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CKUS 物联网（IoT）套件
数据表
寻求物联网（IoT）部署解决方案的企业会面临各种复杂多
样，相互独立的标准、设备和服务生态系统，这种情况往往
会延迟或阻碍企业 物联网（IoT）部署。

优势
现有基础设施再利用
减少基础设施开支，并通过单个多标准无线接入
网络连接 WiFi 和非 WiFi 物联网（IoT）端点。

统一端点管理
同时为 WLAN 和物联网（IoT）接入网络提供单
个管理接口。

多层保护

为推进相应技术的应用，企业物联网（IoT）解决方案供应商开发出通常仅可以
解决单个孤立的问题专有的网络设施，但这些网络设施不易与其他设施进行集
成，而且提供的网络设施再利用的可能性也比较有限。最终的结果是，即使物联
网（IoT）部署获得成功，也包括了重复的网络设施、额外的安全设备和多种服
务系统。
Ruckus 物联网（IoT）套件是一个网络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组件，企业可以通过
这些组件构建起安全的物联网（IoT）接入网络来解决这些问题。Ruckus 物联
网（IoT）套件可以将多个物理层物联网（IoT）网络整合到一个单独的网络系统
中，进而使企业能够更快地从物联网（IoT）投资实现收益。

孤立的物联网（IOT）部署

LORA

ZIGBEE

基于位置的服务
(LBS)

视频监控

每个物联网（IoT）套件组件之间的安全可以对传
输中的数据进行保护并对物理攻击进行防御。

基于标准的安全
AES 无线加密、SSL 安全 MQTT 流量和 HTTPS
REST API 通信可以对物联网（IoT）接入网络进
行保护。

简化设备接入
通过 Ruckus 物联网（IoT）控制器快速连接 WiFi
和非 WiFi物联网（IoT）端点。

加快部署
将物联网（IoT）模块连接至支持物联网（IoT）
的现有接入点，以快速升级 WLAN，支持 BLE 和
ZigBee 物联网（IoT）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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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CKUS 物联网（IoT）套件
Ruckus 物联网（IoT）套件是一套可用于融合多标准物联网（IoT）接入网络的网络硬件和软件系统组件。
•• 支持物联网（IoT）的 Ruckus 接入点 (AP) — 通过扩展 Ruckus 物联网（IoT）模块，支持对 WiFi 和非 WiFi 物联网（IoT）终端多种
无线接口的接入。
•• Ruckus 物联网（IoT）模块 — 可以连接至 Ruckus 支持物联网（IoT）的AP接入点并根据低功耗蓝牙 (BLE)、Zigbee 和 LoRa 等标准
启用物联网终端连接功能的无线或无线加传感设备。
•• Ruckus SmartZone 控制器 — 可以同时为 WLAN 和物联网（IoT）接入网络提供统一管理接口的 WLAN 控制器。
•• Ruckus 物联网（IoT）控制器 — 部署在部署了 Ruckus SmartZone 操作系统控制器的设施中，对非 WiFi 设备执行连接、设
备和安全管理功能，并通过分析软件和 物联网（IoT）云服务支持不同物联网终端的管理协作和北向集成 API 的虚拟控制器。

RUCKUS 物联网（IOT）套件

1

+

2

支持 IoT 的
接入点

3

Ruckus IoT
模块

4

+

WLAN
控制器

Ruckus IoT
控制器

RUCKUS 物联网（IoT）模块
Ruckus 物联网（IoT）模块 (I100) 是一种可插拔模块，可以连接支持物联网（IoT）的 Ruckus 接入点AP。I100 可使用低功耗蓝牙(BLE)
和 Zigbee 提供物联网（IoT）终端连接。I100 可以充当使用不同协议的不同物联网（IoT）终端 设备和支持物联网（IoT）的 Ruckus 接
入点AP之间的统一连接点。
I100物联网（IoT）模块可通过 Ruckus 专利技术自动选择信道来协调频谱使用，因此不同的无线标准可以通过智能的方式并存，并实现
最佳的性能。Ruckus 的 ChannelFly 技术可以协调信道选择，这样 WiFi 和 Zigbee 就不会争抢相同的无线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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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CKUS 物联网（IoT）控制器
Ruckus 物联网（IoT）控制器是一种可以与 SmartZone 控制器进行集成的虚拟控制器，可为非 WiFi 设备执行连接、设备和安全管理功
能。它支持对物联网（IoT）设备进行企业级管理，还可以简化向物联网（IoT）解决方案增加新服务的过程。
Ruckus 物联网（IoT）控制器包含一个用于物联网（IoT）设备策略管理的规则引擎。它可以提供开放的 API，可以通过第三方物联网
（IoT）管理系统来实现与分析软件和物联网（IoT）云服务的集成。

安全
安全问题是导致物联网（IoT）解决方案部署延迟的关键因素之一。Ruckus 物联网（IoT）套件可以通过多层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包括：
•• 数字证书 — 安全证书可以通过支持物联网（IoT）的接入点AP和物联网（IoT）控制器搭建可信平台。
•• 流量隔离 — 使用虚拟 LAN（VLAN）分离 IT 和 OT 终端设备流量；基于角色的访问可确保 物联网（IoT）模块和接入点AP的安全。
•• 物理安全 — 一种可以锁定的外壳可以将物联网（IoT）模块固定至支持物联网（IoT）的接入点AP。
•• 加密 — 无线网络或应用程序级加密可以对通过非 IP 物联网（IOT ) 终端设备传输的数据进行保护；通过 SSL 实现的 MQTT 则可以确
保在支持物联网（IoT）的接入点AP和物联网（IoT）控制器之间传输的数据的安全；经过认证的 HTTPS 和安全会话管理则可以保护
北向 REST API 调用的安全。
Ruckus 多层安全方案可以通过接入点AP和物联网（IoT）终端 设备之间的数据流量加密，物联网（IoT ) 模块和接入点AP之间的安全安
装以及接入点与物联网（IoT）控制器之间实现的 SSL 流量加密和 HTTPs 保护对传输中的数据进行保护，防止数据受到物理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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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例和 RUCKUS IoT 套件生态系统
企业可以通过与行业领先的操作技术 (OT) 和客户技术 (CT) 解决方案提供商的集成使用 Ruckus 物联网（IoT）控制器，以便建立跨解决
方案的策略规则，同时保证易于使用第三方分析工具和服务来增加物联网（IoT）投资收益。
Ruckus 物联网（IoT）套件可以充当物联网（IoT）终端设备及其各自物联网（IoT）管理系统之间的接入网络。通过利用并扩展支持多
个无线网络标准的现有网络基础、多层物联网（IoT）安全性和跨解决方案的策略管理，Ruckus 物联网（IoT）套件可以满足各种物联网
（IoT）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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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数据平面：
本地数据分流
IoT 控制 + 管理平面
172.16.100.x / 24 VLAN 0

IoT 控制 + 管理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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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案例
酒店业
酒店可以通过远程钥匙卡管理，并提供智能家居设施，更方便地提高客人的安全性和便利性，以及客人的满意度。此外，锁定审核跟
踪，取消或改变钥匙卡开门权限，以及在强行入室的情况下提醒员工，所有这些都可以为客人提供更安全、更优质的体验。
智能城市
城市可以更容易地实施一系列以市民为中心的生活质量解决方案，从停车协助到更有效的垃圾收集。城市可以对空气、水质和污染情况
进行监测，以提高公众健康水平。
智慧校园
通过路径指引、网络化公交、自行车共享以及智能停车应用，支持物联网（IoT）的智慧校园可以让各大专院校更安全、更高效。网络视
频监控、智能照明和智能锁可以让校园里的每个人都更安全。
大楼业主
大楼业主和运营商正在使用物联网（IoT）应用程序打造全新智能家居和智能办公室体验，进而吸引新的住户和租户，并让他们的房地产
项目优势更加明显。智能照明、环境控制和网络化安防等设施可以让建筑物更安全，进而提高房地产价值和租金，同时还可以降低运营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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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CKUS IoT 模块

硬件要求

I100

•• 2 个 vCPU 核心（最低 2.7GHz Intel Xeon / i7）
•• RAM：2GB
•• 最低 HDD:10GB（100GB，以支持最大的接入点数和物联网（IoT）端点数）

协议

•• Zigbee 和 BLE（可使用软件配置）

接口

•• USB 2.0，Type A

平台支持

内存

•• RAM：256KB
•• 闪存：1MB

输出功率

•• 16.5dBm（最大）

功耗

•• 500mW（最大）

电流消耗

•• 5V，–100mA（最大）

物理参数

•• 尺寸：47.83 x 18 x 8.25mm
•• 最大重量：85 克

温度

•• -40 到 70ºC

认证

•• FCC 和 ETSI

•• ESXI（5.5 及更高版本）
•• VM Workstation Player（12 及更高版本）
•• VirtualBox（5.1 及更高版本）

接入点支持
•• R510
•• H510
•• T310

SMARTZONE 操作系统支持
•• SmartZone 和 Virtual SmartZone 3.5.1.2

请注意：订购室外接入点时，请标明 -US、-WW 或 -Z2 来代替 XX，以指定目标区域。

比例

订购 PoE 插头或电源时，标明 -US、-EU、-AU、-BR、-CN、-IN、-JP、-KR、-SA、-UK 或 -UN 来
代替 -XX，以指定目标区域。

•• 一个虚拟实例最多支持 1000 个接入点

对于接入点，-Z2 适用于以下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以色列、摩洛哥、突尼斯和越南

默认端口
•• TCP/8883 (MQTT SSL), TCP/443 (HTTPS), TCP/22 (SSH)

质保：购买可享受有限的一年质保。

协议支持
物联网（IoT）网络传输协议

•• Zigbee 3.0
•• BLE 5.0

管理
•• 用于生态系统集成的 RESTful API
•• 管理 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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