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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描述 

ES 3000 以太网交换机 专为企业无线网络打造无线交换环境, 无线网络架构。 

来自 Symbol Technologies 的 ES 3000 简化的无线网络具有： 

.合适的特性 

.适当的价格 

.低廉的总拥有成本 

.高额的投资回报率 

是您企业移动解决方案的最佳选择。 ES 3000，可管理的 PoE 以太网交换机：无线交换架构的理想引擎 

 

详细介绍 

 

 

合适的性能.适当的价格 

Symbol Technologies 的 ES 3000 是无线交换架构环境中的理想引擎。这款基于标准的快速以太网/吉比

特以太网交换机能够满足企业要求的可靠性、安全性以及可扩展性，同时还集成了无线网络环境中所需的

功能，使无线网络具有最佳性能和运行效率。ES  

3000 提供了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解决方案，拥有无线网络解决方案所需的所有功能，从而节省了总拥

有成本。 

专门为简化无线网络和降低成本而设计 

所有的无线架构都需要以太网连接。ES 3000 通过以太网连接和可管理的以太网供电 (PoE) 提供了单一

的平台，针对以太网和无线交换机提供简单方便的单一厂商解决方案。PoE 极大地减少了接入端口/接入

点的安装电源功率，同时强大的 PoE 管理功能极大地简化了故障排除以及 PoE 设备管理工作。ES 3000 

提供了远程控制和管理功能，允许在低科技环境中部署高科技架构，而无需本地管理，从而降低总拥有成

本 (TCO)。ES 3000 将产品特色与功能完美结合，有效地减少了与管理无线网络相关的资金支出和运营成

本。 

为无线交换网络部署提供合适的特性 

虚拟 LAN (VLAN) 支持 ES 3000 为全面实现虚拟 AP 特性提供了 IEEE 802.1Q VLAN 支持，为有线和无

线企业接入提供分段、安全性以及易管理性等功能。首先必须在网络上创建有线 VLAN，以利用 WS 5000 

无线交换虚拟 AP 特性，这在传输过程中对广播和多播流量进行了隔离，从而使带宽以及移动设备电池寿

命最大化。 

服务质量 (QoS) 

ES 3000 提供多层级的服务质量特性，包括 IEEE 802.1p 服务等级 (CoS) 和区分服务 (DiffServ) 标

准。这一功能确保了整个企业内部带宽的合理分配，以支持关键任务流量，优化应用程序性能，如：支持

潜在的敏感视频 (latency sensitive video) 或 Voice-over-IP (VoIP)。QoS 特性包括对进入的数据包

进行分类、再分类策略处理、标识、排队和计划优先顺序，以及为传出的数据包进行排队和计划优先顺

序。  

数据包分类 — 数据包分类使得 ES 3000 可以对多种数据流进行识别，并基于 2 层和 3 层 QoS 域执行

策略。 

QoS 队列 — ES 3000 支持每端口四个出口队列，使网络管理员能更详细地区分网络上的不同应用，并分

配相应的优先级。通过加权轮循 (Weighted Round Robin, WRR) 与严格优先排序 (Strict Priority 

Queuing) 算法，来管理这些排序与拥塞控制。 

限速/速率监管 — 限速可以根据某些条件来合理的分配带宽，这些条件包括：MAC 源地址、MAC 目标地

址、IP 源地址、IP 目标地址和/或 TCP/UDP 端口号。限速将速率划分为两种：经认可的最小带宽和次突

发长度 (second burst size)。 

灵活性 

ES 3000 的强大功能使得它能够为企业网络提供高可用性和网络可扩展性。支持基于 IEEE 802.1d 生成

树协议 (STP)、IEEE 802.1s 多生成树协议 (MSTP)、和 IEEE 802.1w 快速生成树协议 (RSTP) 的标准，

在网络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冗余链路和快速合并来排除故障。出现链路故障后，生成树协议能动

态地将新路径与目标合并在一起。若快速生成树能提供比标准生成树更快的故障排除功能，如果出现链路

故障，网络管理员则可以通过多生成树创建多个生成树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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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3000 还提供了 IEEE 802.3ad（链路聚合），允许在两个交换机之间进行捆绑链接。这允许网络流量

采用聚合链路作为宽管 (fat-pipe)。当组中的任一链路出现故障后，其他链路仍可以继续传输流量。 

网络安全性 

ES 3000 支持一系列安全特性，不但确保数据的私密性得到保护，同时还保证网络服务不间断。通过接入

控制列表 (ACL) 来限制对网络特定部分的访问，可以防止诸如“拒绝服务”一类的攻击，提高网络安全

性。不仅如此，由于 ACL 在硬件上执行查询，因而能保持转发性能。用户可以按照源 MAC 地址和/或目

标 MAC 地址、IP 地址或 TCP/UDP 端口拒绝数据包。为保证端口安全，ES 3000 提供了 IEEE 802.1x 基

于端口的认证，这限制了对以太网端口的访问，有效地减少了欺骗客户端 (rogue client) 和网络设备

（如：无线访问点或集线器）的风险。 

性能 

ES 3000 提供了最小数据包的线路速率流量（4.4 Gbps/6.6 Mpps 吞吐量）。 

智能、可管理的以太网供电 (Power-over-Ethernet) ES 3000 提供了基于 IEEE 802.3af 以太网供电 

(PoE) 的标准，不再需要为每个WLAN 接入端口/接入点供电，从而降低了网络及其运营成本。此外，还具

备远程控制和管理 PoE 的能力，在提供对无线网络更高一级控制的同时，进一步降低了运营成本。 

PoE 管理能力包括为每个以太网端口配置电源优先级，这确保了为提供关键服务的设备合理地分配电源。

此外，远程重启 PoE 设备的能力简化了故障排除操作，无需在每个位置进行技术导出，确保了网络管理

员远程计划正常操作时间之外的无线接入点/接入端口的电源情况，或根据企业策略确保全面安全性。 

动态电源分配可以带来最佳电源预算。ES 3000 计算出每个 PoE 设备使用的具体电量，以一种比传统 

PoE 分类中采用的电源范围更为有效的方式动态地分配剩余的电源，这种分配依赖于每个 PoE 设备提供

的信息。  

此外，ES 3000 还提供了全面的 PoE 可见性。电源预算和 PoE 设备状态的任何变化都会触发可以发送到

管理工具的捕获 (trap) 或消息，从而确保了所有 PoE 设备的随时可用以及对设备情况的准确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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