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机构
 Ruckus 智能 WiFi，最灵活

的教育无线解决方案



智能 WiFi 有助于提升学习体验
它是教育机构必需的一种教育方式

更快、更可靠且成本更低的 WiFi 连接非常重要。它必须可以覆盖较大的校园区域，还要可以
覆盖到教室的边边角角。他必须可以支持多媒体应用程序，还要可以为教职员工、学生和访客

提供安全的网络连接。预算有限和 IT 人员短缺意味着教育机构需要一种全新的网络提供方案。
Ruckus 无线可以成功通过测试。

应对高密度环境

教育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处理报告厅、

体育馆和图书馆等用户密度较高的环境。Ruckus 

ZoneFlex™ 系统允许大批量带有 WiFi 功能的设备

同时接入无线网络，专门设计用于提供同类最佳的

解决方案，以便为同时接入网络的大量用户提供

支持。该技术采用专利的自适应天线阵列技术，

可保证用户快速接入和退出 WiFi 无线网络，并可

将客户端负载均衡、WiFi 资源占用时长公平性、

频段引导和单个用户速率限制等功能集于一身，

以便确保数百名用户可以同时接入一个接入点，

并实现快速可靠的 WiFi 连接。

Ruckus 智能 WiFi 结合了自适应天线技术、频段引导 

和通话公平性功能，是高密度教室环境的理想选择，

能为广大学生提供可靠的高速无线网络接入。

每个接入点采用智能天线阵列专利技术，提供距离更长、更可靠的 

WiFi 连接，比采用其他竞争对手方案所需接入点更少。

园区覆盖：在这、在那、无处不在

高等教育机构（国有/社区/私立）常常是建有多栋

建筑的大片区域。在无需部署大量接入点的情况

下为每个校区的各个角落提供可靠完整的 WiFi 覆

盖就会十分困难。Ruckus ZoneFlex 产品系列采

用 BeamFlex™ 专利技术将 WiFi 信号发送给关联

的客户端，挑选最佳信号执行路径并持续降低干

扰，最大限度实现最佳 WiFi 覆盖。ZoneFlex 使用

更少的接入点、更少的投资实现两倍至四倍的覆

盖面积，同时实现较低的部署成本和更快的部署

时间。高等教育机构现在可以方便快捷地为此前

无法覆盖的区域提供 WiFi 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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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以太网？再不是问题

对许多教育机构而言，以太网不是无处不在的。那么移动设

备、自助餐厅、大礼堂和会议厅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与其他 

WLAN 解决方案不同，Ruckus ZoneFlex 系统采用智能 Mesh 网

络，因此学校只需将接入点插入电源即可轻松添加 WiFi。因而

无需添加其他以太网线缆和增加不必要的开支。先进的智能天

线阵列确保了 Mesh 骨干网具有前所未有的可靠性，尽量减小

数据包丢失，将信号切换到最快的路径，并扩大了 Mesh 节点

之间的距离。

Ruckus 智能 WiFi 以更长的距离 

提供更稳定的性能 
“我们的用户密度极高（17,000 名学生），而校园

面积却十分有限（1,500,000 平方英尺，高耸的建筑

横跨五个城市街区），而且周边无线网络干扰特别

大，网络质量总是差强人意，困难重重。自从部署了 

Ruckus，我们的网速提升了 10 倍，不再有 WiFi 盲

点，用户的求助电话显著减少。”

Arthur Downing 

巴鲁克学院首席信息官

强大的 WiFi 安全性，易于管理

Ruckus 的集成功能，可为管理员和用户解决 BYOD 难点和痛点。

我们可以通过将当前网段和安全架构、身份验证协议和目录服务进行

集成的方式对现有资源加以利用。其次，Ruckus 构建了简单直观的

设备配置和载入过程，用户使用方便，IT 人员部署简单。再有，我

们的设备指纹识别和接入控制功能可以实现特定设备类型和用户角

色的差异化策略，并实现强化的监控和可视化功能，进而逐步改善

网络运营状况、故障排除和策略的变更。最后，Ruckus 可提供实现 

BYOD 所需的 RF 稳定性、可扩展性和容量。Ruckus无线网络连接

效果可以保证用户可以接入并保持连接状态，进而实现 BYOD 措施

的有效运行。

来源：



通过点对多点远程 WiFi 取消重复 

收取的宽带费用

许多学校都会对每个校区或校园投入大量的固定有

线宽带运营费用。新型 5GHz, 802.11ac 高性能网桥

可有效降低重复性收费，每年可为学校节省数万美

元的费用。一对 WiFi 网桥可在 1.5 公里的距离内实

现最高 190 Mbps 传输速率，并可在 10 公里的距离

内实现最高 50 Mbps 的传输性能 (LoS)。

更智能 的 WiFi 针对 IP 视频进行了优化

视频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必备应用。WiFi 上

基于 IP 的摄像头和基于 IP 的视频内容流将占据

核心位置。Ruckus 曾经以在 WI-FI 上的传输高

清 IP 视频而闻名。通过利用获得专利的自适应

天线阵列和基于智能检测算法的自动流量分类

和优先排序技术，Ruckus ZoneFlex 系统为笔记

本、平板电脑，甚至电视机提供无闪烁的视频。

我们的产品和技术专为支持高清视频流等延时敏

感的通信类型而设计。

1 无处不在的 WiFi 覆盖
通过集成的远程高增益天线阵列将覆盖率提升 2 倍至 4 倍

2 可靠的客户端连接
自适应波控技术可通过最佳执行路径自动避免干扰

3 集成式 BYOD 解决方案
通过基于设备和角色功能，自动将学生、教职员工、工作人员

和访客应用相应的网络接入策略

4 室内及室外统一管理
通过一个界面进行统一配置、管理和所有接入点管理

5 多媒体支持
自动减轻干扰，确保无闪烁视频和语音流

6 高密度通信环境
频段引导和通话公平性确保了大量并发用户连接

7 无需新增线缆
高适应性、高可靠性 WiFi 无线网状网无需为每个接入点铺设 
线缆

8 灵活的部署选项
有无控制器都可部署接入点，可以在现场或远程位置安装控制器

9
覆盖范围内的一致 WiFi 性能
大规模天线密度和客户端反馈可确保以最高速率向终端工作站

发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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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RUCKUS 可为教育机构提供 
WIFI 十大必备优点

 “ZoneFlex 系统可为我们提供所有必要的中央管理功能，

从而实现更多的价值。系统需要的接入点更少，可在无需

外部天线的情况下提供更为稳定和自适应的信号，安装和

管理特别简单。真是十分完美，无懈可击。”

Christopher Stave

计算和网络服务经理

Ruckus ZoneFlex WLAN 系统可在数分钟之内完成配置，所以

您可以保证配置效率并保证不会超出预算。



班尼迪克学院问题 RUCKUS 智能 WIFI 解决方案

覆盖质量参差 

不齐 

高增益智能天线系统可将 WiFi 信号扩大二到四倍，且每个

校区需要的接入点较少

WiFi 连接 

不稳定

每个 Ruckus 智能 WiFi 接入点内都安装了获得专利的自适应

天线技术，确保客户端连接稳定，并减少了数据包丢失，从

而确保尽可能高的性能

离散的  

WLAN 系统

室内及室外接入可以相互连接，并且由 ZoneDirector 控制器

集中管理

管理的 

接入点过多

所需接入点为传统全向 WiFi 产品的三分之一至一半

无多媒体支持 提供多达 32 个 WLAN 网络，这些网络可用支持并发的基于 

IP 的视频、语音和管理性应用

每个校区中 

的控制器

分布式转发架构可实现单个集中式网络运营中心，可在旁路

情况下对整个 WiFi 基础设施进行管理

访客管理 基于浏览器的直观设备允许员工在不到 60 秒的时间内生成

唯一的定时 WiFi 访客通行证

复杂的安装 

和管理

数分钟即可完成整个 WLAN 配置；通过自动发现控制器实

现接入点自配置。Ruckus 智能 WiFi 系统可远程配置和管理

明智的教育机构纷纷选择 Ruckus 
智能 WiFi 解决方案解决困难并提升
整体性能

我们很荣幸 
拥有这么多 

全球知名客户

巴鲁克学院是曼哈顿中心城区的一所走读大学，位于葛莱美西公园附

近，可对横跨五个街区的多栋建筑内的 17,000 多名学生提供网络覆盖。

巴鲁克校园环境用户密度很高，面积在 1,000,000 平方英尺以上。

巴鲁克学院是流式多媒体课程早期采用者 — 他们会对各种项目、讲座

和其他活动进行录制，以供学生根据需要进行浏览；他们还注意到任何

时间，校园内最多都可能会有 10,000 名师生同时使用网络。因此，学校

允许广大学生帮助学校对各大 WiFi 供应商进行评估：思科、阿鲁巴、

Xirrus、Meru、摩托罗拉、美瑞凯、Trapeze 和 Ruckus，以确定哪家厂

商来负责校园无线网的升级工作。 

经过彻底的校园测试，学院选择了 Ruckus ZoneFlex 整体解决方案系统

并立即开始在整个校园内部署 500 多个 ZoneFlex 7962 室内双频 802.11n 

接入点 (AP)。巴鲁克学院还部署了带有 FlexMaster 集中式 WiFi 管理功

能的冗余 ZoneDirector 3000 系列 WLAN 控制器，并生成使用、流量和

趋势报告。

在拥有 180 间智能教室、一座体育馆、多个图书馆和会议场馆的纽曼垂

直校区最初开通网络时，巴鲁克学院的网速提升了 10 倍。 

Ruckus 可通过解决高用户密度和 WiFi 干扰
问题彻底扭转学习体验



ZoneDirector3000

ZoneDirector3000

ZoneDirector
3XXX 或 1XXX

FlexMaster EMS

LAN1 LAN2 LAN3 LAN4

1-8 公里

体育场

办公室

大学校园

教室

教室

可靠的室外 SmartMesh 联网功
能可最大限度减少以太网布线

长距离点对点/点对多点
802.11ac 桥接

自适应天线技术和通话公平性
技术适合部署在高密度区域

多种接入点选项，有无控制器
均可部署

控制器在数据路径之外，可现
场或远程部署

对整个室内/室外系统进行统一
的端到端管理

Ruckus 智能 WiFi  
可为教育机构提供 
最为灵活的部署方案 
互联网接入、多媒体服务、VOIP、 
IP VOD、IPTV 流媒体、访客网络、 
职工管理、室外活动项目



教育领域完整 

产品组合

基于 Linux 的远程 WiFi 系统管理软件
ZoneFlex R310

集成智能天线阵列和 PoE (802.3af) 支持 

的入门级双频 2x2:2 802.11ac 接入点

集成智能天线阵列和 PoE (802.3af/at)  

支持多用户 MIMO 室内双频 4x4:4 

802.11ac 接入点

集成智能天线阵列和 PoE (802.3af/at) 

支持的室内双频 2x2:2 802.11ac 接入点

Cloudpath 创造了高枕无忧的 BYOD 体验,

允许以可扩展的安全而用户友好的方式 

使用 Wi-Fi

基于位置的服务 (LBS) 用户定位平台， 

提供应用程序 API 接口

基于 Linux 的远程 WiFi 系统管理软件

ZoneFlex R710 ZoneFlex R500 

Cloudpath

支持 5 到 1,000 个 Ruckus 接入点的 

中央 WLAN 控制器 业界最具扩展性的通用 WLAN 平台

 ZoneDirector 控制器 SmartZone 控制器

SPoT

虚拟 SmartZone

ZoneFlex T300

集成智能天线阵列和 PoE (802.3af/at) 

支持的室外双频 2x2:2 802.11ac 接入点



美国优科无线公司地址：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 号  

嘉里中心写字楼南楼 27 层 2718 室 
电话：010-6588-8888 

电邮：ChinaSales@ruckuswireless.com

http://cn.ruckuswirel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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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 WiFi
专为确保全网性能而精心打造

详情请垂询 Ruckus Wirel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