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uckus ZoneDirector 3000是首款企业级智能WLAN

系统，能够以低廉的总体拥有成本，提供安全性高、功

能强大、扩展便捷的WLAN解决方案。

Ruckus ZoneDirector 3000可在一个位置管理多达500

个ZoneFlex智能Wi-Fi接入点，其设计初衷就是为了体

现简洁性和易于使用性。

不同于传统WLAN系统，ZoneDirector 3000无需高成

本以及复杂、繁琐的部署，其简便的部署与管理，可谓

是要求高性能WLAN企业的理想选择。

ZoneDirector 3000集成了Ruckus Smart/OS应用引

擎，可提供一系列高级功能，如智能无线Mesh网络、热

点身份认证、简洁的访客网络及动态Wi-Fi安全性。

Ruckus ZoneDirector 3000可由非无线技术人员进行

部署和操作，安装十分便捷。即便是IT人员和资金预算

有限的企业，也可以在几分钟内建立起一个强大安全的

多媒体WLAN。

Ruckus ZoneDirector可以轻松集成于现有网络的安

全和身份认证基础架构上。通过基于网络的配置向

导，即可轻松完成配置。Ruckus ZoneFlex接入点可由

ZoneDirector自动探测和配置。

Ruckus ZoneDirector具有高度的冗余及安全性，在一

个独立、易于使用且经济的WLAN系统中，提供WLAN

范围网络、安全性、射频功能和定位管理功能。

ZoneDirector™ 3000
企业级智能WLAN控制器

首款操作简单、功能强大的企业智能
WLAN控制

优势
无可比拟的可拓展性 
每台设备可支持多达500个接入点及32个WLAN。即使大规模园区部
署，ZoneDirector 3000也可以轻松管理。 

智能Mesh网络降低部署成本与复杂性  
配合Ruckus智能Mesh网络技术可实现自动部署WLAN，不必为每个智
能Wi-Fi接入点都铺设以太网线缆

5分钟内即可完成部署，管理便捷且易于使用
基于网络的配置向导令一般IT人员几分钟内便可完成整个WLAN的配
置。Ruckus ZoneFlex接入点可自动搜寻ZoneDirector。具备集中管理、
自动实时优化整个WLAN功能。

分布式数据流量转发架构
通过直接将数据流量从接入点发送到有线网络，实现数据吞吐量最大
化。

灵活的部署方案  
ZoneDirector可以与现有网络及安全架构互动，提供跨接入点的动态射
频管理，以消除接入点放置的问题。

便捷的监测和故障修复  
定制化面板能够提供全面的即时网络快照，可进一步对无线网络问题进
行检修。

自动用户安全性
借助其独特的加密密钥，动态PSK消除了个人电脑客户端设备配置和升级
的需求。动态VLAN能够将现有安全策略无缝地拓展到WLAN中。

完全集成
将网络管理、动态射频管理、定位管理和接入点控制融入低成本的解决
方案中。

高级WLAN功能及特色 
高级无线网络特征包括非法接入点探测、切换频段引导、通话公平
性、WLAN组、基于角色的用户策略及每个接入点的客户阈值



ZoneDirector 3000 集中式企业级智能WLAN控制器

部署简便

Ruckus ZoneFlex无缝集成了现有交换机、防火墙、身份认证服

务器及其他网络基础架构。ZoneDirector可置于任何第二层或

第三层网络。Ruckus ZoneFlex接入点（包括使用智能Mesh网络

的有线或Mesh接入点）可自动搜寻Ruckus ZoneDirector，实现

自动配置，即时管理。 

易于管理

一旦开始运行，ZoneDirector就会自动管理ZoneFlex网络接入

点，亦需要自动调整发射功率等级和射频信道，以阻止相临接入

点的干扰，实现接入点故障时的冗余覆盖。配置改变能够轻松

地同步到多个接入点或整个系统。定制化面板能够提供各种客

户端和网络信息及事件的即时接入，此外，还有实时热图显示接

入点位置与信号覆盖，以及Ruckus智能Mesh网络拓扑。

ZoneDirector智能WLAN系统集成了Ruckus称之为

SpeedFlex™的独特性能工具。Ruckus SpeedFlex支持管理

员通过WLAN，在本地或远程测定客户端Wi-Fi性能。借助

SpeedFlex，管理员能够更好地规划和处理问题、监测及测试

WLAN的性能，从而消除对互联网加速工具的需求，而这些工

具提供的本地Wi-Fi环境结果通常都是不准确的。

易于保障安全性

ZoneDirector 3000提供了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技术，可简化

并自动实现Wi-Fi的安全性。除了支持企业级802.11x和动态

VLAN分配功能，ZoneDirector 3000还支持专利动态预共享

密匙（PSK）性能，从而确保WLAN的安全。

ZoneDirector3000能够在第

二层或第三层网络的任何地

方进行部署。所有ZoneFlex

接入点都能够自动探测

ZoneDirector，并进行自动

分区。

硬件功能特点
	 • 1U机架

	 • 易于通过UPnP在个人电脑中进行探测

	 • N+1冗余

	 • 利用FlexMaster管理多个位置和ZoneDirector

	 • 2个1000Mbps端口作为冗余配置

	 • 终身保修

软件功能特点
	 • 可对多达500个ZoneFlex接入点进 
  行集中控制及配置，每个接入点支 
  持32个WLAN
	 • 内置DHCP服务器
	 • 易于使用的安装向导
	 • 超直观的GUI
	 • 智能Mesh网络控制及监测
	 • 实时客户端接入控制
	 • 个性化仪表盘
	 • 动态射频信道及发射功率管理
	 • 切换频段引导
	 • 通话公平性
	 • 集成的强制门户
	 • 支持活动目录、RADIUS和LDAP
	 • 本地身份认证数据库
	 • 动态VLAN分配
	 • 访客网络及使用条款
	 • 动态生成不同的预共享密匙
	 • 非法接入点探测及图型界面
	 • 支持Aeroscout定位应用
	 • 使用WISPr的热点身份认证
	 • 性能监测及统计
	 • SN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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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eDirector 3000 集中式企业级智能WLAN控制器

ZoneDirector 3000提供了详细

的图型界面，帮助管理员快速查

看所有ZoneFlex智能Wi-Fi接入

点的Wi-Fi网络拓扑图。

ZoneDirector 3000提供了详细的图型界面，帮助管理员

快速查看所有ZoneFlex智能Wi-Fi接入点的Wi-Fi网络

拓扑图。

用户初次将电脑连接到局域网时，特定的URL将为他们

指定一个强制的WEB门户，作为一次性身份认证。认证成

功之后，ZoneDirector会自动为客户端系统配置指定的

SSID，以及动态生成的加密密匙。密匙会与客户端进行

绑定，当用户或用户设备不再受信任时，就会在超出有效

期后被删除。

Ruckus ZoneDirector集中了身份认证及所有接入

点的认证判定，为整个WLAN提供了安全接入控

制。ZoneDirector与后端授权数据库，如RADIUS和活动

目录，以及内部认证数据库协同。此外，依据其属性，客户

能够被动态地分配到VLAN中。

借助BeamFlex实现干扰规避、性能最大化

Ruckus BeamFlex™，这一专利的Wi-Fi波束控制技术，

确保了多媒体数据应用的可预测性能，其扩展的范围消除

了Wi-Fi盲点。借助ZoneDirector，BeamFlex的价值得到

了延伸，超出单个接入点而延伸为系统范围的WLAN及

智能无线Mesh网。

ZoneDirector能够对所有ZoneFlex智能Wi-Fi接入

点的信道分配和传输功率等级进行自动控制。借助

BeamFlex，ZoneFlex系统可以持续不断地为每个数据包

挑选最佳路径，将其传送到网络外的客户端及网络内的

Mesh接入点，从而实现自动干扰规避，确保了最高的服

务质量。 

智能Mesh网络增加了灵活性，降低了成本 

Ruckus智能Mesh网络支持自我组织及自愈的WLAN部署。

它不需将以太网线缆铺设到每个接入点中，使得管理员可以

简单将ZoneFlex接入点插入任何电源即可离开。所有的配置

及管理都是通过ZoneDirector智能WLAN控制器来实现。智

能Mesh网采用专利的智能Wi-Fi技术来扩展其覆盖范围、控

制Wi-Fi信号，将影响性能的节点间跳跃最小化，并且可以自

动适应节点间的Wi-Fi性能，以保持超高的可靠性。

SpeedFlex™是一款独特
的无线性能测试工具，
集成于ZoneFlex™系列
集中控制器中，能够测
量相关WLAN客户端的
Wi-Fi吞吐量。



技术规范 

无线安全性 WEP、WPA-TKIP、WPA2-
AES、802.11i

身份认证 802.1X，本地数据库

外部AAA服务器：活动目录、RADIUS
和LDAP

本地身份认证 10000个用户

安全性

VoIP隧道     支持

802.11e 支持

软件队列 每传输字节，每客户端

自动分类 提示

限速 支持

多媒体及QoS

配置 WEB用户界面，FlexMaster

统计数据 局域网，无线及关联站点（通过用户
界面）

自动接入点软件升级 支持

强制门户 支持

访客账户 支持

VLAN支持    802.1Q（每个BSSID），动态VLAN

DHCP服务器  支持

接入点搜寻及控制 第二层或第三层

WLAN（BSSID）   多达32个

RADIUS统计 支持

接入控制列表（ACL） 第二层（基于MAC地址的ACL）

第三层（基于IP地址的ACL）

第二层客户端隔离

无线入侵探测（WIDS）  非法接入点探测

DoS入侵防护

用户密码猜测保护

限速

电源 220w内部电源供电

100-250V 通用交流电，IEC320连
接器

物理尺寸 35.52cm（长），43.18cm（宽）
，3.39cm（高）

重量14磅 （6.37kg）

以太网端口 2个端口，自动MDX，自动感
应，10/100/1000Mbps，RJ-45

LED显示屏  电源/状态

环境条件 操作温度：5°C (41°F) ~ 40°C 
(104°F)

操作湿度：15%-95% 非冷凝

物理特性

管理

产品订货信息

型号 描述

ZoneDirector 3000智能WLAN控制器

901-3025-CN00 ZoneDirector 3025支持多达25个ZoneFlex接入点

901-3050-CN00 ZoneDirector 3050支持多达50个ZoneFlex接入点

901-3100-CN00 ZoneDirector 3100支持多达100个ZoneFlex接入点

901-3250-CN00 ZoneDirector 3250支持多达250个ZoneFlex接入点

901-3500-CN00 ZoneDirector 3500支持多达500个ZoneFlex接入点

ZoneFlex Smart Wi-Fi Access Points

901-7962-CN01 Smart Wi-Fi 802.11n dual-band (2.4/5GHz) AP with 802.3af 
PoE

901-7762-CN01 Smart Wi-Fi 802.11n outdoor dual-band (2.4/5GHz) AP 
with 802.3at PoE in and 802.3af PoE out

Ruckus Wireless 全球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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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科无线公司2010年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优科无线及Ruckus Wireless设计已在美国专利商标局注册。Ruckus Wireless, the Ruckus Wireless
标识, BeamFlex, ZoneFlex, MediaFlex, FlexMaster, ZoneDirector, SpeedFlex, SmartCast和Dynamic PSK是 Ruckus Wireless公司在美国和其它
国家的商标。本文或网站中提及的其它商标为其各自所有者财产。 801-70651-002 rev 01

www. r u c k u sw i r e l e s s . c om

推荐接入点设备

ZoneFlex7962-802.11n双频智能Wi-Fi接入点

ZoneFlex7762-802.11n室外型双频智能Wi-Fi接入点

认证 国家   美国、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
智利、哥伦比亚、香港、印度、马来西
亚、菲律宾、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泰
国、阿联酋和新西兰

Wi-Fi联盟认证（Wi-Fi Certified™） 

认证

管理接入点数量 多达500个接入点

同时关联用户数量 多达5000个

性能及支持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