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型枢纽机场无线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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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公司简介



锐捷网络注重研发的投
入
• 4000余名员工，全国40个分支机构，

2500多家合作伙伴

• 15%的销售收入投入研发

• 30%的研发经费投入预研

• 50%的员工投入研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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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生产基地福州研发、生产基地上海研发中心北京运营中心成都研发中心

锐捷网络拥有强大的研
发、生产能力
• 北京运营中心

• 福州研发中心

• 成都研发中心

• 上海研发中心

• 天津研发中心

• 昆山生产基地：AP最大产能10万台/月

• 福州生产基地：AP最大产能5万台/月

锐捷网络公司介绍



 目前仅无线产品研发达到400人；
 从软件到硬件，从AP到AC，全自主研发；
 拥有和申请中的无线产品专利200多项；
 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全国商用的无线项目客户数超过5000个；

锐捷网络无线产品事业部介绍



2个
首都机场调度网

广州白云机场旅客上网

2个
重庆江北机场

杭州萧山机场上网

8个
乌鲁木齐上网
天津机场上网
郑州机场上网
呼和浩特视频
南宁机场视频
太原武宿上网
南昌昌北上网

贵阳龙洞堡运维

中标胶东机场运维、广州白云机场运维、贵阳机场运维

民航业绩



PART TWO

解决方案

项目需求

1 2 3 4 5 6 7

网络拓扑 设备选型 认证营销 定位分析 行为审计 智能管理

8

综合运维



PART TWO 机场无线网建设需求-1

旅客上网  通过建设统一的 WLAN，使用统一的AC（网络控制器）进行系统统一规划和管理

 同一个AP可作为多个虚拟AP，在广播机场SSID（无线网络）的同时，广播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的SSID（无线网络），多个运营商的无线网络可以同时发布，并设定带宽策略

 运营商的SSID（无线网络）和机场内部的SSID（无线网络）相互隔离，运营商可以单独运维自

己的无线网络。

无线定位
 建设机场旅客人流分析系统，通过可视化的方式提供整个机场内所有旅客和员工在任意时间和地

点的人流及位置情况；同时通过移动终端为旅客提供个性化的机场服务(地图, 商业店铺位置,航班

，登机口信息等)，定位精度要求：3-5米。

 通过专用的无线定位设备，提供室内 定位服务功能，改善机场的运营效率，提供更好的旅客体

验。



PART TWO 机场无线网建设需求-2

基于定位的大数据分析

 建设基于大数据的商业智能分析系统，对旅客行为习惯进行分析，从而有效地降低机场运

营成本

 机场人流量大、业务需求多，无线网可承载的应用主要有广告运营管理系统、WLAN无线

定位和导航等



PART TWO 机场无线网建设需求-3

出发大厅、办票厅

安检区 到达大厅、走廊

商业街、商铺 迎客厅 国际到达通关区

远机位候机厅

行李提取处

行李分拣厅

贵宾室、头等舱 办公区

① 出发大厅、办票厅、安检区旅客多、停留时间短

② 候机厅、商业街、迎客厅、远机位候机厅、长途客运站旅客多、停留时间长

③ 贵宾室、头等舱、VIP、VVIP休息区单独部署

到
达
区
、
办
公
区
旅
客
人
数
一
般
、
停
留
时
间



PART TWO 机场无线网建设需求-4

支持大并发（体现在航班延误、旅客滞留严重的前提下）

 支持同时在线终端5万-6万台，覆盖区域内WiFi信号强度≥-55dBm，环境基底噪声≤-95dBm，每台终端（如：手

机）连接互联网后有效带宽≥2Mbps。

满足公安部上网实名制要求：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147号令）和《互联网安全防护技术措施规定》

（公安部82号令）等规定，本项目属于公共上网服务，应安装符合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的网络安全管理产品以及互

联网上网场所安全管理系统，对旅客访问Internet进行实名认证，并对上网日志进行记录。

良好的旅客上网体验：
 浏览打开主流网站响应速度在5-8秒，能正常收发邮件，观看网页流媒体

 航班期间，终端连接无线SSID获取无线IP地址时间在5-8秒

 终端在获取无线SSID地址后，在5-8秒内能正常打开无线登录页面

 获取无线认证短信在5-8秒内，包含国内旅客及国际旅客



SP1 SP2

万兆i光纤

千兆i光纤

千兆i网线

图例

机场旅客上网解决方案

eLog上网
日志留存

认证营
销 平台

综合网管
运维系统

增值运营
管理平台

短信网关

DHCP
服务器

T2T1 T3
核心

汇聚

接入

出口区
出口路由器

流控

核心交换机
+AC+防火墙

认证管理区

热点缓存



PART TWO 核心网络设计

1.N18K 专业做“网关”和“认证”

2.AC专业做无线管理

3.兼容任一厂商的无线ACAP、认证服务器

总结



PART TWO 核心网络设计

价值1：超大用户量支持，硬件高速转发

传统交换机 传统AC无线控制器

N18K BRAS

无线网关设备的几种选择：

特点：

• ARP容量16-32K

• 且V4/V6共享，仅能支撑5-8K用户规

模

• CPU性能不足

• 大二层广播问题无法解决

特点：

• 软件实现，容量不是问题

• 既要管理大量AP，还要认证、解隧

道进行数据转发。

• CPU性能不足、转发性能不足

优势：

• ARP容量170K，10W用户规模

• 32核CPU

• CLOS架构，硬件转发

• QinQ隔离、终结解决大二层问题

• 高密度10G.40G,100G 高性能

特点：

• 软件实现

• 单卡上下行最大40G（ME60）、H3C 

集中式BRAS板卡处理，性能瓶颈

• 万兆端口成本高昂

✗

✔︎



PART TWO 核心网络设计

价值2：集中认证、兼容开放

分期建设的无线，由于招标结果不可控制，或涉及价格选择，

通常最终都会涉及不同品牌无线共存，客户必须面临：

1、不同厂商AC和认证计费系统对接，兼容性的问题。

2、不同厂商AC，多套系统的认证、网关配置：不同CLI、配置维护的问题。

3、不同厂商AC之间，用户无法“无感知”漫游的问题

无线控制器
认证计
费系统

无线
设备

SAM

…

H3C

华为

Cisco

…



PART TWO 核心网络设计

价值2：集中认证、兼容开放

集中认证，做到真正和品牌无关

802.1XRG-SMP锐捷
无线AC

其它厂商
无线AC

锐捷无线AP其它无线AP

无线和用户认证无关

兼容

包容

无线
用户认证

无线
AP管理

Newton 18000

Web Portal

MAB 

二维码认证

微信认证

短信认证



PART TWO 核心网络设计

价值3：无线降噪，Portal秒弹

移动
终端

自动关联

>1W人
集中认证

6:4
非认证 噪声

什么是噪声？

在无线环境下，用户会预先连接到网络
（由于自动关联的特性，但未认证），
这个时候终端软件均以为已连接到网络，
因此自动通过80端口发送大量HTTP请
求，例如迅雷连接，新闻更新等，和正
常的用户Portal认证报文（采用http协
议）对比，俗称“网络噪声”

这些“噪声”会对认证设备、Portal服
务器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高峰期或恶
意攻击情况下，会造成用户认证不上、
页面无法弹出或弹出慢的问题。

恶意攻击堪比DDOS！没有web噪声
保护的情况下，客户端的portal服务器
必须使用4-8台做集群+负载均衡设备
这种高代价来抵御攻击。无线噪声问题非常突出！



PART TWO 核心网络设计

价值3：无线降噪，Portal秒弹

超强
硬件

独特
设计

锐捷独有的WEB降噪技术，能够实现：

十万人并发，认证秒弹

（高密、大并发场景无线3万人并发在线案例：
腾讯大会、大型体育场馆、大型高效等）



PART TWO 无线设备选型

无线精准营销设计方案

航站楼内部署（候机厅、出发厅、商业街）

采用两种部署方式：
定向小角度部署：减少信号干扰、保障信号覆盖有效、提升体验

高性能：航班大面积延误大并发接入提高旅客上网体验



无线精准营销设计方案

“X-sense ”智能天线的思考

双极化 5G信号增强

X-sense X-sense Plus X-sense 3

定向天线阵列

2012 2013 2015

X-sense“灵动”天线矩阵架构
 智能24面天线阵列支持最高

多达1677万种组合方案
 搭配高速方向计算单元，每

毫秒高达300次路径切换性
能，让信号随你而“动”

X-sense 3 针对5GHz高频
短波室内抗衰减能力较弱特
性，通过天线技术极大提升
覆盖范围以确保远距离，仍
能够充分体现11ac的性能
优势

X-sense Plus 增加重力感
应与双极化天线，使得无线
AP覆盖在任何部署模式下，
都能提供高质量的无线体验

PART TWO



无线部署方案——场景化覆盖（登机口、值机岛、行李提取处）

极致高密方案——AP740-I 解决之道，大并发+混杂终端+安全雷达

2.4G

2.4G

5G

5G

Wave1

2.4G
5G

Wave
2

三路区分服务 双频灵活切换 全场景体验提升50%



场景化覆盖（登机口、值机岛、行李提取处）

极致高密方案——焕发Mu-MIMO保障优质无线体验

双模反射式灵动天线设计
完美适配Wave2

STA

Wave2模式Wave1模式

1

2

3

1

3

2

1

3
2

PART TWO



无线部署方案——场景化覆盖（登机口、值机岛、行李提取处）

极致高密方案——AP740-I无线体验性能业界领先



满格信号质量
移动终端保障

两舱旅客（头等舱、商务舱）

场景特点

贵宾室的墙体较厚，部分抗震加固墙体内甚至含有金属网，对无线信号衰减都很大、无窗设计

人群特点

用户人数极多且并发大，每天高峰期，同时在线率高，每人有多个移动终端（手机+笔记本+Pad）；

PART TWO



极致扩展方案——AP卫星

扩容卫星AP

探针卫星AP

物联网卫星AP
预留扩展能力

按需组合搭配

每台卫星AP提供额外终端接入能力

可满足高并发的接入需求

AP720-I

安全雷达

灵活扩展的“AP卫星”

即插即用，灵活部署

无需重新布线和供电，随时扩容

采用频谱探针，子母机信号互不干扰

业界首创卫星AP，动态扩展

AP卫星让无线灵活起来。卫星作为AP主机

的射频扩展配件，即插即用，无需额外供电，

原地外扩2射频，性能提升100%，使接入终

端数直接扩充一倍

1倍投入 + 2倍产出

两舱旅客（头等舱、商务舱）PART TWO



采用一个廊桥部署两个AP进行冗余，定向、全向满

站坪无线

AP630（IDA2）

11ac wave2

内置天线系统

可灵活切换外置天线

蓝牙远程管理、整机八空间流

IP68防护等级

业界标准形态&接口

PART TWO



采用一个廊桥部署两个AP进行冗余，定向、全向满足生产业务的需求

无线部署方案——访客无线安全域隔离

安全域隔离——AP虚拟化

锐捷网络特有的AP虚拟化技术，将单一物理AP虚拟出

多个服务AP。不同的服务AP可以和不同的无线控制器建立

连接，保证资源只允许合法的用户访问，提升数据安全。

资源安全隔离

多样化认证方式组合

降低无线干扰

高性价比的安全架构

PART TWO



无线部署方案——访客无线安全域隔离

隔离方案 逻辑隔离 虚拟AP-隧道隔离 虚拟AP隔离-双上联隔离 物理隔离

隔离成本 低 低 中等 高

优势

• 节省成本
• 1套设备方便管理.
• 隔离逻辑可以轻松改变
• 共享物理射频，干扰降低

• AP成本、SW成本节省
• 共享物理射频，干扰降低
• 高安全要求的数据流通过隧道技术单独保护。
• 单张网络的AC宕机不会影响其他网络
• 避免因人为疏忽配置错误导致的安全问题
• 管理成本只增加1台AC，隔离效果大幅度提

升

• AP成本节省
• 共享物理射频，干扰降低
• 有高安全的要求的数据流可以单独保护
• 单张网络的AC宕机不会影响其他网络
• 避免因人为疏忽配置错误导致的安全问题

• 物理隔离合规等保
• 有高安全的要求的数据流可以单独保护
• 单张网络的设备宕机不会影响其他网络
• 避免因人为疏忽配置错误导致的安全问

题

弊端

• 没有物理隔离
• 单台设备宕机会产生单点甚至是整

网的影响
• 无法针对某一数据流进行单独保护
• 可能出现因人为输入配置错误导致

的安全问题

• 射频端未做到物理隔离
• 单张网络的AP宕机会对其他网络造成单点影

响
• 隧道隔离的隔离度略低于物理隔离

• 射频端未做到物理隔离
• 增加SW、AC管理复杂度上升
• 单张网络的AP宕机会对其他网络造成单点

影响

• 两套设备，成本翻倍
• 两套设备，管理复杂
• 两套AP，射频干扰严重

适用场景
安全要求不高，满足基本隔离要求场
景

有网络隔离需求，既看中安全、又看中成本，
最佳性价比的隔离方案

有网络隔离需求，但又非严格要求物理隔离
的场景

有明确物理隔离要求的场景

安全域隔离——AP虚拟化
PART TWO



PART TWO 认证营销平台

多种认证方式

拖拽式广告设计

支持全屏广告

分级管理策略

多种推送规则

详细的消费者数据

无线营销平台



PART TWO 认证营销平台

• 短信验证码认证
• 短信URL认证

微信认证

• 微信连Wifi认证
• 微信链接认证
• 微信关注认证
• 微信二维码认证

短信认证

• APP 唤醒

APP 认证

微信连WiFi

短信认证
 Web 无感认证

 MacByPass

一次认证，多次使用

一地登陆，多地使用

多种认证方式可共存，由用户自由选择

认证协议：

•Portal2.0 

•WiFidog



PART TWO 认证营销平台

能够支持手机短信认证、微信连wifi认证和固定账号
认证共存，满足多种用户场景需求。

多种认证方式共存



PART TWO 认证营销平台

• 微信深度合作伙伴
• 一键唤醒微信，认证过程同时关注公众号,不同的SSID绑
定不同的公众号。

• 获取微信openID和手机号码
• 自定义广告页面展示

商家公众号吸粉—微信连WiFi



PART TWO 认证营销平台

手机短信认证--帮助客户采集用户手机号码

关联指定SSID，弹出广告页面

输入手机号、短信验证码

实现认证上网，支持用户手机号码
导出



PART TWO 认证营销平台

PC端 使用微信扫一扫 在微信中确认 PC认证成功

PC扫二维码认证—简单易用的PC认证



PART TWO 认证营销平台

 简单快速制作网络问卷

 收集数据并生产精美报表

 助你轻松完成各种问卷

 轻松答题实现免费上网络

调查问卷—深刻了解您的客户



PART TWO 认证营销平台

• 不只是双机热备
• 还支持负载均衡
• 并且可以任意水平扩展（提高性能容量，增加服务器即可）

反向代理模块

业务处理模块

反向代理模块

业务处理模块

反向代理模块

业务处理模块

数据服务器

服务器1 服务器2 服务器3



32核CPU

22毫秒完成重定向，309毫秒弹出认证页面

数万终端用户频繁上下线，频繁交互学习ARP

大量的Web认证噪声

高峰期用户无法上线或web认证页面弹出慢

ARP学习性能提升到3500/S左右，约10秒将所有
的用户上线；

分配8+2核CPU专用于认证，认证性能达到1000终
端/S，保证1秒内认证页面弹出

PART TWO 认证营销平台

强大的认证网关



PART TWO 定位分析系统

AP

web访问

WLAN采集

STA

数据分析组件定位引擎组件

 整套系统主要由无线终端、无线网络基础设施（AP、 AC）、定位服务器、数据分析组件
组成，其中基础设施中瘦AP或胖AP架构均可。

 RG-RBIS（Ruijie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alysis System）， 是锐捷网络针对Wi-Fi场
景下等有人流量信息统计分析的场景开发的分析平台系统。

 RBIS利用无线定位引擎探测到终端位置信息，为各类型场所运营方提供人流量区域分布热
图、平均的驻留时长，每个时段的人流变化趋势。

Time
MAC
RSSI
······

Time
MAC

Location
MAP
······

Location
Statistics

······

RBIS

RBIS产品框架



PART TWO 定位分析系统

人流定位，商业分析与应急指挥并存

客流分析 热图分析 地图导航 客流量预测
LBS/IPS 平台

服务内容 需要定位精度 技术门槛 作用 要求

定位 3M-5M 高
定位导航精准服务旅客、安保人员定位、

值班领导定位
高精度地图、定位服务器、大数据分析平

台

感知（探针） 5M-10M 中
区域感知、服务片区旅客、安保人员、值

班领导
地图、轨迹、大数据平台

营销 10M 低 广告营销 统一认证平台

旅客密集度

登机口导航

资源调配

实时监控
工作人员

旅客预测



PART TWO 行为审计

•范围：微博、论坛、博

客、贴吧

•内容：论坛名称、发帖

主题、发帖内容

•范文：41大类，1300万条

URL库信息

•审计：阻断暴力、色情、

反动类网站，记录所有

web访问信息

•范围：SMTP、POP3

、WebMail.

•内容：发信人、收信

人、主题、正文、附

件

•审计：小于30M的附

件保存下来

•范围：QQ等即时聊天

工具

•内容：未加密聊天内

容、上下线记录

即时通讯
论坛发帖

邮件 URL
过滤

安全

http://images.google.cn/imgres?imgurl=http://www.imsaracing.net/2008/logos/BBS-logo.jpg&imgrefurl=http://www.champagnemotors.com/&usg=__7upWACruzwbKs3edEI63DjAlldU=&h=355&w=900&sz=22&hl=zh-CN&start=1&um=1&tbnid=MwudKkCUzNIjZM:&tbnh=58&tbnw=146&prev=/images?q=bbs+logo&hl=zh-CN&client=aff-cs-360se&sa=X&um=1&newwindow=1
http://images.google.cn/imgres?imgurl=http://www.imsaracing.net/2008/logos/BBS-logo.jpg&imgrefurl=http://www.champagnemotors.com/&usg=__7upWACruzwbKs3edEI63DjAlldU=&h=355&w=900&sz=22&hl=zh-CN&start=1&um=1&tbnid=MwudKkCUzNIjZM:&tbnh=58&tbnw=146&prev=/images?q=bbs+logo&hl=zh-CN&client=aff-cs-360se&sa=X&um=1&newwindow=1


本地转发模式下，只有管理数据
流经过AC，用户上网数据流通过
三层交换机直接转发走；

接入汇聚采用二层组网，用户终
端地址由核心交换机分配；核心
交换机启认证网关功能，通过
Portal2.0协议与MCP portal对接,
在URL跳转请求消息中将终端上下
线消息送到MCP；

MCP与EG网关对接，合并上网
日志、送到eLog平台

部分地方网监平台还可能要求无
线指标数据，这要求AC与eLog
通信

Internet

出口审计网关

短信网关

公安网监平台

eLog日志平台

MCP Portal平台

AC

终端上下线信息
终端MAC地址
场所内网IP
AP设备MAC
上线时间
下线时间
场强

http://x.x.x.x:8080/izj/index.wlan?wlanuserip=x.x.x.x&wlana
cname=0079.0573.571.00&wlanapmac=58-69-6c-2f-6d-
4a&wlanusermac=3c-91-57-fd-2b-e7&ssid=i-ZJ-
CMCC&NASID=1234001010000460&wlannasid=1234001010
000460

认证网关

POE交换机AP

AP/AC管理数据流

认证及日志数据流

用户上网数据流

网监日志数据流

PART TWO 行为审计



82号令快捷查询 一次查询，定位到人

PART TWO 行为审计



无线智能网优

“一站式智能服务解决方案”是针对企业级无线网络提供的一个专业的智能服务生态系统

为无线产品全生命周期提供专业、智能、贴心的服务，可以完成从网络规划设计到实施部署、再到智

能网优、体验对焦以及后期的巡检运维等一系列工作

“一站式”WIS智能服务平台

PART TWO



无线智能网优

“一站式”WIS智能服务

“WISπ”让您的网络不再神秘

集“可视化”、“诊断”、“网规”、“网优”

为一体的云端智能运维助手

全网清晰可见，综合评估信号、用户体验相关指

标，呈现最真实的体验报告

提供7*24H的用户终端和设备节点网络履历跟

踪，精准识别问题和风险。

支持一键预览、一键体检、一键诊断、一键网优、

一键报告、一键防御、一键升级等快捷功能

PART TWO



无线智能网优

“一站式”移动智能服务

“WiFi 魔盒”一款让人人都会网优的APP

轻量级APP，集WIFI检测、诊断、优化为一体的手

机移动端运维工具

快速掌握WIFI信号状况，帮助自己解决困惑，让断

网不再烦恼

WIFI魔盒将无线可视化，随时随地呈现无线信号，

快速发现并解决问题

APP不定期推送无线小知识，让您对无线技术的了

解更加全面。

PART TWO



无线射频防御系统

主动式射频防御——安全雷达

无线攻击事件及时告警提示

定制化的告警等级更省心

24小时不间断防御

反制不影响到邻居合法AP

精细化的无线信号分类，钓鱼WIFI无处躲藏

私设热点揪出始作俑者

准确发现被钓鱼用户，及时止损

VIP用户安全保护，安全风险及时提醒

安全事件历史可查，简单无忧

高中低档安全模式灵活选择，简单易用

24小时实时扫描，不影响用户体验

智能环境感知，覆盖及安全模式灵活切换

24小时全方位射频防御，让安全清晰可见

安全威胁按等级分类，一目了然

PART TWO



无线射频防御系统

主动式防御——安全雷达
PART TWO



无线射频防御系统

安全雷达推荐部署方式

优先推荐AP740-I第三频开启安全雷达功能，

不增加硬件情况下提升安全能力

AP720-I带AP卫星，在AP卫星上开启安全雷达功能

普通接入服务AP与安全雷达AP按4：1的比例部署，

其中1台开启安全雷达功能

关键点位部署安全雷达AP，保护VIP用户的无线安全

CLICK HERE TO ADD YOUR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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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设备、无线设备、服务器、存储、IP智能设备

数据库、中间件、应用、操作系统、主机虚拟化、网络虚拟化

…

…

支持全类型、多品牌 IT 设备与应用的管理

设备管理 业务管理 体验分析 运维流程管理

IT综合运维

网络与业务状况一目了然



IT综合运维

有线网络 无线网络 数据中心

端到端故障定位 告警关联分析 自动巡检

全网络管理，系统故障快速、轻松解决



IT综合运维
可视化综合视图， IT管理业绩直观呈现



极 致 体 验

简 单 管 理

增 值 运 营

上网行为审计满足政策

《公安部82号令》

《公安部公共场所无线上网安全

管理系统》

无线营销平台

多样化认证方式提升登录体验

广告精准推送实现用户互动

智能云系统

精准定位、客流热图分析

深入大数据分析

图形化IT运维

“万级”终端运维无

压力

场景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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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旅客体验，一直备受国际民航ACI评测组织和国内其他机场的关注。

为了回馈社会、业界各界媒体、业内各级领导和专家。广州白云机场年吞吐量超过

5000万人次，国内机场排名第三位，世界排名15位左右

锐捷网络采用RG-S8610E为核心交换机，RG-5750-S、RG-S2910XS做汇聚接入，

承担了机场日均10万次的用户访问，保证了基础网络对稳定可靠的极致要求；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广州机场2017年各季度WIFI旅客满意度

季度 2017Q1 2017Q2 2017Q3 2017Q4

广州机场 3.72 3.64 3.66 3.71 

行业平均 3.55 3.54 3.53 3.61 

行业最高 3.82 3.81 3.72 3.82 

行业最高对应机场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上海虹桥国际机

场

排名 6 9 4 7

排名前5的机场中，广州白云、厦门高崎、南京禄口机场中锐捷占三



THANK YOU
FOR WATC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