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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虎安全共享WiFi
无线网络解决方案

办公场所
企业办公无线网络应用
必虎安全共享WiFi
无线网络解决方案

随着企业对移动办公需求的不断增强，无线WiFi覆盖成为每个企业必不可少的办公方式。无线网络架构简单灵活、投入成本
低，易维护，即可以实现文件共享、办公自动化，电子商务和ERP等网络服务，又可以提供用户认证服务、增值服务、宣传推广服
务等，是多种服务应用相结合的高效一体化办公体系。

必虎安全共享WiFi具有较高的性能，高效的承载大量企业员工上网， 承载企业的顾客服务应用，达到整体办公区域的良好无
线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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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虎安全共享WiFi的运营模式

使用流程

WiFi共享经济

用户终端通过点击连接“必虎安全共享WiFi”网络名（SSID）后，会进入打赏认证页面，点击“赏”字进入支付页面，红包支付
完毕后即可高速上网。

必虎科技率先在WiFi行业提出共享经济的理念，并践
行用于产品中，吹响了WiFi共享经济的号角。

必虎安全共享WiFi，利用自己闲置带宽资源分享给有
上网需求的人，帮助他人的同时获取一定利益。

红包打赏

用户上网需要在认证页面进行打赏，通过微信、支付宝
发红包的方式完成支付后即可享受高速上网体验。

红包金额随机产生，不同用户不同金额；WiFi共享服务
提供者可获取红包分成，部署越多收益越高。

全城热播

全城热播是基于必虎共享WiFi打赏页面的又一创新功
能，任何一个必虎用户都可以申请通过文字、图片的形

式面向所有用户传播自己的诉求；也可以共享自己的

资源给其他用户使用如广告，用户，地盘等资源，从而
获取相应回报。

必虎良品

必虎良品是为必虎安全共享WiFi用户定制打造的“设

计好物+免费联网”的一键式体验，即在选购必虎良品

推荐物品的同时享受30天免费上网服务；必虎良品不
定期推荐有故事的好设计，每期只推荐一款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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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虎安全共享WiFi的优势
收益与体验

必虎战略合作方

必虎战略合作方部署“必虎安全共享WiFi”提供高速、安全的无线网络，具有红包打赏、全城热播、必虎良品等多种盈利方
式，设备部署越多收益越大。
场景提供方（商家、
企业）

场景提供方通过部署“必虎安全共享WiFi”
，也可以获取一定的利润收益。商家、企业可使用必虎提供的主网络免费办公用
网，共享网络提供给用户收费使用，商家、企业还可通过“必虎安全共享WiFi”的认证平台实现广告营销、品牌宣传等。

单台设备日均人流量按20人计算，日均打赏转化30%，打赏金额设定为0.6元，那么总收益为20X30%X0.6=3.6元，单台设备
年收益为3.6X365=1314元，那么部署了100台/1000台呢？
使用用户

小额红包即可享受联网；上网安全有保障，必虎安全共享WiFi是通过公安部认可的绿色、安全的网络；无广告推送、不强制
APP下载、无需微信认证等，用户体验非常好；无需提供敏感信息例如手机号，微信号等，用户隐私得以保障。

“红包打赏”
优势

让每一次连接都产生收益！
趣味（强）

红包打赏具有一定的趣味性，打赏金额是随机产生，并且每个用户打赏额度不一样；
变现（短）

通红包打赏，使变现周期变短，用户只要上网即变现，并且变现率高周期短等特点；

“必虎良品”
优势

精品购物：基于portal的任务型电商购物；l

高转化率：区别于传统WiFi电商平台，只起电商平台展示但是转化率低等缺点；l
免费上网：享受完购物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免费上网服务；l
全网漫游：并供全网免费“必虎安全共享WiFi”漫游服务；

三端体验优势

云端：
“必虎联盟”⸺综合管理平台

收益/结算管理、设备管理、出入库管理、二级运营商管理、账号管理、分润系统管理等
设备端：必虎智能路由器⸺软件管理平台

快速设置向导、界面简洁、管理页面自适应（手机、PC）
移动端：
“必虎WiFi”⸺APP管理

设备管理、终端管理、收益/结算管理、用户中心等
实现完美三端体验

竞争优势

WiFi共享经济开创者--独创的商业模式具备先发优势
云生态系统--所有服务基于云，简单部署

全场景运营级产品--企业、家用、商用全系列产品

资源用户坐享其成--维护成本近乎为零，躺着就能赚钱

No APP No Reg--连网用户无需安装APP，无需注册，直接使用
公安部安全审计认证--公安部安全预审

安全（高）

通过微信、支付宝等红包方式支付是非常安全和快捷的特点；
体验（好）

通过一定的有偿上网，必虎商业WiFi无需通过复杂的后向运营即可获得盈利，后向运营会导致用户上网体验差，无法满足
上网用户高效、快速、无扰等体验。

“全城热播”
优势

广告源众包：Portal认证页面的广告位众包给合作方和用户，无须担心广告源不足的问题
更精准的投放：投放区域按本店、区县、本市、本省、全国划分；
内容多样化：图片、短信、连接、Logo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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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虎安全共享WiFi
办公场所无线网络解决方案
办公场所无线网络

必虎安全共享WiFi室内和室外无线产品可以

多种认证方式

必虎安全共享WiFi默认开放双SSID，一个是“必虎安全共享WiFi”共享网络，另一个是WiFi名称加密码登录的主网络。
其中共享
网络又根据不用用户需求分为打赏上网和免费上网两个通道。

主网络：通过密码方式上网，针对学校内部员工开放，也可选择隐藏或关闭；
共享网络：随机打赏一定金额即可高速上网，针对学生家长和员工开放。

为办公场所搭建无线接入网络，uRouter AC

打赏模式：

802.11a/b/g/n/ac标准，MIMO 2×2:2空间数

PC端（笔记本电脑、PDA终端等）1.5—7元之内的任意区间；

工 作 在 2 . 4 G H z 和 5 G H z 双 频 段 ，支 持

据流技术，内置智能双天线，最大输出增益
500mW。
uRouter AC能够完成更大范围的无
线覆盖，达到良好的接入效果，实现办公场所

这类建筑的室内大面积无线接入。采用相比

打赏金额可任意范围调整，手机端0.1—5元之内的任意区间；
上网时间1-12小时范围可调。
免费上网：

下载“必虎WiFi助手”APP后获取免费上网资源。

更少的AP，就可以完成室内大面积，多个楼层
的办公室、会客室等无线网络应用，有效的降

低了无线信号干扰，节省施工和布线的成本，
同时降低了安装施工对企业办公的影响。

办公场所无线网络的应用中，在每个楼层都
安装多台AP设备，保证实现整体楼层无线网

络覆盖。
每台AP通过有线网络组网，汇聚到楼
层的POE交换机上。各个楼层的交换机再汇

聚连接到楼宇中心机房的汇聚交换机上。同
时，在机房中配置如：防火墙、出口网关、核心
交换机等。

办公场所广告定制和宣传

必虎安全共享WiFi无线网络产品兼容性好，支持各类用户终端和各种软件应用数据的传输。必虎安全共享WiFi可以为办公场
所提供广告定制化服务，可以根据场景定制个性化打赏界面，企业可以根据需要更换定制的广告宣传语、广告宣传图片以及认
证后跳转链接等，并且可以多幅图片轮播，充分为企业做好品牌宣传效应。
同时针对不同用户的上网需求提供多种认证方式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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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大范围覆盖：uRouter系列产品具有良好的大范围覆盖性
能，具备最高-102dBm的接收灵敏度，最大500mW输出增

益，集成MIMO 2×2全向天线，能够满足大型场景的大范围
覆盖要求，以尽量少的AP设备，完成大型场景的整体无线网
络接入。

高密度接入：可以选用必虎uRouter系列产品的高密度接入
领先技术，实现单台AP更高密度的用户接入能力。必虎产品

的高密度接入领先技术，可实现单AP最大接入容量80～100
终端。

高无线带宽：802.11a/b/g/n/ac，提供2.4GHz/5GHz双频率
射频单元，无线带宽300Mbps/433.3Mbps。

运营商级稳定性：必虎uRouter系列室内和室外无线产品具
备运营商级稳定性，具备IP-67防护等级。

兼顾经济与性能：必虎uRouter系列产品，采用室内AP特点

应用的产品设计，性能优秀，成本更为经济。
采用运营商级别
的设计，并符合工业应用需要（IP-67；工作温度-40度～60

必虎路由2

uRouter ac室内智能全向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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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虎路由Plus

uRouter Plus室外高增益定向路由器

必虎路由

度）
，作为高端应用或者室外部署网络的需要的最佳产品。

uRouter室内智能全向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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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虎路由 (uRouter室内智能全向路由器)
直径

外观

厚度
材质
颜色
重量

处理器

硬件配置

内存

ROM
天线

无线芯片

整机接口

调制方式 11g
调制方式 11n

操作系统

工作环境

支持语言

64MB DDR2 SDRAM
16MB SPI Flash

内置智能双天线

MCS0~MCS15

Web、Android、iOS
-20度~+65度

存储温度

-40度~+70度

10%~90%RH（不凝结）
5%~90%RH（不凝结）

ROM
天线

无线协议标准
工作环境

442.5克

高通企业级处理器

64MB DDR2 SDRAM
16MB SPI Flash

内置高增益定向双极化智能天线

支持IEEE 802.11b/g/n协议，最高速率300Mbps

1个10/100M自适应WAN口（Auto MDI/MDX）
1个红蓝双色LED指示灯

调制方式 11n
速率集

操作系统

软件参数

AL6063铝镁合金+原装进口德国拜耳PC

1个10/100M自适应LAN口（Auto MDI/MDX）

接收灵敏度

基于高通解决方案高度定制的uRouter智能OS系统

工作环境温度
工作湿度

无线参数

-74dBm@144Mbps

支持远程管理，支持智能插件扩展（不断更新）

内存

调制方式 11g

-98dBm@1Mbps;-95dBm@11Mbps;-80dBm@54Mbps;-78dBm@72Mbps;

简体中文

黑、白

调制方式 11b

OFDM:BPSK(6/9Mbps),QPSK(12/18Mbps),16QAM(24/36Mbps),64QAM(48/5

智能管理
IEEE 802.11b/g/n

整机接口

DSSS：DBPSK(1Mbps),
DQPSK(2Mbps),CCK(5.5/11Mbps)

MIMO-OFDM:BPSK,QPSK,16QAM,64QAM

颜色

材质

无线芯片

支持IEEE 802.11b/g/n协议，最高速率300Mbps

4Mbps)

211.5*90.5*36.2mm

处理器

硬件配置

参数规格

机身尺寸

重量

高通企业级处理器

WPA-PSK/WPA2-PSK加密，无线访问控制，SSID隐藏，DOS等网络防火墙

管理应用

外观

188克

无线安全

存储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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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

1个红蓝双色LED指示灯

接收灵敏度

无线协议标准

AL6063铝镁合金+原装进口德国拜耳PC

1个10/100M自适应WAN口（Auto MDI/MDX）

速率集

软件参数

36mm

1个10/100M自适应LAN口（Auto MDI/MDX）

调制方式 11b

无线参数

107mm

参数规格

必虎路由Plus (uRouter Plus室外高增益定向路由器)

支持语言
无线安全
智能管理
管理应用

IEEE 802.11b/g/n

DSSS;DBPSK(1Mbps),DQPSK(2Mbps),CCK(5.5/11Mbps)

OFDM:BPSK(6/9Mbps),QPSK(12/18Mbps),16QAM(24/36Mbps),64QA
M(48/54Mbps)

MIMO-OFDM:BPSK,QPSK,16QAM,64QAM
MCS0~MCS15

-98dBm@1Mbps;-95dBm@11Mbps;-80dBm@54Mbps;78dBm@72Mbps; -74dBm@144Mbps

基于高通解决方案高度定制的uRouter智能OS系统
简体中文

WPA-PSK/WPA2-PSK加密，无线访问控制，SSID隐藏，DOS等网络防火墙
支持远程管理，支持智能插件扩展（不断更新）
Web、Android、iOS

工作环境温度

-20度~+65度

存储温度

-40度~+70度

工作湿度
存储湿度

10%~90%RH（不凝结）
5%~90%RH（不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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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虎路由2 (uRouter ac室内智能全向路由器)

外观

直径

139mm

材质

AL6063铝镁合金+原装进口德国拜耳PC

厚度
颜色
重量

硬件配置

16MB SPI Flash

天线

工作环境

内置高增益PIFA多阵子全向天线

2.4GHz：支持IEEE 802.11b/g/n协议，最高速率300Mbps；
5GHz：支持IEEE802.11a/n/ac协议，最高速率433.3Mbps

1个10/100M自适应WAN口（Auto MDI/MDX）
1个红蓝双色LED指示灯
调制方式 11a

BPSK(6/9Mbps),QPSK(12/18Mbps),16QAM(24/36Mbps),64QAM(48/54Mbps)

调制方式 11g

OFDM:BPSK(6/9Mbps),QPSK(12/18Mbps),16QAM(24/36Mbps),64QAM(48/54Mbps)

调制方式 11n

调制方式 11ac

DSSS：DBPSK(1Mbps),DQPSK(2Mbps),CCK(5.5/11Mbps)
BPSK,QPSK,16QAM,64QAM

BPSK,QPSK,16QAM,64QAM,256QAM

2.4GHz:MCS0~MCS15;5GHz:MCS0~MCS9

-98dBm@1Mbps;-95dBm@11Mbps;-80dBm@54Mbps;
-78dBm@72Mbps; -74dBm@144Mbps

操作系统

基于高通解决方案高度定制的uRouter智能OS系统

无线安全

WPA-PSK/WPA2-PSK加密，无线访问控制，SSID隐藏，DOS等网络防火墙

支持语言
智能管理
管理应用

简体中文

支持远程管理，支持智能插件扩展（不断更新）
Web、Android、iOS

IEEE 802.11a/b/g/n/ac
工作环境温度

-20度~+65度

存储温度

-40度~+70度

工作湿度
存储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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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MB DDR2 SDRAM

1个10/100M自适应LAN口（Auto MDI/MDX）

接收灵敏度

无线协议标准

313克

ROM

内存

速率集

软件参数

黑、白

高通企业级处理器

调制方式 11b

无线参数

31.1mm

处理器

无线芯片

整机接口

参数规格

10%~90%RH（不凝结）
5%~90%RH（不凝结）

随 时 随 地

连 接 一 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