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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Mikrotik
• 2004年第一次接触ROS 2.7.14

• 2005年1月创建中国首家ROS软路由技术的网站(www.router.com.cn)

• 2005年8月组装第一台ROS软路由整机

• 2006年3月成立南宁用易公司，正式成为Mikrotik官方代理商

• 2016年3月止，我们生产的软路由整机销量超过2万台

• 2016年3月止，我们服务过的客户超过5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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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Thank You Mikrotik！
感谢，参加今天MUM的朋友
• Mikrotik如此优秀，需要支持，请自觉支持正版

• 尊重技术，请不要把ROS当青菜卖

• 尊重同行，互不拆台，共同成长，把Mikrotik做
大（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 Mikrotik一辈子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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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spot+capsman酒店应用

蓝慧妮
MTCNA
MTCTCE

QQ:61565123

南宁用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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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APsMAN、hotspot简介

二、实例演示

三、实例对比
四、CAPsMAN其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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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AP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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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了无线上网环境
• 使用Pre-Shared-key身份验证和AES加密，保

证无线传输的安全性
• 访问限制列表可支持MAC限制
• 使用RADIUS集中管理客户端
• 适用于多个环境：公寓、家庭、酒店、公园、机

场、餐馆等



管理多个AP时，会遇到下列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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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sMAN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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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设备的要求

CAPsman

• X86,CHR或者routerboard设备

• Wireless-fp包需要安装V6.11以上系统

• Wireless-cm2包需要安装v6.22rc7以上系统

• 安装Wireless-fp/ cm2的包，并启用

CAP
• X86或者routerboard设备
• Wireless-fp包需要安装V6.11以上系统
• Wireless-cm2包需要安装v6.22rc7以上系统
• Atheros的芯片（A / B/ G / N/ AC）无线网卡
• 安装Wireless-fp/ cm2的包，并启用
• L4授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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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spot

Hotspot是一种通过要求用户认证来访问某些网络资源的方法。

系统将自动要求未认证的用户打开认证网页，认证成功后，便可连接到
互联网，未认证的用户无论输入任何一个网站地址，都会被强制到认证
界面要求认证。

自带试用、mac cookie功能

支持自定义认证界面，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设计认证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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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一         本地主路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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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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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功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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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sMAN CAP

CAPsMAN控制端与AP使用的包必须一样



CAPsMAN

• 设置联网
• 建立桥接口，配置IP、DHCP服

务器
• 建立并配置hotspot服务器

    server profile开启免费试用

       users 建立用户账号

       ip bindings 设置免认证用户

       walled garden免认证访问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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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CAPsMAN

         开启capsman功能

         建立配置模板

         创建应用配置规则

          优化AP



创建一个桥 给桥添加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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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建立DHCP服务器与hotspot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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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er profile开启免费试用 Users 里面添加账号以及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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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bindings 设置免认证用户  walled garden免认证访问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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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capsman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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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配置模板，设置模板名称、模式、SSID，选择桥接口

注：如对无线频率无要求，建议channel留空，ROS会自动选择网卡支持且干扰较少的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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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应用配置规则



22

新建access list 调整信号范围

允许-90..120的信号范围通过，其他的全部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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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开启CAP功能选择无线网卡选择发现的接口

连接上CPAsMAN后，显示当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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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sMAN端也出现了AP的连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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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无线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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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修改login.html等文件，以设计自己的登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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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界面



实例二     旁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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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改变当前网络结构的情况下也可以管理到AP



CAPsMAN

• 如无需要，可不联网

• 配置CAPsMAN

         开启capsman功能

         建立配置模板

         创建应用配置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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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桥

• 把无线以及上联口添加到同
一个桥

• 开启CAP功能

AP

注：要保证被管理的AP在本地可以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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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capsman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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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配置模板，设置模板名称、模式、SSID，勾选本地转发

注：如对无线频率无要求，建议channel留空，ROS会自动选择网卡支持且干扰较少的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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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应用配置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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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一个桥，把本地接口以及无线接口都添加到桥里面

注：要保证被管理的AP在本地可以上网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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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开启CAP功能选择无线网卡选择发现的接口

连接上CPAsMAN后，显示当前配置



实例三      远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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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改变当前网络结构且控制端不在本地情况下也可以管理到AP



CAPsMAN

• 配置联网

• 配置CAPsMAN

         开启capsman功能

         建立配置模板

         创建应用配置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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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桥

• 把无线以及上联口添加到同
一个桥

• 开启CAP功能

• capsman address为
capsman端地址

AP

注：要保证被管理的AP在本地可以上网，且与capsman地址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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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PPPOE账号，获取到公网IP 开启capsman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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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配置模板，设置模板名称、模式、SSID，勾选本地转发

注：如对无线频率无要求，建议channel留空，ROS会自动选择网卡支持且干扰较少的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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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应用配置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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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一个桥，把本地接口以及无线接口都添加到桥里面，建立dhcp客户端

注：要保证被管理的AP在本地可以上网且与capsman地址能通信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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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开启CAP功能选择无线网卡填写capsman的地址

连接上CPAsMAN后，显示当前配置



三个实例的区别

• 实例一比较常用，在管理AP的同时也可以管理到无线客
户端，即管理转发模式。

• 实例二与实例三均是本地转发模式，不能统一管理CAP 
的数据转发，但是对于已经搭建好网络环境的客户来说
更实用。

• 实例三优势是远程管理，适用于连锁企业，用户从一个
店面转移到另外店面可直接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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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连接到CAPsMAN能基于二层与三层建立连接

MAC层连接特性
    没有IP配置到CAP
    CAP与CAPsMAN必须在相同的二层网络

IP层连接特性
   可穿透NAT
    CAP必须通过IP协议连接到CAPsMAN

如CAP与CAPsMAN在同一台设备， CAPsMAN address 可填127.0.0.1



配置覆盖

45

Channel

        覆
        盖

Configure
 
        覆
        盖

Interface



CAPsMAN v2添加的功能

1. CAPsMAN能自动升级所有的CAP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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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添加“Name Format”和“Name Prefix” 的名称 
     格 式 和名称前缀用于规则配置



3. 改进CAP到CAPsMAN数据连接协议

4. 改进了当客户端在CAPs直接漫游的日志记录

5. 添加二层路径MTU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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