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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G2300-iWNC 云无线管理平台 

MSG2300-iWNC 是瑞斯康达自主研发的一款云无线管理平台类产品，是一款面向国家级大规模无线 AP 部署的 Wi-

Fi 网络环境的无线控制器，支持云端分布式部署、用户分级分权、设备监控与排障、告警推送、远程配置和管理、

审计、定时升级等特性，具有高性能、易操作、功能丰富、易扩展等特点，是 WiFi 运营商网络管理与监控的利器。 

 

 

产品特性 >> 

面向大型无线网络的云端集中管理 

 云端集中管理架构 

使用传统硬 AC+AP 架构下，AC 作为集中控制的设备，跟随 AP 部署在 WiFi 网络本地机房，一般能满足一个学校、一所医院 ，

一座酒店的 WiFi 网络的管理，而对无线参数的配置、设备的管理基本需要在 AC 本地界面上操作，当出现上网问题时候，通常需

要运维人员到达现场才能处理，对运维成本是一笔很大的消耗，随着 WiFi 运营商部署的无线网络数量的逐步增长，一款能否集中

管理与监控 WiFi 网络的产品应运而生，云 AC 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与局势。 

云无线管理平台承担降低 WiFi 网络运维成本的重要使命，首先需要解决如下的问题： 

1、能否实现对全网无线设备的远程集中配置和管理 

2、能否及时对全网 WiFi 设备的监控与告警 

云无线管理平台通过如下的架构模型，实现对全网设备的集中管理与监控。 

云无线管理平台由 2 个部分组成： 

- 管理中心 MCP：提供数据集中存储、统一配置界面、告警集中呈现等特性。 

- 业务 BU：承担 AC 的核心业务，如漫游、HAP、Portal 认证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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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活地、可扩展的部署方式 

依据不同的场景，平台支持集中部署和异地分布式部署，如下: 

典型组网架构一：中心机房集中部署 

 

整套平台部署于中心机房，适合于省市内运营管理的 WiFi 网

络，省市内公网网络延时小，保证网络管理质量。 

典型组网架构二：MCP 与 BU 异地部署 

 
跨地域网络延时大，核心业务的 BU 接近 AP 部署地区，MCP 部

署在中心机房。 

 

WiFi 网络建设是一个逐步进行的过程，当建网初期，网络规模较小，为节省部署成本，平台支持单机部署，只需要一台服务器就

可以具备云无线管理平台的所有功能，当网络规模逐渐扩大时，通过 BU 和 MCP 分离、BU 平行扩展、BU 组+BU 扩展的方式逐步

扩容。 

 高稳定性分布式部署的 MCP 

当 AP 接入数量逐步增长时，业务 BU 也需要逐步扩容，而此时 MCP 则成为整个云无线管理平台的性能瓶颈，MCP 的能力和稳定

性直接决定整个平台的能力，MSG2300-iWNC 产品在 MCP 集群化能力方面也有建设，目前 MCP 基于以下的架构构建了高稳定的

管理平台： 

http://www.raise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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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MCP 平台的分布式集群部署，云无线管理平台具备 5W+台 AP 的接入能力。 

 

基于百度地图的可视化无线网络管理 

 基于地理位置的热点管理 

 
 

热点是云平台网络管理、监控、数据统计的最小粒度，例如一个学校、一座商场、一所医院，热点在平台上的创建需要绑定真实的

名称、经纬度坐标、地址，热点创建使用基于百度地址的快速检索，可以方便的快速创建热点，热点绑定了坐标，为后续基于位置

的监控、告警提供了基础数据。 

 

 热点分布监控 

可基于地图查看全网热点分布的区域和密度，分布在同一个地区的热点聚合显示热点数量，不同的颜色标识不同的热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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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地图上的聚合数字，可以展开区域的地图，查看热点的详细地理位置。 

 
 

热点在各地区的分布也可以通过查看 AP 热图获得，不同的颜色标识不同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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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点概要信息 

 

在地图上点击热点可查看热点的实时和历史统计信息，包括热点地理位置、SSID、信道、AP 状态分布、当前在线用户、历史在线

用户，在线用户按 2.4G 和 5G 分开统计。 

 

可视化网络监控与告警 

 AP/终端实时监控 

 

可以按天或者小时跟踪终端接入的历史趋势,2.4G 和 5G 用户分开统计，方便网络管理人员了解网络负载，跟踪无线网络用户群体，

提供更优的网络服务质量。 

 

http://www.raise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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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显示热点告警信息 

 
在监控地图上，对具有严重告警的热点以特别的颜色显示，便于维护人员精确定位到告警是哪里产生的。 

 

 支持短信、邮件告警 

告警配置： 

http://www.raise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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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信息列表查看： 

 

通过设置告警配置，当系统出现 AC 离线、AP 离线、用户 License 到期等重要告警信息时，通过短信或者邮件通知网络管理人员，

可以及时处理网络问题。 

 

支持多用户分级运维管理 

在 WiFi 运营网络管理中，平台支持多用户运维成为 WiFi 运营商的刚需，WiFi 运营商们对云平台有如下的诉求： 

1、云平台能够虚拟化成多个 AC，不同的 AC 管理对应的 AP，每个 AC 提供独立的管理账号，每个子账号具备独立的网络监控、

网络配置等功能，与其他用户之前的数据完全隔离。 

2、超级管理员还是能够管理所有的设备、用户。 

云无线管理平台基于如上的诉求，提供多用户运营的管理功能，平台支持开立代理用户，代理用户划分 AP、管理员回收 AP 等特

性，平台的用户和设备的层级如下： 

http://www.raise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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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用户之间的 AP、终端、配置数据互相隔离。 

 

支持与无线营销平台对接实现 WiFi 运营完整解决方案 

云无线管理平台支持与瑞斯康达自研的无线营销平台对接，实现丰富的 Portal 认证功能，包括短信认证、微信连 WiFi、一键认证、

微信认证、无感知认证等功能。 

云无线管理平台与无线营销平台功能架构如下： 

 

代理用户在云无线管理平台上开立用户账号，登录云无线管理平台，可以 SSO 切换到无线营销平台，完成 Portal 认证相关的配置

与管理 

 

具有丰富 API 接口，实现与 WiFi 运营平台快速对接 

http://www.raise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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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I 接口，支持与 WiFi 运营平台对接 

云无线管理平台与瑞斯康达自研的无线运营系统集成，能够提供丰富的 API 接口与 WiFi 运营平台对接，实现面向场景化的个性化

Portal 定制、数据采集推送、设备运营管理等运营类特性。 

Portal 认证： 

1、Portal 认证支持推送运营平台的页面，并提供认证接口 

2、定时推送认证用户的上网时长、流量等数据给运营平台 

3、用户下线通知运营平台 

4、运营平台强制用户下线 

设备管理： 

1、修改 Ap 配置，配置 SSID、信道、工作模式等信息 

2、查询在线 Ap 和在线终端信息 

3、批量管理 Ap 

4、Ap 安装即时推送到运营平台 

5、定时推送 Ap 信息给运营平台 

 

丰富、便捷的 AP 配置管理功能 

系统提供丰富 AP 配置管理特性，基本覆盖了 AP 远程管理的所有需要的功能。 

 
 

 丰富配置参数，默认最佳配置 

AP 配置提供基本部署信息、射频、信道、BSS、带宽控制、Wi-Fi 定位、网优配置等功能，默认提供最佳的参数。 

 基于策略模板的批量配置 

AP 模板的配置功能可以实现大批量 AP 的快速部署和配置，修改 AP 模板的参数后一键即可下发到绑定的 AP，远程批量修改配置

变得方便快捷。 

 定时升级 AP 

通过建立升级任务，可以在指定时间点升级全网 AP 或者指定的 AP，记录升级日志，便于后续升级任务审核与问题定位。 

 基于 Portal/Radius 认证的无线服务 

支持运营商规范和国际厂商规范的 portal 协议，拥有强大的兼容性，支持 Portal 无感知认证，手机等终端，只需认证一次，无需二

次输入用户名密码，简单方便，大大提高整体方案的人性化。 

 Portal 认证前白名单 

支持 Portal 智能白名单，根据实际环境，学习形成 URL 和 IP地址的认证前白名单，使内部安全网络免认证访问等功能成为可能。 

 适配移动终端的 AP 快捷配置界面 

在门店部署的场景下，AP 安装人员通过手机打开快速配置界面，完成 AP 的快速配置，为安装人员屏蔽复杂专业的 AC 配置功能 

http://www.raise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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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认证终端 

指定 MAC 地址的终端不需要认证即可上网。 

 黑名单终端 

针对非法终端可以开启黑名单终端控制功能，非法终端无法关联无线网络。 

 基于终端 OS 的 BYOD 策略 

通过瑞斯康达自研的基于终端操作系统的 BYOD 策略，实现指定操作系统终端免认证上网。 

 审计配置 

通过云平台下发 AP 审计插件和插件需要的参数，可以实现 AP 实时上送用户上网数据给瑞斯康达云审计平台，为与公安安全审计

平台提供用户上网数据。 

 反向 SSH 

通过云平台给 AP 下发反向 SSH 插件，可以实现从公网服务器反向登录到内网的 AP，方便网络运维人员远程登录到 AP 定位异常

问题. 

 

产品硬件规格 >>  

MSG2300-iWNC BU硬件环境要求 

型号 MSG2300-iWNC-BU 

运行环境 AP 数 2000 

 硬件环境： 

处理器：Intel Xeon E3 四核八线程及以上，主频 2.5GHz 以上 

内存：8GB 以上 

硬盘：200GB 以上 

网卡：1000M 以太网网卡 

 软件环境： 

Ubuntu Linux 14.04 

64 位服务器版本 

MSG2300-iWNC MCP硬件环境要求 

型号 MSG2300-iWNC-MCP 

运行环境 最大管理 AP 数量 0～10000 

（对接 1~5 台 BU） 

最大管理 AP 数量 10000～50000 

（对接 5 ~25 台 BU） 

http://www.raisecom.com/
mailto:help@raisecom.com


 

 

 

Raisecom Technology Co., Ltd 

 

 
产
品
简
介 

 

网址：http://www.raisecom.com 
热线：400-890-1001，8610-82883110（7×24 小时） 
邮箱：help@raisecom.com 
投诉：8610-82345572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中关村软件园）东区 11 号 

Copyright ©2021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或其它原因，本文内容会不定期进行更新。
除非另有约定，本文仅作为使用指导，本文中的所有陈述、信
息和建议不构成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 

  

 硬件环境：  

处理器：Intel Xeon E5 8 核心 16 线程及以上，主

频 2.5GHz 以上 

内存：8GB 及以上 

硬盘：1TB 及以上 

网卡：1000M 以太网网卡 

服务器数量：一台 

 软件环境： 

Ubuntu Linux 14.04 

64 位服务器版本 

 硬件环境：  

处理器：Intel Xeon E5 8 核心 16 线程及以上，主

频 2.5GHz 以上 

内存：16GB 及以上 

硬盘：2TB 及以上 

网卡：1000M 以太网网卡 

服务器数量：三台 

 软件环境： 

Ubuntu Linux 14.04 

64 位服务器版本 

 

产品软件功能 >>  

项目 特性 MSG2300-iWNC 

性能 在线 AP 管理能力 支持最多 50000 台 AP 同时在线 

在线终端管理能力 支持最多 1000000 个终端同时在线 

BU 管理能力 支持最大 25 个 BU 同时接入 

WiFi运营能力 代理用户管理  支持新建代理用户，分配登录用户名、密码 

 支持代理用户账号到期时间的功能读写权限 

 支持代理用户绑定上线的 AC 

代理用户设备管理  支持管理员为代理用户绑定、解绑 AP 

 支持代理用户绑定、解绑 AP 

可靠性 WiFi 可靠性 支持 AP、AC HAP 特性,当 AP 与 AC 链路断开时，AP 可以独立运行，

不影响用户使用 WiFi 

平台可靠性 MCP 管理平台支持分布式部署，单点故障不影响平台使用 

瘦AP特性 CAPWAP 协议  AP 和 AC 之间支持 L2/L3 层网络拓扑 

 AP 可以自动发现可接入的 AC 

 AP 支持穿越 NAT 设备上线 

 AP 可以自动从 AC 更新软件版本 

 AP 可以自动从 AC 下载配置 

数据转发 支持分布式转发 

Portal认证 Portal 认证协议  支持 Portal1.0、Portal2.0 认证 

 支持 Radius 认证协议 

 支持无感知认证 

终端黑名单 支持黑名单终端无法关联 WiFi 

免认证终端 支持免认证终端不需要认证即可上网 

URL/IP 白名单 支持终端不需要认证即可访问白名单 IP 或白名单 URL 地址 

http://www.raisecom.com/
mailto:help@raise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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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无线服务  支持配置无线 SSID 

 支持启用、停用无线服务 

 支持配置 Open 认证 

 支持开启 Portal 认证、无感知认证、Portal 认证前白名单集 

 配置 WPA-PSK、WPA-PSK2 的认证方式，设置认证密钥 

Portal 认证白名单  支持配置 IP 白名单和域名白名单 

 支持以 csv 文件的方式导入 IP 和域名白名单. 

AP 定制化 支持配置 AP 名称、部署方位、最大用户接入数 

射频  支持双频配置 

 支持配置无线工作模式：802.11b/g/n、802.11b/a/n、802.11a/n/ac

等 

 支持配置 802.11n 无线工作模式：802.11n HT40、802.11n HT80、

802.11n HT20 等 

 支持配置信道 

 支持配置功率调节方式，支持按 dbm 调节 

BSS  支持配置 16 个无线服务，即 16 个 SSID 

 支持射频 1、2、ALL 绑定无线服务 

带宽限制 支持以 BSS 设置最大带宽、最小带宽 

WiFi 定位 支持配置定位服务器 IP、端口、心跳信息 

网优配置  支持设置 ARP 广播转单播  

 支持设置 DHCP 广播转单播 

AP 模板 支持通过模板，批量修改 AP 配置 

AP 远程管理  支持远程重启 AP 

 支持远程将 AP 恢复出厂设置 

 支持从云端服务器反向 SSH 登录到内网 AP 

审计  支持从云端平台下发安全审计插件给 AP 

 支持远程开启和关闭审计插件 

AP 升级  支持 Ftp 方式升级 AP 

 支持单 AP、多 AP 升级 

 支持通过定时任务升级 AP 

监控 AP 监控  支持多个 AP 绑定热点，并通过百度地图监控每个热点对应 AP 的

状态 

 支持按天、小时查看历史 AP 总数、在线 AP 数 

 支持通过 MAC、公网 IP、内网 IP 等查询 AP 的状态 

 支持从地图上查看 AP 分布热图 

终端监控  支持按终端 MAC、AP MAC、AP IP 查询终端信息 

 支持按天、小时查看历史 2.4G 和 5G 终端用户数 

 支持将终端强制下线 

 支持从地图上查看无线终端用户分布的热图 

http://www.raisecom.com/
mailto:help@raise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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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  支持设置短信、邮件告警接收用户 

 支持设置告警条件，告警产生时候发送短信/邮件给用户 

 支持查看历史告警信息 

终端日志 支持查看终端关联、认证、下线等历史数据 

AP 日志 支持查看 AP 的上线、下线历史数据 

AC 监控 监控目前 AC 总数、在线 AC 总数 

 

订货信息 >> 

MSG2300-iWNC-MCP(Z.00) 业界领先的云 AC 架构，主控平台 MCP 部分，采用分布式集群部署方式，最大可管理 1 万个 AP，最

大可与 5 个业务单元 BU 配合。（云 AC 必须配置一套 MCP) 

MSG2300-iWNC-BU(Z.00) 业界领先的云 AC 架构，业务单元 BU 部分，采用分布式集群部署方式，单个业务单元 BU 最大可管

理 2048 个 AP。（BU 数量根据管理 AP 数量选择） 

MSG2300-WNC-LIC-8(Z.00) iWNC 云 AC 控制器授权 license，此授权支持 8 个 AP 管理，可以根据需求增加 license 

 

http://www.raisecom.com/
mailto:help@raiseco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