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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hew Theall，英特尔公司
随着产品宣布不断涌现，HomePlug 技术的广泛部署继续保持强劲势头。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上个月
在北京举行的 2007 年英特尔信息技术峰会（Intel Developer Forum 2007），英特尔在这次峰会上
宣布将从 2008 年起为 PC 提供 HomePlug AV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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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这一宣布的英特尔数字家庭集团高级副总裁兼总经理 Eric Kim 表示，“PC 和消费者电子行业
已经为重大变革作好了准备，并且公平地说，因特网视频现在是杀手级应用程序。 显然，这是因为
宽带向家庭大规模渗透，并且因特网视频流飞速增加，从几年前的几乎一无所有，到今年年底的预
计 750 亿个剪辑。 这个数字明天将增至 1000 亿。”
随着宽带接入的发展 -- 从今年的大概 1000 万以上家庭到 2011 年的预计近 1 亿家庭接入，因特网设备预计将出
现爆炸性的增长，2011 年全球将有 1 亿家庭拥有某种与宽带连接的电视或视频设备。 在此过程中，目前毫不相干
的电视和 PC 世界将实现有效整合 - - 那正是 HomePlug 的切入点。
归根到底，用户想要四个 C： control（控制）、choice（选择）、clarity（清晰）和 community（社区）。 这将
意味着用户观看内容时的控制权、更多的内容选择以及图像的高清晰度，包括 HDTV。 最后一个，也是最深刻的一
个，是社区，它是因特网革命的产物。 为了提供四个 C，需要大量的处理功率以及软件功能，而这长期以来一直都
属于 PC 领域。
“家庭网络将 PC 和 TV 世界融为一体，”Kim 说。 “WiFi 已经成为标准的家庭网络，但对整合的需求正在推动
更多以视频为中心的连接。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评估 HomePlug AV，并且随着 HomePlug AV 2.0 在
最近发布，我们相信，普及家庭网络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这是一种简单的即插即用产品。 英特尔最近在许多实际
环境中对 HomePlug AV 2.0 进行了全球性的广泛测试，并发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在家庭中提供了支持高清晰
度视频的带宽。”

新的 devolo dLAN 无线扩展器将 dLAN 和
WLAN 的优点结合于一个装置中。 经由
dLAN 的传送速率为 85 Mbps，经由
WLAN 的传送速率为 54 Mbps，这种便携
式适配器可以在房屋内的任何房间提供无线
上网 — 甚至超出厚厚的混凝土墙壁之外。
dLAN 无线扩展器首次配备了用于直接连接
PC 的 LAN 连接器。 阅读更多资料

除此之外，随着 IPTV 网络的迅速发展，基于 BPL 的实用应用程序和 BPL 网络的成本将发生变化，从而使其变得
更加经济实惠 -- 正如几年前计算机芯片的迅速发展引发了各种新系统和应用程序的首次推出。 随着 BPL 成为全球
家庭、建筑物和行业中所有宽带接入技术普遍采用的网络技术，那还会对公用事业公司对待需求侧管理和其他家庭
及企业实用程序的方式产生重大的影响。
下面的文章深入探讨了 HomePlug AV 和 BPL 技术将如何显著改变用于在家庭及企业内提供宽带以及统一整合的
IPTV 和计算环境的方法、经济性和易用性。
另请记住保存 2007 年 10 月 10-11 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塔克拉拉举行的 HomePlug 电力线联盟技术大会的日期。
这次大会无疑是 HomePlug 技术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莫失良机。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homeplug.org/news/events/conference/about

请阅读业界如何评价 HomePlug 技
术！
“从便利性的角度而言，即将推出的
HomePlug A/V 标准看来很有前途，因为它
最大程度地利用了现有的 AC 线路。 每位
用户都可以从商店购买电子装置，并且只需
将它们插入家庭网络中，就可以自动使那些
装置共享数据和视频。”
- Robert Flask，CED 杂志

技术论文
HomePlug AV 白皮书 请点击这里
HomePlug AV 1.0
技术白皮书： 请点击这里

近期活动

精彩故事：
用于改进酒店和度假胜地运作的 HomePlug BPL

WinHEC
2007 年 5 月 14-17 日
洛杉矶会议中心

由 MainNet Communications 投稿

Connections 2007
2007 年 5 月 1-3 日
美国硅谷圣塔克拉拉会议中心

酒店拥有者和管理者目前面临两大运作问题： 对持续的宽带通信接入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寻求改进效率控制
和节能。 基于 HomePlug BPL 技术的电力线宽带通信为这些挑战提供了简单、极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 另外，
通过现有的电力线来实施 BPL 使酒店可以继续其日常运作，而不必打扰客人。

即将举行的活动

宽带电力线通信 (BPL/PLC) 解决方案：
通过现有的电力线使用 BPL 技术可以实现快速安装，并且不需要重新布线，因而节省相关成本，同时避免对酒店的
日常运作产生任何干扰。

HomePlug 电力线技术大会
2007 年 10 月 10-11 日
美国硅谷圣塔克拉拉凯悦酒店

BPL 可以为整个酒店提供宽带因特网，包括具有多栋建筑物甚至休闲公园的度假胜地。 由于没有视线问题，BPL
技术可以用于扩大 WiFi 的范围（无论任何其覆盖不到的地方）。 除此之外，基于 HomePlug 的 BPL 技术可以实
现远程操作命令和控制，适合节能和紧急情况。

请访问 www.HomePlug.org
获取有关 HomePlug Alliance 的更多信
息。
如需订阅本新闻通讯，
请点击这里

HomePlug 技术和 MainNet 的独特 BPL/PLC 解决方案：
MainNet 的 PLUS 解决方案基于 HomePlug 芯片集，推动了使用独特算法的智能重复技术，它主要用于处理典型
的噪杂电力环境以及高密度拓扑（例如具有多层建筑的酒店或企业）中的大量用户。
MainNet 的 PLUS 是一种经验证的创新 BPL 解决方案，可以在酒店内的任何地方，通过各种网络拓扑，提供高速
因特网及收费话音品质 VoIP 服务。 使用 MainNet 的基于 IP 的解决方案可以通过集合来自多个传感器和控制器
（例如加热和冷却装置、视听系统或紧急警报器）的窄频输入来改进命令和控制应用。
基于 HomePlug 的宽带电力线接入不只是一个概念；它目前已成功地部署在欧洲和美国的酒店中。

案例研究：

3One Networks 为全球最大的公用事业公司部署智能电网解决方案
由 Intellon 投稿
标准电网通过众多变电站、变压器、线路和仪表而广泛分布。 由于该电网目前已经建成，因此发现和解决该电网中
的问题对公用事业公司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 导致功率下降、收入损失和能源低效。
智能电网管理希望变革公用事业公司监督其电网的方式，即使他们可以实时监控使用情况，并缩短或消除断电。
3One Networks 是一家将电力线宽带 (BPL) 技术商业化的技术和服务公司，它已经开发出创新的 BPL 电网管理解
决方案。 总部设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该公司结合先进的硬件和软件来实现对电网的远程、实时监
控。
阅读完整的案例研究

HomePlug 联盟和会员新闻：
加拿大的 3One Networks 选择 Intellon 的 HomePlug AV 技术用于 BPL 智能电网解决方案
阅读更多资料
Arkados 授予用于在电力线通信系统中最大化数据吞吐率的专利
阅读更多资料
Arkados 客户在 CeBIT 2007 上使 HomePlug 产品更上一层楼
阅读更多资料
Hexing 选择 Ariane 控制器用于其 PLC 通信仪表
阅读更多资料
Sonaecom 选择 devolo 室内电力线适配器
阅读更多资料
HomePlug 电力线联盟获得全球动力
阅读更多资料
CONNECTIONS 宣布 HomePlug 电力线联盟特别会议
阅读更多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