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uckus Smart/OS套件和应用引擎配备于每台

Ruckus ZoneDirector智能WLAN控制器中，能够提

供丰富的、其它集中管理式无线网络系统所不具备的

突破性WLAN功能。

Ruckus Smart/OS专为繁忙的网络和IT技术人员

而设计，是业内最为精致、简洁的集中式WLAN系

统。Smart/OS采用高度直观的Web用户界面，能够

使整个WLAN的配置和管理易如反掌。

Smart/OS 提供所有的传统WLAN管理功能，具体包

括精密的身份认证、先进的加密、快速漫游、访客网络

及无线入侵检测。此外，Smart/OS具备一系列独特

的先进功能，包括自适应无线网状网、先进的射频管

理、强大的安全性能、简单易用的访客网络、热点身

份认证和流量重定向。这些功能使得所有的配置和管

理都变得极为简便。

Smart/OS的中央仪表板，能够为IT技术人员提供整

个WLAN环境的即时总览，从最近用户、系统活动到

详细使用概况、常用接入点，再到当前活跃的WLAN

等，都包含其中。通过该仪表板，管理员可以便捷地进

入特定接入点，测试Wi-Fi连接性、确定当前使用的信

道、进行故障修复、阻止客户端，以及执行其它监测和

配置任务。

Smart/OS可以创建多达32个独立WLAN，将其映射

到相同或不同的接入点或VLAN。与此同时，还能通过

指定接入点，对WLAN进行分组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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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超简便的WLAN配置与管理 
高度直观的Web界面令WLAN配置与日常管理变得异常简单

简洁的访客网络
通过Smart/OS，几分钟内即可执行访客接入功能，能够定制访客通
行证资料页面，为每个用户随机生成或指定唯一的通行证，并限定每
个访客通行证的期限

灵活可扩展的WLAN配置
Smart/OS能够为每台控制器创建多达32个独立的WLAN，并且将
这些WLAN映射到指定的接入点或VLAN，通过特定的接入点，建立
WLAN分组和共享

智能Mesh网络实现灵活的WLAN部署
一个简单的复选框，便可使整个WLAN具备智能Mesh网络功能。一
旦启用了智能Mesh网络，接入点只需接通电源，即可进行自动配置
和自动优化

用户接入策略提供了丰富的WLAN控制
管理员可以轻松创建和实施基于不同用户、流量类型或TCP端口的
接入控制

大型部署项目中的多站点认证
每台ZoneDirector都支持WISPr隧道，这使得所有流量都可以被自动
导向一个中央网络运营中心或外部Web服务器，以进行远程身份认
证和数据处理

无缝集成现有网络基础架构
通过强制门户功能，利用RADIUS、本地活动目录或LDAP进行身份
认证，实现与现有网元的无缝集成

强大的远程管理 
对SNMP的支持，使得管理员可以进行远程控制，并且将Ruckus智能
WLAN与现有管理系统，或是使用中的Ruckus FlexMaster Wi-Fi管
理平台进行轻松集成

Smart/OS

用于Ruckus智能WLAN控制器 
的智能WLAN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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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简便的配置与管理

作为市场上最易于管理的WLAN系统之

一，Smart/OS直观易用的配置向导，令管

理员在五分钟之内即可完成整个WLAN

的配置。一旦配置成功，只需点击复选框，

即可实现一系列强大的功能，诸如用户接

入策略、添加或改变SSID、启用智能网状

网。

自适应Wi-Fi网状网

Ruckus智能Mesh网络支持自组织和自

愈的无线网状网，无需为每个智能Wi-Fi

接入点都铺设以太网线缆。管理员只需将

ZoneFlex接入点插入电源，所有的配置和

管理都会通过ZoneDirector智能WLAN平

台上的Smart/OS软件自动完成。

安全认证、加密与接入控制

Ruckus Smart/OS提供了先进的

加密、简化的身份认证选项，以及

强大的用户接入控制，能够提供

强大的Wi-Fi安全性。

此外，Smart/OS还支持一些独

特功能，如动态预共享密钥（动

态PSK），它能为每台终端设备自

动生成和安装独特的加密密钥，

无需IT技术人员干预。Smart/

OS也支持基于Web的强制门

户、LDAP、本地活动目录、802.1x

和RADIUS等标准。

为了阻止未经许可的无线设

备，Smart/OS的非法接入点检测

功能，能够区分合法接入点与安

装在本地网络上的非法接入点。

Smart/OS强大的接入控制具体

包括MAC地址、IP地址和TCP过

滤。网络管理员通过消除非法用

户借由DHCP/DNS欺骗窃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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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OS具有业内最为直观易用的WLAN图形化用户界面。这种即时仪表板提供了全面的WLAN
概览，帮助管理员快速完成故障诊断和网络优化。

采用Smart/OS的Ruckus智能WLAN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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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dFlex是一款独特的无线性能测试工具，集成

于Smart/OS软件中，能够测定相关WLAN客户端

的Wi-Fi吞吐量，并且可以直接被控制器调用。

话，防止网络监听和中间人攻击。基于角色的用户接入，

只允许授权用户接入访问授权资源。客户端在尝试认证

请求后，则会被自动列入黑名单。

快速且无缝的移动性

Ruckus Smart/OS提供了更快捷也更安全的Wi-Fi漫游

功能。先进的第三层隧道和密钥缓存技术，使得用户在

进行跨接入点漫游时，无需通过远程服务器进行重认

证。

通过创建一个独立的专用WLAN，利用隧道将VoIP用户

导回ZoneDirector WLAN控制器，漫游用户得以在连

接到其他接入点时，保留原有IP地址。Smart/OS还支持

PMK缓冲和opportunistic PMK缓冲，以减少或消除执

行完全802.1x重认证造成的延迟。

简便的访客网络  

在Smart/OS软件中，通过其高度直观、基于浏览器的工

具，即可轻松启用访客网络，从而帮助接待访客的工作

人员，在一分钟内便为访客生成唯一的Wi-Fi访客通行

证，而无需在用户设备上进行任何配置更改。

访客通行证时效可按小时、天和周进行限定，允

许针对不同类型的访客，设定更精细的时效范

围。ZoneDirector能够为每个访客动态生成唯一的通行

证密码，在成功认证后绑定到指定客户端MAC地址上。

多用户间也可以共享一个通行证密码。与其他解决方案

不同，这些操作无需任何额外的辅助设备。

先进的多站点认证 

Ruckus Smart/OS允许每台ZoneDirector设备通过

WISPr协议，自动与外部Web或认证服务器进行认证交

互。是大学和企业创建Wi-Fi热点的理想选择，Smart/

OS可以将最终用户导入外部Web服务器，用户会话可

以在此进行时控和定制。

先进的QoS

Ruckus Smart/OS和ZoneFlex接入点先进的QoS机

制，为延迟敏感型VoIP和IP视频流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支

持。Smart/OS允许管理员为指定SSID用户设定流量阈

值，以及限制每个接入点上的用户数量。

另外，在每个Ruckus接入点上，每个用户都有四条专

用的软件队列，视频和音频流量会进行自动分类及

分配优先等级。组播IP流量会被自动导入有需求的客

户端并区分优先等级，以确保高画质的视频流。

强大的无缝集成管理

Smart/OS实现了与现有SNMP管理系统的无缝集

成。管理员可以收集相关WLAN、接入点和客户端的

详细数据。当某些事件和告警出现时，例如有新的接

入点连接到ZoneDirector上、接入点连接断开、非法

接入点检测和客户认证失败，Smart/OS就会自动生

成SNMP。

RADIUS统计功能提供了更强的监测、管理和合规能

力，从而实现了后台计费。



智能Wi-Fi应用引擎

w w w. r u c k u s w i r e l e s s . c 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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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rt/OS
技术规范

Ruckus Wireless, Inc.

880 West Maude Avenue, Suite 101, Sunnyvale, CA 94085 USA      (650) 265-4200 Ph \ (408) 738-2065 Fx 

无线IDS    非法接入点检测

地图视图映射非法接入点

告警、邮件和SNMP traps

DoS攻击防御 支持

密码推测保护

加密 WEB，WPA，WAP2，TKIP，AES和
802.11i

身份认证 802.1x，强制门户，活动目
录，LDAP，RADIUS，MAC地址和本
地数据库（共5000个用户）

生成动态预共享密钥（动态PSK）

接入控制 基于角色的接入策略

L2-4 ACL

客户黑名单 支持

无线客户端隔离 支持

流量隔离 通过VLAN实现（每个WLAN映射一
个VLAN）

安全性

可定制访客门户   徽示

欢迎信息

全面定制化的（本地化的）访客通行
证资料

生成临时访客通行证 自动

可配置

基于时间（小时、日或周）

条款规定 可定制

认证后Web页面重定向  原申请页面

预设定页面

访客策略 支持

访客网络

WISPr         Web重定向

支持外部Web服务器和RADIUS服
务器

可配置或基于RADIUS的会话终止

Walled garden（利用WISPr）

热点认证

无线网状网 802.11g 和 802.11n

自动配置

自动拓扑

自愈

基于吞吐量

Mesh接入点ACL

Mesh地图视图管理和控制

智能网状网

控制器 ZoneDirector 1000/3000

接入点 ZoneFlex 7962, 7942,2942,2741,2925

硬件支持

用户界面 基于Web的HTTPS

SSL 证书上传

自动接入点搜寻 第二层，第三层

地图视图 支持

WLAN管理 支持多达32个WLAN

将WLAN映射到不同接入点

将WLAN映射到不同VLAN（支持
VLAN重写）

管理员认证 通过AD、LDAP或RADIUS

基于角色的只读和读/写管理功能

DHCP 支持

计费 RADIUS计费

SNMP MIB和Trap

远程管理 通过FlexMaster实现接入点和控制
器管理

管理

动态射频管理 动态信道管理

动态功率管理

基于天线的波束成形技术 依靠BeamFlex智能天线阵列系统实现

射频管理

无缝移动性 接入点切换间隔小于50毫秒

PMK缓冲（需要移动许可）

Opportunistic PMK缓冲（需要移动
许可）

经由VoIP隧道的第三层快速漫游（需
要移动许可

移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