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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eFlex™ R300
双频802.11N 智能无线接入点
采用自适应智能天线的高性能802.11n 
智能WI-FI接入点
Ruckus ZoneFlex R300 以业内最实惠的价格提供可靠的高性能802.11n
无线网络

与其他同类802.11n无线解决方案不同的是，ZoneFlex R300结合了专利的
自适应天线技术和自动干扰抑制技术，能在更大的覆盖范围内，提供可预
测的稳定性能，BeamFlex 能够让天线的实际增益额外最高增加4dB，并
且其干扰抑制最高可达10dB。

芯片级的传输波束赋形技术可以对兼容的客户端提高3db,从而使客户端
得到额外的性能提升。

每个ZoneFlex R300 都集成了Ruckus获得专利的BeamFlex—由软件控制
的高增益天线阵列，不断为每个802.11n 数据包生成并引导其通过最佳性
能信号路径传输。ZoneFlex R300 利用 Ruckus ChannelFly动态信道管理
技术自动选择信道，以提供可能的最高吞吐量，适应环境变化。一旦部署，
企业就永远不必因环境变化而要担心进行经常性现场勘查。

优势
以最低的成本提供同级别中最好的性能
前所未有的性价比，以业内最实惠的价格为用户
提供更远的覆盖

更远的覆盖距离需要更少的接入点
借助自适应天线技术，可提供2至4倍的Wi-Fi信
号覆盖范围，最大限度减少覆盖任何区域所需的
接入点数量

时尚、超薄外观，易于部署
外观设计美观时尚，几乎适合任何地方

信道选择技术优化吞吐量
ChannelFly动态管理基于吞吐量大小，而不只是
干扰，能选择最佳信道，为用户提供最高吞吐量

超级简单的配置和管理
通过基于Web的向导和自动部署功能，实现业内
最简单的配置和管理

灵活的部署方案
独立部署或配合控制器部署

一站式升级到高速Wi-Fi 
支持802.3af PoE标准，允许企业使用现有PoE接
口而不用承担升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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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专利的BeamFlex™技术可扩大覆盖范围，提
高客户端连接的稳定性
所有的ZoneFlex R300 智能Wi-Fi接入点均集成由软件控制
的智能天线阵列，可提供最高4dB的附加BeamFlex增益，以
及高达10dB的干扰抑制。这样，借助自动抑制干扰和规避障
碍的能力，可以使信号范围扩大2至4倍，并减少丢包情况。

Smart/OS支持高级WLAN应用
当与Ruckus ZoneDirector智能WLAN控
制器配合使用时，每个ZoneFlex R300 可
支持一系列增值应用，譬如，访客网络、动
态PSK、热点鉴权、无线入侵检测等。借助
Smart/OS，可创建WLAN，并映射到相同或
不同的接入点或VLAN。在集中管理的配置
中，ZoneFlex R300支持多种认证服务器，
包括Microsoft的Active Directory、LDAP和RADIUS。

灵活的部署方案
ZoneFlex R300 AP 可作为独立的接入点部署，或作为利用
ZoneDirector智能WLAN控制器集中管理的WLAN的一部
分。ZoneFlex R300可穿过任何二层/三层网络进行部署，并可
使用户数据通过桥接方式使流量进入本地网络，利用L2TP或
PPPoE方式进入中心网络，或者在WAN和私网之间建立路由
和NAT连接。当与ZoneDirector配合使用时，将通过网络自动
配置每个ZoneFlex R300，令部署工作简便快捷。

完善的本地和远程管理
利用 SNMP 网管系统或通过 Ruckus FlexMaster Wi-Fi远程
管理系统                           ，每个ZoneFlex R300 均可通过
基于Web的用户图形界面作
为独立接入点进行管理。另
外，也可利用ZoneDirector
智能WLAN控制器进行本地
管理。FlexMaster是一个
基于LINUX的软件平台，通过有线
连接利用行业标准协议执行批量配
置、故障检测、监控和一系列排障功
能。ZoneDirector支持对接入点的
本地管理和控制，增添增值服务，譬
如，发射功率控制、访客网络等。

功能特色
�� 双频同时工作（5GHz/2.4GHz）
�� 自适应天线技术和先进的射频管理
�� 最高4dB 的BeamFlex额外增益/ 10dB干扰抑制
�� 自动干扰抑制技术，针对高密度环境进行了优化
�� 集成的智能天线技术
�� 标准802.3af以太网供电（PoE） 
�� 路由模式支持NAT和DHCP服务
�� 传输距离和覆盖范围扩大了2到4倍
��  IP组播视频流支持
�� 每无线频段最多支持27个具有独立QoS和安全策略的
BSSID 

�� 高级QoS数据包分类和延时敏感型流量自动优先级
�� 热点服务的WLAN支持动态的，每用户限速
�� WEP, WPA-PSK (AES), 802.1X 与Rdius 和Active Directory
配合

�� 基于以太网802.1x端口的认证
�� Zero-IT 和 Dynamic PSK**
�� 准入控制/负载均衡** 
�� 频段切换引导和时间公平性
�� 门户网页认证和访客账户** 
�� 可安装到墙壁、桌面或天花板
�� 有限的终身保修
** 需要配合Ruckus ZoneDirector控制器使用。

高增益定向天线元件不仅能带来信号
增益，而且可抑制干扰，从而扩大覆盖
范围，并提供可靠性和可选择许多可能
的天线组合与较高数据速率。

可选择超过300种可
能的天线组合，以提高
Wi-Fi可用性支持一个10/100/1000Mbps

以太网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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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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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m)

5”
(13 cm)

379 克

小巧，轻灵的外观以及内置的安装选择适合灵活安装
ZoneFlex R300方便灵活的安装方式使其很容易被快速，有效的部署在热点区域或用于零售应用

软重置

防盗锁孔10、10、1000
PoE以太网

隐 藏式
线缆

整合支持天
花板安装

墙面安装钥匙孔



功能和技术细节

性能和容量
并发用户数 ��最高256客户端每AP
并发VoIP客户端 ��最高30

WI-FI
标准 �� IEEE 802.11a/b/g/n

�� 2.4GHz 和 5GHz同时工作
支持的数据速率 �� 802.11n：6.5Mbps – 130Mbps (20MHz) 

6.5Mbps – 300Mbps (40MHz) 
�� 802.11a：54，48，36，24，18，12，9和
6Mbps
�� 802.11b：11，5.5，2和1Mbps
�� 802.11g：54，48，36，24，18，12，9和
6Mbps

MIMO �� 2 x 2
空间码流数 �� 2
信道宽度 �� 20MHz和/或40MHz
频段 �� IEEE 802.11 b/g/n: 2.4 – 2.484 GHz 

�� IEEE 802.11a/n: 5.15 – 5.25 GHz; 5.25 – 
5.35 GHz; 5.47 – 5.725 GHz; 5.725 – 5.85 
GHz

可选信道 �� 2.4GHz: 1-13, 
�� 5 GHz: 36、40、44、48、52、56、60、64
、149、153、157、161、165

BSSID ��共27个可配置的BSSID
节电 ��支持
无线安全 ��WEP, WPA-PSK, WPA-TKIP, WPA2 AES, 

802.11i 
��与Zonedirector 内置认证数据库，radius 
LDAP, Active Directory 等结合进行认证，支
持802.1X。

认证 ��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
利、中国大陆、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中国香
港、印度、印度尼西亚、以色列、日本、韩国、
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菲律宾、沙
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中国台湾、泰国、阿
联酋、越南
��WEEE/RoHs认证
�� EN 60601-1-2认证（医疗）
��Wi-Fi联盟认证Certification ID: WFA53203
��国家无委型号核准CMIIT ID: 2013AJ1707

物理特性

电源 �� DC 输入：12 VDC 1A
�� PoE：802.3af标准供电

物理尺寸 �� 13 cm（长）、13 cm（宽）、2.8 cm 
（高）

重量 �� 397克（0.875磅）
以太网端口 �� 1个10/100/1000Mbps，自动 

MDX，自动感应RJ-45端口PoE供电 

锁定选项 �� T型架Torx 
��隐藏闭锁机制
��防盗锁孔

环境条件 ��工作温度：0°C - 40°C 
��工作湿度：10% - 95% ，无冷凝

功耗 ��空闲：3.4W
��典型：5.3W
��峰值：9.7W

管理
部署选项 ��独立（单独管理）

��由ZoneDirecto管理
��由FlexMaster管理
��由SCG 200 管理

配置 ��Web用户界面（HTTP/S）
�� CLI（Telnet/SSH），SNMP v1，2
，3
��通过FlexMaster的TR-069

自动软件更新 �� FTP或TFTP，可进行远程自动更新

射频
天线 ��自适应智能天线阵列可最高提供

128种天线模型

EIRP �� 2.4GHz 26dbm 
�� 5GHz 24dbm

物理天线增益 ��每空间流3db
BEAMFLEX 传输增益 ��最高可达4db
干扰抑制 ��最高10db
最高接收灵敏度 ��最高 -101dbm
*beamFlex 增益是基于实际环境中通过观察多数AP和客户端统计
出来的以数字表示的被提高的信号与干扰加噪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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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描述
ZoneFlex R300 802.11n智能无线接入点

901-R300-WW02 ��并发双频802.11n接入点，不包括电源适配
器。

可选配件

902-0173-CN10 �� 12v AC/DC电源适配器，(一包10个) 
902-0162-CH10 �� PoE供电模块（90 ~ 264 VAC 47 ~ 63 Hz），

一包10个

请注意：在购买ZoneFlex室内AP时，请必须指明安装地区，请注明-US（美国）或-WW（
全球其它国家）。

产品购买信息

最大功率根据不同国家的设置、频段及MCS率而不同
** 参考现有的国家认证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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