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园网无线接入解决方案 

一．概述 

    目前国内的校园网工程已经在很多院校开展并且部分高校已经完成，但也要看到，目前

的校园网绝大部分都是采用有线部分进行运作的，缺少无线的相关方案。无线网络因为具有

使用方便，不用布线，施工量少，维护轻松的特性，在未来的网络技术中必将成为主流，所

以我们在设计无线接入的方案时，既要保证对原有的有线网络的兼容，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资

源浪费；也要放眼未来，保证现有技术到未来新型网络技术的平滑过渡。 
    首先，要在已有的校园网体系中加入用户控制的设备，通过识别用户的身份，实现对用

户的网络活动进行控制，给不同的用户订制不同的服务，保护用户的权益。试想一下，高等

级的用户可以获得更多的带宽，实现视频会议或者再线观看多媒体课程，而较低等级的用户

只能获得较低的带宽，实现浏览和收发 E-mail 等，每个用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份，获得

针对自己制定的特色服务； 
    其次，有必要将 WLAN（无线网络）的技术引入校园网，在某些有这种需求的场合，

如网络教室，会议厅，图书馆等，可以先铺设 WLAN，让用户能真正做到无线漫游，给工

作和生活带来巨大的便利，然后慢慢把无线的覆盖范围扩大，让更多的用户加入，最后做到

真正的全校无线覆盖。 
    在引入这些新技术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知道，旧有的校园网范围广，技术成熟，用户多，

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我们不能舍弃它，而应该以它作为资源和基础，引入上述的新技术。 
   要实现这一切，正诚公司有一套成熟完善的方案和与之相配套的产品，真正符合校园网

的要求，并能跟上未来的网络发展的趋势。 

二．正诚校园网络解决方案    

具体网络规划如下： 

     



 
在学校中心机房的核心交换机上进行分流，把部分需要无线接入和用户控制的区域转移

到 AC 的后端，而暂时不需要实现无线接入的区域则保留不用更改，如上图所示。 
AC 承担了指派用户地址，验证用户身份，分配不同服务和给用户计费等工作，其中： 
指派地址：    AC 内置了 DHCP 服务器的功能，可以分配给用户指定网段的 IP 地 

址； 
验证用户身份：AC 会采用 WEB，802.1x，MAC 等不同的认证方式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然后到后台的 RADIUS 服务器中去查询，身份符合的用户获得相应的服务； 
分配不同服务：RADIUS 服务会根据不同的用户信息，返回给 AC 不同的用户属性，AC 根

据这些属性给用户提供不同的服务，如带宽，访问内容等； 
计费：        用户认证成功后，AC 会持续给用户计费，并将结果返回给计费服务器。 
AP 承担用户无线接入，用户隔离，发起认证，漫游等工作，其中： 
无线接入：   接收符合 802.11 标准的无线信号，连接用户的无线客户端设备； 
用户隔离：   保证每个 AP 下的用户隔离，相互之间无法访问； 
发起认证：   作为 802.1x 的认证点，向 RADIUS 服务器发起用户的认证包； 
漫游：       支持在同一子网内用户自由的漫游，在各 AP 间自由切换。 

     采用这样的方式，既能保证不影响原有的网络，使原有的网络活动一切照旧又能推动新

的技术，让有无线上网需求的用户能真实感受到其中的优越性，可以保证校园网的平滑过渡。

当以后无线上网的区域增多，用户增多时，可以在中心机房的核心交换机前添加一台 AC，
与原有的 AC 并行，对要控制的用户和区域进行负载均衡。 

     用户的认证计费支撑系统采用 B4000 系统，同时支持 web 方式和 802.1x 的认证方式，

由用户自由选择，并支持各式各样的计费策略，满足用户不同的服务需求。而如果用户希望

能访问教育网资源，则不需要任何的费用。 
校园网 WLAN 的覆盖分为两个方案：室内覆盖和室外覆盖 

i. 室内覆盖 

 

 

 

 

 

 

 

 

 
    如图所示，采用室内分布式覆盖，采用 1，6，11 频段（在 802.11 标准里互不干扰的

最好的三个频段），并合理地分配频段覆盖范围，保证同一频段的 AP 不会交叉覆盖，不会

干扰，这样可以保证每个 AP 下的带宽基本达到 11M，实际为 4-5M。 

ii. 室外覆盖 
这种方式是采取从对楼覆盖的方式，覆盖的AP（建议采用采用正诚室外型设备P380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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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80S）放在需要覆盖的建筑物的相邻楼栋，楼宇内用户通过无线终端直接接收无线信

号。 

根据选用的功放和天线的不同，覆盖的范围也不同，楼宇内靠窗的区域接收的信号质量

很好，越往里就越差。 

三. 正诚校园无线网络的优势 

l 安全性（WEB认证） 

方案中采用正诚G4000/G6000提供的基于WEB方式的认证.保证网络使用者在使用网络资

源前必须经过认证授权，以防止入侵者的攻击。同时可以基于用户输入的用户名对它进

行用户管理及基于用户的计费。 

l 可运营性（用户管理和计费） 

G4000/G6000配合B4000用户管理和计费软件，基于Radius的方式进行认证计费及用户管

理保证网络安全的同时，可以进行运营级的计费、统计、打印报表及基于策略的用户管

理及用户监控。 

l 可管理性（网管S-4000/S-6000） 

在机房中心安装的图形化见面的网络管理软件S4000/S6000可以以图形化的方式直观地

反映整个酒店网络的结构和运行状况，满足性能管理、配置管理、故障管理、安全管理、

计费管理等运营级的集中网络管理 

l 标准性 

P380/P320通过了Wi-Fi (802.11b)的认证，Wi-Fi是全球性的无线网络工业标准。

P380/P320可以和所有通过Wi-Fi认证的无线客户端互相通讯。 

l 高性能-最大的覆盖范围 

正诚科技P380/P320为Wi-Fi网络提供高品质的无线连接。它集成了一个高功率的

802.11b射频收发器和2根天线以便能够覆盖最大的范围。 

l 最低的投资成本 

P380/P320能以最低的成本来提供完整的访问服务。通过以太网供电实现了AP的统一集

中供电。 

l 使用的方便性（UAT） 

l 基于浏览器的访问方式 

l 主页重定向 

l 通用的RADIUS认证系统 

l 完善的记费系统 

四. 方案中采用的正诚的 WLAN 产品介绍(详细请访问 www.gemtek-systems.com.cn) 

1．电信级室内型 AP--P320 

工作模式：AP 

硬件： 

l 支持 802.11b 标准 

l 内置 6dBi(垂直极化)、4dBi (水平极化)天线 

l 发射功率 15~20dBm 可调 

l 内置 IEEE 802.3af POE 供电模块 



 
软件： 

l DHCP Server/Relay 

l 支持 802.1x 认证 

l 可网管，支持 SNMP MIB I & II with Trap 

l 现场勘测/自动信道选择 

l 远程软件升级（可保留原有配置） 

l 负载均衡 

l 用户隔离 

l 支持 IAPP 漫游标准 

l VPN Client 

2．电信级室外型 AP— P380 

工作模式：AP/Bridge/Router 

硬件： 

l 支持 802.11a/b/g 标准 

l 内置 10dBi 天线 

l 发射功率 15~20dBm 可调 

l 内置 IEEE 802.3af POE 供电模块 

软件： 

l 支持 IP 静态路由，支持 NAT 功能 

l DHCP Server/Relay 

l 支持 802.1x 认证 

l 支持 WDS 功能 

l 支持 SNMP MIB I & II with Trap 

l 远程软件升级（可保留原有配置） 

l 现场勘测/自动信道选择 

l 负载均衡 

l 用户隔离 

l 支持 IAPP 漫游标准 

l VPN Client 

3．公共接入控制网关 AC— G4000/G6000 

硬件： 

l 并发支持 50/1024 个用户 

软件： 

l 支持 IP 静态路由，支持 NAT 

l 支持 DHCP Server/Relay 

l 动态地址转换，即插即用 

l 支持 802.1x 认证 

l 支持 RADIUS 认证和计费  

l 支持 Radius WISPr 运营商属性 

l 内置 PORTAL 服务器 

l 支持 WEB 认证 

l DNS / SMTP 重定向 



 
l VPN 透传带宽管理 (通过 Radius WISPr VSA) 

l 支持 GRE 隧道连接 

l 支持 WEB、SNMP 网管 

l 内置 WEB 浏览器，支持远程配置 AP 

l 配置文件上传下载 

l 支持远程 WEB 方式升级 

4．以太网供电交换机 E— 820 

l 2 层交换 

l 八个可供电端口 

l n 符合 IEEE 802.3af 标准 

l 以太网供电距离 100 米 

l 可堆叠至 32 口 

l 19” 标准尺寸 

l 支持端口 VLAN 

l WEB 管理界面 

l 支持 SNMP 远程网管 

5． 网络管理系统 S-4000/S6000 

 
正诚的 S-4000/S6000 网络管理软件，网络管理人员可以有以下的便利：基于地理信息

系统的拓扑管理；满足配置管理、故障管理、安全管理、性能管理、分布式管理，一个管理

者可同时连接和使用多个 CORBA/SNMP 网关（简称网关） 

五．联系方式： 

     

  WEB:  http://www.cyberhome.cn         (  E-amil:cyberhome@263.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