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简介 

InPortal3012（以下简称 IP3012）是映翰通车载智慧 Wi-Fi 应用开发的高性能现场门户通讯服

务器，与火虹云智慧 Wi-Fi 运营管理平台配合，可构成完整的车载 Wi-Fi 运营系统解决方案，提供

集中网管、内容同步、位置管理、用户管理、业务统计以及高级应用等功能。在车辆上安装一台

IP3012设备，即可实现整辆车的 Wi-Fi 覆盖，结合 IP3012内置的 Web Server 功能，可为用户提供

本地化的电影点播、应用下载和高速的上网服务，并可在独特的网络环境下开展移动支付、LBS 服

务、游戏联运等高级业务。通过部署或租用火虹云，运营者可轻松管理数以万计的 IP3012 设备，

随时部署新的应用，提高运营管理效率，节省运维成本。 

 

特性和优势 

 先进的 Wi-Fi技术 

 支持2.4GHz和5.8GHz双频同时工作，支持先进的802.11ac标准，并兼容802.11a/b/g/n。 

 支持 2X2 MIMO技术，速率高达 1.2Gbps，满足大量用户的同时接入要求。 

 支持高速 4G接入 

 集成 4G 无线通信模组，无需外插 4G Modem 或上网卡，即可支持 LTE 接入，提供最高

100Mbps的下行带宽和 50Mbps的上行带宽，为用户提供高速、稳定的网络服务。 

InPortal3012现场门户通讯服务器 



 

 

 不同型号的产品可支持 TD-LTE、FDD-LTE，并向下兼容 2G/3G，部分型号产品可提供多模

选项，同时支持 TD-LTE、FDD-LTE以及 CDMA网络。 

 GPS/北斗定位 

 支持 GPS/北斗卫星定位，可提供车辆位置、速度、角度、轨迹等信息。 

 强大的 Portal 功能 

 智能手机、PAD 和笔记本等智能终端连接到 IP3012提供的 Wi-Fi热点时，可自动给用户

推送指定页面，且根据设置提供用户认证和访问控制。 

 内置 Web Server 服务 

 提供成熟可靠的 Web Server（NGINX），可方便快捷地建设本地化服务网站。 

 内置 PHP运行环境，支持动态网页。 

 大容量存储 

 内置大容量固态硬盘（SSD），不惧车载环境的剧烈振动，容量最高可达 1TB，可存储海

量的高清电影、高品质音乐和手机应用等资源。 

 本地化的缓存数据可加快用户的访问速度，节省网络带宽，降低运营费用，满足高清电

影点播等需求。 

 内容更新机制 

 支持远程内容更新模式，可通过 4G 或有线网络更新硬盘存储的本地内容；支持即时同

步、定时同步等多种调度模式，支持断点续传。 

 支持本地内容更新模式，可利用 SD卡、FTP网络传输等多种方式更新本地内容，节约流

量费用。 

 远程更新和本地更新模式可混合使用，灵活搭配，适应不同的运维模式，降低运维成本。 

 上网行为管理 

 支持短信、QQ、微信、微博、免认证等多种用户认证方式，留存用户信息。 

 提供用户的上网记录，满足公安部 82号令要求。 

 支持 QoS，可智能限制用户的接入带宽，避免用户之间互相干扰。 

 可灵活设置用户的上网时长和上网流量策略，限制当次、当天、当月的用户上网时长和

流量，控制运营成本。 

 支持黑名单、白名单网站过滤。 

 云端管理 

 支持火虹云平台，与云端配合可提供集中网管、用户认证、用户统计、内容更新、访问



 

 

统计、上网审计等功能。 

 提供 WEB和 CLI等多种配置方式，支持 SNMP标准网络协议。 

 车载级的高可靠性设计 

 专门设计的车载电源可提供欠压、过压、过流、短路等保护，提供 ACC延迟上电/下电管

理，防止损坏车辆。 

 无风扇散热设计，在 70摄氏度的高温下仍保持出色性能，可直接安装于行李箱、驾驶舱

等高温环境。 

 采用多种网络链路探测机制，可侦测 4G网络的稳定性，并在网络中断时自主恢复。 

 完备的安全性 

 支持 IPSec VPN、DMVPN、L2TP、SSL VPN及数字证书技术，确保数据安全传输。 

 支持 SPI 包状态检测防火墙、ACL 访问控制、防 DoS 攻击、探测保护等防火墙功能，保

障网络不受攻击。 

 支持 AAA（TACACS, Radius,本地认证）和用户分级授权管理。 

 

产品规格 

InPortal3012 软件规格 

项目 InPortal3012 

网络互连 

网络接入 支持 APN、VPDN 

接入认证 支持 CHAP/PAP/MS-CHAP/MS-CHAPV2 

网络制式 
支持 LTE、WCDMA(HSPA+)、EDGE、GPRS；支持 4G 优先自动选网或仅 4G

等选网功能 

LAN 协议 支持 ARP、Ethernet 

WAN 协议 支持静态 IP、DHCP Client、PPPoE 

网络协议 
IP 应用 

支持 Ping、Traceroute、 DHCP 服务器/中继/客户端、 DNS 中继、动

态域名 DDNS 、Telnet、SSH、HTTP、HTTPS、TFTP、FTP、SFTP 

IP 路由 支持静态路由、RIP、OSPF、IGMP Proxy 

业务应用 

Web Server 内置 NGINX Web Server，支持 PHP 

shell 脚本 支持自定义脚本 

视频并发能力 支持 40 个终端并发访问视频(视频文件平均码率 500kbps) 

定位 
支持 GPS/北斗

定位 

内置高精度的 GPS/北斗模块，可提供位置定位数据；映翰通火虹云平

台可以在地图中显示设备当前位置 

网络安全 多级用户 支持管理员和只读用户两级权限 



 

 

项目 InPortal3012 

AAA 支持本地认证、Radius、Tacacs+、LDAP 

防火墙 

支持全状态包检测（SPI）、防范拒绝服务（DoS）攻击 

支持过滤多播/Ping 数据包、访问控制列表（ACL） 

支持 NAT、PAT、DMZ、端口映射、虚拟服务器 

数据安全 
支持 IPSec VPN、L2TP、PPTP、GRE、OPENVPN、DMVPN、CA(可自动申

请) 

CA 证书 支持 PEM、PKCS12、SCEP 

接入认证 Portal认证 

上网行为管理 支持 L7 过滤，支持 URL 白名单、黑名单 

防攻击 支持 ARP 防护攻击、MAC 地址过滤 

可靠性 

备份功能 支持浮动路由、VRRP 

链路在线检测 
支持发送心跳检测包检测，断线自动连接；当上行链路不可用，所有

互联网访问被重定向到本地 Portal 页面 

内嵌看门狗 支持设备运行自检技术，设备运行故障自修复 

QOS 
带宽管理 支持根据 IP、端口限制最大带宽，支持保障带宽 

流量优先级 支持 

防火墙 防火墙 
支持 ACL；可防御 DoS 攻击；支持 URL 过滤，可以限制视频访问，下

载等应用 

WLAN 功

能 

工作模式 AP 模式 

最大客户端数 128 

多 SSID 最多支持 8 个 SSID 

隐藏 SSID 支持 

安全性 支持 open system/shared key 、WPA、WPA2 认证 

最大客户端数 支持 64/128 位 WEP、动态 WEP、TKIP 加密 

Wi-Fi 服务质量 支持 WMM 

Portal 认证 

支持 Portal 认证，并可用 Portal 认证实现指定页面推送；用户登录

支持一键免认证登录、短信密码、微信连 Wi-Fi（二维码）、QQ 账

号、微博账号等多种认证方式。 

802.11 特性 

自适应动态速率

控制 

支持单、双流空间；支持 A-MPDU；支持 A-MSDU；支持 20/40MHZ 频

宽；支持 Short GI 客户端接入； 支持仅 11n 客户端接入；支持对

802.11a/b/g 客户端兼容。 

支持 

自适应动态速率

控制 
支持 

配置方式 支持 Console、本地或远程 HTTP、HTTPS、Telnet、SSH方式 



 

 

项目 InPortal3012 

升级方式 
支持本地或远程 WEB、DM、TFTP、FTP、SFTP server；双镜像备份升

级，升级过程失败后可自动恢复可运行的镜像 

日志功能 支持本地或远程日志输出 

自适应动态速率

控制 
支持日志掉电保存 

管理 

告警功能 支持 

短信功能 支持状态查询、配置、重启 

按需拨号 

网管功能 

支持数据激活、短信激活、定时上下线 

支持 SNMP v1/v2c/v3， InHandMIBs 

云端管理 支持集中管理,批量配置；支持设备远程升级 

AAA 支持本地/Radius/TACACS+ 

计划任务 支持 CLI 脚本、shell 脚本 

多级权限 支持用户分级管理 

网络诊断 支持 Ping、Traceroute、Sniffer(网络抓包工具) 

时间 支持 SNTP 

GPS/北斗 支持（可选） 

  

  

  

  

3G/4G 指标说明 

项目 说明 

3G/4G 频 段

和吞吐率 

LTE-TDD  Quad-band: Band 38/39/40/41(61Mbps 下行速率，18Mbps 上行速率) 

LTE-FDD Tri-band: Band1/3/5(100Mbps 下行速率，50Mbps 上行速率) 

TD-SCDMA Dual-band: Band 34/39(4.2Mbps 下行速率，2.2Mbps 上行速率) 

UMTS Dual-band: Band 1/5(42Mbps 下行速率，5.76Mbps 上行速率) 

CDMA2000 1xEV-DO Rev A 800MHz/1900MHz(3.1Mbps 下行速率，1.8Mbps 上行速率) 

CDMA2000 1xEV-DO Rev 0 800MHz/1900MHz (2.4Mbps 下行速率，153.6Kbps 上行速率) 

CDMA2000 1xRTT 800MHz/1900MHz (153.6Kbps 下行速率，153.6Kbps 上行速率) 

GSM Quad-band: 850/900/1800/1900(237kbps 下行速率，118kbps 上行速率) 

注：视型号不同，支持的制式、频段和吞吐率不同。 

InPortal3012 硬件规格 

项目 InPortal3012 

性能 处理器 BCM53012，主频 1GHz，双核 A9 



 

 

项目 InPortal3012 

内存 1GB 

Flash 32MB 

 通信模块 支持中国电信、联通、移动 3G 或者 4G-LTE 模块 

接口 

以太网端口 2 个 10/100/1000Mbps 快速以太网端口 

Console 端口 RJ-45 接口 

SIM 卡座 抽屉式卡座 x1 

复位按键 针孔式复位按键 

天线接头 

3G/4G 网络：SMA x 2 

Wi-Fi: RP-SMA x 4 

GPS 天线 x1(可选) 

Wi-Fi 802.11a/b/g/n/ac 

GPS 支持 NMEA 0183 V3.0 标准，可选北斗模块 

WLAN 

Wi-Fi 标准 支持 802.11a/b/g/n/ac 

Wi-Fi 速率 双频，支持 2*2 MIMO,300Mbps+866Mbps 

工作频段 支持 2.412GHz-2.472GHz，5.15～5.825GHz 

发射功率 

802.11a: 12.5 dBm +/-1.5dBm (54Mbps) 

802.11b: 14.5 dBm +/-1.5dBm (11Mbps) 

802.11g: 14.5 dBm +/-1.5dBm (54Mbps) 

802.11n @2.4GHz: 14.5 dBm +/-1.5dBm (HT20 MCS7) 

802.11n @2.4GHz: 14.5 dBm +/-1.5dBm (HT40 MCS7) 

802.11n @5GHz: 12.5 dBm +/-1.5dBm (HT20 MCS7) 

802.11n @5GHz: 12.5 dBm +/-1.5dBm (HT40 MCS7) 

802.11ac @5GHz: 10.5 dBm +/-1.5dBm (HT80 MCS7) 

存储功能 

SATA 存储 支持内置 mSATA 接口，可接硬盘 

SD 卡 支持 SD 卡接口 

网络存储功能 支持“网络硬盘”功能，支持免拆卸更新存储内容 

机械特性 

安装方式 壁挂 

外形尺寸（mm） 256*161.4*70 

外壳 铝合金 

防护等级 IP40 

冷却方式 无风扇散热 

重量(kg) <1 

电源 

电源输入 DC9-36V 

电源接口 航空接头，支持车载延迟上下电功能 

待机功耗 11.5W@12V 

工作功耗 12W@12V 

峰值功耗 13.5W@12V 

环境温度 

环境湿度 5 ~ 95% (无凝霜) 

存储温度 -40 ~ 85℃ 

工作温度 -20~ 70℃ 



 

 

项目 InPortal3012 

其他 实时时钟(RTC) 支持 RTC,超级电容供电 

指示灯 LED 电源，运行状态，警告，错误，3G/4G 模块，WI-FI 模块，  

EMC 指标 

 

静电放电抗绕度 EN61000-4-2,level 2 

射频电磁场辐射

抗扰度 
EN61000-4-3,level 2 

电快速瞬变脉冲

群抗扰度 
EN61000-4-4,level 2 

浪    涌 EN61000-4-5,level 2 

射频场感应的传

导骚扰抗扰度 
EN61000-4-6,level 2 

工频磁场抗扰度 EN61000-4-8,水平方向/垂直方向 400A/m (>level 2) 

震荡波波抗扰度 EN61000-4-12，Level2 

物理特性 

防震 IEC60068-2-27 

跌落 IEC60068-2-32 

振动 IEC60068-2-6 

   

 

 

 

 

 

 

 

 

 

 

应用方案 



 

 

 

如上图所示，InPortal3012 与映翰通的智慧 Wi-Fi 管理平台火虹云配合，可提供完整的车载 Wi-

Fi 运营系统解决方案，提供集中网管、内容同步、位置管理、用户管理、业务统计以及高级应用

等功能。在车辆上安装一台 InPortal3012 设备，即可实现整辆车的 Wi-Fi 覆盖，结合 InPortal3012

内置的 Web Server 功能，可为用户提供本地化的电影点播、应用下载和高速的上网服务，并可在

独特的网络环境下开展移动支付、LBS 服务、游戏联运等高级业务。 

InPortal3012 内置的大容量硬盘可存储海量的高清电影等资源，这些资源可通过 4G 网络或 SD

卡更新，也可以灵活地混合使用多种内容更新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运营费用。 

 

 

 

 

 

 

产品尺寸（mm） 



 

 

 

定购信息 



 

 

产品型号 InPortal3012 系列 

订货号 IP3012<N>-<WMNN>-<U>-<GPS>-<M> 

代码定义 代码 

N(网络制式) P—Ethernet（无通讯模块）、L—LTE 

WMNN（无线制式和模块

信息） 

第一位字母 W 表示通信模块制式 

F—FDD-LTE、T—TDD-LTE、P—Ethernet 

第二、三、四位字母为模块识别码 

U U:铝合金金属外壳； 

GPS GPS：支持 GPS，<NA>：不支持，则此项留空 

M 
M16：内置 16GB 固态硬盘，M64：内置 64GB 固态硬盘，M128：内置 128GB 固态

硬盘，<NA>:不支持 

示例 IP3012L-TL00-STD-GPS-M16：2 网口,LTE，GPS，金属壳,16GB 固态硬盘 

 

  



 

 

 

 

 

 

 

 

 

 

 

 

 

 

 

 

 

 

 

 

 

 

 

 

 

 

 

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设备

联网(M2M)的技术与产品开发，为电力、工业、金融、

医疗等行业客户提供安全、可靠、智能、先进的设备

联网解决方案。映翰通的工业级网络产品及设备监

控软件平台已经被多家重量级客户采用，久经规模

化现场应用的考验。 

映翰通希望通过不断创新的设备联网解决方

案，为中国制造业向高附加值转型的进程贡献一份

力量。 

众多国内外著名商业机构认可映翰通的业绩与

成长。2007 年起连续三年获得德勤（中国）高科技

高成长 50强称号，被美国著名商业媒体“红鲱鱼”

评为 2007年亚洲创新企业 200 强、2008 年亚洲创新

企业 100 强。 

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中园 101号启明国际大厦 11层

西南侧 

电话：（8610）6439 1099 

传真：（8610）8417 0089 

网址：www.inhand.com.cn 

上海 

电话：021-6044 6066    

邮箱：tanzm@inhand.com.cn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顺义路 18号绿地同创大厦 1103室 

广州 

电话：020-8562 9571   

邮箱：shiyc@inhand.com.cn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棠东东路 11号御富科贸园 A2座

C407 室 

成都 

电话：028-8679 8244 

邮箱：wangrong@inhand.com.cn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 399号，天

府新谷 6栋 13层 06~08室 

武汉 

电话：027-5972 2330 

邮箱：kangmm@inhand.com.cn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727号东谷银座 A座 501 

 

http://www.inhand.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