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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锐捷网络关于锐捷网络

锐捷网络
中国数据通信解决方案领导品牌

锐捷网络
关 于

成立于 2000 年，40 个分支机构，4000 余名员工，2500 多家合作

伙伴 

中国企业级 WLAN 市场占有率排名第 1
（数据来源：IDC 2015 年 9 月）

中国园区网认证解决方案市场排名第 1

中国虚拟化计算机教室解决方案市场排名第 1
（数据来源：计世资讯 ）

5 个研发中心，8 条产品线（交换、路由、无线、出口网关、安全、

应用系统、IT 管理、云产品 ), 260 余款产品

发明专利拥有量居全国企业第 22 位，在网络通讯领域位列前三甲

唯一入选国家首批“创新型企业”的数据通信公司

政府

公共安全

电力

能源

商贸地产酒店

教育

金融

制造
运营商

医疗卫生

交通

场馆园区

互联网

与“场景”亲密接触

               做方案“创新”专家



覆盖全国 我们在每一位客户身边

40 个分支机构

5 个研发中心

2500 多家合作伙伴遍布全国

运营中心 研发中心            分支机构

卓越品质 专业服务
锐捷网络“专业、快捷、增值”的服务团队遍布全国，确保随时随地为客户提供原厂商级定制化服务，超越客户

满意。现在，“锐捷服务”已经成为锐捷的一面旗帜，在业内赢得了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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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属服务支持中心

备件库和维修中心

53个

38个

认证服务机构100多家

服务满意度超过 98%

专业的人才管理和能力储备

规范的服务流程

严格有效的服务质量管理体系

基于业务的
网络技术咨询服务

网络规划服务

无线地勘服务

定制化培训服务

硬件安装服务

工程实施服务

原厂驻场服务

关键时刻值守服务

现场备件服务

金牌维保服务

标准保修服务

搬迁服务

网络健康巡检服务

准备 规划 设计 实施 运营 优化

网络优化服务

WLAN优化服务

大客户定制化服务



2002
最早跟踪IEEE802.1X技

术，率先在业内推出完

整成熟的园区网安全运

营解决方案——SAM

2006
全球首发十万兆平台交换

机RG-S8600、

RG-S9600，

推出RSR系列高端路由器

2008
推出国内第一块基于双绞

线传输的10GBase-T

万兆线卡

推出业内第一套将业务系

统与IT资源直接关联的、

高度可视化的综合运维管

理软件平台——RIIL

2010
推出万兆核心分布

式路由器RSR77 

系列

推出专为高速无线

应用环境设计的全

系列802.11n无线

产品

2014
推出彻底改变计算机

教室的革命性解决方

案——云课堂

发布业界独有的极简

网络园区网解决方案

2016
业界首创无线智能系

统WIS

推出业内首款IT管理

大数据决策分析系统

RIIL Insight、自动化

IT管理平台RIIL 

Emotion、移动协同

平台RIIL Joint

2012
全球首发搭载

X-sense“灵动”天

线的802.11ac 无线AP

新品RG-AP530

业内首创无线“智分”

解决方案

2004
推出业内第一套全局

安全解决方案—GSN

推出国内首款商用万

兆铜缆模块

10GBASE-CX4t

2005
推出业内第一款全面

支持IPv4/IPv6双栈交

换机RG-S3760

2009
推出业内第一套网络

出口解决方案

推出业内第一款可同

时支持802.1x、Web 

Portal的网络接入交换

机RG-S2600 2011
推出国内首个具备全

面云计算特性的数据

中心交换机产品家族

2015
推出业界接口密度最高的100G核

心交换机RG-N18018-X

推出国内首款企业级OpenStack

云管理平台JCOS及超融合云一体

机UDS

发布面向业务、灵活应变的

RG-RSR77-X系列高端路由器

推出业界首款高密度无线AP卫星

组合包RG-AP520-I(SR)

业界独创车载移动无线RG-MTFi

推出开放兼容的新一代认证计费管

理平台SAM+

2013
推出业界首个面向云

架构网络的Newton 

18000系列核心交换

机

业界首创无线“零漫

游”解决方案

2007
推出统一平台RGOS

推出高性能网络出口

引擎NPE

2003
推出业内第一台第二

代高密度万兆交换机

RG-S6800

2000
推出国内第一款

网 管 型 交 换 机

RG-S1924F

推出国内第一款

模 块 化 交 换 机

RG-S2800

创新脚步永不停歇

多年来，锐捷网络秉承“自主创新”的经营理念，将技术与应用充分融合，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个

又一个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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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源系列

实验管理系列

实验平台系列

CII-CTS
云教学领航平台

RG-RCMS实验室
机架控制和管理服务器

RG-NTC
拓扑连接器

CII-CTS实验资源组件 综合实训包

实验室产品系列

RG-CVM 1000
云虚拟实验平台

CII-WLAN
地勘教学工具包

RG-UAC 6000-X60 RG-UAC 6000-X20

RG-UAC 6000-E10

RG-WALL下一代防火墙

SSL VPN安全网关

RG-UAC统一上网行为管理与审计

RG-WG Web应用保护系统

RG-IDP入侵检测防御

RG-DBS数据库安全审计

RG-WALL 1600-X9300 RG-WALL 1600-X8500

RG-WALL 1600-M6600 RG-WALL 1600-M5100

RG-WALL 1600-S3600 RG-WALL 1600-S3100

RG-DBS 2000-A RG-DBS 1000-A

RG-WALL 1600-VX RG-WALL 1600-VE

RG-WALL 1600-VS RG-WALL 1600-VC

RG-WG 3000EM RG-WG 2000EM

RG-WG 1000EM

RG-IDP 3000E RG-IDP 2000E

RG-IDP 1000E

RG-OAS统一运维管理系统

RG-OAS 2000 RG-OAS 1000

RG-OAS 500

安全产品系列

RG-UAC 6000-E50 RG-UAC 6000-E20

RG-WALL 1600-E800 RG-WALL 1600-E600

RG-WALL 1600-E400 RG-WALL 1600-E200

RG-N18018-X RG-N18000系列

RG-S6000-E系列

RG-S6220系列

核心交换机

万兆TOR交换机

千兆TOR交换机

RG-S6000系列

RG-S12000系列

数据中心产品系列

RG-S6220-H系列

RG-M18000-MSC-ED

M8600-WS

核心交换机

RG-WALL 1600-B-E/DE

RG-WALL 1600-B-U M8600-NMM

RG-S5750-H系列

RG-S5750XS-L系列 RG-S5750-L系列

RG-S3760E系列

RG-S5750-E/P系列

RG-S5750-S系列 RG-S2910XS-E系列

RG-S2910-H系列

RG-S2600-E/P系列

RG-S2900G-E/P系列

RG-S5750-24SFP/8GT-S

多业务卡

汇聚交换机

接入交换机

RG-IS2700G系列

RG-IS2708M-4P

监控传输产品

RG-S2600G-I系列

RG-S2710G-P

RG-S1908+

RG-S8600系列 RG-S8600E系列

RG-S7808CRG-S7800E系列

交换机产品系列

RG-RSR7704

RG-RSR7716-X RG-RSR7708-X

RG-RSR-16M RG-RSR-08M

RG-RSR50E-80

RG-RSR30-44 RG-RSR30-X

RG-RSR50E-40

RG-RSR20-X-28 RG-RSR10-X-07

RG-RSR20-14F RG-RSR20-14E

RG-RSR20-04E RG-RSR10-02E

RG-RSR10-01G

RG-RSR820

RG-RSR810

核心路由器

汇聚路由器

接入路由器

移动路由器

RG-RSR50E-40

RG-RSR7716 RG-RSR7708

路由器产品系列

RG-N18000/S12000/S8600E/S8600系列

有线无线一体化交换机

无线管理系统

RG-WS6108

RG-WS6008

RG-WS6024

RG-WS6816 RG-WS6812

RG-SNC RG-MACC

RG-MCP RG-RBIS

RG-Cway

无线产品系列

智能无线接入点

室外系列 Wall AP系列

RG-AP530-I（S1/S2/S3） AP伴侣

RG-MCFi系列 RG-MTFi

RIIL-BMC
综合业务管理平台

RIIL-RMC
服务请求管理平台

RIIL-BEA
业务体验分析系统

RIIL-Insight
大数据决策分析系统

IT管理产品系列

RIIL-IPDM 
IP智能设备管理平台

RIIL-Joint
移动运维管理平台

零漫游系列智分系列

RG-AP320系列 RG-AP3220系列

RG-AP520系列 RG-AP530系列

RG-AP720系列RG-AP740系列

安全管理系列

运营管理系列

网络管理系列

IT管理产品系列

RG-SMP
安全管理平台

RG-IPC
身份策略管理中心

RG-ESS1000
易安全系统

RG-SA
安全代理

RG-SAM+
认证计费管理平台

RG-SAM
安全认证计费系统

RG-SNC
智能网络指挥官

RG-eLog
日志审计系统

认证计费产品系列

RG-SAM
运营商认证计费系统

RG-ePortal
网络访问门户系统

RG-ACE系列应用控制引擎

RG-EG系列业务保障网关

RG-ACE 3000E RG-ACE 2000E

RG-EG2000XE RG-EG2000UE

RG-EG2000GE RG-EG2000SE

RG-EG2000CE RG-EG2000K

RG-EG1000L RG-EG 1000M

应用交付产品系列

RG-PowerCache内容加速系统

RG-PowerCache X5E

RG-JCOS

RG-UDS2000系列

统一交付系统

云管理平台

RG-PowerCache X10E

RG-PowerAD应用交付系统

RG-PowerAD 9030 RG-PowerAD 9020

RG-PowerAD 9010 RG-PowerAD 9005

RG-PowerAD 9002

云计算产品系列 网关产品系列

云课堂产品系列

云课堂主机

云课堂终端

RG-RCD6000 V2 RG-RCD4500 V2

RG-RCD6000-MainRG-RCD3000 V2

RG-RCD6000-Office

RG-Rain200S

RG-Rain200 RG-Rain100S V2

云课堂教学管理软件

RG-ClassManager Rainbow

RG-Rain200C

RG-Rain100 V2

RG-ClassManager Sunny

RG-PowerAD 
9002

ETH1 ETH2 ETH3 ETH4 ETH5 ETH6 ETH7 ETH8 ETH9 ETH10

RG-PowerAD 
9005

ETH1 ETH2 ETH3 ETH4 ETH5 ETH6 ETH7 ETH8 ETH9 ETH10RG-PowerAD 
9010

ETH1 ETH2 ETH3 ETH4 ETH5 ETH6 ETH7 ETH8 ETH9 ETH10

RG-PowerAD 
9020

ETH1 ETH2 ETH3 ETH4 ETH5 ETH6 ETH7 ETH8 ETH9 ET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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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捷网络深耕运营商行业数年，目前已成为中国移动、中

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的主流供应商，并与广电、虚拟

运营商展开深入合作。

同时，锐捷网络致力于扎根行业、深入场景进行产品及方

案的设计和创新，凭借专注于数通领域十余年的行业经验，大

力支持运营商拓展政府、金融、教育、医疗、企业等行业 ICT

市场，为运营商拓展政企客户提供网络解决方案支撑，已成为

运营商政企信息化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

锐捷网络在运营商 锐捷网络在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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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捷网络
运营商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运营商
锐捷网络

在



唯一一家连续三次入围中国移动 WLAN 集采的厂商，

截至目前累计供货 AP 超过 40 万台；

自 2009 年，连续入围中国移动二层交换机、低端三层

交换机、低端路由器集采。截至目前，交换机累计供货

超过 10 万台，路由器累计供货超过 2 万台；

截至 2015 年底，锐捷网络已经同 23 个移动省公司展

开规模合作；

连续多年位列中国移动 WLAN 集采入围厂商后评估第

一名。

自 2012 年，连续入围电信集团中低端交换机和路由器集

采；

2015 年“爱 Wi-Fi”网关型 AP 集采入围品牌，综合排

名第一；

截至 2015 年底，锐捷网络已经同 22 个电信省公司展开

规模合作。

锐捷网络在运营商

11 12

锐捷网络在运营商

入围最新的 2012 年中国联通集团中低端交换机三个

标段的集采；

交换机路由器 WLAN 等产品入围重庆、云南、江苏

等多个省联通二级集采；

截至 2015 年底，锐捷网络已经同 23 个联通省公司

规模合作。

助力北京歌华有线云平台数据中心、福建广电推流城域

网、歌华 Mybeijing 无线城市、浙江华数商铺 Wi-Fi、

江苏有线夫子庙景区无线覆盖等项目建设，与多个省广

电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成功入围鹏博士集团 WLAN 集采名单、城域网交换机

集采名单、出口网关设备集采名单；

与中麦、巴士在线等多家虚拟运营商展开合作。

广电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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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投资高校宽带运营
· 高校智慧运营解决方案

· 无线宿舍网解决方案

· 集中防代理平台解决方案   

运营商投资行业信息化
· 无线城市解决方案

· 智慧景区解决方案   

· 车载 Wi-Fi 解决方案

· 银行网点来宾无线营销解决方案

· 教育城域网解决方案

· 商贸综合体无线营销解决方案

· 4G 专网解决方案     

· 无线办公网解决方案

运营商自建网
· 运营商城域网改造解决方案

· 商铺 Wi-Fi 解决方案

· 基于 SDN 的 VPN 专线解决方案

· 农村无线宽带（WLAN）解决方案

广电自建网
· 广电全媒体云计算数据中心网络解决方案

· 视频承载城域网解决方案

解决 方 案

13



目前，越来越多的校园网络建设采用运营商投资的模式，涉及其中的校方、运营商及上网用户均

有自己不同的需求。

传统合作模式是由运营商投资建设，学校设置认证计费系统，收费由学校进行，再向运营商分成，

但这损害了运营商的收益。

“对全网有控制、管理权；为上网用户提供更好的网络服务。”

“良好的上网体验；实惠的网费。”

“能够保有开户、收费业务；防止出现逃费现象；投资收益有保障；实现运营商和 
   校园业务的深度捆绑，提高用户粘性。”

· 使用校园网帐号统一认证

· 统一管理

· 校方主导运营，给运营商相应分成

· 运营商无法开户和收费，无法支持手机、宽带融合套餐

· 无法使用运营商的多种计费策略，运营商只作为出口管道

· 无法将用户的上网行为信息与手机信息进行关联，不能够开展精准的校园营销

· 新建校园网接入设备投入大、产出低

高校智慧运营解决方案

需求背景

运营商投资高校宽带运营

国内高校市场具有市场容量巨大、群体集中程度高、消费欲望强、信息交流速度快等特点。据统计，

截至 2015 年，全国高等学校达到 2845 所，其中普通高校有 2553 所，在校大学生人数达到 3700 万。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高校学生对有线无线网络的需求强烈，对运营商而言，高校市场拓展情

况直接关系到其家宽开户数、专线收入及手机开户数等 KPI 指标能否完成，是运营商必争之地。但运

营商投资高校市场正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高校学生手机、PAD 等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以及高清视频应用等高带宽互联网业务的快速发

展对高校无线网络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运营商传统的 WLAN 建设方式和集采产品远远无法满

足用户的上网体验要求；

大部分高校要求网络管理权自有，而运营商要求掌握运营权，高校和运营商不同的诉求给联合

运营带来了重重困难，很多高校由于管理运营权在学校，对账不透明导致运营商投资收益无法

达标，打击运营商投资高校的积极性；

高校学生有一定的技术功底，大量学生宿舍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一号多用现象普遍，严重影

响了运营商的收益，运营商解决代理问题迫在眉睫。

锐捷网络连续 10 年高校市场占用率第一，同时与运营商合作多年，深刻理解高校和运营商的需

求，基于高校场景开发定制化解决方案助力运营商投资高校宽带运营。截至 2016 年 5 月，锐捷网络

与运营商合作共建高校超过 500 所。

校方

上网
用户

运营商

模式

问题

在高校校园网中，运营商只能通过专线方式连接到校园网，作为校园内所有用户的互联

网出口，但校园网有独立的认证计费系统，运营商无法通过 AAA 系统直接实现固移融合业务。

锐捷网络专为运营商开发的运营商版 SAM 可以与运营商 AAA 系统关联，实现校园网用户

的固移融合套餐。同时，锐捷网络高校智慧运营解决方案可实现多种丰富的套餐、灵活的计

费策略等。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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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锐捷网络高校智慧运营解决方案通过在运营商侧部署运营商版 SAM，实现和校园网侧认证计费系统校园版 SAM 的对接，

完成学生校园帐号和运营商帐号的绑定。学生使用校园帐号经过运营商版 SAM 转换后直接上运营商 AAA 认证，可实现运营

商帐号和校园账号的融合，同时运营商可将运营商帐号和手机账号捆绑实现固移融合套餐。BRAC 方案无需运营商开放 AAA

系统（认证授权计费系统），即可实现智慧运营管理，大大降低了智慧运营解决方案的部署难度。

山东建筑大学位于山东省济南市，是首批山东特色名校工程单位，师生近 2 万

人。山东建筑大学校园网最初由济南移动采用小区宽带模式建设，认证方式采用

PPPoE，由于无法进行代理共享限制，宽带开户率仅有 10%，运营效果不理想。采

用锐捷网络智慧运营解决方案 SAM 客户端防代理部署后，上线当月开户率提升至

41%，运营效果满意。

锐捷网络智慧运营解决方案在山东建筑大学成功应用之后，济南移动复制此方

案到山东科技大学等高校， 用户数突破 10 万，成功推动“由点到面”的校园运营，

收益增长的同时实现投资摊薄。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济南移动 实现八所高校“智慧运营”

· 存放运营商用户信息

· 为 BRAC 拨号提供 PPPoE 拨号的必要信息，并为 BRAC

  存储每次拨号的信息

· 运营商管理者管理自己权限内的学校、自己的用户和信息

通过运营商版 SAM 实现运营商 AAA 平滑对

接，实现校园账号和运营商帐号的无缝转换

通过 BRAC 实现校园认证方式到 BRAS 认证

方式的平滑转换

· 支持各种协议 : 运营商版SAM的 RADIUS协议，TCP协议， 

  PPPoE 协议，IP 以及 MAC 数据流

· 运营商用户带宽控制

· 解决 QinQ，DNS 代理问题

· 实现学校管理权和运营商运营权分离 · 提供“宽带 + 手机”的融合套餐

促共赢

运营商版 SAM（Security Accouting Management） BRAC（Broadband Remote Access Concentrator）

享互利

解决方案

成功案例

学生手机用户占有率从 30% 跃升到 87%

方案价值

· 防私接、本地号段限定
· 提高运营商开户数

· 平滑对接，无需运营商 AAA 系统改造，
  无需大量接入设备投入

增收益 易改造 2012 2013 2014 

规模复制 

山东建筑大学�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山东交通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业�业技�学院�

山东��技�学院�

山东英才学院�

山东科技大学�

•  锐捷网络智慧运营解决方案在山东建筑大学 
    成功应用之后，济南移动复制此方案到山东 
    科技大学等八所高校， 用户数突破10万， 
    成功推动“由点到面”的校园运营，收益增长 
    的同时实现投资摊薄。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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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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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C

PPPoE认证

认证
认证

一套软件上线后当月

宽带开户率 宽带开户数 月收入

62万

15万203310%

41%
8105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智能终端的普及，

高校校园网建设越来越重视无线业务的体验，如何

抓住高校无线网络建设的契机，抢占校园网用户资

源，成为摆在运营商面前的新难题。 

作为中国校园网解决方案的领导品牌，锐捷网

络通过创新的“智分 +”解决方案，实现了宿舍网

场景下，足以媲美有线的无线接入体验，为运营商

抢占校园用户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

当前，几乎所有高校在建设校园网时都会要求运营商提供无线接入方式，无线校园网建设涉及到宿舍、教室、操场等

场所，其中宿舍网作为用户体验要求最高的场景，对无线产品及解决方案的需求也更加严苛。

AP 数量多却无法解决房间内信号差的问题；

走廊信号干扰很大，用户几乎无法使用。

总结：放装模式不适合学生宿舍场景的部署

场景特点

· 房间密集

· 钢筋混凝土墙，墙壁厚，防盗门，走廊无窗设计

· 移动终端流量逐步赶超 PC 流量

实施维护难度大：需要大量功分器、耦合器、馈线等配件；

性能低：每个 AP 性能最大只有 150Mbps；

距离较远房间 STA 互不可见，隐藏节点问题严重。

总结：可用，但性能低、实施难，故障点多

移动校园建设成为高校信息化建设重要内容

宿舍网无线需求

有线网络时代，我们说“用户数”

移动网络时代，我们说“终端数”

无线宿舍网解决方案

需求背景

学生入学三件套 传统放装模式 传统室分模式

解决方案

20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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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务
需
求

单终端 兆独享带宽
单房间

超高并发

建
设
需
求

架构先进，系统容量大，

施工灵活，新布线 利旧

融合组网，无线为主，

精简地勘，

超高性能

单用户 个终端
单房间

移动
科研

移动
服 务

移动
教 学

移动
管 理

布署问题

· 传统楼道放装部署，信号衰减严重，网络不可用

· 室分实施复杂，性能低，无法满足性能需求

· 终端由 2.4GHz 向 5GHz 迁移，单频部署无法满足需求

，              ，

，       

，           ，

，              



针对以上场景及需求，锐捷网络推出“智分 +”解决方案，方案架构如下：

在宿舍真正可用的 802.11ac 无线产品

智分 +：媲美有线的无线网络

· AP 主机部署在弱电间，微 AP 部署在房间内，采用标准网线连接，最长可达 100 米；

· 单个 AP 主机支持最多 24 个微 AP，微 AP 采用双路双频 802.11ac 规格；

· 微 AP 上电后识别为主 AP 的射频卡，全网采用通用无线控制器进行统一管理。

解决方案

每个房间的天线中包含 802.11ac 与 802.11n

射频卡各一块，形成一个虚拟 AP，每个房间

可独享 5.8G 11ac（最高性能 867Mbps）和

2.4G 11n（最高性能 300Mbps）的双流信号。

方案价值

SOC SOC SOC SOC

CPUCPUCPU业务
管理
单元

射
频
卡

数据交换单元

“AP主机”
“天线”

...射
频
卡

射
频
卡

CPU
射
频
卡智分   

多级分布式
架构

20G无阻赛交换矩阵，

海量数据瞬间转发

独立管理单元，管理
和数据转发分离设计

单机600兆最大吞吐
量，多机性能不衰减

最大支持24个微AP
主流802.11ac

300M+867M

轻量化SOC架构，
CPU集成射频芯片

“零”破坏

让网速真正“飞”起来
· 真正可用的 802.11ac 产品，轻松保障单用户 10M 带宽

· 不留痕迹的无线宿舍网改造，彻底打消用户对无线网络的怨念

谈钱不伤“感情”
· 1 拖 24“机”“卡”分离设计，设备投资降低 15%
· 超便捷安装流程，工程费用几乎为 0

建设模式

· 九江学院主导，新建一张可用的无线校园网；

· 独家运营商承建，严格测试，精密选型；

· 多家运营商出资，一套物理网络，各运营商独立运营。

建设需求

· 无线网络覆盖建设涉及到 4 个校区、110 栋建筑楼宇；

· 规划阶段就明确宿舍网可实现为每个学生提供不小于 4M 的带宽；

· 学校希望在暑假之内完成无线覆盖，不影响校园正常秩序；

· 移动和联通希望赶在迎新前完成无线网建设以便发展用户。

方案及效果

· 基于宿舍、报告厅、教学楼、图书馆、户外等不同的应用场景及其需求，采用不同的产品进行无线覆盖。其

  中宿舍区使用 2000 余台锐捷智分 AP，真正做到无处不在的满格信号；

· 建成后的无线网广播 4 个 SSID，包括移动、联通、校园内网、教师各一个 SSID； 

· 锐捷专业售后团队，昼夜加班，仅用 1 个多月就完成交付。

九江学院无线校园网建设

部分高校

成功案例

锐捷 2 代智分成功案例

锐捷 3 代智分成功案例（11AC）

南开大学宿舍网
1100 台

华中农大宿舍网
7040 间宿舍

昆明理工宿舍网
1884 台

大连外国语大学
6248 间宿舍

武汉科技大学全网
1577 台

宁夏大学
6580 间宿舍

南昌大学一期
1050 台

上海大学宝山校区
1960 间宿舍

九江学院宿舍网
2400 台

河北工业大学
2080 间宿舍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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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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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在校园市场竞争激烈，在其中投入大量设备，但由于

共享上网工具的泛滥，多人共用一个账号，导致运营商投入产出

比很低。传统的解决方案是采用客户端防代理的方式，其存在终

端兼容难、客户体验差、破解现象严重等问题，亟需一种更加完

善的防破解方案。

锐捷网络基于在客户端防代理领域的丰富经验及应用需求，

推出 RG-ASME 应用层防代理产品及整套解决方案，有效解决了

客户端方式的各种弊端。

目前，有线校园网建设中大部分采用 PON+BRAS 模式，通过 PPPoE 方式进行认证：

· 路由器内置 PPPoE 功能，拨号后可采用有线、无线方式自由上网，一个宿舍一个帐号共享接入 ;

· 采用定制防代理 PPPoE 客户端，易被破解 ;

· 手机、PAD 终端不支持 PPPoE 拨号，WEB 认证方式无法使用客户端防代理。

该模式导致共享工具流行、破解工具泛滥，共享上网现象十分普遍，严重影响运营商的收入，各院校平均逃费占比高

达 25% 以上。

锐捷网络集中防代理平台解决方案方案结合 ASME（Access Sharing Management Engine）防代理平台、校园版

SAM、运营商版 SAM 等产品，多维度解决共享上网等问题。

ASME 核心功能

配套组件

部署位置：必须旁挂到 BRAS，镜像上联口 TX 方向流量。

特征库：用于检测用户是否存在代理，可在线更新。

用户库：从 SAM 或 ASMM 获取账号信息，并向 SAM 反馈非法用户

             信息，提供账号老化机制。

功能库：提供故障自检，允许拖带移动终端数量设置及 http 重定向等

             功能。

校园版 SAM：

· 实现用户认证，将账户信息同步至 ASME；

· 配置防代理策略；

· 根据 ASME 结果调用接口执行策略。

运营商版 SAM：

BOSS 系统与校园版 SAM 间的桥梁，实现 radius 报文翻译，将 SAM

账户上下线等信息同步给 BOSS 系统。

集中防代理平台解决方案

需求背景

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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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长沙移动出于对高校防代理的需要，建设了一套防代理平台，采用 3 台 ASME 1000 分别

部署在位于妙高峰、银州、星沙二机楼的 3 台长沙移动 BRAS 下，其中已启用防代理系统的高校有 5 所，

涉及人数为近 2.5 万。

通过防代理平台的建设解决了长沙移动 BRAS 下挂高校的防代理需求，提升了高校用户的开户率。

以 BRAS 为单位的部署模式，提升了防代理平台的利用率，不需要为每一所高校单独建设防代理设备，节

约了投资成本。ASME1000 免客户端部署的使用方式，有效提升了高校学生的使用体验，同时，其兼容

各种认证方式及终端，维护成本低。

长沙移动 防代理平台建设

成功案例

RG-ASME：锐捷网络接入共享管理引擎通过嗅探用为特征分析，锁定接入共享用户及共享设备

数量，实现防代理。

· 旁挂部署，无需改动现网结构，灵活适应运营商各类组网模式。

为自己的“流量”买单
· 告别网络共享时代，真正实现“一机一账户”，彻底杜绝代理逃费现象。

运营商收入“三级跳”
· 解决并机逃费困扰，300% 提升开户用户数，实现运营收入的大幅提高，保障运营商的投资
   收益。

方案价值

“挂”上就能解决问题

RG-ASME1000

 

主要
功能

防代理

一拖N

在线自
动升级干扰

上网

License
控制

白名单/
黑名单



运营商投资行业信息化

在“互联网 +”时代，“4G 话音业务、4G 流量经营、有线宽带和集客经营”是三大运营商的

重点发展策略。其中，对于“集客经营”战略，三大运营商不断加大力度拓展企业、行业信息化应用，

不断提升行业信息化收益。

据国内用户上网行为习惯统计，WLAN 上网时长占用户上网总时长比例已经接近 60%。随着无

线应用在各行业的快速普及， WLAN 建设项目在运营商投资行业信息化项目中占很大的比例，涉及

的应用场景包括无线城市、无线办公、无线商贸、无线景区、无线教室、车载 Wi-Fi 等，各场景因其

环境构造、人员密度、上联方式等方式不同而各具特点，需要提供场景化的 WLAN 解决方案。

锐捷网络本着“扎根行业求创新、深入场景做方案”的理念，依托强大的 WLAN 研发实力，通

过打造一系列 WLAN 分场景定制化创新方案，助力运营商行业信息化发展。另一方面，近两年随着

运营商 4G 网络的大力建设（中国移动截至 2015 年底建成 4G 基站 110 万个），基于 4G 的行业信

息化应用不断涌现，例如 4G 驾考、工地 4G 监控、连锁门店 4G 专网等，锐捷网络自 2013 年开始

深入具体应用场景，相继推出不同系列 4G 路由器设备和 4G 专线解决方案，在多地实际部署，应用

效果受用户肯定与好评。

25

继水、电、气、交通之后，无线城市正被形象地称为现代城市的“第五公用基础

设施”。锐捷网络基于无线场景，整合各运营商热点无线资源，统一规划、建设可集

中管理、可运营、易维护的城市级无线网络，为政府和市民呈现“好用、安全、可运营”

的城市级无线接入服务解决方案。

无线城市解决方案

早期以“免费上网”为目标的无线城市项目，没有针对场景的地勘设计、没有统一的规划建设、各单

位各自为政，热点区域 AP 信号干扰严重。因为缺乏统一的运维管理平台，所以面对“信号时有时无、接

入不顺畅、网速慢”等投诉时，无线城市投资建设和运营方显得无从处理。在“互联网 +”的时代背景下，

“用户免费、后向增值运营”的无线城市商业 Wi-Fi 模式趋于成熟。

然而，要使政府牵头，联合社会各方力量建设的城市级无线网络真正成为多方受益的民生工程，需要

考虑不同场景下的不同目标，有着各自的特点和需求。

需求背景

街道

交通

医院

商场

景区

政务信息

公共安全

商业运营

便民服务

旅游导览

城市概况、政策发布、信息公开、本地新闻

导医、挂号、缴费、查询

广告推送、O2O商业、APP运营、娱乐资讯

景点导览、活动预告、酒店餐饮预订

灾害预警、人流监控

解决方案

26

解决方案

25



锐捷网络为城市级无线网络提供基于场景的无线设计和完整的后台管理运营解决方案。

基于场景的无线设计：

· 面向机场 / 车站 / 广场等复杂环境：锐捷灵动天线技术让信号随终端移动，让终端在各位置均有良好的无线信号，并且

  单 AP 有效接入上百个终端。

· 面向医院病区：锐捷医疗零漫游方案实现移动查房、病房外网、移动医护 / 物联网三网合一。

· 面向商业街区 / 城市道路 / 城市公园：锐捷室外 AP 兼顾性能和美观，内置灵动天线全向无死角、无灯下黑，无线桥接、

  蓝牙网管、安装快速便捷。

· 面向中小商铺和商场：锐捷提供精准广告推送、微信吸粉、微信认证、地图导航定位、客流分析等公有 / 私有 Wi-Fi 云

  服务解决方案。

锐捷网络提供完整的无线城市后台管理运营（Wi-Fi 私有云）解决方案，包括：MCP 营销平台、云 AC 管理平台、客流分

析平台等。

无线城市运营管理私有云平台

解决方案

早期“MyBeijing”免费无线网络没有统一的管理维护平台，面对“信号时有时无、接入不顺畅、

网速慢”等投诉，无从处理。因此，2015 年，北京市经信委针对五百多个热点单位启动 “MyBeijing”

二期项目，统一规划“MyBeijing”公益性无线接入服务管理平台。歌华有线携手爱思特中标 

“MyBeijing”二期平台项目，其它运营商参与热点建设。

 锐捷网络在项目前期为歌华有线提供了基于场景的解决方案，包括整合其他运营商热点无线资

源、完整的后台系统等，实现上万个 AP 集中管理与维护、统一 portal 认证、精准营销、统一安全出

口、合规上网项目等。同时，在项目的后期建设中，锐捷网络协助歌华有线制定项目实施规范、提供

针对场景的地勘设计、帮助歌华有线与热点单位快速达成建设意向。

歌华有线   MyBeijing 无线城市项目

成功案例

灵动天线让信号随终端而动；单 AP 接入上百用户；室外 AP IP67 防护等级；全球最高、10 倍业界水平、
10 万级终端接入的网关能力。

根据不同场景创新无线解决方案，实现各种场景下信号覆盖和用户体验最佳。

提供物理 AC/MACC（云 AC ）、MCP 多租户云 Portal 及精准营销、Cway 地图引擎、RBIS 客流分析、
RIIL 无线综合网管及出口审计等整套后台运营解决方案。

提供用户上网实名日志解决方案、满足公安部“公共场所上网安全管控系统（无

线接入前端）”资质要求的产品与安监平台对接。

锐 捷 胖 AP 可 对 接 物 理 AC 也 可 对 接 云 AC（MACC）； 后 台 管 理 系 统 兼 容

Portal2.0 和 WiFi-Dog 协议（同时支持锐捷企业级胖 AP 和商业 Wi-Fi）；锐捷

网关通过 Portal 2.0 对接 MCP 认证平台，为其它厂家 AP 接入用户推送相同的

Portal；通过 TR069 实现安全管理，可根据项目需求开放数据字典 （需签保密协

议）。

方案价值

专业的品质保障

基于场景的覆盖

完整的后台运营

安全合规的管理

兼容开放的平台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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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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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旅游是智慧城市信息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为游客提供无线上网服务成为挡不住的浪潮，也是

景区获得用户流量的重要入口。锐捷网络快速顺应智慧旅

游潮流，推出了从营销、大数据分析平台到有线无线一体

化的整体解决方案，从多维度提升了游客、景区、商业街区、

运营商的信息化体验。

旅游市场日新月异的变化为景区提供了高速发展的历史机遇，市场竞争、服务需求、“互联网 +”浪

潮等，都推动着景区由粗放管理向智慧旅游转变。在智慧旅游的技术架构中，云平台层和基础网络层，如

同人体的大动脉，对整个智慧旅游的信息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锐捷网络基于智慧旅游这个细分场景，全面结合智慧旅游建设需求，充分考虑游客、景区的诉求，提

供云融合、移动接入覆盖、无阻塞网络平台、智能管理等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通过高速稳定的无线覆盖和智能精准的营销平台，一方面帮助游客随时随地使用 Wi-Fi 和朋友分享最

美的景色，在购票、入园、游览和园内消费等多个环节打造完美游览体验；另一方面帮助景区进行数字化

管理，轻松实现广告发布，从而降低运营成本，助力景区产业升级。

智慧景区整体架构

基础有线：提供高可靠、低延迟、无阻塞的数据传输

基础无线：提供高性能、覆盖好的无线网络

认证系统：基于无线提供用户认证

定位引擎：通过和 AP 联动，获取当前终端所处位置

地图服务：基于景区提供地图，和定位相结合

数据分析：根据采集到的大量数据，对用户到景点情况、停留时间、

                 游览路径、偏好等进行分析

信息发布：包括广告页面定制、信息平台等

运维管理：包括业务服务管理、IT 健康指数、资源服务管理、自动

                 巡检管理，将所有软硬件资源统一监控，告警及处理，

                 全局掌控业务健康状态

融合安全：包括防病毒、IPS、深度状态检测、外部攻击防范、应

                 用层过滤、上网行为审计等，保证网络安全

智慧景区解决方案

需求背景

解决方案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夫子庙文旅集团启动“智慧夫子庙服务平台”建设，期望通过大数据等技术将传统旅游的线下运

营与线上营销结合，打造智慧旅游景区。江苏有线携手锐捷为夫子庙提供完整的“智慧景区解决方案”，利用锐捷营销平

台 MCP、无线 AC、室外 RG-AP630 系列、核心 RG-S86E 系列数据中心交换机等组建了智慧夫子庙服务平台，将传统旅

游线下运营和网络营销结合，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服务，助力夫子庙开启“互联网 + 旅游”新模式。尤其是 2015 年国

庆期间的高密度游客接待中，帮助夫子庙收获了一份完美答卷。

江苏有线  助力智慧夫子庙开启“互联网 + 旅游”新模式

成功案例

· 高性能无线网络，性能媲美有线，无处不在的满格信号，让游客上网轻松自在 ;
· X-Sense 灵动天线能根据终端的位置和信号质量动态调整定向波束方向或增益，真正做到游客走到哪里，
  信号就跟到哪里 ;
· 高性能室外 AP 一体化设计，部署美观，安装便利，轻松应对室外恶劣环境，减少后期维护成本。

· 短信、微信、固定账号、APP 多样的认证方式灵活应用，一次认证后续无感知；
· 广告页面设计简单，基于区域、时间、SSID、终端类型来推送不同广告，轻松实现广告发布，从而降低运
  营成本，助力景区产业升级；
· 智能游客信息统计，帮助景区进行数字化管理。

· 景点游客热力图，颜色区分景区“冷热”程度，轻松掌握景点热度；
· 根据游客人流量统计分析，提前预测警示，引导游客分流；
· 通过 WLAN+GPS 定位技术，帮助游客精准导航，可快速找到景点。

· 超大分布缓存设计，确保突发流量不丢包；
· 采用先进的 CLOS 多级多平面交换架构，确保线速无阻塞数据传输；
· 虚拟化技术大幅简化网络结构，真正实现网络资源池化。

方案价值

高速稳定的无线覆盖

智能精准的营销平台

专业可靠的客流分析

高性能低延迟的核心平台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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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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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 LTE 网络具有移动接入、高带宽等特点，适

用于各种行业应用及其它增值应用，可为运营商带来

广阔的市场空间和理想的收益。

锐捷网络针对车载场景推出 Wi-Fi 解决方案，车

载 Wi-Fi 产品可安装在长途大巴、市内公交、的士等

车辆中，实现上网、本地广告、视频监控等业务，且

支持零配置部署、集中监控与管理等。

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终端催生了大量的互联网应用，这些应用离不开移动网络的支持。习惯了使用 Wi-Fi 的人们

希望在家里、公司，甚至在路上都有 Wi-Fi 的陪伴，但目前在长途大巴、市内公交、的士、专车等交通工具中的 Wi-Fi 覆

盖几乎是空白。如何在交通工具中实现高速上网，满足个人用户通过 Wi-Fi 接入网络的需求？部署便捷、集中管理、使用

Wi-Fi 做覆盖、4G 做回传的锐捷网络车载 Wi-Fi 解决方案应运而生。

车载 Wi-Fi 解决方案通过在车上部署下行 WLAN、上行高速 4G 的专用设备 MTFi，为车内用户提供本地播存、

互联网上网等服务。

设备管理平台（MACC）：提供面向设备的管理，如设备配置、
运行状态、流量报表
营销云平台（MCP）：提供面向用户的管理，如认证方式、用
户流量控制、认证广告页面，跳转广告页面等

上行接入运营商 3/4G 网络，下行提供 WLAN 接入
提供车载 USB 接口供电。MTFi 本地播存内容并与后台系统通
信更新内容

国内运营商 3/4G 网络

运营管理平台

车载 Wi-Fi 盒子（MTFi）

运营商网络

车载 Wi-Fi 解决方案

需求背景

解决方案

内蒙古移动包头分公司携手锐捷建设公交车无线覆盖网络，初期覆盖 270 辆公交车，在树立包头移

动良好企业形象的同时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也为包头移动抢占公共交通领域流量经营权创造了先机，是

掌握互联网入口、捆绑客户、流量运营、业务传播的蓝海市场。该项目实现了市民、公交公司、广告运营

公司和包头移动多方共赢良好局面。

包头移动  “智慧公交”开启数字包头新时代

成功案例

Internet

车
载
环
境

运
营
商
网
络

运
营
管
理
平
台

· 拓展 3G/4G 网络企业网应用

· 车载 Wi-Fi 覆盖，提升品牌形象

· 车辆营运数据、车辆行驶数据采集

· 增加更多的移动互联网广告盈利渠道

· 智能营运系统建设，掌握车辆位置，方便乘客出行

· 公共交通安全，长途客运车辆的运行安全（国家

   发改委智能公交项目）

· 公交车内的视频监控（平安城市）：需要实时调

   用车内的视频进行治安维护

· 智慧城市门户、智慧公交应用

· 智能广告投放方式非常简单，更新快

  速便捷，弥补传统广告公司在技术能

  力上的差距

· 借助移动互联网络快速占领新媒体广

   告平台

方案价值

运营商

传媒公司 政府

车辆营运公司

解决方案

32

解决方案

31

乘 客

移动公司 媒体公司

公交集团
和

主管部门

・  免费、高速的休闲、娱乐、 

   视频、电视内容

・  免费的互联网访问

・  方便的公交信息查询

・  打造移动4G品牌

・  可招商运营的增值业务平台

・  良性的投资收益

・  集客WLAN专线业务平台

・  广泛的曝光度

・  100%到达精准传播

・  黄金广告推送收益

・  公交互联网门户运营

・  媒体行业互联网转型

・  服务水平和行业形象的提升

・  高速的网络通道，为未来的

    电子站牌、电子报站器等信

   息化应用提供了网络通道

・  主管部门与乘客迅捷的沟通



锐捷网络银行网点来宾无线营销解决方案为金融行业营业网点用户提供优质的

Wi-Fi 使用体验。方案采用典型的 AC+ 瘦 AP 架构，实现网点 Wi-Fi 部署，用户通过

身份认证后即可访问互联网。方便访客的同时，在认证上网的过程中银行可实现网点

的精准营销（金融产品广告推送等）、数据收集与分析等功能。

结合银行业务需求，锐捷网络开发出网点 WLAN 无线接入技术方案，旨在规范银行无线接入网络设计及实现方法。

重点考虑以下建设原则：

· X-sense 无线覆盖解决方案

· 802.11n 与 802.11ac 千兆无线接入

· 单 AP 高达 100 用户并发的接入能力

· 无感知的无线准入控制

· 基于用户身份的网络权限控制

· 灵活的用户认证接入方式

· 用户上网行为管理与审计

· 有线、无线、VPN 用户网络统一管理

· 多种身份系统对接

无线覆盖 接入控制 统一管控

银行网点来宾无线营销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实际部署方式分为集中式和分布式，可结合实际网络和业务需求选择适用的网络结构。解决方案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

解决方案

34

解决方案

33

无线覆盖模块

· 主要由无线控制器 AC、无线接入点 AP 以及 PoE 接入交换机组成；

· 对营业网点进行无线覆盖部署。

网络安全模块

· 主要由一体化安全网关，上网行为管理与审计设备构成；

· 针对用户上网行为管理与审计，满足公安部 82 号令要求，做到用户上网行为可控可溯源。

无线设备管理模块

· 主要由网管软件 RG-SNC 及无线管理组件构成；

· 用于精细化网络管理，有效降低了网络维护强度和难度。

接入认证管理模块

· 主要由集中身份认证推送平台 RG-MCP 构成；

· 灵活对接银行用户信息系统，可提供短信、微信、APP 等灵活的认证方式，还可提供无感知认证，给用户带来良好的用

  户体验。同时，基于认证平台实现金融业务信息的灵活推送。

电话银行、个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视银行已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并获得良好口碑。为了更好

的向客户提供优质的电子金融服务，打造“四位一体”的电子银行体验区，金融单位针对各营业网点

部署 WLAN 网络覆盖、以实现更好的“来宾服务”，如在等候客户较多的情况下，创造舒适的来宾

无线上网环境，有效提升银行金融服务的体验等。同时，期望借助网点 WLAN 推广金融单位的自有

产品。

具体需求如下：

·  无线网络覆盖无盲区，为客户提供良好的 Wi-Fi 网络使用体验；

·  高性能、高可靠的无线网络，满足金融业务的承载及应用；

·  通过 WLAN 平台推送银行产品信息，提升银行金融服务的体验感；

·  审计客户通过 WLAN 访问互联网的信息，满足公安部的要求；

·  统一管控的 WLAN 系统，对行内客户及网络实现统一认证管理。

需求背景



· 交通银行贵州分行通过此次全省营业网点 Wi-Fi 覆盖建设有效提高客户的体验满意度，为用户提供上网便利，消除用户

  在网点等待时的情绪，同时将交行的广告信息推送给用户，使用户能够获取交行的金融服务和业务信息；

· 在网络建设中满足公安部 82 号令的政策要求，采用相应的安全认证机制，保障 WLAN 网络的安全性；

· 对访问互联网行为进行限制，保证带宽的利用率；

· 此项目树立了全省金融行业营业网点来宾 Wi-Fi 上网的标杆。

交通银行始建于 1908 年，现已成为一家具有百年历史、现代体制、成长性好、全球展业、综合经营的大银行，一家

在市场上具有领先优势和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贵州电信携手锐捷网络对交通银行贵州分行大楼和省内下属的网点部署无

线网络，满足行内用户和来宾用户访问 Internet 的需求，并对自身业务进行拓展。

贵州电信 交通银行贵州分行无线网络建设

成功案例

·  无处不在的满格信号，实时快速接入，提升用户满意度；
·  X-sense 天线可根据终端的位置和信号质量动态调整定向波束方向或增益，真正做到让信号随你而动；
·  高性能 AP，保障用户接入稳定可靠。

·  用户上网行为管理与审计，满足公安 82 号令要求，用户上网行为可控可溯源；
·  内外网隔离、多层数据保护、防钓鱼防攻击保障网络安全。

·  短信、微信、二维码、APP 多样的认证方式灵活应用；
·“无感知”的用户认证方式，用户仅第一次来访进行认证，后续来访后台自动完成认证，无需再次人为操
    作认证；
·  基于用户类型的认证接入方式，灵活区分各类用户的网络体验。

·  支持图形可视化无线管理，远程故障定位告警，维护无线网络便捷。

方案价值

稳定高速—极致 Wi-Fi 体验

安全可靠—从容可控体验

快速便捷—灵活准入体验

便捷高效—简单管理体验

根据《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2011-2020 年 )》重要文件的指示，为了更好地承载

教育教学应用发展，促进区域资源共享，简化网络建设、管理，避免资源浪费，重复投资，

锐捷提出“智简”教育城域网解决方案，通过集中式网络架构、分级分权限管理、统一运维

等多个层面，打造“三通两平台”一体化解决方案。

依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以及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2011-2020 年），各省、市正在加快建设基于“三通两平台”的城域网建设，锐捷网络多年来服

务于教育行业，能够提供完善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快速搭建基础平台，实现简化运维管理，

促进优质资源共享。

客户需求：

·  如何建立一套基础网络平台，满足“三通两平台”基础需求，如何实现各学校便捷出口、统一管理，

   各级单位出口汇总至教育城域网后，如何满足网络出口高并发、高吞吐的需求，实现多链路负载均衡；

·  基于教学资源平台和教学管理平台，如何将业务快速上线；

·  随着业务的爆发式增长，如何充分发挥云的特性服务教学；

·  如何满足实名制教育城域网，安全性如何保障，如何构建完善的安全机制；

·  如何促进优质教学资源使用，平衡教学资源；

·  如何进行统一运维管理。

教育城域网解决方案

需求背景

解决方案

36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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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简教育城域网解决方案采用星型网络结构，下属学校通过光纤、专线连接到区域教育城域网骨干，

在教育局数据中心统一部署无线管理平台、身份认证平台、内容加速系统、运维管理平台等，进而更好地

承载教育教学应用发展，促进区域资源共享，简化网络建设、管理，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投资。

解决方案

· 基于无线城域网基础建设，提供高可靠的链路资源、带宽资源、运营保障及后期服务；

· 提供一体化安全认证平台，确保网络实名制，保障网络安全稳定运行；

· 基于个性化电子书包应用场景，提供定制化电子书包专用无线接入点，保障移动教学顺利开展。

根据《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2011-2020 年 )》重要文件的指示， 基于“三通两平台”，朝

阳区教委决定建设一张先进、稳定、高效的无线校园城域网，以及核心业务平台，帮助下属中小学完

成信息化建设，为校内师生提供更灵活、更便捷的接入方式，使教职工可以更好地利用班班通的教学

资源。

北京移动（一期）、北京电信（二期）携手锐捷网络为朝阳区教委提供智简教育城域网建设方案。

建成后的网络实现了教学资源共享、电子白板、示范课、教务管理、电子书包等应用，师生可随时随

地利用网络资源，深化教学应用。

北京市朝阳区教委教育城域网建设

成功案例

在教育局数据中心统一部署无线管理、身份认证、内容加速、运维管理平台等，更好地承载
教育教学应用发展，促进区域资源共享，简化网络建设、管理，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投资。

管理平台 RIIL，建立规范化运维流程，出现故障可及时定位并快速恢复，降低对业务的影响；
可视化与图形化视图，可直观呈现 IT 建设与管理业绩。

采用集中架构的组网方式、捷云融合系统 JCOS 构建区域教育云，简化网络架构和降低成本
的同时，实现全网统一身份体系，统一管理和运维。

采用 PowerCache 内容加速系统组成普教 Cache 云联盟搭建共享资源平台，在区域间进行
优质资源的共建共享，促进优质教学资源使用。

方案价值

保障应用体验，促进资源共享

统一运维，简化网络管理

集中式网络架构，简化网络建设

智享资源，促进优质资源共享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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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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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简教育
城域网



随着商贸综合体每年开业近数百家的高速增长及移动互联网应用的发展，

商贸综合体之间已从开发竞争转移到运营竞争。锐捷网络深入商贸综合体应

用场景，推出了业界领先的商贸综合体无线营销解决方案，可满足高峰期用

户高速上网；通过认证营销系统进行微信吸粉与灵活地广告推送；通过定位

与导航系统为顾客提供便捷的导航服务；通过客流分析系统帮助商贸用户全

面掌握商场的客流情况等，让商贸用户可以真正做到透视客流、精准营销。

由于电商的冲击与商贸综合体同质化竞争越来越严重，商贸综合体面临着有史以来最残

酷的竞争。同时，消费者对网络的刚性需求、互联网巨头对于入口的争抢、实体商家服务意

识的提升，共同催生了商业 Wi-Fi 的热潮，未来在 O2O 模式中，商业 Wi-Fi 的价值将进一

步放大，Wi-Fi 是商贸综合体与顾客之间的桥梁，需求如下：

·“好用”的 Wi-Fi 网络：目前基础 Wi-Fi 网络存在信号覆盖差、多用户性能差、认证体验差、

   频繁掉线等问题。

·“高速”的 Wi-Fi 网络：商贸综合体的人流密度高，尤其在节假日、店庆等，对于 AP 性能

   与带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吸粉与广告推送：通过认证吸引微信粉丝，同时在认证过程中可以向用户推送广告，提升

   营销效果。

·   定位与导航：通过Wi-Fi可以精确定位顾客终端位置，为顾客提供寻店、寻车等各种定位服务。

·  透视客流分析：可定位了解顾客的线下位置信息，通过上网行为审计掌握用户线上行为，

   最终形成每个顾客的“用户画像”，帮助商家更好地了解顾客需求。

商贸综合体无线营销解决方案

需求背景

 锐捷网络通过“基础 Wi-Fi 网络 + 后台软件平台”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从整体上解决了顾客认证吸粉、广告推送、

定位与导航、客流透视、行为审计等需求。同时，商家可借助“微风”微信等托管平台，利用收集的大数据进行精准营销。

基础无线：提供高性能、覆盖好的无线网络

认证系统：基于无线提供用户认证

定位引擎：通过和 AP 联动，获取当前终端所处位置

地图服务：基于商场提供室内地图，和定位相结合

信息发布系统：包括广告页面定制、信息平台等

数据采集：包括上网行为审计、用户访问数据收集等

数据分析：根据采集到的大量数据，对用户到店情况、停留时间、购物

                 偏好等进行分析，结合线上行为审计与线下客流分析针对用

                 户进行精准二次营销

应用扩展：包括 APP、与商场 CRM 系统等进行结合，“微风”微信等

                 托管平台

解决方案

极致的 Wi-Fi 上网体验
X-sense 灵动天线技术让无线覆盖最好，让信号随您而动

· 24 面天线动态形成 1677 万种定向信号，全面超越传统天线技术；

· 根据终端的位置和信号质量动态调整天线和增益。

业界首款能够支持多种工作模式的中庭 AP

· 同心圆高密度覆盖技术（业界独有）；

· 单 AP 最大可以支持 150 个移动终端接入；

· 工作在 2G+2G、2G+5G、5G+5G 工作模式。

MCP 无线营销平台
认证方式支持微信、短信、二维码多种方式

· 支持微信 / 二维码连接 Wi-Fi，提高网络接入体验；

· 方便商家扩展微信粉丝。

广告效果评估，让营销效果数据化

· 明确浏览广告的人数、终端等信息，方便商家对广告效果进行评估。

精准定位与丰富的导航应用
· 基于指纹的无线定位技术，采用专利定位算法，定位精度可达 3-5 米，并优化解决了跨楼层定位问题；

· 提供基于实时位置的定位与导航应用。

RBIS 商业智能管理系统
· 支持客流分析、进店分析、驻留分析、客流路径、商铺关联分析等多种分析维度；

· 帮助商家透视化每个区域的人流价值，提高运营能力。

基于用户画像（线上线下大数据分析）的精准营销
· 支持顾客画像技术，可以对顾客进行精准识别；

· 根据忠诚度和兴趣度进行分群，帮助商家精准识别消费者，提高营销广告命中率。

方案价值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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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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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移动 泰禾广场无线营销项目

成功案例

锐捷网络 4G 专网解决方案可以根据用户不同的需求组建灵活的网络结构，例如通过 4G 网络可以组建

VPDN 专网、APN 专网、有线备份网等。

在安全性方面，锐捷网络 4G 路由器配合 AAA 系统可以进行各种策略绑定和控制，实现机卡安全、业务安全。

同时，内置支持国密办加密算法 SM1-4，支持数字证书与路由器绑定，确保身份安全。

受物理环境、时间周期、投资成本等影响，在如下类型的场景中无法采用有线部署：

· 部分区域有线传输资源无法到位

· 有线网络施工困难、施工周期长，不满足工期要求

· 临时或应急网络建设，用完即拆除

· 无法布线的移动场景

· 备用线路流量较少或基本零流量，有线费用白白浪费

锐捷网络 4G 专网解决方案上行采用 4G LTE 网络接入，不受物理线路的束缚，可随时随地部署，很好地解决上述场

景面临的问题。此方案适用于智慧城市、平安城市、智慧金融、智能交通、智慧医疗等场景。

4G 专网解决方案

需求背景

通过锐捷网络的 4G 专网解决方

案，可实现组网设备的批量配置、

快速安装、快速建网。

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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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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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Sec隧道

五四北泰禾广场是泰禾集团进军高端商业地产的开篇巨著，是福州北唯一大型商业综合体。福建移动携手锐捷网络为

五四北泰禾广场提供商贸综合体整体解决方案，包括无线高性能基础网络、定位系统、营销系统 MCP、客流与商业分析系

统 RBIS 等。

五四北泰禾广场实现总体客户数及收益稳步提升，并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其微信粉丝日均增长数超过

3000、1 个月后增长数累计超过 10 万；MCP 无线营销平

台大幅提升泰禾广场营销效果，如通过“微信连 Wi-Fi”认

证功能，泰禾积累大量的公众号粉丝，为日常活动的推广

及广告推送奠定坚实基础；通过 RBIS 客流分析系统，对各

个楼层、区域、各个时间段的进店率、驻留客流、新老顾

客等进行全方位的分析，获得的客流数据报表为泰禾运营

分析系统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包括开展更具针对性的

营销活动等。截至目前，泰禾广场福州五四北店、东二环店、

泉州石狮店都采用锐捷网络商贸综合体无线营销解决方案。



首汽租车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4 月，是首旅集团的骨干企业，首汽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是国内最早从

事专业性汽车租赁服务的公司之一。 为了更好的服务客户以及快速的开展全国租车业务，首汽租车公司

不断完善内部经营管理，注重发展对外合作，组建了统一使用首汽租车网络化管理与电子商务平台的“首

汽（中国）汽车租赁联盟”。依托中国快速的 4G 网络，实现全国快速开展租赁门店建设。

根据首汽租车实际业务需求，北京移动与锐捷网络联合打造首汽租车 VPDN 业务专网，帮助首汽租车实现：

· 无线接入，快速开展门店和门店搬迁，助力业务快速发展；

· 门店单体设备接入，故障节点少，减少人力投入运维；

· 统一流量池共用，费用比有线接入还低。

与此同时，此项目助力北京移动：

· 规模增加移动专线客户数量，通过互联网专线租赁增加集客业务收入；

· 规模增加移动在 4G 业务 SIM 卡数量，增加流量业务收入；

· 移动 4G 网络在汽车租赁行业中树立标杆，增强品牌影响力。

北京移动 首汽租车 VPDN 业务专网建设

成功案例

方案价值

解决方案

44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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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捷网络 BYOD 解决方案“易安全”“超越有线” “无感知”“易管理”，解决部署 BYOD 的诸多问题，

为无线办公用户打造优质的 Wi-Fi 体验。

通过 X-Sense 灵动天线与 802.11ac 技术实现千兆无线接入，全面超越有线。基于身份的网络权限控制，

可与企业办公网多种身份系统对接，实现无感知准入控制，具备访客管理。同时可视化、有线无线一体化管

理，让 BYOD 真正成为公司、员工和网络管理员三方共赢的解决方案。

随着无线网络技术的发展及智能终端的普及，以 BYOD（自带设备办公 ,Bring Your Own Device）为代表的移动办

公正成为新的工作模式。对企业而言，BYOD 是高性价比的 IT 基础设施投资方式，节省大量办公设备投入。对员工而言，

BYOD 是更符合使用习惯，更自由的工作方式。

具体需求如下：

   高性能 AP，承载大流量应用；

   高并发用户 AP，单 AP 并发用户 100 人，保障高密度用户接入；

   无线覆盖无盲区，保障办公应用的连续性；

   可视化的 AP 集中管理，故障远程定位与解决；

   针对员工、访客及不同设备的安全准入机制与访问权限控制；

   针对多种应用场景的统一认证管理；

   启用安全后，员工体验不会变差，企业访客管理既方便又安全。

无线办公网解决方案

需求背景



中国移动深圳信息大厦位于福田 CBD 中心区，地处深南大道与金田路交汇处东北角，占地面积 5630.72 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 103575 平方米，高 176.8 米，无线办公用户终端数 3000。整座大楼采用高性能 AP530 进行覆盖。

通过部署锐捷网络无线办公解决方案，无论是办公区域还是会议室区，实现办公大楼的无线信号满格覆盖，同时实现：

高安全的接入管控：通过部署锐捷 SMP 认证系统，限制公司资产之外设备接入，实现内网数据保密。可以设置只有

公司设备终端才能认证通过，员工私人设备无法接入网络，确保公司资料安全与保密。 

无感知的 802.1X 认证：可以通过账号密码数据源 windows AD 域或 LDAP 与省公司数据库联动对接，确保账号安全。 

采用无感知认证技术后，无线接入更加安全和快捷，提升了员工的工作效率。

这里以实景的方式展现 BYOD 的部署方式，共分为 3 种场景：开放办公区域、会议室 / 密集办公区和中心机房。前两

者是员工接入无线网络的区域，后者是管理人员维护和管理网络的位置。解决方案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

无线覆盖模块

主要由无线控制器 AC 和无线接入点 AP 以及 PoE 供电交换机构成。对办公区域进行无线覆盖部署。

接入认证管理模块

该部分主要由集中身份管理平台 RG-SMP 构成。RG-SMP 可提供有线、无线 802.1X 的认证功能，也可以配合 VPN 网关

实现 iPsec、SSL VPN 的身份认证功能，同时亦提供 Web Portal 方式的认证功能，还可实现无感知认证功能。

无线设备管理模块

该部分主要由网管软件 RG-SNC 及 WLAN 管理组件构成，精确进行网络管理，大大降低管理员的维护强度和难度。
深圳移动 信息大厦无线办公网建设

成功案例

·   无处不在的满格信号，实时快速接入，提升用户满意度；
·   X-sense 能根据终端的位置和信号质量动态调整定向波束方向或增益，真正做到让信号随你而动；
·   高并发用户数 , 单 AP 支持并发 100 用户，保障所有用户接入；
·   高性能 AP，保障用户接入稳定可靠。

·   短信、微信、二维码、APP 多样的认证方式灵活应用；
·“无感知”的用户认证方式，用户仅第一次认证需求输入账号密码，后续来访后台自动完成认证，方便快捷；
·  安全可控的访客认证系统；
·  基于用户类型的认证接入方式，灵活区分各类用户的网络体验。

·   可视化无线网管、远程故障定位 , 维护 AP 更简便；
·   一体化 VPN、无线、有线用户管理 , 实现一站式管理所有用户；
·   身份系统对接 , 免去开户和维护烦恼。

方案价值

“超越有线”的无线网络

快速便捷—灵活准入体验

易管理的无线网络

解决方案

46

解决方案

45

围绕用户在部署 BYOD 中遇到的问题，锐捷网络从统一管理、

接入控制和无线覆盖几方面设计解决方案，架构如下：

X-Sense 与智分的无线覆盖解决方案

802.11n 与 802.11ac 千兆无线

高达 100 个的无线 AP 带机能力

无感知的无线准入控制

基于身份的网络权限控制

自助访客管理

可视化无线设备管理与远程故障定位 

有线、无线、VPN 用户统一管理

多种身份系统对接

解决方案
无线
覆盖

接入
控制

统一
管理

SNC网管系统PoE交换机智分型AP

墙面AP

SMP身份系统 放装型AP

AC无线控制器

VPN接入平台

开放办公区密集办公室 机房/信息中心



运营商自建网

SDN、NFV、场景化 WLAN 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普及，给运营商带来了新的机会。主要

体现在如下方面：

  运营商希望能够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的运营商网络，旨在降低网络建设成本，简化传统业务（例

  如集客专线）拓展流程，提高效率；

  运营商希望依托新技术新产品发展新业务，旨在扩展自身业务范围，探索新的商业运营模式；

  中国电信自 2015 年开始建设“爱 Wi-Fi”平台，打造面向后向运营的基于 WLAN 的“第四张

  网络”；

  中国移动为了更好的发展广大农村地区的家宽业务，积极推进基于 WLAN 基站技术的无线农

  村宽带业务，例如北京移动 2015 年后半年即发展无线农村宽带用户超过 3000 户。

锐捷网络紧跟运营商的业务发展方向，依托自身敏捷开发优势，基于不同场景为运营商量身定

制化解决方案。锐捷网络基于“SDN+EVPN”技术打造运营商城域网建设新方案，基于 SDN 技术

打造自动化 VPN 快速开通方案，助力运营商传统网络改造以及集客专线业务的快速拓展。

锐捷网络提供的运营商城域网改造方案，主要针对运营商

构建多级 CDN，减少流量在骨干网的迂回而产生的网间结算费

用。特别是对当前增长较快的高清视频应用提供稳定可靠的业

务质量保证。此外，对电信，联通运营商存在基础资源共享，

接入点上收的需求，提出一套降低投资，极大简化运维工作的

解决方案。

随着当前运营商城域网中，视频业务流量的增涨，特别是 OTT 业务发展迅速，消耗大量城域网

的带宽。据 Gartner 统计，当前网络中视频流量增长到总流量的一半以上，且仍在高速增长。随着运

营商 IPTV, 高清数字电视，VOD 点播等视频业务的开展，对运营商网络提出了更高的稳定可靠的需求。

此外，大量 OTT 业务的增长，SP 直接向用户收费，运营商无法参与到利益分享中，且传统的通话，

短信等业务也受到 OTT 越来越多的挑战，导致运营过程“收入剪刀差”不断加大。需要一种方法来

提供更加有效的增值业务，改变这种趋势。

当前运营商因资源共享需求，POP 节点上收，提高了运维复杂度，对城域网的精细化管理带来

更高的要求。

具体需求如下：

   内容分发下沉，减少骨干网的流量压力；

   支持大规模 POP 节点需求；

   在城域网中构建大二层逻辑网，简化运维；

   资源池组化，提高设备利用率；

   内容分发自动回源，均衡流量，减少网间结算流量；

   城域网流量可视，故障自切，自愈。

运营商城域网改造解决方案

需求背景

解决方案

48

解决方案

47



锐捷网络商铺 Wi-Fi 解决方案协助运营商建设符合公安监管政策要求的商铺门店的

Wi-Fi 网络。该方案满足运营商统一运营管理、个性化广告投放、公安部实名制审计相关要求。

同时关注解决方案的成本，尽可能地节省省公司及各个地市公司的成本，还能够快速的完成

各个系统和平台的对接工作。

商铺 Wi-Fi 解决方案

需求背景

解决方案

结合运营商城域网现网的需求，通过在城域网中引入多级 CDN，并通过 EVPN VxLAN 技术将

现网环镜架设成可靠的逻辑大二层网络，主要为了提高精细化的管理能力，简化运维，提升城域网的

用户体验。重点考虑以下原则：

· 逻辑层次清晰简洁：物理层与逻辑层分离，通过 EVPN VxLAN 构建极简的大二层网络，极大简化

  运维工作。

· 逻辑网络扁平化：大容量、节点清晰、广覆盖，减少物理和逻辑级联级数，整网结构简洁明了。

· 管理控制集中化：实现集中的业务管理和控制机制；并通过 SDN 的业务监控与管理能力实现故障

   的预判与自动切换。

· 大流量业务城域网内处理 : 构建多级的内容分发系统，高清视频等大流量业务在城域网内终结，尽

  大可能减轻骨干网压力。

· 访问路径可控 : 通过 SDN 下发流表的机制，针对流量的识别与自动切换，降低网间结算压力。

解决方案

方案价值

公安部要求公共 Wi-Fi 上网非经营性场所实现对用户的实名制监控；同时，各地公安要求

各大运营商结合自身情况和当地公安监管政策进行网络建设，谁的线路，谁负责提供符合

公安监管要求的无线网络。

锐捷网络基于运营商商铺目前的组网结构，在改动最小的情况下，采用了最经济且满足需求的解决方

案。如下图所示，锐捷网络考虑了多种商铺、门店的实际情况，并针对性的给出了解决方案。

根据公安的要求提出一套满足公安监控要求、同时适合在商铺场景部署、成本低廉的商铺

Wi-Fi 建设方案。

尽快完成商铺 WLAN 的合规性建设工作，并扩大现有专线的市场份额。

公安
层面

省公司
层面

地市
层面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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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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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网改造量小，接入层基本不变，保护用户投资

将网管及安全设备集中统一管理，简化运维，灵活高效

网络重载，交换机高效承担隔离转发的工作

多级分发系统下沉城域网中，提高用户体验，降低骨干网压力

对网络故障实现预判，自动切换，自动管理，减少故障影响及人工干预

SDN Controller 支持北向统一API的发布，提供第三方可视化管理开发

改造
量小

集中
管理

网络
重载

多级
分发

故障
控制

隔合
开放

。

。

。

。

。

。

EVPN VxLANEVPN VxLAN

云AC
数据分析
（可选）

MCP
（必选）（必选）

 1

网警无线路由器
（新增）

无线路由器
（新增）

无线路由器
（新增）

网关设备（新增）

网关设备
（新增）

网关设备
（新增）

光猫（新增）/ADSL猫

光猫（新增）/ADSL猫

AP（新增）

FTTB

FTTH/ADSL



集客专线业务是运营商最主要的业务之一。然而，在集客 VPN 专线业务开通过程中，受限于省市运营商内

部资源协调效率、人员专业能力等原因，VPN 开通效率低、且存在 VPN 业务流量不可视、无法提供弹性带宽保

障等问题。

本方案创新性地引入 SDN 思想，通过 SDN 控制器统一配置管理客户侧 CE 设备，实现 VPN 开通自动化、

业务流量可视化、带宽弹性扩展，助力专线业务快速发展。

基于 SDN 的 VPN 专线解决方案

需求背景

解决方案

运营商在发展集客专线业务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地区开通速度慢。业务开通涉及到最终业务方（提需求）、

集客部和网络部。当业务量较大时，涉及到的改动太多，受限于网络部的人员数量和精力，会降低业务的开

通效率；

锐捷网络基于 SDN 的 VPN 专线解决方案通过在 CPE 设备端引入 SDN 技术，在控制器上做统一配置和管理，可实现快速

开通、保障带宽、业务可视化的多种功能。

由于传统的 MPLS VPN 的 CE 与 PE 设备之间的线路属性约束，带宽保障主要是在 PE 设备上做限速配置，

难以提供灵活的弹性带宽业务；

传统的 VPN 方式，客户无法知道 VPN 上运行的具体业务，流量分类也无法呈现，当跨分支业务出现问题时，

客户首先怀疑运营商 VPN 的线路问题，给运营商售后和口碑都带来不利影响。

网络分层架构设计

基础设施层：由运营商现有 MPLS VPN 骨干物理网络承担；

VPN 转发层：由部署在用户侧的 CE 设备组成；

控制层：由 SDN 控制器集群组成，管控隧道重叠网的数据转发；

应用层：提出 VPN 隧道节点互连及业务 QoS 需求，提供用户、VPN 业务及计费管理功能。

核心模块功能描述

用户管理及 VPN 可视化呈现

· 配置管理用户及业务 QoS 需求、VPN 实例等；

· 关联 VPN 实例与 CE 设备，自动配置；

· 基于控制层提供的隧道端口流量统计，用于 VPN 流量计费及运维分析。

VPN 隧道重叠网自动管理及配置

· 根据 VPN 组网需求，管理和维护 CE 节点间 GRE 隧道互连关系；

· CE 设备提供虚拟链路监测能力，探测节点间隧道链路状况—断连、丢包、时延；

· 根据 VPN 业务 QoS，安装流表，设置隧道报文 ToS/DSCP。

设备、拓扑、流表自动化管理

· CE 设备、隧道及重叠网拓扑维护；

· 物理 / 隧道链路状态及端口流量采集；

· 区分业务 QoS 流表维护。

开通
效率
问题

带宽
保障
问题

业务
可视化
问题

浙江移动为应对公安部提出的公共场所 wifi 实名制上网审计的要求，提出了对现有专线覆盖商铺的改造需求，要求改

造后的商铺 Wi-Fi 能够满足公安部审计要求的同时，达成后期基于 Wi-Fi 广告运营的效果，为后期后向收费的改造做好准备。

锐捷网络凭借自身集采入围的优势以及专业的设备对接研发能力，成为浙江移动商铺 Wi-Fi 改造项目的合作伙伴，按

照浙江移动的要求制定了详细的后端及前端部署实施方案，并快速在各地市开展项目落地部署工作，保证了项目顺利实施。

浙江移动  商铺 Wi-Fi 改造项目

成功案例

· 支持产品功能定制化开发，满足各地公安针对用户实名制上网及相关上网日志的审计要求；
· 整体设备统一管理，统一调整，能够根据公安的要求进行统一化的部署。

· 网关型 AP 对商铺内原有无线路由器设备进行简单替换即可，无其他改造成本；
· 商铺端无需对现有设备做改动，仅需要部署 AP 设备即可。

· 采用性能优势的产品，产品性能和功能符合运营商建网及并发用户数要求；
· 运营商级设备保证商铺内无线信号的覆盖要求，提供稳定的网络保障和体验。

· 采用盒式小设备，降低运营商整体的设备采购成本；
· 前端后端网络结构不需要进行复杂调整，降低了整体部署及施工成本。

方案价值

符合公安审计

方案建设便捷

产品性能优异

建设成本低廉

解决方案

52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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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MPLS VPN网络PE PE

OpenFlow接口

流表匹配 隧道转发 端口/流表统计 隧道链路监测

OSPF动态路由隧道重叠网

RESTful API

流统计/链路数据

设备/隧道管理

SDN控制平台

存储/集群

拓扑管理

路由管理 网络诊断

流表管理 路径管理

用户管理

SDN控制平台

VPN业务管理 VPN业务网络 流量计费管理

Web UI界面RESTful API

北向接口

南向接口

CECE



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电脑、移动智能终端、以及 IPTV 的普及，农村宽带网络及移动数据业务呈现出爆炸

式的增长。另外，在一些现代农业示范基地、油气田，厂矿、风电场、太阳能发电厂、港口码头、炼油厂等大型

厂区，以及交通 , 平安城市、环境监控等场景，通常需要为分布在方圆数公里的生产作业单位提供通信传输，不仅

作业点具有分散性，而且存在临时性、流动性，很难通过在园区内架设光缆或简单建设无线网络来实现。

锐捷网络农村宽带（WLAN）解决方案基于移动基站，采用 CPE 接收，可方便地实现大范围无线覆盖，为上

述场景用户提供宽带接入、互联通信等服务，并支持实时高清图像传送等应用。

农村无线宽带（WLAN）解决方案

需求背景

解决方案

农村宽带 WLAN 网络需要满足农户宽带上网和厂矿企业通信需求，不仅需要基站 AP 和 CPE 满足恶劣的室外环境需求，

而且在组网模式、安全管理方面需满足运营要求：

   组网模式：基站 AP 与 CPE 之间支持“WDS 桥接 +CPE 覆盖”的部署模式；

   环境适应性：可高度适应中国北方寒冷天气与南方潮湿天气环境对设备要求；

   简便安装：基站 AP 需内置定向 / 全向天线，并支持内外置天线切换；CPE 需要支持内置天线；基站 AP 和 CPE 需支持

   远程以太网供电模式；

   覆盖与接入能力：单基站 AP 至少可带 16 个无线网桥 CPE，覆盖可达 3 公里，支持 128 个终端接入。

   认证计费：支持 PPPoE、IPoE、Web Portal 认证方式；支持手机短信认证、微信认证、微信链接认证、微信连 WiFi 等

   灵活的认证方式。

农村 WLAN 大覆盖方案由基站型

AP、CPE、AC、认证计费、网管日志、

流控审计等系统组成。基站型 AP 支持

WDS（无线分布式系统）技术，可提供

AP 覆盖、点对多点无线桥接（CPE 应

用场景）、以及多跳 WDS 网桥（5 跳

及 5 跳以下）等多种组网模式。

按系统整体网络构架分为：核心层、

汇聚层和接入层三层网络结构。汇聚层

包括农宽 WLAN 管理系统和汇聚交换

机，通过三层汇聚交换机可以实现大规

模组网；接入侧 AP 和 CPE 设备根据用 

户容量、频点干扰等情况可选择 2.4GHz 

或 5.8GHz 频段设备。总体拓扑图如右 :

2015 年已完成方案的一阶段开发工作，并在中国移动研究院完成了验收测试，验收非常成功，移动客户专门录制了

验收视频，并在中移动内部进行了展示。

一阶段主要实现功能包括：

1) 针对 SDN L3VPN 方案中控制器 REST Api 功能进行验证，内容包括 10 个方面：

    · 验证 VPN 用户实例的创建、删除、查询

    · 验证 VPN 用户 CPE 设备管理，包括 CPE 的加入、移除、查询

    · 验证 VPN 用户 CPE 之间隧道创建、删除、查询

    · 验证 VPN 用户分支机构出口路由器（OSPF 模式）信息录入，分支子网添加、删除、查询

    · 验证 VPN 用户子网路由信息自动下发及子网互通（OSPF 模式）

    · 验证 VPN 用户分支机构出口路由器（Static 模式）信息录入，分支子网添加、删除、查询

    · 验证 VPN 用户子网路由信息自动下发及子网互通（Static 模式）

    · 验证 CPE 接入带宽限速管理

    · 验证隧道端口流量信息管理

    · 验证隧道 ToS 信息映射（报文抓取，验证 IPv4 隧道报文内外层 ToS 值相等）

2) 针对 SDN L3VPN 方案中 WEB App 功能进行验证，内容包括 6 个方面：

    · 验证 VPN 信息管理

    · 验证用户信息管理

    · 验证站点信息管理

    · 验证 CPE 信息管理

    · 验证 VPN 隧道信息管理

成功案例

· 简化运营商 VPN 业务的开通流程，提高开通效率；

· 简化运营商相关人员的运维管理工作量，无需对 MPLS 骨干网做过多的配置工作即可开展客户 VPN 业务；

· 实现流量采集及 VPN 网络自动化管理，实现业务可视化，提高故障排查效率；

· 后期可实现链路备份功能，提高客户 VPN 网络可靠性。

方案价值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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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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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  基于 SDN 部署集客 VPN 专线课题



广电自建网

近年来，移动、电信、联通三大运营商 IPTV、OTT TV 业务的快速发展，给广电的视频业务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挑战，多个省广电积极行动，通过打造聚合业务云平台和建设新一代高性

能 VOD 推流城域网，为用户提供更加丰富的内容服务和优质的视频业务。 

云平台是“互联网 + 广电”的有效落地方式，通过云平台聚合多省广电现有的互动电视业务、

政务信息、互联网服务，以及发展 3D 体感游戏、云教育等服务，可打破广电传统业务壁垒，实现后

台资源共享，多业务、多渠道同时发布，给用户提供全新的业务体验。锐捷网络为广电量身打造云平

台解决方案，并在 2014-2015 年助力北京歌华全媒体聚合云平台顺利部署实施并上线，全程提供专

业服务。 

高质量的视频承载网络承载了广电未来的核心竞争力。随着互动电视业务用户数的快速增长、视

频清晰度的不断增加，对推流城域网的带宽、时延和丢包带来了更高的要求。部分省广电推流网建设

较早，存在万兆端口密度低、转发性能差、大流量时丢包等问题，锐捷网络基于新一代高性能高可靠

数据中心交换机，打造全新高品质广电推流网解决方案，并自 2013 年开始，在福建广电、歌华有线

推流城域网中大规模应用，使用效果反响很好。在“宽带中国”和新农村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移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农宽”建设项目。其中，北京移动在 2014

年考察了全国其他省份“农宽 WLAN”发展的成功经验，并在平谷、大兴、怀柔等分公司进行试点测试。根据试点用户

使用情况，验证了“农宽 WLAN”可以稳定地在农村地区提供 10 Mbps 宽带接入服务的可行性。因此，北京移动确定在

2015 年对所有郊区县开展“农宽 WLAN”网络建设。

结合北京移动的需求和农村 WLAN 环境特点，锐捷网络对无线宽带接入系统整体网络构架、以及农村接入场景做了

WLAN 技术优化，确保提供稳定、优质、安全的无线通信链路。与此同时，北京移动基于项目整体需求，对投标产品的品

质、性能、功能、安全性，以及方案设计与售后服务能力进行综合评估。经过严格评审，最终锐捷网络以排名第一的成绩

成功中标。而评审后的现场压力测试也印证了锐捷网络“农宽 WLAN”产品及解决方案的业界优势。例如：适应严酷的室

外环境要求、高可靠的室外工业级产品，施工维护灵活方便的高增益一体化智能天线与 AP 集成设计，支持远距离、高吞吐，

单套双频基站设备可支持更多的并发 10Mbps 用户。

北京移动  “农宽 WLAN”网络建设

成功案例

灵活的组网模式

基站型 AP 支持 WDS（无线分布式系统）技术，可提供 AP 覆盖、点对多点无线桥接（CPE 应用场景）、以

及多跳 WDS 网桥（5 跳及 5 跳以下）等多种组网模式。

高可靠无线基站

支持 WAPI、WPA，IEEE 802.11i 等多种无线安全机制，空口安全性高。专为室外工业应用设计，适应恶劣的

室外工作环境，可靠性高。

一体化无线基站

采用高增益一体化智能天线与 AP 集成。支持用户多，带宽流量大，覆盖距离远，施工快捷方便。

大容量无线基站

2.4GHz 和 5.8GHz 双频双流，支持 5G 扩展频段和 HT40 模式，单个农宽 WLAN AP 最大可支持并发 40 个

4Mbps 用户或 16 个 10Mbps 用户， 单个基站三个扇区最大可支持 120 个 4Mbps 用户或 48 个 10Mbps 用户。

方案价值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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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媒体转型过程中，云计算将帮助广电打破传统业务的“烟囱式”结构，在

信息采集、内容编辑、制作、传播、发行等环节实现数据资源共享，多业务、多渠道、

全终端的全媒体覆盖。       

作为数据通信解决方案领导品牌，锐捷网络云计算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全面支持

虚拟化网络环境和云计算服务模式，并且在数据中心零配置与自动化运维、 视频服

务 CDN 智能回源、广电云平台安全资源池 SDN 引流等方面积极创新、大力支持广

电全媒体云计算数据中心网络的建设和应用 。

广电全媒体云计算数据中心网络解决方案

需求背景

解决方案

近几年，各地广电网络公司为谋求业务转型升级做了许多探索， 最终发现云平台为“互联网 +

广电”指明了方向，云计算是承载广电新媒体业务的最佳平台。通过建设云平台，可打破广电传统业

务壁垒，实现后台资源共享， 多业务、多渠道同时发布， 为基于有线电视用户探索和开展新业务打

开了方便之门。

   电视用户业务模式是典型的云服务模式

   云计算是承载广电新媒体业务最佳平台

   IAAS 基础网络是广电全媒体聚合云服务基础

   高起点、开放性、可扩展是规划的重要原则

广电网络传统的总前端与分前端结构决定了广电业务存在“集中”和“分布”两种模式。相应的，广

电全媒体云计算数据中心网络建设可以有如下三种模式：

集中式：单一（或双）数据中心服务所有分前端用户。为消除分前端到总前端延迟和拥塞，可将城域

网的多个二级核心设备直接与云平台数据中心交换机连接。这种模式适用于项目建设前期和省会城市广电

网络。

集中 - 分布式：类似 CDN 网络结构，设置中心节点将内容分发到地市分前端数据中心机房，用户首

先访问分前端数据中心网络。这种模式需考虑数据中心与 CDN 网络对接和流量智能调度问题。

分布式：完全分布式结构，各分前端数据中心独立为用户提供服务，并通过 CDN 技术实现各分前端

之间内容分发和同步。

上述三种模式都存在对接多个分前端 / 城域网核心问题。因此，单个广电云平台数据中心网络架构如

下图：

·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直接对接多个城域网二级核心节点交换机，缩短用户访问云服务平台路径，减轻骨

  干网流量压力；

· 架顶 TOR 交换机和双核心交换机通过 VSU 技术将两台物理上独立的交换机虚拟化成逻辑上一台交换机；

· 服务器服务管理和管理端口（包括内容注入），通过不同物理端口。TOR 交换机三台为一组：两台万兆

  TOR 交换机通过 VSU 提供业务端口，一台千兆 TOR 交换机提供带外管理网段接入。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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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华全媒体聚合云数据中心是目前国内

最大的广电云平台，锐捷网络采用最高端的

Newton 18010 数据中心核心交换机和 RG-

S6220 万兆、RG-S6000 千兆数据中心架顶

（TOR）交换机承建了歌华云平台 IaaS 基础

网络架构，并且利用 SDN 技术实现了云平台

安全资源池引流。

歌华有线  广电云平台安全资源池 SDN 引流

成功案例

· Newton 业界最高端核心交换机，多级正交 CLOS 交换架构，支持业界最高的端口密度；

· 整机满配 40G 端口，64 字节到 9216 字节全部跨板线速；

· 最低0.57us转发时延，非常适合应用于高性能计算、超算中心、数据设备互联、金融交易等高实时性要求的场合；

· Newton 支持超大分布式缓存，每万兆口最大支持 200ms 缓存，保证突发流量不丢。

· 高稳定性，交换网板、电源支持 N+1 冗余，支持热补丁；

· 容灾备份方案产品组件；

· 支持双活数据中心方案。

· 支持无损以太网 DCB、TRILL、VxLAN、L2GRE 等完整的数据中心网络特性；

· 支持安全策略跟随虚拟机迁移而自动迁移；

· 支持 IP/FC/FCoE 融合一体化网络 ；

· 支持 OpenFlow 1.3，与 SDN 控制器联动为 CDN 分发和用户访问提供数据中心之间灵活、智能的流量调度；

· 支持集中管理控制的数据中心安全云平台解决方案（SDN 控制器应用）。

方案价值

高性能

高可靠

整合架构、完整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互联网的下一步发展需要靠物联网增加连接终端的数量、靠高清视频继续带动网络带宽的倍增。2016 年，

业界普遍认为是 IPTV 年，广电视频业务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Netflix 为推精品的 4K 视频业务向 Comcast 多

付买路钱，这向业界说明：高质量的视频承载网络孕育着广电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锐捷网络专注数据通信解决方案十余年，锐捷高端数据中心交换机产品已经在歌华云平台、推流城域网，以

及BAT等众多互联网公司得到了大规模应用。在视频承载城域网方面，锐捷网络可为用户提供优秀的整体解决方案。

视频承载城域网解决方案

需求背景

广电城域网不仅要承载传统的互联网数据，还需要承载包含组播和单播通信的直播点播视频业务：

·  数字电视业务：采用 DWDM 波分 /MSTP 或视频承载网通过 IP 组播传送；

·  IPTV 直播业务：需通过视频承载网 IP 组播传送；

·  IPTV 点播业务：需通过视频承载网 IP 单播传送；

·  DVB 点播业务：中心存储到分前端分发节点（CDN）、分发节点到 IPQAM，需通过视频承载网分发视频流量。

由于尽力而为的 IP 网络难以 100% 的保证广播级视频传输质量，而直播节目采用组播通信方式，为避免影响宽带上网用户，

需针对等长、等开销的视频流量组建单独的视频承载网：

·  尽量减少用户终端到视频服务器的跳数，普遍采用扁平化星型结构；

·  总前端和分前端为视频流量调度中心，存在突发情况，交换设备需支持高吞吐、零丢包和大端口缓存；

·  为应对高流量转发需求，尽量采用高性能的数据中心交换机建设新一代万兆以太城域网。

解决方案示意图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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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华有线在北京市有 540 万数字电视用户，交互用户 460 万。歌华互动电视网络建设于 2009 年，2 个总前端、10

多个分中心和 30 多个分前端。歌华回看、数字院线等内容深受用户喜爱。近些年互动流量增长迅速，到 2014 年原有的

推流网遇到万兆端口密度不够、大流量时出现丢包的问题。因此，2015 年 8 月歌华启动对 VOD 推流交换机升级扩容项目，

锐捷独家中标 7 台核心和 9 台边缘接入设备，用于升级主城区 VOD 推流承载网络。在半年多的在线运行中体现了高性能、

高可靠的稳定效果：

· 实测核心 RG-N18010 万兆端口缓存大于 200ms，适合承载广电互动点播业务的 CDN 缓存和视频推流场景；

· 与推流服务器、缓存服务器、IPQAM 无互联互通兼容性方面问题；

· 支持超长字节（9126 字节）, 全字节线速转发、零丢包；

· 每个分中心覆盖 30~60 万电视用户，2 万并发点播用户，5 万云平台用户（流化业务流量低、会话数高），单台核心

  RG-N18010 承载大于 60G 视频点播业务流量（带业务压力测试 > 80G)。

歌华有线 视频承载城域网建设

成功案例

解决方案

· 融合家庭宽带、大客户专线、交互电视视频推流及交互信令回传等业务； 

· 提供可运营的 WLAN 业务接入能力，发展飞视业务、屏屏通业务，抢占用户手机终端的“小”屏幕。 

· 整体城域网的建设采用模块化设计，不同功能模块独立建设，边界清晰，可以简化城域网部署的难度及后

  期的维护压力，降低总体成本。

· 引入云特性增强城域网的性能及简化城域网的管理； 

· 单槽位 2Tbps 的转发能力 , 对 40G、100G 支持，保证平滑升级； 

· 汇聚层交换机提供 128K 的 MAC 地址，可以支持超过 10 万人并发接入； 

· 万兆端口缓存大于 200ms，适合承载广电互动点播业务的 CDN 和视频推流场景；

· 借助数据中心交换机的 VSU( 虚拟交换单元，Virtual Switch Unit) 虚拟化特性，简化了逻辑组网，降低网

  络部署及维护的难度，同时提高组网可靠性。

锐捷网络广电推流城域网是锐捷运营商城域网整体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总体结构如下图。图

左侧是基于功能分层的 IP 城域网，承载互联网数据业务；图右侧是以机房分级的视频推流承载网

结构，承载广电视频业务。

锐捷运营商城域网方案不仅考虑了 IP 城域网和视频承载网分离的双平面架构，而且在有线无

线一体、SDN+EVPN 弹性业务汇聚方面做了总体规划。在视频推流承载网部分，核心采用锐捷的

牛顿 N18000 系列高端云计算数据中心交换机，其万兆端口 200 毫秒大缓存特性很好地匹配视频

流量分发需求，真正为广电打造高性价比的视频业务精品承载网。

方案价值

多业务融合 满足业务全面开展

模块化设计 简化城域网部署及未来平滑升级扩展

引入云特性 提高性能 降低维护压力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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