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进行AP模式设置页面,从连接方式下拉框选取“从管理服务器获取”,选择下
一步.

6.进入Wifi设置页面,设置参数如下图:4.设置向导页面,选择AP模式为当前工作模式

(*本安装说明以四天线双频户外AP例）

2.默认为瘦AP模式页面,需要点击页面右上角     符号切换至胖AP模式。

3.胖AP模式首页如下图:

(2)、设置IP地址后，进行无线连接，双击【无线网络连接】在弹出无线SSID列
表中，选择【Wireless 2.4G】，点击【连接】，在弹出的密码框里输入密码，
默认密码为”66666666”，点击【确认】即可完成连接.

(1)、确定设备处于断电状态。
(2)、如图1所示，将抱箍插入机壳背部安装孔。
(3)、使用抱箍将设备绑在抱杆上（适用的抱杆直径范围为40-60mm).确认好角度方
      向后使用一字螺丝刀将抱杆拧紧固定(外壳天线有多种规格选配)。

产品安装 

图1

图2

图3

1.使用IE浏览器访问http://192.168.188.253,弹出下图所示的登录画面,默认登录密
码:admin,完成输入后进入无线AP的设置页面。

(1)、户外AP设备通过网线连接到POE电源适配器的POE端口.(对于非标准网线,需要确
      保所需长度的网线中单根线阻抗不超过6欧姆)
(2)、通过网线将PC电脑连接到POE电源适配器LAN端口。
(3)、POE电源适配器通电后,户外AP设备的Power灯呈现常亮状态,表示设备上电运行。
(4)、查看PC电脑上的网络连接状态可检查电脑和户外AP之间的网络连接是否正常,
      如图2所示。

硬件连接

(1)、直线距离在AP信号覆盖范围内
(2)、将网线由室内布置到室外,直到预留到户外AP安装位置。将网线两端RJ45 水晶
      头，保证八根线芯正常且与水晶头接触良好，网线的线序采用568B线序标准 。
      网线制作完成后，使用网线测线器进行测试。
(3)、抱杆高度应在超过房顶1.5m,户外AP的平面面板应对准基站AP,使信号强度到最佳。

安装范围

应用 重置 重启

网络信息

网络信息

192.168.188.253IP 地址

MAC 地址

管理服务器地址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78:D3:8D:EA:FA:90

192.168.188.1

连接方式 DHCP

瘦AP模式

AP工作模式 流量监控  AP模式 胖AP模式

运行时间 01:05:39

点击设置位置信息

CPU使用率    1%

内存使用率    70%

状态

WiFi 名称 Wireless2.4G

9

WPA/WPA2PSK_TKIPAES

44:D1:FA:26:43:1C

信道

加密方式

MAC地址

0

设备信息 2G WiFi 5G WiFi设备位置信息 内网信息

连接方式

内网IP地址

子网掩码

管理服务器地址

设备MAC地址

从管理服务器获取

192.168.188.253

255.255.255.0

192.168.188.1

78:D3:8D:EA:FA:90

(2G WiFi)

网关模式 万能中继 WISP模式

在此模式下,本设备通过无线网络信号覆盖至其他客户端

或设备，并使用以太网连接至其他路由器后接入广域网

。在此模式上,本设备的NAT、DHCP 、防火墙和所有广

域网相关的功能都会关闭,所有的无线接口和有线接口都

桥接在一起,不区分LAN和WAN

当前工作模式

AP模式 超级WDS模式

1 2 3 √

设置2G WIFI

AP模式

Wifi 状态

是否隐藏您的WiFi名称

Wifi 名称 Wireless2.4G

信道

加密方式 加密

WiFi密码 6666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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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上一步

1 2 3 √

内网设置

连接方式 从管理服务器获取

下一步

从管理服务器获取
静态地址

从网关获取

AP模式

使用有线连接方法，用于设置的电脑需要将有线网卡的TCP/IP属性的IP地址设
置为192.168.188.X(X为2--252），与户外AP同网段，子网掩码设置为255.255
.255.0，如图所示:

(1)、使用无线方式连接设备,需要先将无线网卡的TCP/IP属性的IP地址设置为
192.168.188.X(X为2--252),与AP同网段，子网掩码设置为255.255.255.0,
如下图所示:

02/设备管理01/设备安装

03/ 设置AP
PC端WEB登录设置3.1

有线连接电脑设置2.2

无线连接电脑设置2.1

未连接

拨号和VPN

宽带连接

无线网络连接

Wireless 2.4G

FR3800-X5-MESH-2.4G

Wireless5.8G

yunlink 5.8g_2

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

连接可用

连 接



根据上图所示的各项模式的快速设置向导,设置用户需要的参数和选项,点击下一步,
直至完成各项操作模式的设置。

7.设置完成

1 32 √

AP模式AP模式

已经完成您的配置！

通过设备管理菜单选项进行配置信息的备份、还原或者恢复默认出厂设置; 也
可以对设备进行软重启；WEB登录密码的修改，固件升级，时间管理，以及系
统日志的统计等功能设置。

8.测试无线网络

查看无线网络连接的状态,信号质量,信号速度,发送以及数据是否正常,点击详细信息,
查看IP地址和DNS服务器地址等是否正确获得,确认设备正常工作.

使用笔记本或者手机测试无线网络是否可以上网,单击     无线网络,选择设置好的无
线SSID,正确输入密码后,测试是否可以上网.

网关模式

万能中继
实现无线中继和转发,且无需与上端设备做兼容匹配。

无线WISP客户端通过无线连接到运营商无线基站,实现本地局域网共享。

AP 模式

超级WDS模式

配置方法

常见问题及解决对策
 常见问题 解决对策

忘记登录用户名和密码 恢复出厂设置，通过设备上的Reset按钮，按下10秒以上并松开，设备
自动重启并恢复到出厂设置。

无法通过web页面登
录无线AP管理界面

1.检查电脑的IP地址和AP是否在同一网段，是否手动设置到其他网段。
2.把无线AP恢复到出厂默认设置重新连接。
3.确认无线 AP的地址是192.168.188.253没有被网络中的其他设备占用。
4.请检查电脑，网线是否有问题，网线建议使用超五类非屏蔽双绞线。

忘记了无线网络的
密码

1.用有线连接无线AP,进入WEB管理页面，点击无线设置，基本设置，
在密钥中，重新输入密码。
2.恢复出厂设置，默认密码为66666666。

无法获取IP地址
1.网关和无线ISP客户端模式下，检测设备是否开启DHCP服务器。
2.中继和AP模式下，检查上级网络连接是否正常，或局域网中的DHCP
服务器是否正常工作。

设置完成，连接也成功
但无线显示150M不是
300M

300M是在40MHz频带上传输才能达到，需要无线AP和接收的无线网卡，
都能在40MHz模式工作，无线AP默认使用的是20MHz工作，在高级设
置里面改成20MHz/40MHz模式即可达到300M的传输速度了。

瘦AP如何切换到胖AP

AC列表无法识别到
AP设备

原因为AC与AP的对应模式不一致。AC系列产品的都是管理胖模式AP的
FAC系列或者BW系列产品都是管理瘦模式AP。
注意：AP均为胖瘦一体方式，出厂默认瘦模式。

通过页面右上角    进行胖瘦模式切换，切换后设备会自动重启。重启
完成后请清理IE缓存记录经行WEB登录即可。
注意:切换至胖AP后, FAC系列产品将无法对设备进行批量设置。

*本手册仅作为使用指导并尽全力提供准确信息，但不确保手册内容完全没有错误。由于产品版本升级

或其他原因，本手册内容有可能更新，并保留在没有任何通知或者提示的情况下对本手册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

WISP模式

实现路由器功能,WAN口连接调制解调器(ADSL猫或者光纤猫)拨号上网或WAN口动
态、静态IP地址方式上网。

该模式下,会关闭NAT 、DHCP 、防火墙和所有广域网相关的功能,所有的无线接口
和有线接口都桥接在一起,不区分LAN和WAN。

在此模式下，通常指的是一对一的情况，桥接两端的无线AP只与另一端相对的无
线AP通信，设备可以通过扫描可用网络的方式来添加对方的MAC地址，设备双方
的加密方式一定要一致。

设备重启 密码修改 固件升级 时间管理 系统日志配置管理

配置管理

备份配置信息

恢复配置信息

恢复出厂设置

Telnet 服务 (开启Telnet服务可能会受到黑客攻击,请谨慎使用）

保存配置文件到你的计算机

恢复出厂设置，请按此按钮

                  未选择任何文件选择文件

1 2 3 √

设置5G WIFI

AP模式

Wifi 状态

是否隐藏您的WiFi名称

Wifi 名称 Wireless5.8G

信道

加密方式 加密

WiFi密码 66666666

自动优化 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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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上一步

网关模式 万能中继 AP 模式 超级WDS模式WISP模式

打开手机【设置】，找到并点击【WLAN】找到并长按无线路由的WiFi名称，弹出菜单
选择【静态IP】 设置与户外AP相同网段的IP地址192.168.188.X(X不能为253或者252）、
网关、网络掩码和域名。   

打开手机【设置】选择【无线局域网】,连接成功后点击    感叹号设置与户外AP相同
网段的192.168.188.X(X不能为253或者252）、子网掩码、路由器和DNS.

ISO(苹果系统）用户手机静态IP设置方法Android(安卓系统）用户手机静态IP设置方法

Android 系统设置步骤 ISO 系统设置步骤

AP手机登录页面（登录密码为admin) 手机无线连接AP后进行静态IP配置，方法如下：

其余模式3.2 设置管理3.3

手机终端WEB登录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