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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锐用户接入服务管理器产品彩页  

产品概述    

信锐 NAC-6300-E 是信锐技术自主研发的高性能、多元化的用户接入服务管理器，集用户身份认证、用

户准入控制、用户访问控制、用户流量管理、信息推送、数据分析于一体。 

信 锐 用 户 接 入 服 务 管 理 器 支 持 802.1X/Portal/CA 证 书 /USB KEY/MAC/WAPI/ 微 信 / 短 信

/APP/Facebook/二维码审核/临时访客/PSK 等 12 种认证方式，支持终端类型智能识别与准入，支持 L2-L7

应用访问控制，丰富的安全策略分配及安全加固策略。 

信锐用户接入服务管理器属于标准机架式硬件设备，无需额外部署服务器进行安装，可以直接安装在
标准机房机架上。 

 

 

信锐用户接入服务管理器 

产品特性    

用户身份认证  

! 多种灵活、安全的认证方式  
支持 802.1x、Portal、CA 证书、USB-KEY、短信、微信、APP、二维码审核授权、临时访客、预共享

密钥、MAC、WAPI 等认证方式，同时支持账号认证、短信、二维码、微信 web 等多种认证并

存。 

信锐自主研发 802.1x 一键配置工具，极大简化配置步骤，轻松实现 802.1x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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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置认证服务器，轻松实现 WEB 及企业认证  
内置 Portal 及 Radius 服务器，最多可存储 65K 用户账户。无需额外部署 Portal 服务器和 Radius 服务器，
即可实现 WEB 及 802.1X 企业认证，轻松实现无线用户的本地认证。简化网络部署，降低网络建设成
本。 

 

 

! 二次身份认证  
在首次登录时提供账号、终端 MAC、手机号码绑定策略，用户获取手机验证码才能上网，实现账号在
另一台终端登陆时需要输入正确的手机验证码才能上网，防止账号被非法盗用，同时能利用手机验证
码、邮箱自助修改密码，减少 IT管理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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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感知认证  
实现无感知认证，用户首次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成功后，后续上网无需再次输入密码进行重复认证，
并要求可以配置免认证有效期，在免认证有效期内自动完成认证接入，过完有效期再次上网时需要再
次输入密码才能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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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高可靠  

! 高配置高性能  
NAC-6300-E 用户接入服务管理器配备了 Intel 高性能 CPU芯片及大容量的 RAM运行内存、硬盘存储，
可以满足 40K 用户同时在线，每秒认证并发可达 1K 以上。 

! 双机冗余  
VRRP虚拟冗余技术，通过心跳存活机制，当主机异常时，备机立即接替工作，毫秒级切换，不影响网
络运行。 

 

! 逃生机制  
用户接入服务管理器通过双机部署，以及对接第三方的 AAA 认证服务器，同时配置多个认证服务器提
供可靠性。此外，还提供额外的保障逃生机制，当所有 AS故障宕机后，自动切换智能逃生模式，不影
响在线用户继续上网及新用户的身份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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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终端准入  

! 终端智能识别  
智能识别终端类型，支持 ios、安卓和 windows 等主流智能终端操作系统，自适应推送最适合终端屏幕
的 WEB 认证页面，免去用户多次拖动，调整屏幕的操作，为用户提供更加智能的无线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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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B 安全网卡接入  

信锐提供 USB 安全无线网卡身份认证接入方式，对于笔记本、台式机等桌面终端只有安装了安全无线
网卡才能授权接入无线网络，禁止一切非授权桌面终端接入，并且可以设置安全无线网卡只能连接指
定授权 SSID。 

! 联动 EMM 终端准入  

结合 EMM 进行联动证书认证，实现统一安全认证，实现对无线接入的高安全性需求，简化客户运维难
度，并实现整体网络的安全机制。 

! 联动防火墙终端准入  
结合防火墙进行安全联动，可以实现当防火墙检测到终端存在安全风险后，根据风险类型及分级实现
不同的无线安全策略（下线、隔离、重新划分访问权限），从源头实现安全，更好的保护内网数据安全。 
联动防火墙强大的网络安全监测功能，更进一步提升了无线的安全性，配合接入认证、行为管控、审
计、安全网卡、防钓鱼防私接等功能，为用户提供业界最安全的无线网络。 

 

用户访问控制及策略分配  

! 内置国内最大的应用识别库  
内置国内最大的应用识别库，可准确识别 2300 多种应用，包括 P2P下载工具、网络游戏、炒股软件、
办公软件以及移动终端应用等，并保持每两个星期更新一次，保证应用识别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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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千万级别海量 URL库，可过滤非法、暴力、毒赌、色情等不利于身心健康的网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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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富的分配策略  
可基于用户角色、接入时间、接入位置、设备类型、接入方式等条件快速设置网络访问策略。同时支
持对内网应用进行应用控制，全面控制用户行为。 

 

! 防私设静态 IP 地址  
防止个人笔记本/PAD私自设置静态 IP 地址进行上网，造成网络 IP 地址冲突，要求无线控制器实现禁
止终端私设静态 IP 地址，不允许接入无线网络，并要求不浪费 AP 的接入资源。 



 

                                                   咨询热线：       服务热线： 
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400-878-3313   400-878-3389                   

 

! 上网行为审计  
内置上网行为审计，可以审计用户访问网站 URL、网页标题和网页正文内容等信息及下载、收发的邮
件及附件内容；审计用户的 Web BBS 发帖内容、微博内容；FTP 上传和下载的文件名；Telnet执行的
命令；审计用户使用每一种网络应用的行为，并统计使用的总时长及流量等，全面掌握网络使用情况；
满足公安部令第 82 号。 

 

! 数据中心  
内置数据中心，并支持外置数据中心，支持海量存储日志/审计信息，可查看用户访问了哪些网站、收
发的邮件正文内容等，并提供多种统计和趋势报表，帮助管理员进行数据分析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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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流量控制  

! 出口流量控制，提高带宽价值  
支持虚拟带宽子通道、动态流控，可基于应用、用户、时间等因素分配不同的流量策略，灵活分配带
宽资源，最大化提高带宽价值。 

 

! 无线空口流量控制  
支持基于 SSID、应用的无线空口资源管控，可将流控策略下发到 AP，在 AP 上策略生效，合理分配无
线信道带宽资源，保障内网重要应用、重要数据的优先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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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系统联动  

! 作为 Portal/Radius 服务器功能，给第三方提供强大的认证方式  
可以作为 Portal/Radius 服务器，能够为第三方设备提供强大的认证方式，比如：账号认证、微信认证、
短信认证、临时访客、用户免认证、账号密码认证。支持对接华为、华三、锐捷、思科、Aruba、深信
服以及所有支持 Portal2.0 和 Radius协议的设备。 

 

! 提供数据接口对接  
支持与第三方 Radius联动，将认证信息转发给第三方 Radius 服务器进行认证，即实现统一身份源，实
现利用 OA系统的账号进行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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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信息推送  

! 认证页面自适应  
Portal 认证页面可自定义，包括页面 logo、文字、标题、颜色、透明度、免责申明，并且可以实现主
流终端的屏幕尺寸、分辨率自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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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证前、认证后信息推送  
在 WEB 认证前（包括 Portal、微信、短信、二维码等认证方式）播放最多 5张的全屏信息插图，并支
持倒计时的形式，强制用户观看一定时间的信息展示才允许认证上网； 
WEB 认证页面可自定义 LOGO、背景颜色、页面文字、免责声明等，支持中英文切换； 
认证页面可以根据不同的 SSID、接入位置、终端类型、时间段等来推送不同的认证页面以及设置不同
的认证成功后跳转 URL 页面。 

! 灵活的信息推广（在线时长、终端出现、首次接入）  
支持以微信、短信、网页三种方式向用户进行信息推送。通过微信认证收集到用户微信信息，实现首
次接入、位置变更、在线时长、定时、终端出现、离线主动进行信息推送，利用 WLAN 进行免费信息
推送，精准有效。 
 

数据分析  

! 客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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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区域对每天/最近 30 天/自定义时间段的累积到店、首次到店、非首次到店用户数、累积未入店用
户、WiFi 接入用户数、新登记用户数等，以及用户平均驻留时间、驻留时间分布情况、整体返店率、
进店率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经营者可直观地了解客流情况，并且能够以 10 分钟为间隔的维度去查询
当天的精细化的客流分析情况，为决策者提供客观的数据依据。 

 

! 人流密度分析  
上传建筑结构图，系统会根据所有用户的流动情况统计出每个区域经过的用户数量，并能以热力图的
方式直观地呈现出无线覆盖区域内每个角落在一段时间内经过的人数，分析出密集区域和稀疏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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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行为分析  
对用户使用的应用程序和访问的网站等上网行为，提供应用类型、URL、热门论坛、论坛热帖排行，
可分析用户最爱使用的应用类型 TOP；可以查看某类具体的应用类型的应用 TOP，如查看用户最爱使
用的社交网络 TOP；可以查看到具体哪些用户喜欢使用这种应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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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搜索分析  
提供专业的基于用户搜索日志的用户行为分析，可以查看到哪些关键字/词被广大用户搜索。搜索分析
可以统计到上网用户在淘宝、搜索大全所搜的关键字，分析时下流行元素，商家可以根据最热门的关
键字信息进行商品信息的推送以及推送、销售策略的改善。 

 

! 用户画像分析  
对用户的来访偏好、高峰时段、来访频次、驻留时长、WiFi 使用时长、终端类型、性别比例、访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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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用户标签等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并且能够查询单个用户的用户画像以及单个用户的活动轨迹（活
动时光轴），能够帮助客户针对性的做决策调整。 

 

 

产品规格  

软件规格  

软件规格  

项目 支持特性 用户接入服务管理器 

基本信息 

设备形态 标准 1U 机架式硬件设备 

硬件配置 
RAM：16G 

硬盘：500G HDD 

最大在线用户数 40K 

每秒认证并发数 1K 

内置本地认证账户数 65K 

身份认证 

认证类型 

支持 WPA-PSK、WPA2-PSK、WPA-PSK/WPA2-PSK混合加密、开放式
+web 认证、WPA-PSK/WPA2-PSK+web 认证、WPA(企业)、WPA2(企业)、
WPA/WPA2(企业)、WAPI个人、WAPI 企业。 

802.1x 认证 

支持 802.1x 一键自动配置部署，支持 802.1x 无感知认证，只需首次接入
时，下载一键自动配置工具，快速完成无线网络配置，极大减少了网络
部署工作。 

Portal 认证 

支持智能识别终端类型，为不同终端推送合适匹配终端的尺寸页面，支
持自定义页面 logo、展示信息等，并支持设置验证、认证间隔和断线重
连需再次认证的时间阈值。 

二维码审核认证 
访客终端接入无线网络后，终端自动弹出二维码页面，审核人通过手机
扫描访客终端二维码，访客即可上网。并以审核人+备注+访客终端 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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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记录该访客用户，具有用户可追溯性，保证了网络安全性。 

微信认证 

方式一：无需部署二维码，用户连接 SSID后，终端自动弹出认证页面，
选择“微信连Wi-Fi”上网方式后，终端自动运行微信客户端进行 Wi-Fi连
接，用户点击“立即连接”即可成功连接 Wi-Fi。 

方式二：用户通过微信扫二维码来实现自动连接 SSID，从而实现微信连
wifi。 

微信认证除了微信连 wifi之外，还支持点击文字消息上网链接、点击菜
单栏查看信息上网、微信 oauth 授权方式。 

短信认证 

支持一次认证，永久有效。即首次接入时进行短信认证，后续无需再次
认证即可接入上网。节省短信支出费用的同时提高用户上网体验。 

支持短信认证的有效期设置和短信验证码的有效期设置，在短信认证有
效期内，不用重新认证，在验证码有效期内，不用重新获取验证码。 

临时访客认证 

内置临时用户信息管理系统，临时用户在有效期内可以登录，超过有效
期无法登录；内置临时账号管理的二级权限系统，该系统仅能进行临时
帐号的创建、管理功能；支持打印临时访客的二维码，临时访客可以通
过扫描二维码上网；临时访客支持分组。 

MAC+Web 认证 

通过 MAC 地址库，可以设置在 MAC 地址列表里的终端不需要认证即可
上网（并且可以分配不同的访问权限），不在 MAC 地址列表里的终端则
需要先通过认证才能上网，支持 Portal、短信、微信、二维码审核等 web

认证。 

免用户认证 
支持只展示 portal 信息页面，无需输入账号密码也无需进行其他认证，只
需点击登陆按钮即可上网。 

CA 证书认证 

支持内置 CA 证书颁发中心，无需额外搭建证书服务器即可实现高安全的
证书认证（同时支持外部证书服务器导入证书认证）。支持 USB-KEY CA

证书认证。 

本地账号认证 支持 802.1x、Portal 认证 

外置认证数据库 
支持关联外部 RADIUS、LDAP、Active Directory、Portal、AS 等，实现
802.1x、Portal 等认证。 

计费 支持对接计费服务器 

Web 认证域名 
支持自定义认证域名，可将Web 认证重定向时传统的 IP 地址修改为域名
的形式，提供个性化的首页展示，如自定义重定向地址为 auth.wifi.com。 

用户名和 MAC 绑定 支持终端首次接入时自动绑定 

用户名和 IP 绑定 支持 

WAPI 认证 支持 WAPI 密码认证和 WAPI 企业认证 

Portal 服务器 
支持给第三方设备做 Portal 认证（微信认证、短信认证、临时访客认证、
用户免认证） 

账号自主激活 支持通过手机号码来自主设置账号密码，并且支持通过手机号找回密码 

邮箱密保绑定用户 支持账号绑定邮箱，忘记密码可以通过邮箱、密保找回 

数据加密 支持 TKIP 和 AES（CCMP） 

EAP协议类型 支持 EAP-TLS、 EAP-PEAP、EAP-MD5、EAP-MSCHAPv2 等 

MAC静态黑白名单 支持，并支持 MAC 分组，批量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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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黑名单 支持 

用户终端准入 

智能终端识别 
智能识别接入终端的类型和操作系统，能准确识别安卓、ios、windows 

phone、笔记本或台式机等设备 

MAC 地址准入 通过 MAC白名单和 MAC黑名单实现用户终端准入 

USB 网卡准入 
只有安装了 USB 安全无线网卡才能授权接入无线网络，禁止一切非授权
桌面终端接入，并且可以设置安全无线网卡只能连接指定授权 SSID。 

EMM 准入 
结合 EMM 进行联动证书认证，实现统一安全认证，实现对无线接入的高
安全性需求，简化客户运维难度。 

防火墙准入 
结合防火墙进行安全联动，根据风险类型及分级实现不同的无线安全策
略（下线、隔离、重新划分访问权限） 

访问控制及策略分配 

应用识别与控制 
内置超过 2300余种应用的国内最大应用识别库，能精确识别应用种类，
并保持每两个星期更新一次，保证应用识别的准确率 

URL 识别与控制 
内置超过数千万条海量预分类的 URL 地址库，支持根据 URL 类别实现
URL 控制 

多维度的用户权限分配 

支持基于接入位置的用户权限分配； 

支持基于终端类型如安卓、ios、windows 等的用户权限分配； 

支持基于终端 MAC 地址的用户权限分配； 

支持基于用户的权限分配，可针对每个具体的用户分别设置不同的上网
权限； 

支持基于时间段的权限分配，不同的时间段内访问权限不同，灵活控制
员工上下班期间访问权限；支持基于用户组、临时访客分组分别设置不
同的上网权限； 

可以基于访客类型为免用户认证、短信访客、二维码访客、临时访客、
微信访客、微信+短信认证访客分别设置不同的网络权限； 

支持基于用户 Radius 认证时返回的 Class、Tunnel Private Group ID 进行权
限控制；支持基于 LDAP 的组织单元、安全组、用户名进行权限控制； 

基于内网应用的访问控制 支持对内网应用进行访问控制 

用户流量控制 

带宽管理 

支持在不同线路上，根据不同的应用、用户、用户组来保证或者限制流
量； 

支持根据百分比或数值设置通道带宽，并支持设置各通道的优先级； 

智能通道管理 
支持流量父子通道技术，且支持三级父子通道； 

支持限制通道和保证通道技术，动态调整通道带宽； 

灵活、合理的带宽资源分
配 

支持基于应用、用户、用户组的流量通道划分及优先级设置； 

基于单用户的上下行流量管控，流控粒度 1Kbps； 

支持基于时间的流量管控，不同的时间段内分配不同的流量策略，灵活
分配带宽资源； 

支持流量通道内智能平均分配用户带宽； 

支持基于终端接入位置的流量管控，不同的接入位置分配不同的流量策
略； 

支持基于终端类型（安卓、ios、windows 等）的流量管控； 

基于无线空口的资源管理 

基于应用的无线空口的资源管道化精细管理，保证无线带宽资源合理分
配，保障重要应用的优先传输； 

支持用户间平均分配带宽，终端公平调度（时间公平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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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基于 SSID 的智能带宽动态分配，保障重要 SSID 的流量的优先级； 

802.11e/WMM 支持基于业务应用类型（语音、视频、数据）进行优先级调度 

用户时长控制 

上网时长控制 

支持基于用户、接入位置、终端类型上网时长控制（精细到分钟），可
设置生效时间（只统计指定的时间计划内时长，不在生效时间内不进行
上网时长统计，生效时间可循环、可单次）。累计达到阈值时，可执行
控制周期内拒绝再次使用或封锁一段时间后继续使用上网服务 

流量配额 

支持基于用户、接入位置、终端类型流量配额（精细到 MB），可以设置
每日配额和每月的配额，也可以设置月的起始日期，累计超过配额时，
可执行配额周期内拒绝再次使用或封锁一段时间后继续使用上网服务。 

页面推送 

Web 认证页面 

可自定义 LOGO、背景颜色、页面文字、免责声明等，支持中英文切换； 
支持在 WEB 认证前（包括 Portal、微信、短信、二维码等认证方式）播
放全屏信息插图，并支持倒计时的形式，强制用户观看一定时间的信息
展示才允许认证上网； 

终端自适应 智能识别终端类型，推送合适匹配终端的尺寸认证页面 

认证页面推送 支持根据 SSID/接入位置推送不同的 WEB 认证页面  

认证后跳转推送 

支持基于接入位置、终端类型、用户/用户组、认证类型设置不同的认证
后跳转页面或跳转到认证前浏览页面。支持传递用户名、终端 MAC、IP

以及接入的 AP/AP组等信息，用于网站二次开发或网站统计分析等 

信息推送 

推送方式 
支持微信、短信、网页内嵌、全屏网页四种推送方式，可自定义图片、
文字、超链接等内容； 

搜索行为推送 

支持根据用户搜索行为进行推送推送，可以匹配用户在百度、搜索大全、
搜狗搜索、淘宝、京东等搜索的关键字进行精准信息推送，支持网页浮
窗、微信、短信三种推送形式； 

应用行为推送 

基于用户应用行为的精准推送推送，可以通过应用识别获取用户的应用
行为，根据制定相应的规则做应用行为的精准推送，支持网页浮窗、微
信、短信三种推送形式。 

基于在线时长推送 
支持在线用户推送短信、微信、网页信息，并且只对于大于一定时间的
在线、出现过大于一定次数的用户推送； 

首次接入推送 
智能识别首次接入用户，支持向首次接入用户自动推送预设置的短信、
微信信息； 

终端出现推送 

自动统计用户终端出现次数，支持向老用户再次出现时自动推送预设置
的短信、微信信息（可以设置对离开大于一定时间、出现次数大于一定
次数的用户推送） 

基于接入位置推送 
支持为不同的 AP 设置不同的推送信息，实现基于接入位置或位置变更推
送 

基于时间段的推送 
支持不同的时间段推送不同的信息信息，适用于在线时长、首次接入、
终端出现、接入位置等推送规则 

微信主动推送 
内置微信推送平台，支持对微信用户主动发送定向消息（非群发，且不
受次数限制） 

短信主动推送 内置短信推送平台，支持对短信用户主动发送定向消息 

搜索分析 
对用户在百度、搜索大全、搜狗搜索、淘宝、京东等地方搜索的关键字
根据搜索次数进行热门排行，分析用户喜好、消费倾向 

推送统计 统计搜索行为、首次接入、终端出现、在线时长等推送总次数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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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 

客流分析 

支持查看到店客户（人）、新到店客户（人）、累积未入店用户（人）、
新注册用户（人）、接入用户（人）、非首次到店（人），进店率、返
店率、平均驻留时间的统计及趋势（本地最长可保存 90天内的数据）； 

支持收集非接入用户的终端 MAC、终端类型、出现时间、驻留时间等信
息； 

支持查看驻留时间分布的统计； 

支持以上客流数据按时间、按区域（AP组）进行对比； 

支持按 AP组、划分区域查看以上信息； 

用户画像 

支持对用户的来访偏好、高峰时段、来访频次、驻留时长、WiFi使用时
长、终端类型、性别比例、访客地域、用户标签等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 
支持查询单个访客的访客画像； 

支持查询单个用户的活动轨迹（活动时光轴）； 

用户行为分析 

对用户使用的应用程序和访问的网站等上网行为，提供应用类型、URL、
热门论坛、论坛热帖排行，可分析用户最爱使用的应用类型 TOP；可以
查看某类具体的应用类型的应用 TOP，如查看用户最爱使用的社交网络
TOP；可以查看到具体哪些用户喜欢使用这种应用类型。 

人流密度 
支持通过热力图的方式显示各区域的人流密度及图片导出，可直观查看
各区域的人群分布情况 

第三方联动 兼容多厂商 

支持从基于 web service 的第三方接口读取用户数据信息进行认证； 

支持与第三方 Radius联动，将认证信息转发给第三方 Radius 服务器进行
认证，即实现统一身份源； 

支持与数据库 SQL SERVER、MySQL、ORACLE对接。 

高可靠性 
双机热备 支持 

灾难备份 支持结合硬件实现逃生功能 

运维管理 

管理方式 支持 WEB、CLI、Telnet、SSH 等，支持中英文界面管理 

分级管理员 支持超级管理员、普通管理员和营销管理员 

固件升级 支持设备固件远程自动或手动升级 

备份配置和备份恢复 支持 

系统日志管理 具备查看和导出系统日志功能 

策略故障排除功能 支持 

重启设备、重启服务 支持 

配置时间日期、NTP 服务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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