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线网络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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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网络越来越多的被应用在汽车制造行业

办公区 生产车间

仓储物流区 物联网

⚫ BYOD移动办
公，提升办公
效率

⚫ 网络改造，免
去重新布线烦
恼

⚫ 产品质检、
MES排程、设
备点检

⚫ 物料追踪、人
员定位

⚫ 无线盘库、出
入库扫描

⚫ 无线小车定位、
重要物资监控

⚫ 生产环境监测
数据回传

⚫ 生产过程监控
数据回传



信息安全难保障
✓ 无线使多套网络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降低黑

客的攻击成本，业务资源将更存在更大的风险
✓ 网络边缘扩大到陌生终端引发安全问题

企业无线建设面临的挑战

业务多样体验差
✓ 超高密度接入, 超高带宽需求
✓ 业务类型多样, 对延迟、丢包等参数

要求严苛
✓ 传统会议室缺陷多，不安全、效率低、

运维成本高

✓ 障碍物阻挡
✓ 严苛的物理环境
✓ 电磁干扰

企业内部环境复杂

✓ 无线网络看似简单，但运维管理
却一点也不简单。部署规划难、
无线不可视、网优难见效等均成
为运维者的难题

无线网络运维杂



目录页
CONTENTS PAGE 

02 聚焦无线、铸就安全

03 多层优化、极致体验

04  全场景组网、智能运维

01 场景化部署、全面覆盖

05 成功案例



|  www.ruijie.com.cn5

办 公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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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复杂：办公环境多样，无线布放难，信号存在盲区

大开间办公室

领导独立办公室

密集型办公室

访客接待会议室

应用终端：以笔记本电脑为主，包

括手机、平板在内的移动终端

应用特点：

①应用相对复杂，数据量较大

②涉及到内网，安全性要求高

③访客、员工、领导要求不同

办公无线应用总结

办公区 生产区 仓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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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区 生产区 仓储区

颠覆想象的X-sense灵动天线：信号随人而动，覆盖无盲点

方向计算单元

高达24面
天线

“X”型天线阵列

根据终
端位置
自动调
整信号
方向和
增益

方
案
亮
点

⚫ 无线信号精准覆盖：智慧的X-sense“灵动天线”，24面多角度阵列天线，高达1677万种方向角度，信号
覆盖质量全面超越传统天线

⚫ 信号随你而动：方向计算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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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间办公室

大开间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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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区 生产区 仓储区

墙面式AP：娇小迷人，解决独立办公室无线覆盖

方案亮点

⚫ 安装简单：仅需两步，就可完成
墙面式AP的布放

⚫ 无需重新布线：利用原有线缆和
面板位置，部署快捷

⚫ 最高1167Mbps连接速率：满足
办公室无线网络性能要求

⚫ 多彩面板：匹配装修风格

⚫ 防盗设计：“解锁公钥+防盗链
条”，避免AP被私拆

使用POE供电
标准86面板

内置天线

提供
4个网口
1个电话口

Step1：
拆除原面板
Step2：
降网口和电
话口插入墙
面式AP并装
回原处

独立办公室、密集型办公室

解锁公钥

防盗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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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区 生产区 仓储区

AP卫星：最简单的网络扩展方式

业界首创
弹性扩展

方
案
亮
点

⚫ 即插即用：灵活部署，简单如使用U盘

⚫ 免施工：无需重新布线、无需占用交换机网口，还可以在任意位置安装

⚫ 降成本：采购、实施、运维和管理的成本降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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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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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区场景及痛点

天车系统车地回传：超大距离

覆盖

电磁干扰：大型电机工作产生电

磁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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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区场景及痛点

冶炼、锻造、研磨车间：

金属、化学粉尘烟雾对设备内

部的腐蚀和对无线信号的衰减，

高温环境导致设备工作不稳定

化工生产车间：

部分粉末状原料产生粉尘，粉

尘飘散到设备缝隙，导致设备

故障

应对特殊
工作环境

设备可靠性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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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区 生产区 仓储区

工业级无线：智能温控，IP68级防水防尘，适应极端环境

方案亮点

⚫ IP68防护：外壳体采用完全密封
式防水、防尘、防潮、防爆阻燃
设计

⚫ 宽温设计：在-40～65℃超大范
围内仍可以正常工作而不会影响
稳定性和寿命

⚫ 大功率输出：27dbm（500mW）
发射功率

⚫ 内置天线：内置专利的X-sense
灵动天线，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
择内置天线类型，也可选配外配

⚫ 可调式挂架设计：水平方向支持-
60°~60°、垂直方向支持-
60°~90°调整，优化无线网络覆
盖更为简便

⚫ 802.11ac：高速无线接入，提供
高达1.75G接入速率

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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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可靠性 – AP功率自动调整射频空洞自动补盲

无线控制器

AP1 AP2 AP3

可靠的无线是车间生产重要保障

车间生产不可中断，在局部无线设备异常故障时，
应保证生产业务不中断，生产业务体验不受影响

射频空洞自动补盲

无线设备异常故障时，留下射频空洞，无高质量信
号覆盖
及时发现射频空洞，自动进行AP功率调整，完成
射频空洞自动补盲

方案特色

✓ 秒级空洞发现
✓ 调整过程不影响体验
✓ 业务不中断

自动建立
AP邻居关

系图

发现异常无
线设备

根据邻居关
系，自动调
整异常设备
邻居功率



仓 储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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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场景需求及痛点

仓
储
区

场景描述

⚫ 人员主要为库房管理人员

⚫ 业务主要为设备出入库管

理、盘库、移库、拆零拣

选等

⚫ 终端主要为手持扫描终端、

智能平板电脑等

分
拣
出
入
库
区

高货架带来
信号遮挡

移动中的
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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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区 生产区 仓储区

1分48二代：万平级仓储无线无死角覆盖，终端永不掉线

零漫游AP

支持8路智分单元接入

智分单元

支持6路天线接

入

超柔馈线及美化天线

方便施工布线，布放美观

方案亮点

⚫ 信号无死角：一个AP分出48个
天线，在每个货架过道安装一
个天线，保证信号覆盖无死角。
线缆升级，一套1分48覆盖万
平仓储区

⚫ 全程不掉线：出入库、盘库过
程全程不掉线，所有天线工作
在一个AP下，库管人员在移动
中进行扫描处理，不会出现掉
线和卡顿，提升库房管理效率

⚫ 良好的兼容性：适配业内主流
的扫描终端，提供良好的兼容
性

仓储区

智分基站

智分单元

手持终端

美化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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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区 生产区 仓储区

X-sense灵动天线：实现出入库区信号“处处满格”

仓库分拣、出入库区

WMS ERP

交换机
无线控制器

数据中心

方
案
亮
点

⚫ 信号精准覆盖： 24面多角度阵列天线，高达1677万种方向角度，针对不同的货物堆放位置都可以精准覆
盖到货物之间的空隙，让工作人员到哪里都有满格信号

⚫ 信号随你而动：根据工作人员的位置不同调整信号角度，让信号随你而动

分拣、出入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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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典型无线安全问题

财务系统
账号/密码

钓鱼AP 合法AP

相同或者具有迷惑性的信号，用户难以
判断，被攻击者钓走,所有信息泄露

钓鱼WIFI窃取信息

DOS攻击

AC

弄瘫企业网络，趁机施展钓鱼攻击
以弱安全网络为跳板横向渗透攻击内网

DDOS攻击或横向渗透攻击 私自架设wifi信号导致内网被入侵

不经意间将内网暴露
网络安全性不及万分之一

流氓私设
WIFI

钓鱼WIFI

恶意攻击

横向渗透攻击



21企业无线网络安全建设

接入请求

你是谁？

合法用户

你安全吗？

身份认证 安全检查

合格用户

你想干嘛？

策略检查

资源授权用户

行为审计

你在干嘛？

射频防护身份准入 网络隔离

合法身份 合法射频 合法资源

访客网 办公网钓鱼WIFI

无线网络安全三大核心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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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安全

严苛的准入认证 安全域隔离

无线安全的核心思想

主动式射频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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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感知认证：办公网员工安全认证
员工无线安全

终端
NAS

（交换机、AP等）
Radius 
Server

⚫ 超高安全：802.1x加密采用WAP2+AES的加密方式，密钥长度128位，解决传统加密
算法密钥长度过短的问题

⚫ 服务器对接：可以直接与第三方的Radius服务器对接，快速认证终端身份
⚫ 无感知认证：只需要首次认证，之后无感知认证接入

方
案
亮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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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二维码：扫一扫，安全又便捷的访客上网体验

连接无线，生成二维
码，接待人员扫描二
维码

访客认证成功，返
回网络接入成功页
面

接待人员反馈授权
成功页面，访客上
网行为可追溯

方案亮点

⚫ 方便易用：“连接无线+扫一
扫”，两步就能完成访客上网
认证

⚫ 安全可追溯：“访客+接待人
员”身份绑定，记录访客上网
行为，并在后台形成日志保存

⚫ 合规：满足公安82号令，访客
上网行为日志后台保存60天，
方便查询

访客无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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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二维码：扫一扫，安全又便捷的访客上网体验
访客无线安全

⚫ 方便易用：“连接微信+微信确认”，两步就能完成访客上网认证

⚫ 合规：满足公安82号令，访客上网行为日志后台保存60天，方便查询

⚫ 吸粉：用户关注企业公众号带来粉丝效应

方
案
亮
点



主动式防御——安全雷达

反制
隔离

实时
准确

精细
可视

无损
多维

防御

告警

识别

扫描

设备仿冒

钓鱼WIFI

流氓AP

DDOS攻击

相似ssid混淆视听

密码破解

24小时全方位射频防御，让安全清晰可见

✓ 无线攻击事件及时告警提示

✓ 定制化的告警等级更省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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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设热点

安全威胁按等级分类，一目了然



主动式防御——安全雷达



安全域隔离——AP虚拟化

员工 访客

业务AC 访客AC

业务网 访客网

CAPWAP隧道

杜绝以访客网为跳板的攻击行为
弱安全网络被攻击不影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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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据安全隔离

• 多样化认证方式组合

• 降低无线干扰

• 高性价比的安全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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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建设常见体验问题

• 高并发密集接入，干扰严重、带宽受限

• 业务类型多样， 延迟、丢包等参数要求严苛

• 传统会议室缺陷多，不安全、效率低、运维成本高



业界首创Pre-axTM技术，率先引入802.11ax的空间复用思想来提升高密抗干扰能力

实时发射功率调优

每AP上为每用户依据用户体验设定专

属功率调整算法。

接收能力动态调整

DCCA/DTPC技术，降低AP的受干扰范围，

使得每台AP犹如在无干扰环境下运行。

射频层——Pre-axTM抗干扰技术

接收能力动态调整 实时发射功率调优

强干扰环境下性能提升30%



AP1：30db

AP2：29db

STA：40db STA：30db

射频层——C-LINK最佳接入点选择

锐捷网络新一代的C-LINK技术，根据用户信号强度进行初步关联，实时跟踪依据每个接入

点的时延、丢包、信号强度以及无线网络的信道、负载、吞吐等多维度信息建立模型，智能

为每个用户选择最佳的接入点，以保障用户获得最好的体验。

2.4G 5G

2.4G

5G优先 远端关联

收到STA-1

STA-1

STA-2

收到STA-1

收到STA-2

3
1

AP1

AP2

AP3

5

智能负载



网络层——AirReorder公平调度技术

基于带
宽调度

基于时
间调度

基于精细
化时间片
调度

没有考虑到不同终端的
差异性，造成低速终端
占用过多时间，高速终
端受拥塞等问题

没有从本质上解决问题，
依旧存在高速终端受拥塞
等问题

基于时间调度的基础上，跟踪各终
端实际耗时的情况，进行二次时间
片分配，将多余的资源回收供给其
他终端，做到时间片的分配与空口
紧密耦合，保证调度的精确性。



场景化定制功能

便捷命名、智能发现：
支持设备的个性化命名，设备不再是无辨识度的厂家
统一标识，取而代之的是个性化标识，如某一间会议
室等，一眼便知晓。

就近推荐：
根据终端距离、信号强度等参数进行就近性推荐，不
需要在长长的列表中进行选择，提升会议效率。

屏幕防抢占：
引入“防窜扰技术”，根据设备的状态智能匹配策略，
当设备处于合法投屏状态，启动防窜扰，避免他人无
意\恶意抢占屏幕，影响会议效率。

业务层——构建高效的数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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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繁杂组网难

• 分支繁多，可管理性欠缺

• 分支扩展欠灵活

• 分支各不相同，缺乏场景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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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场景”定制化组网方案

网络规模 服务人数 推荐AP型号 推荐AP数量 推荐AC型号 AC集成功能 推荐AC数量 推荐网络架构

小 50人以内 办公网AP系列 2台以内 N/A N/A N/A N/A

中 500人以内 办公网AP系列 128台以内 多业务AC 网关、认证服务器 1 控制器边缘架构

大 1000人以内 办公网AP系列 256台以内 Branch-AC N/A 1 控制器中心架构

超大/总部 1000人以上 办公网AP系列 256台以上 Center-AC N/A 1台以上 控制器中心架构

Internet

内部局域网

Internet

内部局域网

Internet

VAC

小规模 中等规模 大规模 超大规模/园区总部

多业务AC

Internet



“全场景”定制化——分支组网方案

集团总部

AC
虚
拟
化

Center AC

内部局域网

大型分支

内部局域网

Branch AC

Internet

中型分支

MS-Branch AC

REMOTE-AP

小型分支

超级管理员

普通管理员

分支分层网络架构，总分支统一管控

于总部部署中心AC，分支部署局端AC，形
成Center/Branch分层架构

中心AC可以实现对分支端AC\AP的统一管
理，进行策略下发、全网设备升级以及各分
支机构的AC、AP、终端连接情况上收，及
时掌握各分支网络现状

Center/Branch架构可提升整网可靠性，分
支AC出现故障时，分支AP可以直连到总部
的中心AC，确保无线网络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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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的网络统一管理

整网设备统一管理 整网配置灾备维护

整网设备统一监控 整网射频环境可视化

“全场景”定制化——分支组网方案



AC

AC

AC

• 新增分支AC可平滑迁移入现有网络中，即插

即用，不需太多额外配置

• 支持多虚一技术（N:1），对外呈现统一管

理接口及IP，方便总部统一管理

• 与原有网络共享AP lisence，降低建设成本

“AC虚拟化”技术让您的分支扩展信手拈来

分支灵活扩展，平滑升级

“全场景”定制化——AC虚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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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 无线控制、网关、审计、认证服务、应用加速等功能于一体

• 大容量SSD存储

• 内置多样化认证服务

• 支持硬盘存储热插播，动态容量扩充

• 支持WS板卡扩展

• 多OS架构，更具可靠性。

最简单的部署，最高性价比的网络

功能齐全的“多业务AC”

“全场景”定制化——多业务AC



• 基于角色的认证支持

支持基于角色:访客/员工/老板的认证，认证方式包括:802.1x,

PSK, web等。支持本地认证或远程认证方式。

• 提供安全的VPN服务

提供安全的VPN服务，自动寻址总部，并建立IPSec VPN隧道。

• 零接触配置，即插即用

两步操作即可轻松上网，即插即用。必须自动VPN到中心AC，

完成配置，继承身份。

• 自动网优，极致体验

支持WIS自动网优技术，提供完美极致的体验。

“Remote AP”
让小微分支的管理不再头疼

“全场景”定制化——Romote AP



45“一站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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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一站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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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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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智能工厂无线解决方案

内部员工 外来访客 业务隔离 射频安全

802.1X
及web无
感知准入

二维码和
微信认证

AP虚拟化
隔离

安全雷达

高并发体验 数字会议室

Pre-aX、Clink、
AirReorder

企业级AirPlay

无线运维

锐捷无线智能服务

好体验

简运维

高安全

场景化 方案亮点

⚫ 场景化：针对办公、生
产和仓储区提供针对的
解决方案

⚫ 高安全：从“准入、射
频防御、隔离”的角度，
提供全面的无线安全方
案

⚫ 好体验：针对高并发场
景提供创新的体验设计；
企业级AirPlay提供流畅
的无线会议体验

⚫ 简运维：体验式可视化
运维平台，提供专业、
智能、贴心的运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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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云轨生产车间

环境描述

如图云轨生产车间B区一楼，总长100米，宽50米，

间隔15米部署一台AP，AP点位部署如左图。

承载MES系统扫码业务，承载终端为PDA;

部署效果

 2G 5G 

起始 -40dBm -40dBm 

视距中间衰减 7-10dB 7-10dB 

视距对面 9-12dB 10-12dB 

AP 背向，车间边缘 8dB-11dB 5dB-9dB 

AP 背向，俩 AP 间 12dB-15dB 8-13dB 

AP 背向，一道遮挡 15dB-17dB 12dB-16dB 

AP 背向，两道遮挡 18dB-20dB 20dB-23dB 

货架横向（未满载） 5dB-10dB 5dB-10dB 

货架纵向（未满载） 12dB-16dB 15dB-18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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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云轨生产车间

自动补盲测试结果

对AP10进行重启操作，AP03、04、09提高功率，进行补盲

重启过程中终端发生漫游，延时增大但未丢包

初始状态所有AP功率25%

重启完成，AP功率回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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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家家居办公无线

环境描述

在线用户趋势与上班时间基本一致08:00 – 17:30为

高峰期，办公即生产；

终端能力不一2.4G，5G都有，多品牌终端混杂；

大开间办公，一层就7个AP前就有120+个用户，后

续会更多近200+；

部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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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家家居办公无线

C-LinkTM接入---最优接入点

AirReorderTM调度---体验全绿

Pre-axTM抗干扰---无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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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斯菲尔仓储案例

环境描述

共5层仓储，每层7000平方米，库房高度5米（其中

上面有各种管道），货架高度3米，货架间隔比较窄，

约1米左右，原友商放装AP部署在管道上，实际AP

离货架顶端1米左右，信号受货架干扰比较严重，货

架过道信号较弱，部分区域无无线信号

部署效果

每层用3套1分48零漫游设备，共14套（其中有1层用

了2套），3套间不存在干扰情况。并且每套分别部

署在不同区域，这3个区域面积相对较大，区域间基

本不存在终端漫游问题，因此很好解决了以上问题。



| www.ruijie.com.cn55

已经服务于各行各业的知名企业

服务世界500强207位的北汽集团黄骅、景德镇、镇江
等6个生产基地，实现办公、生产、仓储无线全覆盖

服务重卡第一品牌江淮汽车，实现集团总部的无线办公

支撑亚洲最大的齿轮传动企业“中国传动”三个厂区
的办公、生产和物流无线应用。

支撑装备制造百强第9位的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无线办
公网。

支撑医药制造企业龙头的集团无线办公应用。 服务医药制造百强第8位的集团无线办公应用。

汽
车
制
造

装
备
制
造

医
药
制
造

场景化无线方案全面支撑五粮液BYOD、智能制造、智慧旅游
等应用。

支撑全球科技百强品牌乐视的总部办公无线 支撑阿里巴巴旗下物流公司菜鸟网络的仓储无线应用。

支撑家居驰名品牌顾家家居的无线办公及无线仓储业务 服务世界十大港口之一天津港的码头及堆场无线

食
品
化
工

互
联
网

其
他

服务年销售额超2000亿的山西潞安集团煤化工新园区项
目，支持集团无线办公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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