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向医疗行业的   

 智能Wi-Fi网络



更智能的Wi-Fi网络助力实现可靠移动
提升患者服务水平
已成为医疗行业的必备良方
更快、更可靠的Wi-Fi连接助力医院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对于确保高效流程和提高治疗效果至
为关键。Wi-Fi连接必须能够穿透各种建筑材料，能够与各种多媒体医疗设备及临床应用协同工作，
遵守HiPAA，同时便于iT员工使用和维护。Ruckus绝对是医疗行业“最健康”的选择。

超级可靠的Wi-Fi接入
对于当今医疗机构来说，移动性是一个关键要素。不知疲
倦的无线机器人要在整个医院提供医药用品，而医护人
员必须能在医院任何位置获取实用的临床信息，从而实
现实时响应与通信。有了Ruckus智能Wi-Fi网络设备，临
床医生完全可以对手中的关键电子病历/电子健康档案信
息、VoiP通信、高分辨率视频和医学影像传输的可靠性与
完整性充满信心。

Ruckus智能Wi-Fi系统可以提供更强大的、集中的信
号增益，适合于语音标牌这类先进的设备。

Ruckus智能Wi-Fi专为延迟敏感的电子病历/电子健康档案
应用而设计，可提供稳定可靠的连接性。

无可比拟的应用支持能力
无线iP语音、实时定位、患者监测/遥测、注射设备、医
学影像、床边视频、移动工作站和智能手机正在提高对
Wi-Fi性能的要求。Ruckus Zone-Flex™ WLAN系统融合

了获得专利的BeamFlex™长距离定向Wi-Fi波束成型技
术、自适应天线技术以及SmartCast™流量工程技术，用
于对每个客户端和流量级别QoS的多媒体流量传输进行
分类、设定优先级和优化，使每个客户端和每种流量（语
音、视频、数据）都能通过标准802.11 Wi-Fi网络获得适
当的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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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tation to connect with free Wi-Fi,
courtesy of Your Carrier

Valued Subscriber

We’d like to make it easier for you to enjoy
the speed and convenience of our Wi-Fi
hotspots.  Just follow this link, and in 
three taps of your �nger we can set your 
iPhone up to log on to any Your Carrier 
hotspot automatically.  You’ll have instant 
access to more than 45,000 hotspots 
nationwide.  It’s that easy.

干扰：6个接入点，120个客户端，1个工作繁忙的非法接入点

65% 
提升
(平均) 

自适应天线 +基于常规Wi-Fi知识的SON实施

高密度：每个接入点90个活动客户端

95% 
提升
(平均) 

总计
TCP吞吐量

 更少的接入点提供全面覆盖的Wi-Fi
诸如现浇混凝土、金属面板、防辐射墙壁等建筑材料，会严重
影响到医院的射频信号穿透性。由于覆盖范围有限而产生的
掉线和医生工作站重认证问题，有可能导致生产率降低、响
应速度变慢或不利结果。Ruckus ZoneFlex WLAN系统具备
独特的持续无线监测能力，并能实时引导Wi-Fi信号绕开干扰，
从而提供无可比拟的、堪比有线的性能，适用于重要电子病历
信息、支持无线的语音手持设备，而成本远低远于竞争对手的
系统。  

Ruckus系统能够在苛刻的、

不断变化的射频环境中自动调整Wi-Fi信号。

Ruckus智能Wi-Fi系统
具备更稳定的性能

实现更远的覆盖距离

强大的安全性，易于管理
Ruckus可提供完全集成的功能，为管理员和用户解决涉及安
全与接入的问题。首先，我们集成了当前的网络分段和安全架
构、鉴权协议和目录服务，以简化实施。第二，Ruckus构建了简
单直观的终端配置和登录流程，这对于用户而言极为简单，并
且使iT人员易于设计。第三，我们的终端指纹识别和接入控制
功能支持面向特定终端类型和用户角色的不同策略，并增强监
测和可视化，以改进网络运营、故障排除和随时间推移的策略
变化。最后，Ruckus可提供所需的射频稳定性、可扩展性和容
量，确保所有设备包括医疗设备，无线推车，各种个人设备包括
BYOD，获得提供优质医疗服务所需的顶级无线性能。

来源:

“采用无线技术已成为医院绝对必要的选
择，Ruckus ZoneFlex Wi-Fi系统能提供媲
美固网的网速和可靠性，并实现无处不在的
全覆盖。“ 

BARRY RUDD 
技术部信息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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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实施的全景WLAN系统健康仪表板
由于预算有限、iT员工极少，医疗机构需要一种更加简便的方式来
部署一个全面覆盖的Wi-Fi网络。与竞争对手的无线网络不同的是，
利用直观的点击式向导，管理员能够在几分钟内配置整个Ruckus 
WLAN。管理员可以从仪表板中迅速且简单地获取特定接入点与客
户端的数据，从而测试Wi-Fi连接性，以及执行其他一系列监测和配
置任务。

用于资产管理和环境监护的实时定位追踪
iT员工可以轻松实施RTLS，追踪及管理贵重资产，以便减少被盗
情况并更好地管理资产的使用，还能根据附近的患者活动定位最
佳医师。Ruckus与领先的RTLS供应商合作开发，无缝连接其定
位引擎，用以通过Ruckus WLAN系统追踪资产、查找相关人员和
对患者进行监测，而调用该功能只需在配置过程中选中Ruckus 
ZoneDirector内复选框即可。

1 更好的Wi-Fi覆盖质量，无盲点
通过集成的长距离、高增益自适应天线阵列提升2至4倍
的覆盖范围

2 稳定的移动客户端连接性
高增益定向信号和适应性波束引导技术能够规避干扰，并
通过最佳性能路径引导传输

3 在长距离提供最高的Wi-Fi性能
大规模天线分集技术和客户端反馈功能确保为终端站点
提供持续稳定的数据速率 

4 应用支持
自动减轻干扰，确保无闪烁iP视频和语音流，适合信息显
示等应用

5 HiPAA合规性
支持标准802.1X，为每个客户自动生成并安装唯一的加
密密钥（动态预共享密钥技术），从而完全遵守HiPAA法规

6 出色、简化的自带设备和访客网络
独立的WLAN使员工，访客和患者能通过关联设备和角色
策略实现上网

7 无需新增线缆
高适应性、高可靠性智能Wi-Fi网状网无需为每个接入点
铺设线缆

8 灵活的部署方案
有无控制器都可部署接入点，可以在现场或以远程方式
安装控制器

9 实时定位追踪
ZoneDirector控制器中的复选框配置能够为定位应用提
供许可信息

10 易于配置和部署
图形用户界面结合直观的点击式命令操作

RUCkUS
为医疗行业提供了
十大必备Wi-Fi功能

Ruckus ZoneFlex WLAN系统能够引导
Wi-Fi信号绕开干扰，使丢包、等待和延
迟情况降至最低。

我们很荣幸拥有这么多  
全球知名客户

睿智医疗机构选择
Ruckus智能Wi-Fi系统解决各

种问题

问题 RUCkUS智能Wi-Fi解决方案

覆盖不均匀 高增益智能天线系统将Wi-Fi信号覆盖范围
扩大了2至4倍，医院只需部署更少的接入点

Wi-Fi连接不稳定 Ruckus获得专利的智能自适应天线阵列技
术能够在漫游客户端动态形成波束，确保稳
定的连接性，并且减少丢包情况，从而保证
最高的性能

不支持各种应用 提供多达32个独立WLAN网络，用于同步支
持iP视频、语音和电子病历应用

缺乏保密性 提供所需的先进的安全机制，满足HiPAA法
规要求

访客网络 基于浏览器的直观设备使服务台在一分钟内
即可为探视的访客生成唯一、定时的Wi-Fi访
客许可证

接入点过多，难以管理 相比传统的全向Wi-Fi产品，Ruckus智能
Wi-Fi方案所需接入点数量仅仅是其三分之
一到一半

将Wi-Fi扩展到无以太
网区域

为室内和室外接入点提供网状网功能，无需
以太网线缆即可扩展Wi-Fi信号，并且可以由
ZoneDirector控制器进行远程集中管理。

复杂的安装与管理 整个WLAN仅需几分钟即可完成配置，并且
通过自动发现控制器，接入点可自行配置；分
布式转发架构支持通过一个独立的中央网络
运营中心来管理所有的综合Wi-Fi基础设施，
无需占用数据路径

萨蒂拉医疗中心（Satilla Medical Center）是一所综

合服务医院，位于美国乔治亚州韦克罗斯市，占地面

积达37万平方英尺。萨蒂拉地区医疗中心拥有超过

1,300名员工和150余张床位。医院由两幢相互连接

的建筑组成，其中一幢建于上世纪50年代，另一幢则

新建于2002年。

萨蒂拉医疗中心在总院选择了Ruckus ZoneFlex智

能802.11n Wi-Fi系统。同时，这套系统还服务于当地

的两个疗养院和一个康复中心。萨蒂拉医疗中心曾考

虑用思科接入点替换原有网络，但是经测算，需要部

署120台接入点和3台控制器。另外，医院还考虑采用

Aruba的系统，其需要200台接入点。在对其他知名

WLAN供应商的产品进行了解并经过测试后，萨蒂拉

医疗中心选择了Ruckus。

萨蒂拉医疗中心最后安装了65个ZoneFlex 7962双频

室内型802.11n接入点，以及两台ZoneDirector 3100

控制器。医院还计划采用Ruckus智能无线网状网技

术，使其能够在无法使用以太网线缆的区域部署更

多的接入点，例如培训教室和其他医疗场所。Ruckus 

ZoneFlex系统将提供无所不在的、覆盖整个医院的

无线网络，以支持300余台Wi-Fi设备和各种当前及将

来的应用，如MEDiTECH医疗信息系统、机器人医药

用品递送系统“TUG”、移动血液配送系统、智能手机

和访客Wi-Fi接入。

Ruckus 
帮助萨蒂拉医疗中心  
提升Wi-Fi信号

“凭借可靠的高速无线网络，医院可为患者提供
高效的医疗服务。无线网络的卓越价值不容忽
视。我们发现，配备自适应天线阵列的Ruckus 
ZoneFlex系统，是采用先进Wi-Fi技术的唯一解
决方案。借助先进的Wi-Fi技术，我们能够处理
和适应经常导致丢包、性能延迟和掉线的射频
变化。”

Jamie Steck 
犹他中央诊所iT总监



Ruckus智能Wi-Fi  
是医疗行业最灵活的
部署方案 
无线医疗应用、多媒体服务、iP语音、医疗影像iPTV流媒体、访客接
入、人员管理、实时定位/射频iD、HiPAA合规性

面向医疗行业应用   

 的完整产品系列

室内双频，双端口802.11n接入点， 
集成智能天线阵列和PoE 

（802.3af/at）支持

室内单频，双端口802.11n接入点， 
集成智能天线阵列和PoE 

（802.3af/at）支持

室内双频，3x3:3 802.11n接入点， 
集成智能天线阵列和PoE 

（802.3af/at）支持

室外双频，双端口802.11n接入点， 
集成智能天线阵列和PoE 

（802.3at/af）支持

室内双频，2Ｘ2 802.11n接入点. 集成智能
天线阵列和PoE(8 02.3af)支持

室外长距离点到点/多点
802.11n 5GHz网桥

基于云的智能 Wi-Fi 基于位置的服务 (LBS) 
用户定位技术套件和应用程序接口

ZoneFlex 7982

ZoneFlex 7762

ZoneFlex 7055

ZoneFlex 7372

ZoneFlex 7731

ZoneDirector 控制器

ZoneFlex 7352

ZoneFlex R300

SPoT

中央WLAN控制器，支持6到1000个Ruckus
接入点

多业务双频并发802.11n 
有线/无线墙面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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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 Wi-Fi
           专为提供无处不在的性能而精心打造
                                                            详情请垂询Ruckus Wirel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