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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锐无线网络管理系统  

产品概述    

信锐 SAC-1000 是信锐技术自主研发的多元化、高性能的无线网络管理系统，最大可管理 10000 个网
络设备节点，支持管理无线 AC、无线 AP、POE 交换机等设备，实现有线无线一体化运维。 

信锐 SAC 网管系统支持设备管理、工勘管理、热点地图及热点分析、设备监控与报警、故障管理、分
权分级管理、运维管理等高级特性于一体。 

信锐 SAC 网管系统定位于中大型 WLAN 接入业务的统一管理，如：大型企业、大型教育局、高等校
园、大型星级酒店、大型医院等高速的 WIFI 应用场景。 

 

产品特性    

网络运行状态查看  

! WEB 统一集中管理  
提供友好的 Web 管理界面，对所有 AP 进行统一集中管控，AP 端零配置，由 AC 下发配置到所有 AP，
统一固件升级。可按照区域、位置进行 AP 分组管理，支持查看 AP 工作状态、接入人数、流速等，实
现对所有 AP 的统一集中配置管理以及网络运维。并具有接入点状态、接入点管理、在线用户状态、设
备利用率、漫游记录、应用流量等丰富的网络管理功能。支持对设备的分权分级管理操作，可设置用
户对单个或多个设备的只读、可写、不可见的权限。 

信锐无线网络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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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 App 移动运维管理  
更方便的运维管理无线网络，支持苹果 IOS 及安卓 Android 的移动 APP 进行运维管理，通过移动 APP
（支持跨互联网）即可以实现在线用户、AP 接入点、实时流量的状态查看，可以新建及禁用 SSID，
可以创建用户账号，审批用户终端绑定，二维码扫描认证，将可疑终端手动加入黑名单，AP 上线离线
告警、认证服务器离线告警 

 

! 网络流量查看  

可以实时查看无线网络中应用流量情况以及用户流量使用情况，方便管理员更好的管理无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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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上网流量、上网行为、上网时间统计和查看，可以按照组/用户/IP/应用/时间进行分析查看。 

 

! AP 状态统一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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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设备管理  

! AP 分组统一配置  

信锐无线网络管理系统支持 AP 多级分组管理，可以实现区域-楼栋-楼层的逐层分组，并支持按照 AP
分组分配区域管理员，便于管理员网络配置、网络查看以及故障排除 

 

! AP 热点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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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建筑结构图，以图形化的方式展示每个 AP 的真实部署位置，可查看 AP 在线情况、接入用户列表、
实时流量等，IT 部门了解每个区域的无线网络运行状态，方便运维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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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出热闹区域和冷清区域。 

 

! AP 热点分析  
可查看 AP 在线状态及 CPU、内存等物理状态，并提供 AP 热点地图分析、可以利用地图直观的查看到
每一个 AP 的实际具体部署位置，直观的查看到 AP 是否在线、实时流量、在线用户，并提供 AP繁忙
空闲分析（根据用户数或者流量），可以分析出一段时间内繁忙 AP TOP10、空闲 AP TOP10、信号差的
AP TOP10。 

 

! 有线无线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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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无线一体化，支持对有线用户的接入认证、访问控制、流量管理、上网行为审计等，一站式服务，
极大的降低网络建设成本。 

! 无线控制器管理  

支持信锐 NAC 无线控制器集中管理，实现在无线网络管理系统上即可对所有无线控制器进行 NAC 设
备状态查看、AP 在线状态查看、NAC 网络配置修改、配置同步下发，同时实现跨互联网、跨无线控制器
的上网漫游。 

 

! POE 交换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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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分配  

! 分权分级管理  
通过管理员分权分级，可以灵活的、精细的控制每个管理员的管理权限，包括对每一个管理页面的修
改和查看权限和管辖范围权限（以 AP为单位）以及是否允许登陆数据中心、营销中心等，方便网络的
维护管理。营销管理员只能登陆营销中心，不能对其他网络配置进行查看，避免错误的操作影响控制
器的网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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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  

! AP反制，防钓鱼   
非法接入点检测及反制，杜绝钓鱼 WIFI、随身 WIFI、个人热点等。对具备某些特性（如特定 SSID、
AP 的 MAC 地址或者非无线控制器所管理的 AP 发射出的无线信号）进行时时射频扫描、检测，对检
测到的非法接入点进行反制，保护用户银行账号、密码等机密信息。 

 

! 安全状态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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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日志记录  
为了便于网络管理员更好的管理维护网络，信锐无线网络管理系统支持全面、详细的日志记录，包括

接入点日志、系统日志、管理日志、安全日志、用户认证日志。 

 

用户管理  

! 在线用户查看  

可以查看无线网络的在线用户详细状态，并且要求支持按照 AP分组查看，包括用户名、认证类型、IP
地址、终端类型、终端 MAC 地址、终端计算机名、网卡厂家、权限角色、接入 AP、接入 SSID、接入 VLAN、
在线时长、实时发送/接收流量、协商速率、信号强度、重传率、误码率等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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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MP 

! 支持标准 SNMP 网管协议  
管理员通过 SNM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可以管理位于不同物理空间的设备，从而大大提高网络管理
的效率，简化网络管理员的工作。通过标准网管软件，管理员可以向所管理的网络设备获取数据信息
【读】、执行设置操作【写】以及设备状态改变告警【Trap】。 

无线网络管理系统支持全面的 SNMP协议，包括 SNMP v1、v2和 v3，以及支持 SNMP Trap。 

 
 

产品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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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规格  

软件规格  

项目 支持特性 信锐无线网络管理系统 

基本信息 

系统架构 B/S架构 

最大管理节点数 10000 

设备管理 支持管理无线 AC、无线 AP、POE 交换机等设备 

数据加密 支持 TKIP和 AES（CCMP） 

AP 热点地图 

实时显示 AP 动态信息 
实时显示每个 AP 位置、AP 实时状态、接入用户数、实时流量、在线用
户列表等信息，方便管理员实时了解网络健康状态 

建筑图导入 支持手动导入建筑图、楼层区域分布图，自由布放 AP示意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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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 热点分析 

基于 AP 的接入用户数统
计 

支持统计每一个 AP 在最近一天、最近一周、最近一个月的接入用户数及
趋势变化 

基于 AP 的上网流量统计 
支持统计每一个 AP 在最近一天、最近一周、最近一个月的上网流量及趋
势变化 

基于 AP 的信号质量分析 

支持统计分析各 AP 的信号利用率、Noise、Retransmit Rate、Bit Error Rate，
误码率趋势变化 

支持设备不同类型的障碍物，支持设置 AP 高度和环境类型 

无线控制器管理 

管理模式 支持集中管理、集中监控、集中维护三种管理模式 

集中监控 

控制器采用集中监控的模式进入到中心端控制器，中心端控制器不能对
网点控制器进行配置，只能查看到网点控制器的基本信息，比如 IP 地址、
版本号、接入点在线状态、在线用户数、是否在线等 

集中维护 

当控制器加入到集中管理后，由中心端控制器完成网络配置，若此时网
点控制器不想再由中心端控制，则可以将模式从集中管理修改为集中维
护模式（工作模式的切换只能在中心端控制器进行修改切换） 

管理员分配 

超级管理员 

超级管理员级即系统默认的管理员，账户为 admin，不能删除。超级管理
员可以配置、修改无线控制器上所有的配置，并且可以新建普通管理员、
营销管理员，一个控制器只有一个超级管理员，支持按 AC、SSID 进行
分级分权管理。 

普通管理员 

不同的普通管理员可以是不同的管理权限，包括对每一个管理页面的修
改和查看权限和管辖范围权限（以 AP为单位）以及是否允许登陆数据中
心、营销中心等，普通管理员只能由超级管理员分配 

营销管理员 

营销管理员只能登陆营销中心，不能对其他网络配置进行查看，不同的
营销管理员可以是不同的管理权限，包括是否对某网点或 AP 分组有营销
管理权限 

有线无线一体化 
一体化管理 

支持管理无线 AC、无线 AP、POE 交换机等设备，支持对无线用户和有
线用户进行状态查看、安全管理等，提供统一中英文Web 管理界面 

IP 地址及用户名绑定 支持用户名与 IP 地址绑定；支持首次接入时自动绑定； 

工堪管理 内置工堪图管理软件 
支持根据导入部署地场景图自动完成 AP 点位部署，减少项目工勘周期和
工勘成本 

高可靠性 
双机热备 支持 

灾难备份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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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御 

WIDS/WIPS 支持 

无线射频防护 
支持对非法接入点、钓鱼接入点、随身WiFi 的检测及反制以及 AH-Hoc、
邻居接入点干扰的检测 

泛洪攻击防御 支持防御 DDoS攻击、DHCP请求泛洪攻击等无线泛洪攻击 

欺骗攻击防御 支持防御网关欺骗、ARP欺骗等欺骗攻击 

扫描攻击防御 支持防御 ARP 扫描、IP 扫描、端口扫描等扫描攻击 

平台管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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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MP SNMP v1/v2/v3，SNMP Traps 

分级管理员 支持超级管理员、普通管理员和营销管理员 

状态显示 支持 AC 系统状态显示；AP 信息显示；在线用户信息显示； 

告警机制 
接口状态告警；网络攻击实时告警；双机切换告警；可根据需要随时进
行自定义所需告警类型的添加 

应用流量显示 能查看基于应用的实时和一段时间的流量情况 

报表生成 

可定制监控任务，长期监控网络性能 

具备报表的创建、查询、修改、删除功能 

可以周期性生成报表和定向发布功能 

支持报表的在线浏览、报表导入导出 

用户数趋势 支持 

AP 在线、离线提醒 支持 

记录用户上线、下线信息 支持 

固件升级 支持 AC 固件远程自动或手动升级；支持 AP 固件自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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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