90% RH  存储湿度:  5%到 90% RH。 

 

C. 网络光纤收发器 

网络光纤收发器主要用于网络中心的核心交换机到网络分中心的接入网络交换机的

光电传输转换。因此，属于酒店计算机网络的主干部分，要求性能稳定，质量优良。适用

于电信、广电、宽带网络等需要高性能、高可靠性的网络环境中；符合 IEEE802.3 10Base-T 

和 IEEE802.3u 100Base-TX，100Base-FX 标准；并内置防雷电路，可大大减少雷电感应造成

的损坏。建议参数如下： 

项目 规格与参数要求 

传输能力 双绞线最长 1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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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模光纤最长 20 公里； 

发射波长：1310nm； 

发射功率：-22~-14dBm； 

接收灵 s 敏度：32dBm； 

允许损耗：10dBm 

支持的 

物理接口 
1 个 RJ45 电口和 1 个 SC/ST/FC 光口； 

工作特点 

具有全双工 / 半双工工作模式； 

具有 10M/100M 自适应能力； 

电口能自适应直通线 / 交叉线连接方式； 

支持最大 1916 Bytes 数据幀； 

流控制 
支持 IEEE802.3X 全双工流量控制和半双工背压流量控制； 

支持防止广播风暴功能。 

管理特性 便于监测收发器的工作状态和判断故障原因。 

电源 AC100 ～ 265V（外置）， DC5V（内置）。 

温度 工作温度： 0℃  到 50℃  存储温度：-40℃ 到 70℃。 

湿度 湿度：工作湿度: 10% 到 90% RH  存储湿度:  5%到 90% RH。 

D. 路由器 

路由器应选用价格低，稳定可靠的，具备多路互联网接口绑定的设备。这样既能够满

足经济型酒店多路 ADSL 接入，也能够满足光纤直接接入。建议采用不少于 4 个 WAN 端口

的高速宽带路由器。考虑到外部病毒和木马的入侵等问题，建议路由器具备内置防火墙、

带宽控制、DDNS 等功能，同时，采用处理性能强大 Intel IXP 网络专用处理器作为核心；支

持静态 IP 地址、动态 IP 地址和 PPPoE 拨号能主流上网接入；支持特殊拨号方式，适应全

国各地区不同运营商的局端设备，以满足经济型连锁酒店对高速网络接入的需求。具体的

设备参数如下： 

项目 规格与参数要求 

转发规则 支持：虚拟服务器、特殊应用程序、DMZ 主机、UPnP 转发。 

路由功能 支持静态路由表。 

支持的 

物理接口 

WAN 端口：10/100M RJ45 4 个，支持端口在线监测； 

LAN 端口： 10/100M RJ45 1 个。 

接口方式 动态接入、静态接入、PPPoE 接入、特殊拨号接入； 

DHCP 支持 DHCP Server 、DHCP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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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标准 IEEE802.3、IEEE802.3u、IEEE802.3x。 

软件协议 
TCP/IP、DHCP、ICMP、NAT、PPPoE、SNTP、HTTP、DNS、H.323、

UPnP 

安全 
支持基于 IP 地址过滤、基于 URL 过滤、基于 MAC 地址过滤、攻

击防护。 

流控制 
支持连接数、总带宽限制，支持基于 IP/协议/端口的带宽限制，支

持流量均衡控制和 ISP 均衡控制和均衡策略，支持。 

防火墙 

内置防火墙，能有效防范 DoS 类攻击、ARP 欺骗、蠕虫等病毒入

侵。集成多种 QoS 服务，通过带宽控制和连接数限制能够有效限

制 BT 等 P2P 下载，通过 ACL 能够有效管理内部人员的上网权限。 

管理特性 

支持系统日志、远程 Web 管理、流量统计、配置备份、软件升级、

软件复位/重启、静态 ARP 绑定设置、IP 与 MAC 扫描、支持 WAN

口参数配置。 

电源 AC220V 10W。 

温度 工作温度： 0℃  到 40℃  存储温度：-40℃ 到 70℃。 

湿度 湿度：工作湿度: 10% 到 90% RH  存储湿度:  5%到 90% RH。 

 

2、 与网络运营商的接口设备 

考虑到能够最大限度的与网络运营商提供的服务匹配和网络出入口的稳定、安全因

素，建议与网络运营商的接口设备由网络运营商提供。这样，也减少了对酒店网络的部分

设备投资。与网络运营商的接口设备根据不同的接入方式，采用的接口设备也不同。采用

ADSL 接入的，则需要：ADSL 调制解调器；采用光纤直接接入的，则需要光电转换的光纤

调制解调器。这里不做具体的参数描述，因为这些参数不对经济型连锁酒店的内部网络产

生影响，即使出现故障，也是由网络运营商进行修复和日后的维护。 

 

3.2.8.2 主要设备配置表 

1、 采用ADSL接入的配置表 

序号 材料或工序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核心交换机 台 1   

2 接入交换机 台 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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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DSL 调制解调器 台 若干   

4 路由器 台 1  

5 网络光纤收发器 对 若干 等同于接入交换机数量 

6 综合网管机架 台 1 用于放置光纤收发器 

 

2、 采用光纤接入的配置表 

序号 材料或工序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核心交换机 台 1   

2 接入交换机 台 若干   

3 路由器 台 1  

4 网络光纤收发器 套 若干 接入交换机数量 

5 综合网管机架 台 1 用于放置光纤收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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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安防监控系统 

经济型连锁酒店的安防监控主要是针对公共区域、事故易发区域、重点防护区域、前

台人员操作等区域进行视频监控，通过报警传感器的对监控点的信息实现报警信息上传和

与摄像机等其他设备形成安防联动体系，以减少安全事故所带来的损失。 

经济型连锁酒店的视频监控对象主要是：各客房、办公室、设备间、储藏间、楼梯间

的门口，电梯内，酒店接待大厅和前台，重点防护的区域，安全事故容易发生的区域。报

警传感器检测的主要对象是：楼梯间、电梯口、客房的窗口、财务室的门和窗口。 

整个安防监控系统在规划与设计中，还应该预留一定的容量，以满足后期的扩容而增

加的接口。后期的扩容不能造成本期设备的不可用。 

3.3.1 设计原则 

1、 遵守标准原则 

系统采用分层次开放式体系架构，选用标准化接口和协议，遵循国际标准，符合国家

公安部门有关标准与规范。系统架构在满足未来业务发展对系统规模和功能可扩展性的要

求同时，保证系统的可靠稳定性。支持与其它标准硬件、其它网络及不同生产商的设备互

联。 

2、 系统安全原则 

设备满足可靠性和安全性的要求，保证系统不间断运行。对关键的设备、数据和接口

应采用冗余设计，具有故障检测、系统恢复等功能；网络环境下信息传输和数据存储更注

重安全，保障系统网络的安全可靠性。系统与其它各信息处理系统之间应是相对独立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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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各系统之间可通过 Web 服务器进行互联或通信接口。系统构筑坚固有效的防火墙，最

大限度地阻止从外部对系统的非法侵入，有效地防止以非正常的方式对系统软、硬件设置

及各种数据进行更改等操作。系统的管理上应采取各种措施防止内部人员对系统软、硬件

资源、数据的非法利用，严格控制各种计算机病毒的侵入与扩散。当入侵发生时系统能及

时报告、检查与处理，系统万一被入侵成功或发生其它情况导致数据服务崩溃时要能在很

快时间恢复。 

3、 灵活性原则 

系统组网灵活，适合在局域网中使用；可根据用户需求，以 VLAN 方式将不同种类的

系统进行归类划分；在网络中的授权用户可通过 IE 浏览器实现远程监控。系统具备软硬件

的扩充能力，支持系统结构的扩展和功能升级。 

4、 先进性原则 

系统设计中采用行业内领先的技术及方法，设计应先进灵活，便于升级以及与其它系

统的互联互通，同时人机界面应友好，易于使用和操作，保证最终效果的优异。 

5、 可靠性原则 

系统的安全可靠运行是整个系统建设的基础，采用的技术经过各行业的实际运行考验

证明是先进、可靠和成熟的技术，所采用的产品应为市场和行业的主流产品，在做方案的

同时还考虑到关键设备的冗余和容错能力。为保证系统正常运行，系统设备具备如下可靠

性保证： 

A. 系统的使用不影响被监控设备的正常运行； 

B. 系统的局部故障不影响整个监控系统的正常工作； 

C. 系统主要设备存在结构和功能冗余，系统不存在瓶颈问题； 

D. 系统设备采用模块化结构，便于故障排除和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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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系统设备具有自诊断功能，对各种程序出错、干扰等可自动恢复，软硬件

故障等要能够诊断出故障并及时告警； 

F. 系统具备处理同时发生的多事件的能力； 

G. 系统设备具备防雷和抗强电干扰能力。 

6、 兼容性原则 

当规划组建新的图像监控系统，充分考虑到和利用现有的网络图像监控系统及传输网

络，兼容管理目前行业内主流的数字图像设备，实现多系统集成和系统互联、资源整合、

信息共享。 

7、 开放性原则 

系统具有开放性的标准体系，基于开放式的 TCP/IP 网络平台进行设计。采用标准化、

网络化、免维护式的系统结构，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同时符合 ISO/OSI 开放系统

互联标准。系统提供开放式环境。能支持多种硬件平台；支持用户应用软件程序的开发，

保证能和酒店管理系统互联和集成一体，或者很方便的实现与酒店管理系统间的接口。 

8、 经济性原则 

系统所选用的硬件平台应符合现代工业标准和前瞻性，具有一定市场销售规模的通用

化、系列化的标准产品，并有可靠的维修服务支持。 

9、 扩展性原则 

系统应具备良好的可扩展性。在系统加入新的前端设备时，只须安装好前端设备，并

建立和网络设备的连接即可。系统的其他软硬件无须做复杂的改动。系统各项功能和运行

状态不受扩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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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设计标准 

 《民用闭路监视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0198-94） 

 《工业电视系统工程设计标准》（GBJ115-87） 

 《防盗报警控制器通用技术条件》（GB12663-90） 

 《视音频编解码标准》（ITU H.264） 

 《100Base-T 访问控制方法与物理层规范》（IEEE802.3u） 

 《消防联动控制设备通用技术条件》（GB 16806—1997） 

 《电工电子产品应用环境条件无气候防护场所使用》（GB 4798.4-90）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GB/T17626.6） 

 《保护接地和防雷接地标准》（IEC364-4-41）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DL/T621-1997） 

 《系统接地的型式及安全技术要求》（GB14050-93） 

3.3.3 方案说明 

安防监控系统包括：视频监控、报警监控、巡更、门禁等子系统，而根据经济型连锁

酒店的需求、运营特点和建筑结构，安防监控系统一般由视频监控和报警系统组成即可。

由于酒店的建筑面积小，管理人员少，因此，通过视频监控的轮巡方式，可以满足巡更的

目的。而门禁属于酒店管理系统，不在安防系统中参与管理和数据采集、处理，另外，通

过视频监控系统，也可以看到各房间门的大致状态。 

考虑到经济型连锁酒店的结构、监视范围、建设成本等因素，安防监控系统将采用模

拟与数字混合方式组网，在安防监控网络的核心节点上预留与酒店管理系统的接口。 



             经济性型酒店信息及安防监控系统集成典型方案 

广东领域集团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部             第 48页                  电话：+86 754 8826 5500 
 

在本方案中，安防监控系统的数据传输是基于酒店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因此，在计算

机网络系统中，应专门针对安防监控系统提供专用网络或划分专用的虚拟局域网，即：安

防 VPN。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消防系统在我国属于转向控制的系统，从规划、设计到实施、验

收，都是由消防部门或其授权机构参与的。我公司不具备消防系统设计和施工的资格，因

此，虽然消防系统也是安防的一个范畴，但是，其规划与设计不再本方案之中。在视频监

控的设计中，我们仅仅保留接受来自消防系统报警的接口，以在报警联动中能够对消防隐

患或事故进行取证。 

3.3.4 系统特点 

 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先进成熟的监控系统设备，TCP/IP 组网技术，稳定的操作

系统和面向对象方法的监控软件，保证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以及可扩展性； 

 系统软件基于 Win9X/Win2000/XP 平台，全部中文操作界面、操作简单，界面直观、

功能齐全； 

 严格的权限管理和级别控制。利用级别和权限控制实现无级监控，利用角色概念

简化对操作员的管理。在 IP 网内，多级监控概念变成了无级监控，任何用户的优

先控制权由用户被赋予的角色本身具有的权限决定。 

 系统高安全性。通过严格的密码验证机制、权限管理、系统日志，保证了系统的

安全。 

 采用的 IP 组播及流媒体相结合的技术，传输高质量的图像的同时减少了带宽的占

用以及网络阻塞，减轻了系统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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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 H.264 压缩编码标准，保证了视频数据传输的实时性和清晰

度，最大限度地利用通道资源。 

 灵活的操作方式，无需通过键盘或鼠标进入繁琐的按钮和菜单，直接拖动视频画

面即可简单快捷地实现云台和球形摄像机的转动。 

 提供了多种轮巡方式：按区轮巡、按摄像机轮巡、按预置位轮巡，轮巡方案可自

定义。 

 支持多种视频捕捉并录像的方式，可进行定时录像、黑盒子录像、手动录像等多

种录像方式。 

 支持定时照相、报警联动照相、手工照相等，可以多种方式保存历史记录，并可

配合显示。 

 提供了硬件和软件接口，能实现与其他系统如消防报警系统、酒店管理系统等的

互联。 

 全天候、全日、全方位实时监控，实现无人值守状态下的自动监控。 

3.3.5 系统结构与组成 

安防监控系统主要由视频监控和报警监控组成。系统结构为三级拓扑结构，系统的网

络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独立的模拟网络，另一部分是独立的数字网络。其中数字网路

是基于酒店计算机网络系统提供的安防监控专用网络（安防 VPN）。具体组成与结构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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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防系统的组成示意图 

 

 

安防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安防监控系统虽然是由视频监控和报警监控两个部分组成，但是在整个安防系统的设

计中不应完全将两个部分独立。而应在监控中心做相互关联，以达到报警联动的要求。 

在结构上，整个系统分为三层：第一层，为管理层，也就是安防监控系统的最高层，

这里配置监控中心服务器一台，处理所有安防监控系统的数据、根据需要转发相应的安防

信息、执行预定的安防监控管理策略、管理所有安防监控设备的数据和权限。第二层为数

据汇聚层，是按照区域进行划分的，一般一个区域配置一台硬盘录像机作为数据汇聚的节

点。硬盘录像机的任务是把前端来的数据经过压缩后，按照 TCP/IP 格式编码，把变成数组

化的数据包实时传送到监控中心。同时接受监控中心的管理与各类命令。第三层为数据采

集层，这里按照需求布置了不同数量的前端设备，主要有摄像机、报警传感器等。前端设

备的主要任务就是把采集到的图像数据和报警数据实时传递到所属的数据汇聚节点，并执

行数据汇聚节点发布的命令。整个系统的连接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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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工作原理 

3.3.6.1 正常情况下的工作方式 

摄像机的视频信号直接传送到附近楼层的硬盘录像机上，硬盘录像机将视频信号进行

压缩和数字化处理后，通过计算机网络传送到监控中心的系统服务器。 

3.3.6.2 布防时的工作方式 

当监控中心发出布防的命令后，摄像机的视频信号直接传送到附近楼层的硬盘录像机

上，硬盘录像机一方面将视频信号进行压缩和数字化处理后，通过计算机网络传送到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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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系统服务器，另一方面硬盘录像机对图像进行分析，监测是否有画面异常情况，如

果有异常情况，则立即发出报警信息到监控中心。报警传感器则监测有无报警情况，一旦

有警情发生，立即向硬盘录像机提供报警信号，而硬盘录像机立即将报警信号和报警信息

通过计算机网络传送到监控中心系统服务器。 

3.3.6.3 报警联动的工作方式 

当有报警发生时（无论是视频分析得到的报警还是报警传感器发出的报警），系统管

理服务器或硬盘录像机按照预定的处理方式进行报警处理，称之为报警联动。 

报警联动的需要有报警源、处警策略和联动动作三个部分组成。当报警产生时，报警

传感器或视频分析结果（报警源）发出报警信号，预定的处理方案（处警策略）将通过辅

助设备执行（联动动作）。例如：当某个报警传感器在布防状态下发现警情后立即将报警

信息发送到所属的硬盘录像机，硬盘录像机一方面报警信息传送到监控中心，一方面将监

控中心的处理方案以命令的形式命令报警传感器附近的某个摄像机开始转到报警位置进

行监视，同时，报警现场的灯光、警笛打开，另外硬盘录像机将报警现场的实时图像传送

到监控中心，同时本地录像，知道警情结束，恢复正常状态后，摄像机、灯光、警笛、录

像等才恢复原来的状态。 

在报警联动中，监控中心系统服务器中的联动策略库与硬盘录像机中的联动策略库是

相互同步的。即硬盘录像机与监控中心的网络即使中断，或监控中心设备停运的状态下，

一旦发生警情，相应的联动策略由硬盘录像机提供。不会因为监控中心的故障或网络故障

造成无法执行报警联动策略。 



             经济性型酒店信息及安防监控系统集成典型方案 

广东领域集团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部             第 53页                  电话：+86 754 8826 5500 
 

3.3.6.4 数据查询的工作方式 

报警数据的查询可根据查询条件直接通过监控中心系统服务器中的报警日志查询。 

视频数据（录像）的查询则首先向监控中心系统服务器提出申请，经过系统服务器验

证申请人权限并通过后，监控中心将根据查询条件在硬盘录像机中调出对应视频文件转发

给申请人的终端。 

3.3.7 前端设备的布置 

前端设备主要有摄像机和报警传感器，其中摄像机一般布置定焦镜头的摄像机，报警

传感器一般布置红外双鉴探测器。 

根据经济型连锁酒店的结构，前端设备的布置应按照下表进行布置： 

位置 设备名称 设备类型 安装方向 安装方式 监控对象 说明 

大厅 

摄像机 半球定焦 正对大门 吸顶、嵌入 大厅、大门 
可配 2 个摄像机，

同时每 30 平方米

布置 1 个报警传

感器。形成大厅报

警联动体系。 
报警传感器 红外双鉴  吸顶 大厅 

前台 
摄像机 半球定焦 对工作台 吸顶、嵌入 前台人员 形成大厅前台报

警联动体系。 报警传感器 红外双鉴 对柜台 必装 前台人员 

监控室 

摄像机 半球定焦 对监控台 吸顶、嵌入 监控室 
形成监控室报警

联动体系。 
报警传感器 红外双鉴 监控台上 吸顶 监控室 

报警传感器 门磁 监控室门 固定门框 监控室门 

设备间 
摄像机 防爆半球 对设备 吸顶、嵌入 设备状态 形成设备间报警

联动体系。 报警传感器 红外双鉴  吸顶 设备间 

储物间 
摄像机 防爆半球 对物品 吸顶、嵌入 物资状态 形成储物间报警

联动体系。 报警传感器 红外双鉴  吸顶 储物间 

行李间 
摄像机 防爆半球 对物品 吸顶、嵌入 行李状态 形成行李间报警

联动体系。 报警传感器 红外双鉴  吸顶 行李间 

财务室 

摄像机 半球定焦 对保险柜 吸顶、嵌入 财务室 可配 2 个摄像机，

形成财务室报警

联动体系。 

报警传感器 红外双鉴 天花 吸顶 监控室 

报警传感器 门磁 财务室门 固定门框 监控室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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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梯间 
摄像机 半球定焦 中间平台 吸顶、嵌入 楼梯区域 

每层 1 个摄像机，

每层 1 个报警传

感器。形成各层的

报警联动体系。 报警传感器 红外双鉴 中间平台 吸顶 楼梯间 

客房通道 摄像机 半球定焦 正对通道 吸顶、嵌入 
客房、楼梯、

电梯间的门 

根据结构可配多

个摄像机；根据楼

梯间、电梯间门的

数量配置报警传

感器。 

形成各楼层的报

警联动体系。 

各楼层楼

梯间门 
报警传感器 红外双鉴 

楼梯间 

门上 
吸顶 楼梯间门 

各楼层电

梯间门 
报警传感器 红外双鉴 

电梯间 

门上 
吸顶 电梯间门 

电梯轿厢 摄像机 半球定焦 正对门 吸顶 电梯轿厢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半球摄像机都属于固定镜头广角摄像机，不能自动转动和变焦。

因此，在客房或办公区的楼道里，半球摄像机只能监视直的通道，不能监视弯曲度过大的

弧形通道和转弯的通道。在摄像机布置的时候，应该每一条直达通道布置一个摄像机。同

时，摄像机的监视距离是有限的，室内的半球摄像机一般 20 米就应该布置一个。如果监

视的通道大于 20 米，则需要增加一个或多个摄像机。 

还有一点：硬盘录像机的视频接口数量一般最大为 16 路，报警输入端口 16 个，报警

输出端口 6 个。因此在配置硬盘录像机数量的时候应充分考虑到摄像机、报警传感器等前

端设备的数量。 

一般情况下，前台、大厅、监控室、办公区、财务室等区域的摄像机和报警探测器配

置一台硬盘录像机；其他的楼层，按照每层 5 个摄像机、3 个报警探测器来配置，每三层

配置一台硬盘录像机。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客房内，考虑到保护客人的隐私权，严禁在客房内的任

何区域不得安装视频监控装置（即：摄像机类设备）。 

3.3.8 系统的扩展 

由于安防系统主干采用了网路监控的方式，所以后续增加的前端设备和编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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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录像机）非常简单、灵活。 

增加前端设备：只要硬盘录像机设备有空余的信号接口，可直接将信号线从摄像机

或者报警探测器连接到硬盘录像机对应的接口。同时在监控中心系统服务器中做相应设

备的参数配置即可。 

增加编码设备：由于编码设备是直接连接网络交换机的，所以，只要网络交换机有

空余端口，可直接将硬盘录像机连接到附近的网络交换机上。然后，在计算机网络的网

管软件上按照预定的规划配置硬盘录像机的网络参数。最后在监控中心系统服务器中做

相应设备的参数配置即可。 

3.3.9 与其他系统的互联互通 

安防系统提供二次开发数据包和接口，提供其他系统进行互联开发，实现在授权条件

下互联互通。例如：与酒店管理系统互联，与消防管理系统互联。 

安防系统提供的二次数据开发包和接口，不代表可以通过安防系统可以操作与控制其

他系统。所提供的二次数据开发包和接口仅提供其他系统通过命令方式调阅、查询、对部

分安防设备进行布防与撤防的功能，以及安防系统把实时的事故图像、报警信息传递给其

他系统。以保证各系统的安全运行。 

3.3.10 系统功能与技术指标 

3.3.10.1 系统功能 

1、 实时图像监控 

 可对对环境进行防盗、防火、防人为事故的监控； 

 通过计算机网络通道，将被监视的目标动态图像传到监控中心，报警信号、前端

状态信息、配置信息和控制信息以 TCP/IP 方式与监控中心实时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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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警功能 

 系统支持事故报警、设防盗报警、非法闯入及画面异动报警等多种报警类别； 

 当发生报警时，能联动相关设备，如启动现场照明、警笛等，相关设备启动后，

在设定的时间内自动关闭；报警发生后，向监控中心发送报警信息，并同时启动

录像，录像时间可设定； 

 可进行布防/撤防控制，可以事先确定布防/撤防策略，由系统按照制定的策略自

动进行布防/撤防操作。 

 能与其他系统实时连接，接收报警信息，联动相应报警目标的图像监视；并指定

相应摄像机进行录像，作为事故追忆和调查的辅助手段 

 画面异动报警：画面异动报警的灵敏度（变化率）可调。 

 报警信息与录像数据相结合，并可由报警信息检索回放相的报警录像； 

3、 控制功能 

 轮巡功能：在可设定的间隔时间内对酒店的监控点进行图像巡检，参与轮巡的对

象可以任意设定； 

 灯光集中控制，在一个界面中可控制站内的任意一路灯光，界面准确显示各路灯

光的实时状态（选配项）； 

 保证控制的唯一性，即有操作人员对某一设备操作时，其它操作人员不能控制该

设备。 

 根据控制器（解码器）、报警控制器采集到的各种的状态信息和报警信息实现警

视联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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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与消防系统、酒店管理系统等互联互动能力，能根据预先设定信息实现和所

连接的系统之间的联动； 

4、 录像管理 

 可实现手动录像、定时录像、报警触发录像、画面动态侦测报警录像等多种录像

方式； 

 能够将任意一副回放图像抓图并保存为 BMP、JPEG 等格式的图像，供数据交换

使用； 

 可回放前一路摄像机的历史图像（时间可设）及报警录像；录像文件的信息可以

方便地进行检索、提取、回放； 

 支持按日期、时间或报警事件等多种方式检索录像文件； 

 支持重要区域（可设定）监控点的长时间循环录像； 

 管理和查询图像记录和录像； 

5、 方案管理 

 设防、撤防方案：可按指定的时间对指定的探头进行设防或撤防操作，并可由用

户自由编程设定； 

 辅助开关方案：可按指定的时间对指定的开关进行打开或关闭操作，并可由用户

自由编程设定； 

 录像方案：可按指定的周期在指定的时间段对任意镜头或预置位进行录像，并可

由用户自由编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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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巡方案：按用户指定的顺序切换摄像机，停留指定的时间； 

 联动方案：可实现报警联动、定时联动。 

6、 系统安全 

 系统具有严格的权限管理功能，可对操作人员权限和被控制设备的级别进行设

置。 

 管理监控设备工作状态，自动生成系统运行日志，可查询及以报表方式打印输出。 

 硬盘录像机在软件或硬件上采取防止系统死机的措施，以保证持续稳定工作，如

果死机，在监控中心有告警。 

 系统的局部故障不会影响整个监控系统的正常工作; 

 系统主要设备存在结构和功能冗余，不能存在瓶颈问题； 

 系统设备采用模块化结构，便于故障排除和替换； 

 系统设备应具有自诊断功能，对各种程序出错、干扰等可自动恢复，软硬件故障

等能够自诊断出故障并及时告警； 

7、 网络浏览 

 系统提供视频的 WEB 发布功能，Web 服务器设在监控中心的系统服务器内，用

户无需安装任何软件即可直接访问； 

 可通过标准 Web 浏览器浏览实时和历史图像，浏览历史图像数据时，可以根据

时间、事件等信息分类进行； 

8、 其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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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通过系统服务器对整个系统内设备进行定期自动的校正时间。 

3.3.10.2 系统性能指标参数 

 系统可用率> 95%； 

 监控中心同时可监看的视频数量 25 路； 

 监控中心图像控制切换响应时间< 0.5 秒； 

 图像传输帧速率 12～25 帧/秒可调； 

 图像分辨率为 CIF~D1 格式（可调）； 

 计算机显示分辨率≥1280× 1024； 

 系统时钟精度<0.5 秒； 

 系统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MTBF > 50000 小时； 

 系统平均维护时间 MTTR<0.5 小时； 

 计算机 CPU 负荷率平均<30%； 

 监控画面显示与实际事件发生时间差< 0.5 秒； 

 事件报警到系统自动记录相应画面时间差< 0.5 秒； 

 各报警探头报警到后台信息显示时间差< 0.5 秒； 

 中心控制命令与远端实际操作的时间差< 0.5 秒。 

3.3.11 安防系统需要注意的情况 

3.3.11.1 隐私保护 

严禁在客房内的任何区域不得安装视频监控装置（即：摄像机类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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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2 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分包含了：数据存储安全、数据传输安全、数据防篡改、数据泄密。在系统

设计中应针对这几个方面重点做好防范措施。 

1、 数据存储安全 

数据存储一般在硬盘录像机中，为防止数据丢失和被破坏，定期向监控中心系统服

务器做一次备份。另外，设定硬盘容量预警值，当硬盘容量达到预警值时，监控中心的

系统服务器将提醒做资料刻盘与清除。 

2、 数据传输安全 

数据在传输中采用 SSL128 位加密方式，加密策略可安周期变换，保证数据在传输

中不被泄密。 

3、 数据防篡改 

所有数据，尤其是图像数据（包括录像、照片）均叠加水印技术；所有的报警数据、

信息数据、日志数据及记录均不具备修改功能，防止篡改。 

4、 数据泄密 

系统设置了严格的权限，非经授权下，数据查询、备份、销毁均不得操作。防止数

据泄密。 

3.3.11.3 防止设备故障 

安防设备容易被破坏或损坏的一般是在监控中心以外的区域，因为这些区域比较分

散，人员难已管理，一旦有设备发生故障或损坏，不容易发现。主要容易被破坏的设备有：

摄像机，报警探测器，硬盘录像机。在经济型连锁酒店的监控设备，一般都是在室内，因

此，除了概率极低的设备质量问题以外，基本上不可能受到室外环境的影响而发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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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故障，大部分为人员损坏。 

摄像机具备断电告警、视频丢失告警、镜头遮挡告警功能，防止人为破坏；报警探测

器具备断电报警、剪线报警功能，防止人为破坏；硬盘录像机具备断电告警，防止人为破

坏。 

另外，在监控中心的系统服务器中，定时对所有设备的状态进行扫描，发现有状态异

常的设备或连续三次呼叫无应答的设备进行预警提示和报警。 

3.3.12 设备说明 

安防系统的设备主要选择广东领域集团有限公司的安防产品。主要设备包括摄像机、

报警探测器、硬盘录像机、系统服务器、监控软件。 

由于经济型连锁酒店的监控点基本上全部是布置在室内的，因此所有安防设备基本上

按照室内标准配置。 

1、 摄像机 

酒店大厅和前台的摄像机采用宽动态低噪的半球型摄像机； 

办公区、客房、走道、电梯轿厢、其他公共区域的摄像机采用低照度、带红外光源的

半球型摄像机； 

设备间、监控室的摄像机采用低照度、带红外光源、具备防爆功能的半球型摄像机。 

摄像机带红外光源的目的是在照明故障时能够改用夜视模式监测。摄像机的镜头全部

配置 4～9 毫米镜头，具体的调整，根据安装现场和监视范围决定。 

2、 报警探测器 

报警探测器中分为两种，一种是红外微波双鉴探测器，另一种是门磁。选择红外微波

双鉴探测器的目的是监测入侵情况。考虑到我国北方寒冷区域在冬天会使用取暖设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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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这一类的酒店必须使用红外微波双鉴探测器，以防止热源的红外线干扰人体红外线产

生错误的报警状态。门磁主要监测门的开关状态，一般监测是否有入侵者敲门进入。 

红外微波双鉴探测器一般安装在前台、大厅、各办公室、设备间、楼梯间、各楼层的

出入口的门口附近。每个探测器的覆盖范围在 20 平方米左右。 

报警探测器中的门磁安装在重要房间的门和门框上。尤其是财务、前台、监控室等必

须安装门磁。 

3、 硬盘录像机 

硬盘录像机采用机架式结构，这样便于与接入层的网络设备统一放置在各楼层的网络

配线柜内。硬盘录像机内部的硬盘配置时应不少于 8T 容量。 

4、 系统服务器 

系统服务器采用工控机为主体，配置双网卡、显示器和键盘。平时是服务器，必要的

时候也是监控工作站和维护工作站。配置双网卡的目的是不让安防数据直接流转到其他系

统。一个网卡对应所有的硬盘录像机形成安防专网，另一个网卡作为 WEB 转发使用，把终

端用户与安防设备网络隔离开，保证安防系统的安全和数据安全。 

3.3.12.1 设备参数的选择 

1、 宽动态半球型摄像机 

特点： 

 1/3" Sony Super HAD  CCD  

 日夜切换(ICR 双滤光片) 

 彩色 560 线,，黑白 680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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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帧积累功能，最低照度达 0.002lux,红外灯开启 0lux 

 超级宽动态功能 

 中文、英文菜单显示 

 DNR 数字降噪功能 

 背光补充功能 

 隐私遮挡功能 

 移动侦测功能 

 镜像功能  

 数字 10 倍放大功能 

 RS485 远程调用菜单 

 标配 4-9mm IR 变焦镜头 

 可选 12VDC/24VAC 双电源 

 超宽电源输入范围 

 可选 UTP 双绞线传输视频 

 安装方式：吸顶式、嵌入式 

技术参数： 

成像器件 1/3” SONY Double Scan CCD 

信号系统 PAL NTSC 

像素 752（水平）X582（垂直） 768（水平）X494（垂直） 

扫描频率 水平：15.625KHZ 水平：15.736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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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50HZ 垂直：60HZ 

水平清晰度 560 电视线 560 电视线 

最低照度 F1.2，0.002Lux(帧积累) F1.2，0.002Lux(帧积累) 

视频输出 BNC 型，1.0Vp-p75 欧姆 BNC 型，1.0Vp-p75 欧姆 

自动增益控制 开启/关闭  可选择 开启/关闭  可选择 

信噪比 大于 48dB 大于 48dB 

背光补偿 支持 支持 

宽动态 支持 支持 

移动侦测 支持 支持 

数字降噪 支持 支持 

帧积累 支持 支持 

镜像功能 支持 支持 

数字放大 8 倍 8 倍 

电子快门控制 EE/AI 可选择 EE/AI 可选择 

自动光圈镜头 VIDEO/DC 伺服型可选 VIDEO/DC 伺服型可选 

电源电压 12VDC/24VAC 

 

2、 红外半球型摄像机 

特点： 

 1/3" Sony Super HAD  II CCD   

 水平清晰度 540 线  

采用 SONY 二代低照度 CCD, 最低照度达 0.01lux，红外开启 0lux 

标配 4-9mm IR 变焦镜头 

 12VDC 输入，可选 12VDC/24VAC 双电源  

 超宽电源输入范围  

 可选 UTP 双绞线传输视频 

 安装方式：吸顶式、嵌入式，可选防暴型外壳。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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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器件 1/3” SONY  Super HAD II CCD 

信号系统 PAL NTSC 

像素 752（水平）X582（垂直） 768（水平）X494（垂直） 

扫描频率 
水平：15.625KHZ 水平：15.736KHZ 

垂直：50HZ 垂直：60HZ 

水平清晰度 540 电视线 540 电视线 

最低照度 F1.2，0.01Lux F1.2，0.01Lux 

视频输出 BNC 型，1.0Vp-p75 欧姆 BNC 型，1.0Vp-p75 欧姆 

自动增益控制 开启/关闭  可选择 开启/关闭  可选择 

信噪比 大于 48dB 大于 48dB 

背光补偿 开启/关闭  可选择 开启/关闭  可选择 

电子快门控制 EE/AI 可选择 EE/AI 可选择 

自动光圈镜头 VIDEO/DC 伺服型可选 VIDEO/DC 伺服型可选 

电源电压 12VDC 

3、 红外双鉴探测器 

 探测范围：直径 15 米 

 微波频率：10.587GHz 10.525GHz 9.9GHz 

 安装高度：吸顶式（安装高度 4.5m 高，为 15m 直径区域） 

 防拆开关：常闭,盖被拆除开路,0.15A/28VDC 

 报警输出：常闭 100mA/30VDC 

 工作电源：7.5-16VDC，静态 25mA 报警 20mA 

 工作温度：-25 摄氏度至 65 摄氏度 

 抗电磁干扰：>30V/m 10MHz-1000MHz 

 抗白光干扰：>8000LUX 

 外观尺寸：直径 86mm*厚 30mm 

4、 门磁 



             经济性型酒店信息及安防监控系统集成典型方案 

广东领域集团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部             第 66页                  电话：+86 754 8826 5500 
 

 防拆开关：常闭,盖被拆除开路,0.15A/28VDC 

 报警输出：常闭 100mA/30VDC 

 工作温度：-25 摄氏度至 65 摄氏度 

 抗电磁干扰：>30V/m 10MHz-1000MHz 

5、 硬盘录像机 

主处理器 工业级嵌入式微处理器 

操作系统 嵌入式 LINUX操作系统  

图像编码标准 H.264 

视频标准 PAL 制（625 线，50 场/秒）  

监视图像质量 PAL 制，D1（704× 576） 

回放图像质量 4CIF@25fps,4﹑8 路的第 1 路支持 4CIF@25fps ；16 路的第 1﹑9 路支持

4CIF@25fps，其余通道最高支持 CIF 实时分辨率 

图像控制 图像质量可调节，可变码流和固定码流可选 

双码流 每个通道可设置双码流，副码流的设置最高分辨率不超过主码流，主﹑副

码流最高都可以设置为D1，每 8 路最高支持编码能力为 3D1。 

图像移动侦测 每画面可设置 396 (22×18)个检测区域；可设置多级灵敏度，1-6 档可调 

区域遮挡设置 每路支持 4 个区域遮挡块 

音频压缩 G.711A 

录像方式 支持手动，自动，动态监测，告警触发录像模式 

录像速度 4﹑8 路设备的第 1 路支持 D1@25fps, 16 路的第 1﹑9 路支持 D1@25fps，其

余通道最高支持 CIF 实时录像 

录像回放 支持 1﹑2﹑3﹑4﹑N 路回放功能（N 代表设备最高路数） 

备份方式 支持硬盘，刻录机，U 盘存储和备份 

录像保存 本地硬盘，网络 

视频输入 16 路 BNC 接口 

视频输出 1 路模拟视频 BNC 接口（1.0Vp-p,75ohms）﹑1 路 VGA 输出最大支持 1280

×1024， 1 路 HDMI 输出最大支持 1280×1024 分辨率 

抓图功能 支持 JPEG 抓图功能 

环通输出 16 路模拟视频 BNC 接口（1.0Vp-p,75ohms） 

矩阵输出 16 选 1 视频矩阵输出 

音频输入 16 路线性音频输入 

音频输出 1 路线性音频输出 

报警输入 16 路报警输入，低电平有效。 

报警输出 6 路告警输出，继电器触点（1A@24VDC），NO﹑NC 可编程。 

网络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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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 标准 485 接口，支持半双工；标准 232 接口，DB9 

USB 接口 2 个 USB2.0 接口，前背面板各 1 个 

硬盘 内部支持 4 个 1T 容量的 SATA硬盘 

eSATA 口 支持独立的 eSATAⅡ接口 

电源 220V±10% 50Hz±2% / 110V 60Hz 

功耗（不含硬盘） 25-40W（不含硬盘） 

工作环境 0℃-＋55℃  10%－90%RH 

尺寸 2U 高度  445x440x89（mm） 

重量 6.5-7.5Kg（不含硬盘） 

安装方式 机架安装，台式安装 

 

6、 系统服务器 

 中央处理器：英特尔® 酷睿™2 双核。 

 内存：2G，双通道 DDR2 SDRAM (533MHz)。 

 显示器：20 寸彩色液晶显示器（可作双用途:显示器,监视器）。 

 硬盘：1T （最多支持 4 块） 

 内置：视频切换矩阵、图面分割处理器、数字录像等多台设备 

 硬件看门狗：256 级,可编程分辨率：1 秒,超时中断或系统复位。 

 实时监视图像分辨率：PAL：176*144（QCIF），352*288（CIF），704*288(2CIF)，

528*384(DCIF)，704*576(D1)。 

 回放分辨率：PAL：176*144（QCIF），352*288（CIF），704*288(2CIF)，

528*384(DCIF)，704*576(D1)。 

 视频帧率：PAL：11—25 帧/秒可调。 

 码流类型：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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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带宽：静态 0.384M/路，动态 0.512M/路。 

 图像编码标准：H.264 

 视频压缩输出码率：自定义（单位：bps）。 

 音频输出：AC97，双声道，可切换。 

 音频压缩标准：OggVorbis 或 G.729。 

 音频压缩码率：44Kbps。 

 语音对讲输入：1 路。 

 通讯接口：1 个 RJ45（10M/100M）自适应以太网口，4 个串行口,6 个 USB 口。 

 显示分辨率： 800×600/60Hz，800×600/75Hz，1024×768/60Hz，1280×

1024/60Hz。 

 电源：180～265VAC，47～63HZ。 

 功耗：200W。 

 工作温度和湿度：温度：-10℃～＋55℃；湿度：10％～90％ 

 尺寸：4U 19 英寸标准工业机箱 

7、 监控软件 

 操作系统：Windows 2000 及以上版本 

 系统可用率：99.9% 

 最大可接入视频路数：≥256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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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可接入音频路数：≥256 路 

 最大可接入开关量输入路数：256 路 

 控制切换响应时间：＜0.5 秒 

 接收图像传输帧速率：12～25 帧/秒可调 

 图像压缩后分辨率：352*288（CIF），704*576（D1） 

 系统时钟精度：＜0.5 秒 

 系统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50000 小时 

 系统平均维护时间：＜0.5 小时 

 各类联动动作与画面显示的延时：＜0.5 秒 

 看门狗程序触发动作时间：1 秒（默认，可设定） 

 数据库同步软件扫描间隔时间：60 秒（默认，可设定） 

 应用程序的监控程序触发动作时间：1 秒（默认，可设定） 

3.3.12.2 设备配置表 

序号 材料或工序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制造商 备注 

1 宽动态半球摄像机 LW-8013HWDR 台  广东领域  

2 红外半球型摄像机 LW-8013HIR 台  广东领域  

3 防爆红外半球摄像机 LW-8013HIRVP 台  广东领域  

4 红外双鉴探测器 LW-XD12CT 个  广东领域  

5 门磁 LW-MC/10T 套  广东领域  

6 硬盘录像机 LW-8000-16DVR 对  广东领域 含硬盘 

7 系统服务器 LW-9000T 对  广东领域 含 LCD 显示器 

8 监控软件 LW-CMSxx 套  广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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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综合布线系统 

酒店综合布线系统应以具有当前国际领先水平的综合布线技术、计算机技术、通讯技

术和自动化技术为支撑，建立一套统一规划、高度集成的布线系统，为酒店计算机网络、

语音通讯、安防监控、有线电视、消防系统、楼宇自动化等系统的数据及控制信号提供统

一的传输线路、设备接口和高质量的传输性能。为酒店的信息化、智能化提供可靠的、安

全的、高效的信息及指挥链路。 

作为经济型酒店信息化系统的基础平台－综合布线系统将为整个酒店的酒店管理、语

音通信、计算机网络、安防监控、有线电视等系统及网站建设提供高质量的传输通道。酒

店大楼内的各个功能区通过结构化的综合布线系统连接起来，组成一套具备高传输带宽

的、结构化的信息高速公路。 

本系统可由五个子系统组成，工作区子系统、水平子系统、管理子系统（楼层分配线

架）、干线子系统、设备间子系统（主配线架）组成。 

按经济型酒店的特点，工作区子系统网络点、语音水平线缆和采用 5eUTP 线缆。 

网络数据主干采用 4 芯室内千兆单模光缆，语音主干采用五类 UTP 大对数电缆，语音

主配线架采用 110 配线架，数据主配线架采用光纤配线架和 RJ45 配线架，数据配线架采用

19 英寸机架式，放置在标准机柜中，并提供标准机柜。 

3.4.1 设计原则 

综合布线系统是酒店信息化系统的基础，设计应注重系统的质量、科学、先进、可靠

及安全等方面，易扩展，兼顾考虑酒店的应用特点以及将来发展的需要。 



             经济性型酒店信息及安防监控系统集成典型方案 

广东领域集团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部             第 71页                  电话：+86 754 8826 5500 
 

因此，在系统设计和产品选型中重点关注布线产品的质量、布线系统的模块化、以及

系统的安全性、可管理性和可维护性。 

1、 先进性 

布线系统的设计目标决定了系统必须采用先进的方法和设备，即要反映当今的水平，

又应具有发展的潜力。由于布线系统是一项在规定时间内投入运行的工程，因此系统所涉

及的技术必须是成熟和先进的。 

2、 开放性 

布线系统应具有开放性。一方面布线系统能适应不同功能的要求，同时又能支持不同

厂家相应的设备。 

3、 实用性 

布线系统在现在和将来能适应技术的发展，实现资料和语音通信。 

4、 灵活性 

布线系统应能满足灵活通用的要求。 

5、 模块化 

布线系统中，除固定于建筑物中的线缆外，其余所有接插件均是模块化的标准件。 

6、 扩充性 

布线系统是要能扩充的，以便将来要扩展时，可以方便地将设备扩充进去。 

 

3.4.2 设计标准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11-2007） 

 《民用建筑线缆标准》（EIA/TIA-568） 

 《民用建筑通信信道和空间标准》（EIA/TIA-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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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用建筑中通信接地标准》（EIA/TIA-607） 

 《国际商务建筑布线标准》ISO/IEC11801 

 《通信光缆的一般要求》（GB/T7427-87） 

 《有线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0200-94） 

 《100Base-T 访问控制方法与物理层规范》（IEEE802.3u） 

 《铜线分布式资料接口局域网标准》（TPDDI） 

 《异步传输网标准》（ATM） 

 《RS422 RS485 等异步和同步标准》（RS232，X.21） 

 《电子计算机机房设计规范》（GB-50174-93） 

 《防静电工程技术规范》（DGJ08-83-2000） 

 

3.4.3 结构及组成 

在布线系统的组成结构上，根据经济型酒店的一般情况：很少有多幢建筑物组成。所

以本方案根据独幢小高层的结构来设计。应由下列五个部分进行设计：工作区子系统（每

个客房或工作间）、水平子系统（楼层等平面区域）、管理子系统（楼层分配线架）、干线

子系统（跨楼层的区域）、设备间子系统（主配线架）。 

建议酒店数据及语音主配线架设在一层的机房，负责各楼层的分配线架，设在弱电间

内，根据布线设计规范，楼层分配线架的设置应满足水平线缆小于 90 米。针对楼层横向

面积比较长的（大于 60 米的），建议干线子系统布置在楼层横向的中心点附近，即向左或

向右的直线距离在 30 米。从地下一层起，各楼层配线间的布置原则应按照：配线间负责

本层和上面、下面两层的区域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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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从地下一层到二层的配线由一层配线间负责。 

    三层到五层的配线由四层配线间负责。 

    六层到八层的配线由七层配线间负责。 

    九层到十一层的配线由十层配线间负责。 

        更高楼层的以此类推。 

 

对于语音系统的干线，是以一层语音总配线架为中心，星型敷设室内 5 类 25 对大对数

电缆至各层分配线间。 

对于数据系统的干线，配合计算机网络的设计，是以一层计算机机房内的数据总配线

架为中心，星型敷设 4 芯千兆单模光缆至各个配线间。 

水平子系统有线全部采用超五类系统，工作区的数据跳线采用超五类 RJ45 跳线。 

安防系统的线缆，视频部分采用 75 欧姆同轴线缆，报警和控制部分采用 RVV0.5X4 的

绞绕线缆。 

有线电视系统属于国家广电部门专控，因此，该系统的布线不在本方案中设计，但在

设计中将预留消防线缆的空间。 

消防系统属于国家消防部门专控，因此，该系统的布线不在本方案中设计，但在设计

中将预留消防线缆的空间。 

 

3.4.3.1 工作区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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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区是放置应用系统终端设备的地方，它由终端设备连接到信息插座的连线（或接

插软线）组成，如图所示。主要采用五类模块（RJ45 插座、用于计算机、多媒体信息和电

话等）、跳接线等。 

 

工作区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酒店客房部分，也是最多的一个部分；另一个是酒

店的管理及办公部分。 

1、 客房部分 

在酒店内，客房布线按标准布线，每间单间和标准客房要求安装 3 个通讯端口，其中 1 

个双孔安装在写字台，用于上网和电话；1 个安装在床头柜边；1 个安装在卫生间，用于

电话使用。套房需加多线，主要增加 2 个语音端口分别安装在客厅、洗手间。 

2、 管理及办公部分 

办公区则给每个座位配置 1 个通讯端口，即 1 各双孔安装与办公位屏风上，用于上网

和电话即可。 

监控中心则按照要求配置一定数量的网络端口和根据工作人员数量配置电话端口即

可。 

大堂区域根据服务台、吧台、上网区的需求，配置数据端口和电话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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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2 水平布线子系统 

水平子系统由酒店内各配线间至各个工作区之间的电缆构成。实现数据、图形、图象

的电子信息交换服务，话音、传真的通讯传输服务以及弱电控制信号的传输。水平子系统

完成从分配线架到信息点之间的星形配线连接，由各层配线间至各个工作区之间的电缆构

成。为确保高速数据传输，普通办公用的数据、客房的数据水平线缆均采用超五类非屏蔽

双绞线。 

对用户而言，只需在配线间将相应的跳线重新跳接，就可以很方便地实现所有的数据

点之间的互换，使综合布线系统的灵活性得到最完美的体现。 

水平电缆长度计算方法：线缆数量=信息点数*水平线缆平均距离/305。 

 

3.4.3.3 管理子系统 

管理子系统是水平子系统与垂直子系统的衔接点。管理子系统由交连、互连配线架、

信息插座式配线架以及相关跳线组成。管理点为连接其它子系统提供连接手段。交连和互

连允许你将通信线路定位或重定位到建筑物的不同部分，以便能更容易地管理通信线路。 

在一楼设置酒店综合布线系统中心机房，为了更加合理利用机房空间，提高机房的使

用率，中心机房(MDF)综合布线配线系统采用 19 英寸的机柜，主机房设备机柜和配线架机

柜分开放置，天花板上方有桥架连接。 

各楼层配线间全部采用 19 英寸规格密封式玻璃门机柜，配标准电源插座和散热风扇，

用于放置配线设备和网络设备。机柜材料选用金属喷塑，并配有网络设备专用配电电源端

接位置，可将网络设备同放置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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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4 垂直干线子系统 

干线子系统是整个酒店物综合布线系统的主要连接部分。它提供各水平系统的干线电

缆的路由。通常由垂直大对数铜缆和光缆组成，它的一端端接于设备机房的主配线架上，

另一端通常端接在楼层接线间的各个管理分配线架上。干线子系统的设计要点主要有干线

路由的选择及走线方式、干线线缆类型的确定、干线线缆用量的统计等。 

铜缆主干主要用于语音信号的传输，本系统的铜缆主干采用 5 类大对数 UTP 线缆，可

以很好地保证语音信号之间的抗干扰能力，充分保证通话质量，同时为未来的宽带通信应

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节约成本，建议少用铜缆。在本方案中语音部分全部采用 5 类 25

对 UTP 线缆，数据部分全部采用 4 芯单模千兆室内光缆。 

3.4.3.5 设备间子系统 

设备间是大楼的电信设备和计算机网络设备，以及酒店配线设备安装的地点，也是进

行网络管理的场所。对综合布线工程设计而言，设备间主要是安装配线设备。 

设备间应当清洁、通风良好、主机房应配置消防系统；应具有 UPS 电源，良好的接地

系统，牢靠的门锁装置。 

设备间子系统包括数据主配线间和语音主配线间，设备间在物理上通过主干线缆与各

分配线间连接，端接的线缆有：4 芯室内单模千兆光缆；5 类 25 对大对数电缆，所有的光

缆都在光终端箱中进行端接，所有的语音主干线缆也端接在机柜内的 110 配线架上。 

3.4.4 系统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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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综合布线需要注意的问题 

3.4.5.1 防雷与接地 

机房的接地应该在机房周边敷设接地网，所有设备的防雷地与保护地分开连接在最后

一点相连。各桥架、金属管道之间用编织线进行跨节后连接到预埋接地扁钢。 

3.4.5.2 维护 

综合布线系统是经常需要进行跳线等维护和调整的。因此，所有设备在安装和结构上

用充分合理利用空间，预留好工作空间。减轻维护的工作量和增加可靠性。 

3.4.5.3 抗干扰 

线缆的走线走向应考虑相互之间的干扰问题，应做到不被别人干扰，也不会干扰别人。 

 

3.4.6 设备选型及参数 

1、 信息模块选型 

工作区数据信息点和语音信息点均采用超五类信息模块，模块面板根据信息插座具体

情况配以单孔或双孔面板。模块化插座配有双面彩色标记，方便用户识别信号类型。 

A. 信息面板 

 信息面板采用 86 系列面板，采用的是抗冲击、防 UV 热塑材料或热塑材料制作，

达到比标准要求高的 UL94V-0 防火等级； 

 全部的设计面板均可满足屏蔽及非屏蔽模块安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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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缆连接按 TIA/EIA568B 标准执行。 

 面板为白色面板，并带有防尘盖。 

 各信息插座输出口为模块式结构，更换及维护方便。 

B. 超五类信息模块 

语音采用超五类非屏蔽信息插座。  

 UL 认证，专利产品，满足 FCC 第 68 部分  

 满足 EIA/TIATSB－40-A，568B.2 超五类传输性能  

 带宽超过 250Mhz  

 满足超五类标准所支持的所有应用，满足下一代千兆网的应用  

 元器件级产品  

 IDC 连接不需要预先剥离导线外皮  

 最少卡接次数：750 次  

 打线方式：T568A 或 B  

 强度要求：耐抗击强冲击  

 工作温度范围：－10 至 60 度  

 工作温度范围：0-60 度  

2、 超五类非屏蔽双绞线 

超五类/E 等级 4 对电缆创新的凹槽设计引导护套中的线对，以提供卓越的传输性能。

其优良的设计保证 4 对兼容信号能共享同一电缆而不会损伤数据的完整性。此电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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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MbpsATM（异步传输模式）。100BaseT，千兆以太网传输并支持多路 ATM 信号和其他兼

容信号同时传输。 

此高速率 100 欧姆高性能电缆的优良近端串扰，保证多个相同信号传输并显著地减少

信号泄漏。此电缆符合甚至超过了 ISO/IECIS11801 第二版以及 EIA/TIA568B.2 和 CENELEC 

En50173 的衰减和近端串扰要求。 

功能特点： 

 测试带宽达 300MHz； 

 星型结构； 

 支持千兆以太网； 

 最大限度的提高线缆传输速率； 

 为未来应用提供额外带宽； 

 工作温度范围：-20 至 60 度； 

 外皮：UL 认证的 CMR 级别； 

 符合 TIA/EIA 568B 的标准。 

3、 大对数电缆 

本方案选择五类 25 对大对数电缆作为语音电缆，功能特点如下。 

 铜芯线缆，颜色编码 PVC 绝缘。 

 外部直径：13mm 

 绝缘厚度：0.2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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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套厚度：0.68mm 

 线规：24AWG 

 标称传播速率：0.66 

 工作温度范围：-20 至 60 度 

 外皮：UL 认证 NEC 的 CMR 级别 

4、 室内光缆 

数据主干选用室内 4 芯千兆单模光缆，其物理特性如下： 

 符合 ANSI－FDDI、TIA/EIA568B.2、IEC/ISOIS11801(1995)和 CENELECEN50173

标准 

 光纤符合 IEC332-1 和 IEC332-3C 防火性能测试。 

 芯数：6 芯 

 最大拉力：275kg 

 荷重：20 倍缆线直径 

 工作温度范围：－40 至 70 度 

 850nm 下最大光纤损耗：3.4dB/km 

 850nm 下最小带宽：200MHz-km 

 1300nm 下最小光纤损耗：1.0dB/km 

 1300nm 下最小带宽：500MHz-km 

 



             经济性型酒店信息及安防监控系统集成典型方案 

广东领域集团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部             第 81页                  电话：+86 754 8826 5500 
 

5、 管理子系统的配线架 

语音主配线间选用 009-110BA-100 型 100 对压接式配线架。配有 009-110C5 五对连接块。

功能特点如下: 

 110 连接块使用背板跳线可支持千兆位数据率。 

 符合 ISO/IECIS11801、CENELECEN50173 及 EIA/TIA568B 交叉连接场要求。 

 规格：100 对、300 对，高密集度。 

 安装方式：19 英寸机柜式或墙面安装。 

 卡接线规范围：22－26AWG。 

 标签：自带标准标签。 

 工作温度范围：-10 至 60 度。 

6、 水平子系统的配线架 

数据及语音信息点水平铜缆机柜式快接式配线架配置，每个信息点配置一个信息口，

各 IDF 按数据及语音信息点除以 24 得出。 

A. 超五类非屏蔽模块式配线架 

超五类非屏蔽 48 口、24 口铜缆配线架用在分配线间（IDF），管理普网水平数据和语音

铜缆信息点到主干光缆的路由分配。选用超五类 110 IDC 集成式配线架。功能特点如下: 

 

 实现铜缆和光缆的无缝集成。 

 前端接入式保证了安装的轻松快捷 

 小巧的模块化设计，实现高密度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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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方式：19 英寸机柜式安装 

 卡接线规范围：22-26AWG 

 最少卡接次数：750 次 

 打线方式：T568A 或 B 

 标签：自带明显数据或语音标签 

 安装要求：可翻转型，前面施工和维护管理 

 工作温度范围：0 至 60 度 

 标准：符合 TIA/EIA 568B 的标准 

B. 六类非屏蔽配线架 

六类非屏蔽 24 口铜缆配线架用在分配线间（IDF），管理普网水平数据和语音铜缆信息

点到主干光缆的路由分配。选用六类 110IDC 集成式配线架。功能特点如下: 

 实现铜缆和光缆的无缝集成。 

 前端接入式保证了安装的轻松快捷 

 小巧的模块化设计，实现高密度端接 

 安装方式：19 英寸机柜式安装 

 卡接线规范围：22-26AWG 

 最少卡接次数：750 次 

 打线方式：T568A 或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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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自带明显数据或语音标签 

 安装要求：可翻转型，前面施工和维护管理 

 工作温度范围：0 至 60 度 

 标准：符合 TIA/EIA568B 的标准 

7、 光纤配线架 

数据信息点主干端由于采用光纤系统，光纤配线架选用 12 口或 24 口高密度适合 19 英

寸机柜安装的配线架，带 1 个 6 口 SC 多模偶合器适配板，带偶合器，其具有如下特点： 

 高质量的铝制板和通用设计适用所有应用环境。 

 2U 系统带有一清晰的有机玻璃前盖板，提供了简单的维护方式和简洁的外观。 

 均适合 19 英寸 EIA 通用安装支架。 

 配线架端口：24 口，自带 6 口 SC 多模偶合器适配板。 

 安装方式：19 英寸机柜式安装。 

 光纤耦合器：SC（ST/LC）。 

 工作温度范围：－10 至 6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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