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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理念和产品“乱花渐欲迷人眼”。

    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应对变化？如何不在变化中迷失自己？

    褪尽浮华，方显本色。唯有切中要害，才能以简单战胜繁复，这也是我们在产品战略上强调“极简网络”的初

衷。

    大道至简，衍化至繁。对于纷繁多变的现代业务应用而言，简单是回归本源的思考和解决之道，也是化繁为

简，以简驭繁的能力表达。这也是人们越来越推崇“极简”设计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原因。

    简单，是一招制敌，一心能容一切的博大。是回归自然，以不变应万变的精深。然而，要做到“极简”却殊非易

事，尽观繁华，方能真正领悟“看山还是山”的境地。我们今天深入每一个行业的每个细微场景，恰恰是要在繁杂

多变的不同环境中，去发现与体会网络的“至简之道”。

    现在，市场环境的变化极快，经济结构调整、商业模式创新、新技术浪潮冲击，都成为这个时代的特有标签。

我们客户的应用环境越来越庞杂多变，对简单的渴望也就越来越强烈。比如，热度一直不减的数据中心，用户需

要一个简单的产品统一管理数据中心网络和园区网。再比如，近几年火爆的云计算，受困于解决方案构建和日常

运维的繁复难控，落地存在困难。还有很多的复杂应用场景，都亟需改变。如何“让复杂的事情变得更简单”？锐

捷人基于这一理念用深度思考、调研、实践，已经得来不少“一招鲜”产品，并成为用户的心头好，在各行各业发挥

重要作用。

    “把不简单的事情变得简单是件不简单的事”，这句“绕口令”是锐捷人理解网络本质之后的归纳和思考。

    一起，用一颗简单而纯粹的心，打造至真至简的未来。

浮华深处
问道简单

Fore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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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简
成就极简

纵览天下

02
An overview of the world

    简单，极简，其实早已是科技创新的圭臬了。

    从苹果产品的风行无阻，到 Google 的大获成功，再到微信风

靡全国，这些都证明了“简单”反而比“复杂”更能打动人 ,更具有

商业价值。

    因为现代人最大的苦恼是信息太多、诱惑太多，最大的难题是

选择太多、无所适从。科技进步和商业的发达并没有让人们生活变

得更轻松有效，而是给人们带来更多新的困难。

    所以，极简主义如此流行就容易理解了。

    消费级产品如此，企业级产品同样如此，因为企业级产品面对

的领域更为复杂。追求口头的简单容易，真正落地的简单却并不容

易做到。产品的简单与复杂本来就是二元对立的，面对用户时，既

要满足多元化的复杂需要，同时又能保持简单，这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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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信息中心的管理者而言，每天都要关注影

响校园网运行的关键因素，这包括校园网的出口、提

供整个校园网师生认证的认证系统、覆盖整个园区

的无线网络、连接到校园网的各个园区网以及整个

校园网的核心网络。然而，学校的运维人员往往十分

有限，要面对如此复杂的系统、如此众多的设备，要

做到以简驭繁，就必须采用一套基于 ITIL 标准流程

设计的运维产品，实现智能化、自动化的故障分派、

故障定位和处理流程进度。锐捷 RG-RIIL-RMC 流程

管理系统正是在这一需求下诞生，它可以帮助学校

优化故障处理流程，大大提升管理效率。

    一套产品全面解决问题，把繁琐拒之门外，管

理人员只需要面对一个简单的界面就可以。

    这只是锐捷极简网络中化繁为简的一小部分。

锐捷极简网络的“终极使命”是建立一个能够真正

“以人为本”的网络。新的“极简网络”能够提供高速

安全的互联网出口、优质无线信号覆盖的 Wi-Fi 

接入网络，并且通过一台设备就能实现整张网络的

管理。它正告诉我们，“简单”就可以满足新时代对

网络基础设施的所有需求。

    因为简单，解决实际问题，极简网络已经在越

来越多的地方落地生根。仅在认证这一单一市场，根

据计世资讯《2015-2016 年中国园区网认证解决方

案市场研究报告》，锐捷网络在中国园区网认证解决

方案市场占有率达到 39.4% 中，连续两年排名第一。

“极简网络认证解决方案”，不仅解决了传统认证方

式对园区网络中用户数据包繁琐处理造成的网络传

输瓶颈，更通过其开放兼容、精细化运营等诸多特

点，为用户提供极致网络体验。为了更简洁完美，这

套方案从 2002 年开始迭代更新，已经发展了十多

年。

    简单好用，是目标，也是多年来持续不断的研

发和前进。

    如何成就简单？

    马克 · 吐温曾说：“我实在没时间写一封短信，所以写了一

封冗长的信。”这说明实现简单的难度。苹果公司挥刀砍掉 70% 型

号各异的产品，锐捷网络的“极简网络”不断打磨不断进步获得市

场认可。

    古代圣贤讲“大道至简，悟在天成”是说，复杂的事情简单去

做，简单的事情重复去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去做，长期坚持，自然

功成。但是，首先要搞明白重复做哪件简单的事情。海底捞重复了

优质服务，成就了品质餐饮的象征。锐捷网络重复了“扎根场景、

体验为王”，成就了极简网络的成功。

    在不久之前发布的《2015 年 -2016 年中国云课堂（虚拟化计

算机教室）解决方案市场研究报告》，锐捷网络云课堂在 2015 年

中国虚拟化计算机教室解决方案市场中份额为 77.1%，连续两年

排名第一。锐捷云课堂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规模化应用，共有

3000 多所学校，6000 余间云课堂教室和 250000 余台云终端采

用了相关解决方案，其体验效果也广受学校师生好评。随着云课

堂 3.0 成功进入主课教学，无疑将进一步巩固锐捷网络的优势地

位。这一超高的份额，立足于云课堂团队在教学一线的坚守的努

力，听课经历超过 1000 节，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简单，意味着心无旁骛，不被外界噪音所干扰。在创新的路

上，唯有始终坚持“扎根场景、体验为王”，走近用户，不断消除与

用户之间的距离，努力实现技术、产品、管理、渠道、服务等全方位

的“再创新”，才能真正成为产业中的创新旗手。

    大道至简，万物归一，不仅是极简网络的归纳，也是锐捷极简

网络诞生和成功的总结。

俋㭠靧誖
醐窹嫓酽

誼逫踵誖!!
誖跤烢㭠

    化繁为简，是一种能力。是充分了解繁，并且抽

丝剥茧出核心需求的能力。

    简单并非是贫乏，看起来简单，但本质的来源

却错综复杂。它要求能洞察事物的本质和相互关

系，并在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去粗取精，

剔除那些无效的、可有可无的、非本质的东西，抓住

要害和根本，融合成少而精的东西。

    乔布斯曾说，一旦做到了简洁，你将无所不能。

在简单成功的案例中，苹果一直被人津津乐道。乔布

斯在回归苹果之后，首先就砍掉了 70% 型号各异的

产品，然后全力打造简洁极致的产品。为了给用户呈

现一款简洁的音乐播放器而打造出了iPod。

    极致的简单，让很多人在习惯了苹果系统之后，

基本上很难回到 Windows 了。最常见的多任务，

Windows 环境下，要摁 “ALT+Tab”键。在 iPhone 

里只要摁两次底下这个按钮就可以了，这个简单很

多。这是一个从复杂到简单的演化过程。核心问题是

把复杂问题简单表达。在 iPhone 发布时，乔布斯

说我们领先其它手机 5 年。这 5 年领先在什么地

方？化繁为简的能力一定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同样的，在企业级 IT 市场，化繁为简的能力正

在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网络运维和管理。在高

校，数字化校园网建设 IT 信息系统及运行环境越来

越复杂，业务对承载环境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紧

密。经常，需要管理上千台硬件设备，还包含很多的

业务系统，网络维护部门经常会面临不计其数的故

障处理申请。

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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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故事

03
The  time of story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对于现代

IT 管理技术而言也同样适用。技术和应用的演进，让今天的 IT 环境

和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而相应的 IT 运维管理重点，

也从过去的“设备监控、告警程序”，转变为对企业业务发展的关注

和支撑。为了适应“新的环境”，IT 运维管理的内涵与外延都在发生

巨大变化。只有深入客户的实际应用场景，不断创新、追求最佳体

验，才能够创造出适应不同行业用户、符合时代需要的 IT 运维产

品。

    锐捷网络最近推出的 RIIL BMC 综合业务管理平台、RIIL 

Insight V1.1 大数据分析平台与 RIIL Emotion 自动化运维平台，

通过“扎根场景，体验为王”的产品设计理念，向外界展示了现代 IT

管理的“进化论”。

从运维到运营
——IT管理的“进化论”

/  The  time of story 暚魍敭鲇 /  The  time of story 暚魍敭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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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许多“老牌”的 IT 运维厂商，锐捷网络虽然涉足 IT 运维管理领域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其所取得的市

场成绩却令人震惊。经过 5 年的发展，锐捷网络 RIIL 已经服务于 1500 多个行业客户，实现了每年平均 58% 的复

合增长率。在政府、医疗、教育行业，RIIL 的市场占有率更是遥遥领先，其中在政府有 65% 的部委、从国家到省、

地市的电子政务外网运营基本上都在使用 RIIL。

    RIIL 研发团队从成立那天开始，一直坚持的做法就是：深入客户的行业场景，从产品底层设计就把“用户体

验”放在核心，这样才最终帮助客户真正解决问题、才能长期符合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

    2010 年，锐捷网络成立了以网管软件为核心的事业部，凭借着网络设备厂商深入理解网络内涵的独特优势，

迅速在行业用户中引起广泛关注，并为其后续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2011 年，为了更好地提升企业级网

络的服务水平，锐捷网络在业内率先推出遵循 ITIL 理论的 “ITIB”(IT 即服务 )理念，通过打造基于业务、面向

管理者、可视化的 IT 综合管理平台，帮助客户充分挖掘网络价值，最大化体现 IT 工作的价值；2012 年，锐捷网

络进一步延伸和丰富了 RIIL 的该功能（流量、存储、无线、虚拟化等），解决大规模、多用户等技术问题，并由此获

得了极具竞争优势的行业覆盖能力。

    “抬头看用户，低头看自己，向前看趋势。”这是冯晋阳回顾 RIIL 发展历程时强调的一句话，也是 RIIL 脱离

传统网管软件，不断“进化”，达成“体验为王”的关键。作为一款企业级软件产品，从 2014 年开始，RIIL实现了“按

月迭代，每月一个新版本”的更新频率。

    相对于“云大物移”（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技术热络，传统运维是一个被主流媒体逐

渐边缘化的领域。但是，IT 运维在业内却依然保持着新鲜的热度，其中的真正原因耐人寻味。

    任何时候 IT 运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的需求变化要从多个方面进行分析，除了新技术不断涌现

之外，传统的企业信息部门职责与定位的转变，更是推动 IT 运维产品不断演进、实现创新的动力来源。锐捷网

络 RIIL 事业部总经理冯晋阳表示：“我们可以从 IT 运维的内涵与外延的变化中发现其成长演进的脉络。”

    将 IT 运维思想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并非一日之功，这与锐捷研发人员不断精进产品功能，且能扎根行业、

坚持场景化创新、追求体验为王的全局战略息息相关。

謾漛䒫魯

    首先，IT 部门从原来服务于内部，开

始服务于外部。用户搭建基于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的应用，而这些应用体验效果评价

由“最终用户”决定，比如智慧医疗中的无

线网络、智慧校园中的运营收费等等，这些

场景内都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即需要

服务于“客户的客户”。

    其次，在用户业务面向“云大物移”迁

移的过程中，传统的信息架构发生了前所

未有的变化，用户需要一种全新的 IT 支撑

模式来解决信息系统异构、数据融合、管理

分散造成的新问题。IT 运维管理被赋予了

更多任务，这包括：信息挖掘、数据分析和

决策依据。因此，传统的支撑模式要转变，

就需要一个全新的“大脑”来规划统筹。

㬉烢＃羮忊鉢䖢￥艊鲲閔蔠僨證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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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琳琅满目且竞争激烈的 IT 运维市场上，RIIL 与竞争对手相比最大的特点又

在哪里呢？

謾酽
“其一，扎根场景、体验为王，这让 RIIL 能够衍生成为适用于更多细分领域、更丰富场景的平台，帮助用户达成信

息化‘保障、增效、增值’的目标，这是从运维到运营的核心变化。

謾鲈
其二，RIIL 是面向业务的平台，既能实现设备厂商网管软件的功能，又能实现 APM 应用层监控，是两者合二为一，

实现智能联动的一体化平台。

謾醑
其三，信息数据大爆炸之后，碎片化加大了运维决策选择成本的空间，如何有效采集和分析数据、排除阅读噪音，

成为了IT 部门在大数据时代亟待解决的难题，RIIL 以数据为驱动，进而支持细分行业的具体应用。” 冯晋阳从

以上三点阐述了 RIIL 的“大不同”。

    通过五年的迭代，今天的 RIIL 已经成长为覆盖全行业、关注应用特性的新一代 IT 运营解决方案，

能够为不同的行业场景带来优质体验，例如：从基础 AP 监控到无线运营方案（轨道、高校、无线城市）、

从电力行业走出的自动化平台方案、从医院走出的 IT 数据分析方案与项目管理方案、从政府走出的分

级管理与加密机穿透方案、从高校走出的端到端故障解决和体验管理方案、从智能建筑走出的 IP 智能

设备管理方案、从运营商走出的大数据分析方案等等，这都使得 RIIL 在与竞争对手相比时有了更加贴

合应用的优势。

    以数据为驱动，正在成为 RIIL 当前主攻的重要方向。像 RIIL BMC 引入物联网管理，利用 DI( 大数

据)平台收集出口与业务应用的网络流量；RIIL Insight对IT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大规模数据进行收集、

存储、挖掘、计算和管理，帮助 IT 管理者进行决策分析。对于未来的 IT 信息系统，“数据驱动”不仅是 IT

管理向 DT 时代迁移的关键，也将是开启信息核心商业价值最重要的一把钥匙。

＃斶懪䖇誤￥夃棾攝昦＃俋醭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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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岁的初中生” 
—— 锐捷网络云课堂创新背后的故事

    “真好玩，没想到语文课还能这样上啊！”

    “我们组是冠军组，哈哈。”

    “原来作文打分也可以民主投票，赞！”

    这是在沈阳市第四十三中学的云课堂教室，一堂语文课之后，同学们满面兴奋，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老师

满心喜悦，拉着课堂上的一个“学生”感慨，终于找到了和这些青春期孩子最合拍的教学方式。

    被老师拉住的“学生”，今年已经三十岁了，他不仅是这节课上最认真的学生，也是这

种全新教学方式最直接的缔造者——锐捷网络云课堂产品经理沈伟（化名）。

    回忆刚刚开始跟着这班上课的时候，三十岁的沈伟收到了很多注目礼，初中生单纯

直接，会偷偷议论这个“插班生怎么这样老”，叫大叔还差不多，肯定是“学渣” …….。作

为焦点的沈伟，只能用“好尴尬”来形容当时囧状，但他没有跑去分辨。当课程正式开始的

时候，沈伟就完全已经融入课堂，默默跟着老师学习，只当自己是一个最普通的学生。除

了认真听课之外，沈伟更主要的任务是观察老师和每个同学的反应，将每一个对话甚至

眼神都记在心里，下课以后和老师讨论调整的方向。

    这样的听课经历超过 1000 节，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的不同学校，从而也成就了

锐捷网络云课堂深入实际应用、成为教育教学的得力工具。尤其是近来，

锐捷云课堂 3.0 将全新的教学方式带到了主课教学中，更成为

一场真正的课堂体验革命。

㫥跣＃設跤羠￥鞔妘醑鴛噉     “过去的语文课，老师在台上讲作文，学生只能被动接受。这种沿用了几十年的模式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显

得有点跟不上。”沈伟发现，学生对于老师选择的分享作文，往往兴趣不高，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互动。在云课堂 2.0

中，已经试图在解决这个问题，同学们可以在作业空间点赞，“但是这在主课教学中还远远不够。”因为，云课堂

2.0 主要应用场景在计算机课程，作业评价的需求仅限于点赞，而在主课教学中，需要更多地和考试相结合，比

如，需要给每个作业打分，“真正按照中考阅卷的标准来进行操作，特别是语文等一些主观题较多的课程，需要有

几个人按照多个维度来确定分数。”

    在经过深入调研和苦苦思索后，沈伟和他的团队深夜加班对产品不断进行调整，并在第二天一早敲开了语

文老师办公室的门。

    沈伟带来了分层教学功能的雏形，让老师通过云课堂 3.0 把全班同学分成八个组，每个组组内按照中考阅卷

标准互相打分，选出优秀作文，然后再进行组间优秀作文 PK。学生的评价分数占全部作文的 8 分，其余 32 分仍

由老师给出。这样“民主打分”的模式让学生们非常有参与感，“分组竞争”的设计也让整个课堂变成了赛场，激发

出这些少年们的竞争欲望。新的改进与教学节奏高度契合，不仅能有效提高教学效率，而且学生们也非常喜欢。

    这只是其中一个典型应用，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沈伟和老师之间重复，白天产品试用，晚上完成产品修改，

第二天再试用，反复多次，滚动更新。这样平常日子的反反复复螺旋上升，最终形成了随堂测试、分组竞争等多个

切实可用、符合师生使用习惯的精彩功能。

在经历了几周反复不断的研发修改之后，才有了文章开头一幕的那堂语文课，让 00 后的少年们真正爱上了课堂。

恦㛳旝㜄黌彾＃桻傖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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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主课教学应该轮流在云课堂教室上。”这是武汉市第二十中学负责教学的陈主任在观摩锐捷云课堂

3.0 上语文课和生物课后，给出的结论。

    在主课教学的路上，云课堂 3.0 版本具备“随堂测试、分层教学、翻转课堂、激励互动”等全新特性，获得了无

数用户的称赞。“云课堂 3.0 的最主要诉求是能够在主课教学上应用到我们的产品，并且真正给老师和学生带来

价值。现在看来，我们的目标实现了。”沈伟说，3.0 版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正因为有了这些创新，锐捷云课堂 3.0 在面世之后获得了用户无数称赞。在沈阳市第四十三中学不仅用云课

堂进行主课教学，更将其作为示范课程在辽宁省教育工作会议上展示，为全省教育工作者示范如何用云课堂上语

文、物理课，得到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

    未来，云课堂将会进入更多的学校，在帮助教学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完善、进化……。也许哪一天，某位初

中生的身边又会出现这样一位“怪叔叔”，和大家一起上课，紧皱眉头观察老师和同学，不要意外，可能新一代更

有趣的云课堂正在你的身边酝酿、诞生。

    首先，在教学方面，云课

堂教学管理软件和随堂测试

功能可帮助教师快速调节教

学，随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比如学生有没有对老师所讲的

知识掌握？哪些知识需要着重

讲解等，根据这些实际情况，

教师可以做出有针对性的调

整；

    其次，在个性化教学上，

云课堂 3.0 通过灵活分组和

按照薄弱点答题的分层教学方

式，智能分析出每个学生薄弱

的知识点，让学生在做题时选

择自己薄弱的知识点进行强化

练习，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进

度；

    最重要的是，在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上，云课堂 3.0 以分

组竞赛、学生抢答和积分排名

体系等多种手段，让学生不断

受到激励和鼓励，大大提升学

习的主动性。此外，通过广播

教学等功能，云课堂 3.0 还可

以清晰呈现教学内容、将作业

空间打造成课堂内的“朋友

圈”，而锁屏、禁网、禁 U 盘等

操作则可帮助学生不受干扰、

专心听讲，促进高效教学。

＃飨謚踽㜄斊叧姉㛫㩺牐鮪
鲑㜄⊕斊咇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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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网络 驭变革

04
Simplicity beyond Networks 
The Cloud Experience 

    2016 年，经济结构的调整、商业模式的创新、新技术浪潮的冲击，

都让中国的行业企业用户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与挑战。能否成功地驾驭

变革，借助互联网 + 的力量实现业务再造，决定了企业未来的发展与命

运。锐捷网络为此特别成立了由研发、产品、解决方案、营销四位一体的

行业小组，在倾心聆听客户声音的基础上，通过深入场景求创新，不断重

塑“简网络”的价值内涵，以匠人之心打造持续精进的产品及解决方案，

帮助用户把握变革中的机会，克服业务成长中的痛点，进而成为互联网

大时代变革的真正赢家。

锐捷2016产品及

解决方案战略全面解读

    过去的一年中，全球移动数据流量实现了数十倍的增长，如此势不

可挡的互联网应用浪潮，为锐捷的“极简”产品理念提供了最佳的成长土

壤。据锐捷网络交换机事业部市场总监翟鹏远介绍，以“牛顿”交换机为

核心的极简网络致力于让网络更简单，它引领锐捷的交换机产品线不断

突破，帮助用户实现“整网一机”的简单管理。像极简云数据中心方案中

的云架构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 RG-N18018-X，首次采用“零背板”技术，

在提供高效、稳定交换服务的同时，可支撑数据中心未来 10 年网络升

级，持续应对数据爆发的挑战；此外，极简网关认证、极简集群认证、极

简 ServiceChain 等方案同样都在不断的创新中，精进完善，目前已广

泛应用于 985 高校、三甲医院、互联网数据中心和金融数据中心，为用

户带来业务通往云未来的引擎动力。

椥誖!㬦嬔鲑梥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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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企业 IT 架构的不断扩展，网络也变得

更加复杂。特别是不同行业的业务场景，IT 监控

系统每分钟要进行上万个数据采集，要保障良好

的用户体验和数据时效性，给运维管理工作带来

了巨大的挑战。锐捷网络 RIIL 产品事业部营销总

监高俊超认为：现代 IT 管理，最重要的是能够基

于不同的应用场景，帮助管理者把握核心信息并

做出决策。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对于运维环境信息

的采集，更关键的工作是对采集上来的海量数据

进行高效处理分析，否则管理者想找到有价值的

信息 ,简直犹如大海捞针。锐捷 IT 管理大数据决

策分析系统 RIIL Insight，是业内首款针对 IT

运维管理运用大数据整合，分别对运营管理、团

队管理、项目管理、资产管理等内容进行多维度分

析的 BI 级平台，可快速、直观、准确地获取运维环

境各方面的数据，最终为绩效管理与 IT 决策提供

支撑。此外，像面向物联网领域的 IPDM 智能设备

管理、面向移动互联网领域的 Joint 手机移动平

台、面向自动化领域 Emotion 自动化管理，都是

帮助企业提升 IT 管理体验的最佳利器，这些产品

不仅在全国百强医院 TOP10 等一批典型用户中得

到了成功应用，其大数据决策分析的崭新特性，更

让数据释放出推动企业成长的巨大价值能量。

忶樰鯫杛!JU諎絔
鉢䖢踵粀廡賓＃䇏䎪￥!彾喥晹鄡＃呺撾牋￥

    扎根行业“场景”、挖掘客户“痛点”、攻克业界“难题”、匠造极致“爆品”——这是锐捷网络能

够成为“全场景无线实力派”的成功链条。根据 IDC 的数据统计，锐捷网络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级无

线市场的实际领导者，在高教、服务、传媒、交通、零售、制造、医疗、金融这八个份额最大的行业市

场中，锐捷占据了四个“第一”，其余行业也都获得了令人称羡的突破。帮助用户解决“别人解决不

了的一级痛点”正是其中的“秘诀”。锐捷网络无线产品事业部营销总监黄李辉表示：“用户业务

场景中遇到的最大痛点，是检验锐捷无线产品实力最好的试金石；当我们成功攻克了这些业界难

题，达成客户的极致体验后，由此所诞生的‘爆品’，自然而然会帮助我们成为这个细分行业市场中

的领军者！“几款帮助锐捷无线赢得“全场景实力派”美誉的明星产品，像轨道交通行业的“车载

移动系列 AP 解决方案”、教育行业的“轻量级智分 +解决方案”、医疗行业的“5G 零漫游解决方案”

等，都是在这一理念下产生，并最终在用户的实际应用中释放了惊人的无“线”能量 。

    紧追用户业务中的难点痛点，培养出锐捷网络研发紧跟时代步伐的能力，也锻造了和用户一

起创新的局面。锐捷网络路由器产品事业部营销总监冯王兵谈到，在业务飞速发展的今天，很多用

户为了支撑业务发展、提升使用体验，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提升网络设备的接口速率、交换容量、

转发性能，但是这样做往往又会面对成本增高的矛盾。锐捷网络工程师很早就发现了这个用户“一

级痛”，他们没有像其他厂商一样急于催促用户下决心“更新换代”，而是与用户一道梳理网络，通

过创新解决方案，充分释放现网潜力，不仅节省了开支，更在体验上超越了用户的期待。这背后的

“明星”，就是以 RG-RSR77-X 系列为代表的核心全业务路由器，借助业界创新架构和智能机制，支

持广域网虚拟化，它可以保障用户业务的通畅、稳定，创造最优业务体验。以最“贴心”的方式，成

为面向业务成长的新一代核心路由器。

悁賓＃酽鄀脙￥!!醮羮忊邁攝昦

    在迈向云时代的过程中，云的普及是释放云

计算生产力变革的基础。然而，如何跨越技术上的

复杂性，让云真正被“用起来”，是目前困扰很多用

户的关键问题。锐捷网络云数据中心产品总监刘

相平谈到，根据第三方调查显示，“缺少专业人才

和技能”是不少用户迈向云时代最大的障碍之一。

而这一矛盾的背后，就是目前大多数企业云的解

决方案从构建到日常运维都过于复杂。锐捷“简网

络”所强调的体验创新，就是要“让一切复杂的事

情变得更简单”，这也同样是锐捷 UDS 系列超融合

云一体机诞生的初衷。作为专门针对企业私有云

市场设计的超融合基础架构，UDS 是软件、硬件相

融合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可根据业务需要部署在

不同行业的机房 / 数据中心，将传统的云模式几

天甚至几周的部署时间，缩短为半小时以内，在降

低成本的同时大大简化运维。锐捷 UDS 让用户轻

松驾“云”，体会到“开箱即云” 和“0 运维”的极简

魅力。

    锐捷网络2016 年“简网络”产品及解决方案，

在“扎根行业、场景创新”的核心理念基础上，正根

据用户业务及时代变革的需求，不断精进演绎、自

我进化，成长为用户在新商业环境下驾驭变革的

最佳助手。

㪇椡＃䖔鲑￥!
㚯斶懪跤宆桖誖雜

    扎根行业的持续创新是锐捷网络携手用户应对互联网变革的利器，而这种创新本身也在不断精进、迭代强化。

在云课堂解决方案发布环节，锐捷网络云课堂产品事业部产品经理陈申杰表示回顾云课堂从诞生到今天，不断掀起

课堂信息化教育新革命的历程：云课堂 1.0，凭借大幅提升管理效率、降低能耗、消除噪音等特性重新定义了计算

机教室；云课堂 2.0，通过独特的“朋友圈”、“作业空间”等功能激励学生全面参与课堂，打造一堂充满活力的信息

技术课。今天的云课堂 3.0 更是再度“进化”，携“调优教学、分层教学、翻转课堂、激励互动”等系列特性，掀起了云

课堂进入主课的新革命，也带来每年超过百亿的市场空间。陈申杰表示，“云课堂”的研发过程一直很特别，是“直接

在用户身边做出来的产品”。深入教学现场，让用户全程参与，使得锐捷云课堂解决方案有着前所未有的强大生命

力，以 75.2% 市场占有率成为该领域当之无愧的王者。

醭昢赗㫧!!甡鄼㜄⊕＃鯫杛䉺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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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堂课“在云中” 
—— 锐捷云课堂3.0推动主课教学新变革

    云计算被公认为现代教育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量，然而，多年来在“语文、数学、物理”等主课教学上，

“云”却一直未能展示其应有的价值和力量。日前，锐捷网络宣布正式推出了云课堂 3.0，进化后的 3.0 版本

以“调优教学、分层教学、翻转课堂、激励互动”等全新特性，一改传统授课模式，掀起了云课堂进入主课的

应用场景新革命。

    主课对于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传统的主课教学多年来少有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不

少学生觉得课程过于枯燥，从而导致学习兴趣下降。锐捷云课堂 3.0 借助云应用场景的技术创新，使得主课

课程，如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治等，可以通过全新的方式，在云课堂教室中灵活开展，帮助主课

教师提升教学效率的同时，让大家乐于上一堂互动、有趣的“云中”主课。云课堂 3.0 在课堂教学方面的创

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僑鏅攝昦䯩!＃鲑跤￥踽㜄醭楢秪

   其次，在个性化教学上，云课堂 3.0 通过灵活分组和按照薄弱点答题的分层教学方式，

智能分析出每个学生薄弱的知识点，让学生在做题时选择自己薄弱的知识点进行强化练

习，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进度；

   首先，在教学方面，云课堂教学管理软件和随堂测试功能可帮助教师快速调节教学，随

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比如学生有没有对老师所讲的知识掌握？哪些知识需要着重讲解

等，根据这些实际情况，教师可以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

   最重要的是，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上，云课堂 3.0 以分组竞赛、学生抢答和积分排名体

系等多种手段，让学生不断受到激励和鼓励，大大提升学习的主动性。评价在教学过程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云课堂的“作业空间”将师生评论、生生评论打造成为教室里的

“朋友圈”，让师生、生生方便的互相评论，促进教学。此外，通过广播教学等功能，云课堂

3.0 还可以清晰呈现教学内容，而锁屏、禁网、禁 U 盘等操作则可帮助学生不受干扰、专心

听讲，促进高效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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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1.0 到 2.0，再到今天具有全面革新意义的 3.0，云课堂走过了一条不断自我颠覆，迭代精进的道路，

从“重新定义计算机教室”到“创新主课教学”，这看似眼花缭乱的“进化”过程，却有着一条极为明晰的主

线，那就是通过不断创新，为用户带来更大的价值。这从云课堂方案始终着力于不断简化管理工作，以及更

环保省钱等细节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借助集中管理的模式，多间教室的锐捷云课堂服务器可以集群部署，使资源得以集中化、管理更简单、

运行更可靠。新的解决方案支持一键开启 60 台云课堂终端，免去逐台开启的麻烦与繁琐；2 分钟更新多间

教室的学生终端系统环境、让教学场景实现了快速更新与切换，保障了教学的灵活可靠；学生云终端一体

化设计可保证“0”故障率，免去终端维护的麻烦。所有这些技术创新使得学校相关的管理工作量下降了

90%，让原本忙碌的管理员也能坐下来喝上一杯咖啡。

    作为云课堂“进化”的最新版本，云课堂 3.0 也是“绿色教学”的优选，其综合耗能比 PC 节省近 85%，而

性能却毫不“打折”，一个教室内 60 台云终端可以流畅播放 1080P 视频、运行 200 多种教学软件，其性能

已经过多家学校实地检验，充分保障了教学体验的稳定优质。

醭昢㫧誼!夃酓羮忊昦麽過

    锐捷云课堂 3.0 问世之后，在一些学校率先进行使用，并获得极好的评价与反馈。例如沈阳市第四十三中学

不仅用云课堂进行主课教学，更将其作为示范课程在辽宁省教育工作会议上展示，为全省教育工作者示范如何用

云课堂上语文、物理课，得到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再比如武汉市第二十中学使用云课堂尝试上主课后，因为

云课堂体现出的高效和灵活性，其负责教学的陈主任特别表示：“以后主课教学应该轮流在云课堂教室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去年，教育部中央电化教育馆与锐捷网络正式签订云课堂相关战略合作协议，将在

中小学互动课堂教学实践、云课堂环境下的创新教学课题、中小学计算机教室标准、教师培训等方面展开全方位

深入合作。此外，中央电化教育馆拟定在其主办的“新媒体新技术教学应用研讨会暨全国中小学互动课堂教学实

践观摩活动”中，设立基于锐捷网络云课堂解决方案的创新奖，这无疑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国家对锐捷在云课

堂领域的创新和探索高度认可。

    通过创新的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云课堂 3.0 将桌面虚拟化技术和计算机教室完美结合，实现教学集中

化、管理智能化、维护简单化，不仅打开了百亿规模的市场空间，更重要的是，通过云课堂 3.0 教学管理软件，能

够实现主课教学创新，借助“云”环境下多种师生互动手段，激励学生学习，给师生带来一堂精彩生动的“云中”主

课，而这迈向“云中”的智慧教育，必将让新时代的学子们，成为云时代创新的最大获益者。

桭〓鉢䖢!惼嗴艁鳗壈鯫裶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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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无线AP首选
锐捷RG-AP520（DA）
应需而动

    对于场馆来讲，高密度的接入要求无线 AP 具备无线性能和无线信号的双重保障。RG-AP520（DA）采用内置

定向天线及双路双频设计，支持二条空间流技术，2.4G 提供最高 300Mbps 的接入速率，5G 提供最高 867Mbps

的接入速率，整机可提供 1.167Gbps 的接入速率，双频双流千兆性能保障单 AP 接入数量高达 256 个。

913/22bd恖梮褃蕚屟镾罝䎚

图 1：锐捷无线 AP 设备 RG-AP520（DA）

    场馆无线网络是当前 WLAN 应用的一个重点场景，如机场、车站、港口、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等。然而受限于

建筑布局、无线干扰、密集接入等诸多因素，这类场馆都有部署区域空旷、接入点偏高、接入数量大等共性问题。

针对这些难题，锐捷网络推出了专门面向场馆无线网络场景的新一代无线接入点 RG-AP520（DA）。此款产品充分

考虑场馆无线网络场景需求，在接入性能、信号强度、定向覆盖、集中管理、安全管控、安装部署等诸多方面具备

领先优势。

    单 AP 接入数量的提高有效解决了高密度用户接入需求。RG-AP520(DA) 还通过应用高增益定向天线满足了

场馆对信号强度的要求，同时有效减少了高密度部署 AP 的同频干扰问题。AP 最强的辐射方向是正前方，AP 的侧

面和背面，能量辐射较小，相对全向天线，可以有效降低对侧向和背向其他 AP 的干扰 ,特别适用于长距离覆盖

和定点区域覆盖。另外，软件干扰优化技术也进一步提升了用户的使用体验，用户在场馆内任意位置都能获得满

格无线信号，语音、视频或者浏览网页等任何业务使用都能尽享优质快捷无线传输。

常见全向天线部署示意 RG-AP520（DA）高增益定向天线部署示意

    由于通常场馆自身也在不断优化网络建设投入，AP 设备的预留接口、外扩配件也需要考虑在内，RG-AP520

(DA) 提供两个千兆电口和一个 USB接口，其中一个电口支持PoE供电模式，预留USB接口可灵活连接外扩配件，

场馆用户可以按需选购。用户可选挂架系统满足普通壁挂无法满足的覆盖，施工，调优困难的问题。

    在配置方面，RG-AP520(DA)支持胖（Fat）和瘦（Fit）两种工作模式，支持云 AC，硬 AC 管理 ,客户可根据自

身网络规模灵活选择，有利于将客户的 WLAN 网络由小型平滑升级到大型网络，很好地保护了用户投资，节省用

户成本。

瞝牆㯵鉣!䇗跤諎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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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G-AP520（DA）在广州白云机场实际应用过程中，成功实现了机场向旅客休息区的定向覆盖，有效降低了AP

之间的抗干扰能力，在终端无线吞吐性能不断攀升的当下，终端设备始终在保持极限性能的同时，保障低丢包率

和低延时。即使在用户并发 3650 人的高峰场景，手机终端丢包率依然保持在较低水平。 

    在实际测试过程中发现，RG-AP520(DA)无线 AP 的抗干扰能力较其他产品有显著提升。除此之外，与之配套

的行为审计、实名认证、客流分析可视化运维等相关服务也让机场管理人员受益良多，精准营销和数据分析所挖

掘的商业潜力价值巨大。

    综合来看，RG-AP520（DA）作为一款为场馆无线场景定制设计的产品，切实降低了场馆的投入成本，优化满

足场馆无线管理、数据挖掘、管理运维、安装实施等多种需求。利用业界领先技术优化上网体验，保障网络安全，

为普通用户提供高效优质的网络环境，可谓是“应需而动”的灵动设计。

呺㣻姉羮!墮䆭呝銊鉢䖢

    RG-AP520(DA) 支持 WEB、802.1X、MAC 地址、本地认证等多种用户准入认证方式供客户选择。不仅如此，

RG-AP520(DA) 全面支持锐捷网络 GSN（Global Security Network）全局安全网络解决方案。遵从标准的网络

访问控制体系，从用户的接入、授权、主机的合规到网络行为监控、网络攻击防治等多个层面，对网络准入进行了

严格的定义，并通过这种控制，实现了“入网即认证、入网即安全”的建设理念。

配合锐捷网络一体化网管系统 RG-SNC 以及 RG-WS 系列无线控制器，产品具备 WIDS( 无线

入侵检测 )、射频干扰定位、流氓 AP 的反制、防 ARP 欺骗、DHCP 安全保护等一系列无线安全

防护功能，从根本上为用户构建真正安全可靠的无线网络。

支持支持无感知，短信和二维码访客等多种高效便捷的认证方式。通过场馆普遍采用的短信

认证的方式，无线用户仅需首次输入账号和密码即可便捷接入网络，避免了开机后再次输入

账号密码的过程，让用户一次认证即可轻松上网。

呏瑪䅂悜!㪇椡㚪㛇

在无线安全

防护方面

在认证方式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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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现场

05
Application Site 

    “真没想到，机场的无线居然还挺好用的。”在乌泱泱的候机

大厅上，小王对旁边的老张说。" 是吗？两个月前我出差的时候，

还卡顿得不行，难道你人品爆发了？我也试一试！"

    这是 2016 年 2 月 3 日下午，在广州白云机场的一段对话。正

值春运高峰期，机场滞留旅客较多，接入机场无线网络的旅客并

发最高峰值达 7408 人，小王和老张就是其中的两个。

    老张也尝试接入了无线网络，真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广州白云机场

无线网络“升职记”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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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云机场的无线网络从 2009 年开始建设，一直都在寻求更好的服务状态。2009 年 12 月，白云机场正

式开通无线网络服务业务，首批 100 个无线热点投入使用，由网络运营商收取服务费。2011 年 7 月，实现旅

客通过手机拨打中国电信免费电话获取账号即可获得 2 小时免费体验服务。2011 年 12 月，新一期无线网络

项目启动，网络信号覆盖航站楼各区域，网络带宽升级为 100Mbps，并且对外全面免费。历经三次升级，由

于无线业务的发展需要，航站楼内无线运营商、部署方逐步增加，多家运营商和投资商各商家店铺等，都部

署了一套无线设备及管理平台，各方无线信号相互干扰，管理混乱。直到 2015 年 12 月，第四次无线网络升

级，才达到了目前的水平。

    由此可见，无线网络要想成功，并非加大热点投放、单纯拓展出口带宽这样的简单升级就可以完成，而

是需要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从航站楼勘测、网络架构设计、软件配套，进行全盘的设计和规划，让升级成

为能统管全局的 " 升职 "，才能获得最佳的用户体验。

    " 如果其他机场的无线也能像白云机场这样好用，也能缓解下滞留时的心情了。"小王和老张在登机之

前，这样感叹。

晹鄡#緣鎲#艊屒鍊

    可靠的网络硬件解决方案是基础，配套的软件部分则成为提升体验的关键因素。本次无线项目升级，

共新增部署一下 7 台服务器：MCP 精准营销服务器、TPA 取号机对接中间件服务器、取号机账号生成

Radius 服务器、Elog 日志管理服务器、RBIS 客流分析服务器、无线定位引擎服务器、RIIL 可视化运维服务

器。各服务器之间通过联动来实现本次无线项目的相关认证、客流分析、精准营销、实名审计及可视化运维

功能。

    也就是说，不仅用户能够更方便流畅地登陆使用，网络管理人员也可以更加直观方便地管理网络。具

体来说，通过 Boingo 认证网关、Boingo 认证云平台及无线设备三部分进行联动实现 Boingo 认证；通过

RBIS、MCP、定位引擎服务器及无线设备四个部分进行联动实现客流分析及精准营销；通过 MCP、Elog、EG

出口综合网关设备三个部分进行联动实现旅客上网行为实名审计；通过 RIIL 可视化运维平台来实现全网

设备的实时监控。其中，客流分析及精准营销对于航站楼内的商户价值巨大，可以根据系统数据，发现人流

特点，更有针对性的进行产品的摆放以及服务的更新，对未来发展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锐捷网络完整的无线解决方案，为白云机场带来了好口碑。但是，在此之前，这里的情况与全国大多数

机场类似，也是被旅客多次吐槽。

#㩻#呺撾墮㛇桽烏鉢䖢

    " 白云机场的无线网络现在真心做得不错了。" 见过了大世面的老张给了一个好评，在他走过的几十个机场

里，这次的体验可以说名列前茅。其实，从用户端的体验提升只是白云机场无线网络的可以感知的一部分，背后

则是网络从硬件、软件的全面升级。

    2015 年 12 月的这次升级，是由广东机场白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锐捷网络开展的。不仅对原有 Wi-Fi 信

号覆盖盲区及干扰严重的区域进行了详细勘察、清理了航站楼内部分杂乱的 Wi-Fi 信号，而且经过统一规划和

深化设计，部署了性能稳定的 Wi-Fi 热点，热点数也增加到 744 台，很好地解决了原有无线信号干扰严重、信号弱

覆盖等问题。同时，出口带宽采用双运营商出口，其中主线路为中国移动 1G 带宽出口，备用线路为共用中国电信

100M 园区网线路，采用浮动路由实现双联路冗余备份，即当主线路出现故障后，会自动切换到备用线路，起到一

定的线路容灾效果。

    升级方案核心采用 VSU 交换机虚拟化技术，实现核心设备冗余，此外，核心层及汇聚层均使用聚合口双上

联，实现线路带宽叠加及联路冗余，最大限度保障关键核心设备的容灾能力。各大软件服务系统均部署于祥云服

务器机房，充分利用现有服务器资源，同时借助祥云虚拟化技术实现服务器级硬件冗余。

醭酽鞶艊晹鄡鈫酖鑨謚

    最初的惊喜是从登陆页开始的，不仅登陆界面清新亲切，而且设置非常简单。老张将微信、短信以及取号机

认证三种方式都尝试了一下，体验都一致好，忍不住截图在朋友圈炫耀。在接入网络后，并没有出现僵尸的状态，

浏览页面体验非常流畅。

菋頌酽鲻艊梽鯫晹鄡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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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化有时是把双刃剑，如果处理不当，电脑网络等信息化

设备反而会成为一种 " 拖累 "，让管理者疲于应对各种宕机、故

障，分散宝贵的精力。因此在互联网 + 对各行业业务流程的再造

中，脱繁入简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据了解，嘉兴当湖高级中学是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学校的

办学理念、办学目标、培养目标与办学特点独具特色，曾荣获省级

特色示范学校的荣誉称号，并在 " 文化立校 "上通过精神文化、

制度文化、物质文化、文学教育、学科教学六大方面逐步形成和积

淀了丰富的校园精神文化内涵。

    作为当地信息化发展较早的省级窗口学校，嘉兴当湖中学共

有 188 名优秀教师和 40 多间多媒体教室，一直保持着广阔、敏锐

的现代化教育视野，也始终致力于通过全面利用多媒体资源，来

丰富教学资源、简化授课流程、提升办公效率。但是随着信息多元

化教学需求不断提高，传统的校园 IT 架构不仅难以满足师生的

现代化教学及办公需求，其维护工作更变得日益繁重。这项工作

的主要负责人沈老师除了日常信息课教学业务外，还需要维护含

图书馆用机在内的 200 多台电脑，工作压力很大，而且很多是繁

杂重复的工作。例如学校多媒体教室中的电脑经常中毒导致系统

崩溃，还原卡也不能有效保护，只能由沈老师每一台杀毒后重新

安装系统，可没过几天又会出现类似的故障；再比如学校教学信

息化开展较早，每学期都会有新的教学应用更新，而以前这项工

作都需要跑到一间间教室手工安装完成。

斊叧窩駡
䇏飨恔糴躐#逫#

    面对学校苦恼的这些问题，锐捷网络与当湖中学进行了全

面梳理，并提出了一整套最具针对性的云办公解决方案，为当

湖中学迎来了极简办公的全新天地。

    新方案通过给每名老师在办公室配备办公云终端

RG-Rain200s，并 在 多 媒 体 教 室 中 部 署 云 堂 终 端

RG-Rain100sV2 等设备，使得原有的设备更新为免维护的 "云

电脑 "，不但系统再不会中毒，即使硬件损坏也可立即更换终

端。借助集中部署在学校中心机的 2 台 RG-RCD6000-main 和

2 台 RG-RCD6000-Office，可以提供全校 220 台老师办公和

多媒体云桌面。云办公解决方案通过桌面虚拟化技术将办公桌

面运行，管理和运维都集中在服务器端运行，彻底实现了办公

设备的部署集中化、管理智能化、维护简单化、大大节省了工作

量，实现了管理负担最小化，像更新教学应用更是变得简单轻

松，云主机后台一次性执行更新，全校老师都可同时受益。

    在性能上，新方案对于教学外设和常用的多媒体教学课

件兼容性很好，基本没有延迟和体验性问题，很多老师都反映

云电脑打开课件的速度比以前的整机电脑要快不少。

鲑窩駡艊靧#誖#躐銊

嘉兴当湖中学迈入

教学办公“简”时代

    " 云办公大大简化了日常管理工作，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更有价值的教学业务中 "。嘉兴当湖中

学信息课沈老师一句看似平常的评价，却是对现代教育办公的一个重要启示。去除繁杂，迈入教学办公 " 简 " 时

代，或许正成为云时代教育行业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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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简的办公管理，并不意味着教学上的枯燥单一，事实上，云

办公平台为学校教育带来了更多的可能与精彩。利用云办公模式，

教师不仅可以随时随地登陆个人桌面，实现校内漫游，还可以拥有

个性化的 "个人教学工作室 "，即使是从备课环境转换到多媒体教

学环境时，也可以不变换桌面，除了 "桌面文件、我的文档、收藏

夹、软件配置 " 等个人文件会自动保存，教师的个人数据盘也可以

自动挂载、永久保留在云端，实现全方位的移动办公。而传统 PC 端

"人机不能分离 "，资料要靠 U 盘储存和移动的时代已经彻底成为

过去。

    快速更新的互联网是教学资源丰富多元的保障，由锐捷网络

提供的教学软件 RG-CLassManagerSunny，提供可选的智能备课

工具和海量教学资源。数万种不断更新、精心制作的备课元素可以

让课堂更生动、更富吸引力，3D 的模拟实验组件能够为师生提供

多样化的教学场景，此外，针对教学管理，还有数十万份来自多所

名校的教学案例供教学参考。在教学管理细节上，也贴心地设计了

" 在线留作业 "，" 错题本 " 等功能，方便老师进行课后管理。

    共享和沟通是互联网的核心精神，也是教师间相互切磋不断

提升的重要途径，对于一直靠 QQ 群进行信息传递和共享的当湖教

师来说，云教学管理软件中的组内分享功能不仅让他们又多了一个

新的分享途径，还大大提升了信息共享速度，提高了备课效率。同

时，这一系统还将学校优质的教学资源进行分类保存，实现了教育

云数据的沉淀。

    在提及使用锐捷云课堂解决方案的感受时，当湖中学高一语

文组的钱老师谈到：”使用了云办公电脑后，我可以更好地专注于

教学，特别是能充分借鉴、利用互联网化的资源与工具，更好地发

挥我对教学的理解。云课堂已经让我上了几堂此前从未有过的精

彩课程！" 或许，这就是对锐捷云课堂最中肯的评价。

#誖#窩駡婩蕓
跣屟誼斊叧昦鉢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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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捷网络助力重庆地铁

建设“世界最快轨道Wi-Fi”

    近日，2016 轨道交通无线网络大会在重庆举行。刚刚建成的重庆轨道交通 1号线 Wi-Fi 系统，已经成为目

前世界上最快速的轨道 Wi-Fi。作为该无线网络系统的承建者，锐捷网络在会上全面展示了打造这一“世界之最”

的地铁移动互联网系统（MMIS）解决方案特点，并从密集接入、高并发、换线漫游等技术层面，与参会嘉宾分享了

提升乘客上网体验、打造高速地铁 Wi-Fi 的实践经验。

    据了解，重庆是我国西部第一个开通运营轨道 Wi-Fi 的城市，而本次会议选址于重庆，不仅因为这里是国内

最早建设和运营 Wi-Fi 网络生态圈的城市之一，更重要的是，自今年 4 月初重庆轨道交通 1号线免费 Wi-Fi 实现

全面覆盖以来，乘客在站台、站厅、列车车厢都可以畅享无线冲浪体验，而锐捷网络在重庆轨道 Wi-Fi 建设中可

谓功不可没，通过列车和站台站厅全场景高性能的 Wi-Fi网络覆盖，保障了乘客随时随地获取网络资源，看电影、

刷微信、逛淘宝再也不用担心流量了；而满足如此高并发场景最重要的就是每列车平均动态带宽可高达

600Mbps 以上，每个车站至少保证 1GB 的带宽，如此高带宽、高并发、高安全成就了重庆轨道 Wi-Fi 世界速度最

快；同时，锐捷网络量身打造的车地无线系统，攻克了动态传输、高速切换、空口干扰、复杂环境等技术难关，在

站台、通道、列车内为乘客提供无缝漫游，可满足早晚高峰时期乘客接入、性能远超 3G/4G 网络。

    作为重庆地铁 Wi-Fi 解决方案供应商，锐捷网络轨道交通行业总监朱剑在大会上表示：“轨道交通，是考验

Wi-Fi 用户体验优劣最重要场景之一。由于整套移动互联网系统是建立在地下轨道环境中的，而在这个相对封闭

且快速移动的场景中，用户不仅需要面对建设部署的难题，更要解决 Wi-Fi 并发接入规模、带宽瓶颈、信号切换、

运维监控等技术问题，而这些是用户体验优化的关键因素。”同时，他结合重庆地铁、上海地铁的具体案例，全面

介绍了锐捷网络 MMIS 解决方案对这些“痛点”的“解题”步骤。

    与场景亲密接触，做方案创新专家，锐捷网络扎根行业，深入场景，关注用户体验，通过研发高性能的产品和

专利的技术，提升了乘客在轨道交通的场景下进站、上车、乘车、下车、离站的全方位上网体验，并且极致的运营平

台还可以支撑百万用户级超高并发接入与大规模无线接入网的管理，从而刷新了轨道交通 Wi-Fi 环境的新标杆，

为移动互联大潮下的“智慧城市”生活，带来了最佳的用户体验。

    根据 IDC 的数据统计，锐捷网络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级无线市场的实际领导者，在轨道交通细分行业中，

经占据第一的位置 ,并为上海地铁、重庆轨道、武汉地铁、广州地铁、长沙地铁、昆明地铁、青岛地铁 WLAN 新建以

及深圳地铁改造量身定制了优质车地无线通信系统。锐捷网络以 MMIS 这一代表性的解决方案，充分利用第五代

802.11ac 技术革新，通过“因地制宜”的场景创新设计，成功编织了未来城市轨道信息化网络的蓝图。未来，锐捷

将与用户进一步探讨轨道 Wi-Fi 的发展创新之路，并将无线技术应用与移动互联网生态的融合推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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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云计算是多媒体终端教学现代化的主流方向，也是推动高校教育现

代化的关键步骤。日前，锐捷网络根据湖南工大的多媒体教学现状，为其量身打造了一个智能稳定、安全高效的云

课堂多媒体教室解决方案，让湖南工大的相关教学与管理轻松“入云”，实现体验的巨大腾飞。 

    湖南工大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对于教育信息化建设一直不遗余力，学校的多媒体教室从 2009 年的 150 多

间，激增到如今的近 300 间，发展十分迅速，而且每间教室均采取远程网络视频监控模式建设。但是，随着多媒

体教室数量不断增多，分布范围不断扩大，维护难度随之增加；不同时期的电脑等设备，也面临着性能老化、维

护成本过高的问题；而且教学场景单一，难以满足不同学科、课程教学的个性化需求。

    湖南工大电教中心张主任提到，在保障教学正常运行，探索为教师和学生营造更好教学环境的道路上，学校

做了很多实践与探索，发现多媒体教学设备 70% 的故障来自于计算机，在探索如何去 PC 化的问题上，尝试了很

多优化方案，但效果均不太理想。学校迫切希望建设一个操作更便捷、性能更稳定、可靠，维护成本更低，能够满

足教师个性化教学场景的一体化多媒体教学平台。

㫝411䄄侸剓鉢斊咇䯖
恖梮桖昦獻鮪宍ǹ

    针对湖南工大的多媒体教学需求，锐捷网络以云课堂解决方案为基础，提出了一整套符合客户需求的云课

堂多媒体教室解决方案。

    锐捷云课堂多媒体教室解决方案由桌面虚拟化服务器、云终端以及教学管理软件组成。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用“瘦”客户端为原有的臃肿系统“减肥”，进而获得了体验上的巨大提升。

鞲＃鑶￥勢＃膗￥
鲑㜄⊕夃棾跣屟誼㓦噴昷橉

    首先，在故障应对方面，云课堂瘦客户

端采用嵌入式操作系统，摒除了风扇和接

插件这些易损易坏的组件，从本质上杜绝了

类似硬件故障的发生，PC/ 终端的故障次

数由每月的 300 降为 0。而且，与传统多媒

体教室配置的胖客户端 PC 需要准备大量

PC 备件不同，云课堂瘦客户端完美瘦身，

只需准备 1-2 台云终端即可，彻底终结了

“更新速度赶不上淘汰速度”、“费时、费力、

费工钱”的“胖终端”时代。

    其次，在教学体验方面，云课堂瘦客户

端借助当下最先进的云计算技术，可以实

现一键安装，轻松提升工作效率；同时运

用多级 IO Cache 技术，可以依据数据热度

智能选择存储介质，保障关键应用的运行

效率，也就是说，用户常用的软件应用需求

会智能获得更好的响应，即使金蝶、用友这

样的大型软件也可以流畅运行，大大优化了

教学体验。再加上云课堂采用了计算和存

储分离技术，完美解决了系统瘫痪引起的

数据丢失等问题，其多操作系统可随意切

换，教学场景丰富，个性化需求得以满足。

謾漛䒫魯

多媒体教学“入云记”
—— 锐捷助力湖南工大打造完美多媒体教学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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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多媒体教室教学，只能对宕机做简单的保护，而为了保障教学业务更好地稳定运行，锐捷提出了独有

的云多媒体方案三级系统保障机制。

    目前，湖南工业大学的所有多媒体教室均采用了锐捷云课堂多媒体教室解决方案，云课堂瘦终端现已完成

十多个院系的成功部署，为近 4 万名师生提供了高效、完善、个性化的多媒体云平台服务。

    湖南工业大学电教中心张主任如是说：“使用多媒体方案后，多媒体故障大幅减少，而且云桌面非常稳定，

维护工作量大大降低。相比别的产品锐捷多媒体方案不用管理账户，老师可直接登入，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

    湖南工业大学成功“上演”的这场多媒体教学“入云记”，相信一定会给更多类似学校带来积极的借鉴意义。

鞲＃酽㳛￥勢＃醑㳛￥
袊呯呏瑪忴曧薴㭠絔

    一是通过数据中心部署的 6

台云课堂 RCD6000-Office 高性

能运算主机组成集群，为全校所有

的多媒体教学提供了第一重保障，

任何一台服务器宕机都不会影响

授课；

    二是该系统在公共教学主楼

中部署了 2 台云主机组成异地容

灾集群，在数据中心出现故障的时

候，系统会自动切换到教学主楼的

服务器集群中，避免了数据集中带

来单点故障风险，此为第二重教学

保障。

    三是针对极端情况，即全校网

络整体瘫痪的情况下，云课堂将提

供离线模式，老师可以使用 U 盘插

入云终端拷贝课件，通过终端内嵌

的 WPS 和视频播放工具打开课件，

教学依然不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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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捷网络极致体验
网络献礼西安交大120年校庆

    已走过 120 年风雨历程的西安交通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也是我国最早兴办的高等学府之一。

今年 4 月，西安交大迎来了建校 120 周年校庆，锐捷网络用极致体验的网络建设，为西安交大在网络信息时代的

新征程助力加油。

    回顾过去 4 个月对锐捷网络系列产品的真实环境测试过程，西安交大的老师流露出满意的笑容：“锐捷的

产品是我见过业界性能最高的，像我们学校的这种规模，也只能用锐捷才能保证后期的用户体验。”
    针对西安交大面临的难题，锐捷网络在与校方不断交流探讨后，最终开出了“药方”，集合了锐捷近年来多款

创新“明星产品”。包括业界最高 ARP 表项的认证核心设备 RG-N18010 交换机，RG-MSC 流量计费卡，

RG-RSR-7716-X 核心路由器以及 IT 运维产品 RIIL 等。

锐捷网络，以极致的网络体验献礼西安交大 120 年校庆。

·RG-N18010 业界最高 ARP 表项

锐捷认证核心设备 RG-N18010，单设备 ARP 表项为 170K，完全满足西安交通大学 15 万终端环境使用，再也不用

担心无线长时间占用 ARP 表项资源，导致用户体验差的问题。

·流量计费网关灵活拓展，满足高性能并发

RG-MSC 流量计费卡，单卡 3 万并发性能，轻松保证西安交通大学全网有线无线用户并发要求；整机 8 个业务槽，

灵活拓展认证板卡数量，从而保证未来 3－5 年的使用要求。

·NAT 板卡负载均衡，轻松保障用户体验

RG-RSR-7716-X 单业务卡支持 200 万流表，按照每用户 150 条流计算，单卡能够满足 13000 用户并发；多块业

务卡之间能够实现负载均衡，快速稳定提高 NAT 性能，同时无需改变出口网络链接结构，保障用户的极速互联网

体验。

·RIIL 让信息化成果“看得见”

RIIL 机房管理组件和业务管理组件，将 IT 基础架构及相关应用有效量化，并映射到它们支持的应用业务上，直

观反映 IT 基础设施的动态变化对校园应用造成的影响，不仅帮助管理者实现 IT 的精细化管理，掌控全局，更能

够准确衡量 IT 对学校业务的价值贡献，让信息化建设成果真正能“看得见”，进而有力保障校园网络的健康、稳

定运行。

    作为首批进入国家“211”和“985”重点建设的学校，西安交大多年来在信息化建设方面不懈努力，目前学校

全网师生用户规模已达 42000 人左右，并完成了有线、无线网络的全面覆盖。然而，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学校却面

临了进退两难的处境：在不向学生开放无线网络的情况下，高峰并发都在 1万左右；如果面向学生开放，按照限

制 3 个终端来计算，得有能够支撑 15 万终端在线的设备。

    理工类学校的老师对信息的服务要求也是超前的。虽然，目前的上联带宽足够，但是中间部署了一台盒式的

万兆防火墙，满足不了使用需求，网络流畅性受到了影响。老师们不是反馈连接慢，就是说无法访问互联网。

    网络体验如何保障，信息化成果如何体现，是西安交大亟待解决的问题。锐捷是如何做到的呢？

㫓詛䯤叧樍惡峗誼婠㛄㫚棾慙徔

鞔俍䯤暺曐鲲閔邁攝椥靪鉢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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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营销的网关
建不成好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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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国内知名调研机构计世资讯发布了《2015-2016 年中国园区网认证解

决方案市场研究报告》。报告显示，锐捷网络在中国园区网认证解决方案市场占有

率达到 39.4% 中，连续两年排名第一。经过十多年的持续创新，锐捷网络“极简网

络认证解决方案”不仅解决了传统认证方式对园区网络中用户数据包繁琐处理造

成的网络传输瓶颈，更通过其开放兼容、精细化运营等诸多特点，为用户提供极致

网络体验，并由此奠定了市场领先地位。

    近年来，由移动终端主导的园区网新时代已经来临。如何为用户提供媲美有

线网络的高品质无线网、如何高效管理网络、如何平衡自行建设及与运营商合作

的利弊，这一系列需求都对以高校为代表的园区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为

此，锐捷网络聚焦这一关键应用场景，依托业内领先的极简网络解决方案及成熟

的高校网络建设和管理经验，将始于 2002 年的锐捷网络校园网认证方案迭代更

新、持续创新，并最终形成了“极简网络认证解决方案”。

    相比业内单一的解决方案，锐捷网络的认证方案基于“网络用户为本、尊重场

景”的理念设计，可依据园区网不同的用户属性、不同的管理方式以及不同的技术

应用场景，提供有针对性的高可用认证技术和方案。例如：针对办公区的教师和

行政人员，认证采用 Portal 设计，满足了学校核心业务部门简单易用和高可靠的

要求；针对宿舍区的学生用户，认证系统可以采用 802.1x/ 防私接设计，满足了

终端数量庞大和网络管控的要求；针对家属区及教师，系统还能采用 PPPoE 认证，

满足了教师及家属自购无线路由器之后娱乐生活的需要；针对当前流行的无线网

络，认证可以采用 Portal 技术，完全无需安装任何客户端软件，可以兼容种类多

样的移动终端设备。

    从市场需求方面上看，锐捷网络极简认证平台的高性能、高可靠、开放性、兼

容性、灵活性都能够为用户带来不一样的体验，独到的 Web 降噪技术将认证页面

弹出时间从数秒降为毫秒级，超过 1000 终端每秒的上线速度可以让数万人分分

钟连入网络，全冗余架构、十余种高可靠技术让维护人员彻底无忧，全面兼容思

科、H3C、华为、中兴、Juniper 等多厂商的交换机和 无线 AC/AP 设备，可以很好

的保护用户已有投资，并由此吸引了更多高校和园区网用户。如今，锐捷极简网络

认证平台已经在超过 800 家高校客户中部署 ,承载着 1000 万名师生用户，并且，

根据用户需求的不同灵活采用不同的认证计费方式。例如：采用 Portal 认证，兼

容原来有线无线设备的有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四川大学、上

海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等；采用 802.1x 认证，兼容原来有线设备的的有福州大

学、南京师范、广州中医药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宁夏医科大学、宁夏大学等等；采

用 LDAP 认证方式的中山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山东建筑大学等。

    作为新科技应用的前沿阵地，国内一些高校开始了建设智慧校园的构想，并

积极进行尝试。而在通过“互联网 +”思维打造智慧校园的规划中，锐捷网络“极简

网络认证解决方案”必能通过“场景创新”的理念，继续领跑中国园区网认证解决

方案市场。

锐捷“极简网络认证方案”
领跑园区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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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捷网络“云课堂”蝉联

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 

进入主课打开新一轮上升空间

    日前，国内知名第三方调研机构计世资讯（CCW Research）发布了《2015 年 -2016 年中国云课堂（虚拟化

计算机教室）解决方案市场研究报告》，对当前教育行业虚拟化桌面市场进行了深入剖析。报告显示，锐捷网络

云课堂在 2015 年中国虚拟化计算机教室解决方案市场中份额为 77.1%，连续两年位列厂商排名第一。截至目

前，锐捷云课堂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规模化应用，共有 3000 多所学校，6000 余间云课堂教室和 250000 余

台云终端采用了相关解决方案，其体验效果也广受学校师生好评，已成为该领域当之无愧的领军者，随着云课

堂 3.0 成功进入主课教学，无疑将进一步巩固锐捷网络的优势地位。

    随着虚拟化技术的兴起以及市场需求剧增，近些年国内也涌现出了不少桌面虚拟化厂商，不过这些厂商

不论在产品成熟度还是市场份额上，均无法和锐捷云课堂相提并论。日渐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体现出国内的教

育行业正在成为桌面虚拟化市场的主力军。动态可伸缩的虚拟化资源架构大规模进入校园，不仅可以帮助现

代教育工作者轻松应对教学场景需求变化，大幅节约建设和维护时间成本，更重要的一点是与“学科教学”的

整合，而这正是教育信息化产品最难逾越的关卡。

    在传统的 PC 时代，电脑本应是教育教学的工具，但很多老师却常常调侃自己成为了“奴隶”，天天都要小

心翼翼地“伺候”它们，以避免出现故障和宕机，造成“罢工”。为此，在教育信息化领域已经耕耘多年的锐捷网

络，运用“场景创新”的变革之力，在昆明一所学校里面研发出云课堂 1.0，通过虚拟化技术将计算机机房运维

管理效率提升了40 倍，并且降低 80% 的能耗，让计算机教室的管理人员彻底“解放”出来。在初步斩获市场之

后，锐捷网络的研发人员拜访了多位国内知名教育专家，并结合“一千多节课”的听课体验，提出了云课堂 2.0

的解决之道——用荣誉、目标、互动和惊喜作为关键词，最终打造出一堂学生积极互动、充满活力的信息技术

课。随着云课堂 3.0 的到来，“迈入主课”促使锐捷云课堂进一步成为虚拟化桌面行业中的真正“爆品”。

    多年来，在“语数外、理化生”等主课教学上，虚拟化或是云计算技术都未找到发挥其应有的价值空间。与

之前对计算机教室的变革不同，“主课”创新是桌面虚拟技术从未开拓过的领域。为此，锐捷网络提出了新的研

发理念——用户参与、精益设计，使用户参与到产品设计的关键环节。新一代云课堂的整个研发设计过程都放

在主课现场，快速出原型，第一时间让用户试用，以便进行快速的修改和迭代。最终，云课堂 3.0问世，通过“调

优教学、分层教学、翻转课堂、激励互动”等全新功能，真正让师生回归课堂的本质，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

进而获得最佳的教育成绩和教学体验。

    未来，随着虚拟化桌面技术的不断成熟， 用户对云课堂的要求也必将不断提升。在这一背景下，锐捷云课

堂所倡导的用户参与式设计将发挥更重要的意义，而从“重新定义计算机教室”到“主课进云课堂”，锐捷花费

多年时间去积累的场景实践经验，也必将成为其保持行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壁垒。

News Express

新闻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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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开年，锐捷网络喜获“开门红”， Q1 订单

销售额同比增长 57%，并且在多个重点行业市场取

得突破性进展，斩获大单。这一成绩的取得，与锐捷

网络近年来坚持围绕用户“痛点”做“爆品”的战略

布局息息相关，同也映射出“场景创新”与国内“互

联网 +”浪潮相结合所带来的丰厚受益。

＃鯫杛攝昦￥嗴呺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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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以“新一代网络，改变已经开始”为主题

的“2016 中国 SDN/NFV 大会”上，全球 SDN 测试认

证中心为锐捷网络现场颁发 OpenFlow v1.3 认证

证书，RG-S6220-48XS6QXS-H 数据中心与云计算

万兆交换机全面通过了 OpenFlow v1.3 一致性认

证测试，领先实力再获认可。

䀟懴鲮懙梽畝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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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9 日，由中央电化教育馆主办的“2016 年

新媒体新技术教学应用研讨会暨第九届全国中小

学创新（互动）课堂教学实践观摩活动”在福州拉开

帷幕，各级领导以及全国教育信息化专家齐聚一

堂，共同探索云时代的教育创新，共谋教育信息化

推进方略。在以“互联网 + 教育”为大背景的会议现

场，锐捷网络用极致的 Wi-Fi 体验，为 2000 多位参

会者提供了优质的无线服务。

3127妘昦剓鉢昦恖梮斊叧
姉羮蔠㚮＝婩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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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电信公布的 2016 年集采名单中，锐捷

网络共有 4 款路由器、12 款交换机入围。中国电信

本次集采的交换机、路由器产品主要应用在政企

ICT、政企专线、网管等系统中，其中，政企 ICT 的需

求占最大比例。

䀟懴㫪醁駱縶跤蹺翄惡鲮懙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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