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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數位年代，若要實質取得教育成果，教師與學生同樣都需

要令人安心、簡單易用、可靠順暢的連線解決方案。只要適當選

擇技術與合作夥伴，上述目標沒有想像中困難。

連線能力主要取決於多數使用者未曾注意的「幕後」技術，像是 

Wi-Fi 與網路，以及有助整體環境以最佳狀態運作的智慧資料分析

系統。

為了增加學生的學習機會，同時讓教師有能力製作富含創意的學

習內容，教育機構必須採用安全而快速的智慧網路，在教室內外

全面提供連線能力。此外，網路也要能密切隨需求成長而擴充。

CommScope 的連線解決方案憑藉 RUCKUS 廣泛的有線及無線解

決方案產品組合，能夠協助校方實現這些需求，其中的關鍵正是 

RUCKUS 高效乙太網路 Wi-Fi 6 及雲端應用程式。

未來是 Wi-Fi 6 的天下

CommScope 提供的 Wi-Fi 6 及乙太網路基礎設施，能夠帶來學生

需要的網路速度與安全性，其端對端解決方案彼此結合，打造更

安全可靠的生態系統，強化學習效能、安全性及績效責任。

管理員必須確保學生的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能夠

時時保持連線，除了網際網路與校園內網，可能還要考量虛擬和

擴增實境服務的存取，但大家都知道上述兩項服務的網路需求很

高。有鑑於此，學校需要堅實穩固的乙太網路、Wi-Fi 和佈線基

礎設施，才能實現 AR 和 VR 學習工具、一對一數位學習、線上評

量、視訊協作等必備的高頻寬、低延遲連線能力。

Wi-Fi 6 (或 802.11ax) 相較於 Wi-Fi 5 (802.11ac)，可大幅提升無線

頻寬及網路效率，旨在實現高達 10 Gbps 的資料傳輸率，並在當今

需求日益嚴苛的環境中運行。

然而，Wi-Fi 6 (或 Wi-Fi 5) 要搭配正確的無線存取點 (AP) 使用，才

能帶來真正優勢。CommScope RUCKUS R750 802.11ax 室內 Wi-Fi 

AP 適用於超密集用戶端環境，是全球第一個通過 Wi-Fi 6 認證的 

AP，因此在學校和體育館等環境的使用情形已經過驗證。

另一個例子是雙頻室內型 Wi-Fi 6 AP RUCKUS R650，支援 4x4:4 

(5 GHz 時) 及 2x2:2 (2.4 GHz 時) 空間串流，在最多 512 個用戶端連

線的情況下，尖峰資料傳輸率可達 2974 Mbps，另也內建 IoT 無線

電，隨附 BLE 及 Zigbee 能力。

RUCKUS 為學校提供許多方式來密切控制並管理 AP 及交換器，不

論是雲端解決方案或內部部署控制器，皆具備直覺式網頁介面，

可輕鬆設定並管理整個網路。 

Multi-Gigabit 連線能力到來

通訊網路達到前所未有的複雜度，其面對的要求也不斷增加。具

有豐富媒體的教育應用程式、遠端學習及自攜裝置 (BYOD) 的多

樣化程度，皆會影響機構規劃網路實作的決策。因此，教育單位

裝設的網路必須要滿足各式各樣的需求，同時具備最頂尖的速

度、安全性與彈性。

為了因應目前和未來對頻寬及延遲的預期，Multi-Gigabit 解決方

案的發展已顯著提升 AP 的傳輸量。隨著 Wi-Fi 6 即將到來，一般 

AP 現能提供的 1 Gb 乙太網路回傳鏈路可能會面對負擔過重的傳

輸量，因此，AP 與網路交換器間勢必要採用新一代 Multi-Gigabit 

連線。 

https://www.commscope.com/
https://www.commscope.com/
https://www.commscope.com/ruck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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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基地台與數位電子鎖連結。 員工目前在單一儀表板上，即可集

中檢視所有門鎖動態、遠端讀取門鎖記錄及接收自動化報告，因

此能夠主動視需要更換門鎖電池。

CommScope IoT 平台甚至能夠在現有基礎設施上，管理第三方產

品。有了這類彈性的解決方案，即可在整個校園裝設靈活的適應

性網路，降低營運成本並提升服務品質。 

AI 與分析功能

CommScope 解決方案結合 IoT 感測器、Wi-Fi 連線能力、資料分析

與人工智慧，能夠為教育機構取得營運環境與需求等珍貴洞悉。

舉例而言，教育機構能在各種功能中進行分析及產生洞悉，例如

位置追蹤，以便在發生緊急情況時，協助管理員追蹤學生在校園

建築內部的行動，或是讓講師追蹤出席率，無需讓學生使用 ID 識

別證手動報到。

Wi-Fi 網路必須要比以往具備更高的效率、彈性及智慧，因此，

感測器資料及機器資料結合人工智慧，將能以自動佈建的方式新

增容量，進而主動在影響使用者之前解決潛在問題。 

CommScope RUCKUS 提供多種 Multi-Gigabit 解決方案，其中包

括針對 Wi-Fi 5 或 Wi-Fi 6 最佳化的 AP 及交換器，配備 2.5 GbE 

連線，或是以 AP 或 ICX Z 系列交換器 (配備 2.5/5/10 GbE 連接

埠) 提供 Wi-Fi 6。這些解決方案 (如上述 RUCKUS R750 802.11ax 

室內型 AP) 可協助教育機構在成本、效能及 Wi-Fi 用戶端密度之

間取得平衡。

RUCKUS ICX 交換器系列一律提供多種乙太網路交換速度選項，

不只能夠連結高資料傳輸率 Wi-Fi 6 AP，現有網路上的舊型基礎

設施也沒有遭到遺忘。ICX 交換器系列每個連接埠的 PoE 供電能

力也優於標準交換器，符合未來需求，而且 IoT 應用也能連線至

同一個基礎設施。舉例而言，ICX ZP 型的 PoE 供電能力更強大，

適合因應網路不斷進化的需求。而 ICX 7850 交換器可提供 100 GbE 

邊際至核心連線，適用於 Multi-Gigabit 企業及校園網路。

結合 RUCKUS Multi-Gigabit 交換器、Wi-Fi 技術及整合網路控制

器，搭配 CommScope 結構化佈線，可提供全方位端對端網路解

決方案。

全校園連線能力 
並非所有學校的網路需求都與教學有直接關聯。教育機構對連線

能力的需求涵蓋各種其他層面，例如建築自動化系統、環境感測

器或安全解決方案，以上都是校園 IoT 基礎設施的組成。

CommScope 解決方案透過智慧建築自動化，像是 HVAC 房間和

伺服器房間的監控，或是門鎖、CCTV 及保全系統的運作，藉此實

現大量成本效益。此外，校園建築與周邊即時的影像畫面也有助

提升所有教職員與學生的安全。

智慧建築應用的出色範例之一就是澳洲一家學生宿舍供應商，該

公司需要合作夥伴協助在不翻新整個建築佈線的前提下，透過智

慧、連網門鎖改善設施的安全性。該公司選用 CommScope 的無

線解決方案，此方案可運用 Zigbee 通訊標準將 RUCKUS H510 無

https://www.commscop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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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系統管理員而言，融合式 AP 可協助 IT 人員輕鬆檢視、管理及

維護整體無線基礎設施的安全。這有助於推動網路自動化、產生

可行分析，並以開放 API 建立自訂儀表板。

雲端服務 RUCKUS Analytics 以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為基礎，能

夠提供網路智慧及可視性並排除問題，有助確保安全性與效率，

同時降低營運與服務台成本。此服務整合 AP、交換器、網路控制

器和雲端服務，具備資料視覺化、規劃與報表工具。

此外，CommScope 的 imVision 自動化基礎設施管理 (AIM) 解決

方案，協助帶動各種可行的見解，並以即時情報及可視性，掌握

影響網路及其連線裝置的事件。

網路與網路管理 
網路規劃人員不只要考量預計將不斷大幅成長的頻寬與速度需

求，也要考量網路管理與可視性的關鍵要求，才能實現順暢運

作、入侵防護等功能。

以有線基礎設施而言，OM5 寬頻多模光纖是能夠滿足此速度的光

纖元件。CommScope SYSTIMAX 結構化佈線採用單模、多模及 

OM5 寬頻多模光纖，通過認證符合或超越業界標準。

為了協助管理 SYSTIMAX 的結構化佈線產品組合、光纖骨幹網路

及 PoE 解決方案，CommScope 的 imVision AIM 系統可協助網路

管理員全面檢視網路，掌握需要最佳化的項目，並依此分配及使

用資源。

結論 
選擇可完整供應端對端解決方案且值得信賴的技術合作夥伴，是

實作教育業連網系統的關鍵。這類系統不只是明智的財務投資，

更能滿足或超越實現教學目標必備的技術要求。

隨著通訊網路達到前所未有的複雜度，因此教育機構必須在  

Wi-Fi、光纖與網路、行動解決方案及網路管理方面搶得先機。

以此而言，CommScope 的 RUCKUS 有線及無線網路、連線能力

與分析解決方案，絕對能夠滿足條件、超群絕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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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籬，帶領眾人邁向更高的巔峰。我們與客戶及合作夥伴通力合作，共

同設計、建構及打造全球最先進的網路。我們積極投入，致力找出下一

個產業商機，實現更美好的未來。欲瞭解詳情，請造訪 commscope.com

https://zh.commscop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