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效益

 • 提供網路作業的全方位可視性

 • 加速網路與用戶端故障排除

 • 當服務出錯時，提供辨識、確定優先 
順序並建議修正步驟

 • 協助 IT 團隊提升使用者體驗

 • 容量規劃輔助 

在使用者連線需求及網路複雜度不斷上升的環境中，IT 團隊通常缺乏適合的工具

來實現必要的網路服務層級。使用者向服務台提出的連線報修單堆積如山，IT 部

門想從網路資料找出問題，卻猶如大海撈針。服務問題影響使用者體驗時，IT 部

門通常無法辨識根本原因，更別說要制定問題解決行動方案。

CommScope 推出的 RUCKUS Analytics 是用於網路智慧和服務保障的雲端服務，

在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的支援下，可為 IT 部門提供網路作業的全方位可視性，加

速故障排除，並協助 IT 團隊滿足其網路 SLA。

本服務會辨識服務保障事件、依照嚴重性分類、追蹤根本原因，並提出具體的修

正建議，而且會依據可設定的閾值自動監控網路運作健康狀況。進階的用戶端故

障排除與事件分析功能，賦予 IT 團隊能夠解決個別使用者和裝置的服務問題。

此服務也擁有強大的報表功能及資訊豐富的儀表板，使用者可運用 Data Explorer 

工具打造客製化儀表板，將資料視覺化，同時透過簡單的拖放功能彈性探索網路

資料倉儲。

RUCKUS Analytics 匯聚原始資料，自動將其轉化為網路維運的深度見解。此分析服

務搭載機器學習與 AI，讓您不再需要手動處理各種服務保障相關的工作，全方位的

網路智慧更有助於實現網路服務層級協議，以支援使用者、裝置與應用程式。

資料表

RUCKUS® Analytics
RUCKUS 企業網路的網路智慧和服務保證

預設區

主儀表板的詳細資料會以泡泡圖

呈現，提供網路階層的圖形表示

法，不同顏色編碼則指出網路事

件發生之處。只要按一下圖表的區

域，即可輕鬆放大仔細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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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服務可進行擴充以支援最大規模的部署，透過透明的方式擴大

容量來滿足您的要求。RUCKUS Analytics 支援兩個控制與管理架

構：適用於內部部署及私有雲/資料中心部署的 SmartZone™*，以

及適用於雲端管理型部署的 RUCKUS Cloud。 

RUCKUS Analytics 的組合屬性為業界獨有：  

 • 由機器學習與 AI 驅動的自動化數據基準與見解

 • 運作健康狀況與 SLA 監控  

 • 強大而完整的故障排除能力

 • 事件嚴重性的自動分類 

 • 不需要於現場安裝資料收集器或覆蓋感測器 

 • 通過深入探索和自訂儀表板來精準的存取原始資料

 • 儲存 12 個月的資料，彈性製作資料報表

使用最新的資料堆疊進行串流遙測，以實現進階分析

RUCKUS Analytics 旨在提供網路裝置產生的獨特資料剖析，內部

部署控制器會安全連線至雲端，並持續傳輸輕量的運作健康狀況 

KPI 與遙測。高效能資料堆疊提供擷取並處理資料，作為查詢、報

告和基準指標的基礎。 

網路運作狀況監控  

本服務會自動監控網路運作健康狀況，以概觀索引標籤 (overview 

tab) 提供整體摘要。選擇其他運作健康狀況監控索引標籤 (health 

monitoring tab)，即可依照連線能力、效能和基礎設施這三個特定

運作狀況類別檢視各種指標。網路運作狀況監控可讓您即時掌握  

AP 服務運作時間、連線時間、連線成功率、用戶端傳輸量等指標。

您可以自行定義希望衡量的服務層級，例如，您可能希望將「連

線時間」目標設為五秒鐘，RUCKUS Analytics 會告知您網路達成

這個目標的時間比例。本服務也讓您準備好向組織內其他人呈現 

SLA 的表現。 

搭載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的事件分析  

RUCKUS Analytics 為您的 RUCKUS 部署實現機器輔助主動網路

設置，自動針對每項網路元件建立一系列正常行為，無須 IT 人員

提供資料。接著，本服務透過機器學習，自動辨識會影響使用者

體驗的連線、效能和基礎設施相關服務事件，並運用人工智慧，

將服務事件依嚴重性分類，讓您能優先處理最緊急的問題。 

此系統會提供每個事件的詳細資料，包括：

 • 根本原因與建議方案

 • 受影響的區域 (用戶端作業系統類型、無線基地台的型號、韌

體版本、WLAN 等)

 • 其他影響細節，包括嚴重性、用戶端受到的影響與持續時間

 • 受影響用戶端的清單

 • 呈現引發事件的底層資料

SmartZone
叢集

安全的雙向遙測與控制

客戶端 RUCKUS Analytics

 運算叢集 快速分析
查詢

整合機器
學習

資料
可視性

* 必須為 SmartZone 5.1.2 或更新版本。



3         RUCKUS ANALYTICS   企業網路的網路智慧和服務保證 

• 應用程式：最熱門應用程式及其使用趨勢、最熱門應用程式群

組與用量、最常用的傳輸層連接埠等

• 裝置特定報表：用戶端、AP 和交換器完整的可視性與使用報告

本服務可讓您以原始資料、PDF 檔案或 CSV 檔案等格式下載報

表，並將結果轉寄給內部或外部的利益關係者組織。 

Data Explorer：自訂儀表板、資料視覺化等  

RUCKUS Analytics Data Explorer 工具能夠建立自訂儀表板，可仔

細研究並分析網路生態系統的資料。只要簡單拖放即可建立儀表

板，讓您輕鬆依據需求設計檢視畫面。您可輕鬆調整儀表板磚的

位置、予以編輯，並在不同畫面間切換。

資料可依據數十種維度進行分析與篩選，包括時間、裝置類型、

流量類型、應用程式、AP 群組、控制器、無線基地台、頻帶、SSID 

等。您可運用多種視覺化方法來檢視資料，包括樞紐分析表、折

線圖、橫條圖、放射環狀圖、桑基圖、堆疊圖及熱度圖。Data 

Explorer 讓完整的網路資料倉儲隨手取得，因此不論有多少網路

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可擴充、擴展的雲端部署  

RUCKUS Analytics 為託管服務，因此您無須再承受內部網路分析

平台管理的重擔。本系統將資料存放於雲端，因此容量基本上是

無限制，若您的網路環境產生更多資料，容量也會隨之擴大。

您無須擔憂容量用罄，不用預測磁碟使用率或掛記著應新增資源

的時機。這些事情，RUCKUS Analytics 都會運用容器和微服務協

調，公開透明幫您完成。本軟體不需要在現場安裝資料收集器。

雲端部署讓 RUCKUS Analytics 內嵌的機器學習演算法能夠提供

最大的洞察力。

RUCKUS Analytics 大幅縮短服務事件的平均解決時間，而且可在

問題影響使用者前讓您著手處理，減少部分服務台報修單。此

外，針對事件對症下藥，有助您避免相同原因引發其他事件。若

第一或第二級的服務台人員能運用 RUCKUS Analytics 來修正複

雜的網路問題，服務供應商可以實現即時的商業價值。 

強大的用戶端故障排除能力  

RUCKUS Analytics 透過簡單而彈性的搜尋及完整的用戶端故障排

除頁面，可讓您徹底掌握用戶端體驗，以進行簡單的連線能力與

使用者體驗診斷，包括： 

 • 連線成功、緩慢或失敗

 • 中斷連線事件

 • 漫遊事件及漫遊失敗

 • 連線品質 (RSSI、MCS、用戶端傳輸率)

 • 影響使用者的網路事件 (含事件細節的連結)

用戶端故障排除是一個功能強大的工具，可以幫助您理解網路上

受影響的用戶端問題並加以解決。 

預先統整的報告和儀表板 

各式各樣的標準化報表，能夠清楚掌握網路效能、流量模式、應

用程式使用情況等資訊。摘要檢視讓所有資訊一覽無遺，而且您

能夠細究個別網路元件和裝置的狀態。標準化報表範例包括：   

• 網路：流量與用戶端趨勢、最常見裝置、最常用 SSID、流量分

配等 

• 用戶端：報告分類可依據作業系統和裝置製造商、使用量最大

的用戶端、用戶端趨勢、工作階段詳細資訊等。依顏色編碼的

用戶端運作健康狀況報表，可依據多個 KPI 來呈現易懂的用戶

端連線健康狀況趨勢。

• 資產：AP、交換器和控制器數量、型號、韌體、狀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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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狀況監控  |  RUCKUS Analytics 依照連線能力、效能和基礎設施這三個領域的多種指標，自動監控網路運作的健康狀況。

事件分析  |  RUCKUS Analytics 提供每項服務事件的根本原因分析，並提出解決該問題的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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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的用戶端故障排除  |  讓您調查並解決影響網路上特定用戶端的問題。 

Data Explorer  |  RUCKUS Analytics 的 Data Explorer 工具能以簡單的拖放功能建立自訂儀表板。



規格

安全、隱私和資料

保護功能

 • 往返雲端的流量皆會加密

 • 只有 AP、交換器和用戶端管理流量會傳送至雲端

 • 用戶端資料流量會保留在本機 (分流至本機 LAN，通過現有防火牆傳送)
 • 所有儲存於 RUCKUS Cloud 的資料都會經過靜態加密

 • RUCKUS 為歐洲客戶提供位於歐盟的資料中心

 • 自動更新最新的安全性修補程式

 • 具優勢的角色型存取控制權限管理

管理員可授予並撤

銷合作夥伴存取權

及 RUCKUS 的支援

權限 

檢視 RUCKUS 
Cloud 隱私權政策 

雲端資料中心  • 託管於美國、歐洲及亞洲的世界級 IAAS 供應商，優勢包括： 
 – ISO 27001 資訊安全認證

 – SSAE-16、SOC 1、SOC 2 及 SOC 3 認證

 – 嚴格的實體、資料存取、資料處置安全措施

 – 依租戶的移轉功能

 – 綠能碳平衡設施

 – 跨資料中心的專屬光纖連線

可選擇您的服務託

管地區 (美國、歐盟

或亞洲)

SLA  • 99.9% 的網路可用性 (不包括預先規劃的維護作業，包含定期軟體升級和其他預先宣布

的活動) 

支援  • 訂閱期間隨附 24 小時全天候聊天支援/網路支援/電話支援

零件編號  • CLD-ANAP-1001
 – RUCKUS Analytics 一個雲端或 SmartZone 管理型 AP 一年期訂閱

 • CLD-ANAP-3001
 – RUCKUS Analytics 一個雲端或 SmartZone 管理型 AP 三年期訂閱

 • CLD-ANAP-5001
 – RUCKUS Analytics 一個雲端或 SmartZone 管理型 AP 五年期訂閱

 • CLR-ANAP-1001
 – RUCKUS Analytics 一個雲端或 SmartZone 管理型 AP 一年期續訂

 • CLR-ANAP-3001
 – RUCKUS Analytics 一個雲端或 SmartZone 管理型 AP 三年期續訂

 • CLR-ANAP-5001
 – RUCKUS Analytics 一個雲端或 SmartZone 管理型 AP 五年期續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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