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描述

AP-100智能无线接入点(AP, Access Point) 是Handlink无线上网的解决
方案重要一环，除了是台独立的无线AP之外，也可作为中继器延伸户
外和室内无线网络范围。

AP-100内建智能天线(smart antenna)，信号处理技术能追踪并与波束
定位，用以减少信号干扰并增加信号强度。AP-100内置高增益天线可
增加无线信号强度可高达16dB，强化了无线网络覆盖效能。

AP-100内建的流量控管机制能控管每位用户的上传与下载流量；完善
的网络系统与特色管理，深深满足了用户需求。

AP-100可安装在窗边、桌旁或墙面上，甚至是屋顶，也非常适合大范
围覆盖。除了当作AP之外，在Handlink热点解决方案的应用，AP-100
还可搭配KS-852/861和ISS-7000作为户外无线信号延伸的工具。

产品特点

 �天线前后比达 20dB，比其他天线平均
高 5dB，可获得更好的定向传输，减少
信号干扰

 �内置基于每个用户/VAP 的带宽控制、
基于 WEB 界面的远程管理、用户性能
统计等功能

 � ±45°交叉极化天线，与其他垂直/水平
极化的CPE 相比增益高3dB   

 � IP55等級防护外壳，可直接安装於户外

 � LED 指示灯可显示多达 8 级的信号强
度，方便用户调整方向，以获得最强的
无线信号

 �显著提高视距/非视距覆盖区域的信号
强度

 �有效提升基站/AP 的传输速率和吞吐量

AP-100
智能型无线AP
高效能电信级无线AP，具有带宽监控与远程管理
功能



 � * 特性将于近期版本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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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无线接口

IEEE 802.11b/g/n 标准
发射与接收分集
自动信道选择*
站点勘测/信道扫描

无线网络运行范围
可达600公尺 (LOS Access)
可达20公里 (LOS Bridge)

无线网络传输速率 可达300Mbps

操作模式 AP/CPE/网桥*/中继

网络

8 个 SSID/虚拟AP
带宽控制
DHCP 客户端/ 服务器
动态 NAT
Port Forward
优先 AP 关联设定
即点即连
基于使用距离（可设定）的性能优化
基于 Web 的天线对准工具
2 级用户登陆
WMM*

安全
基于 MAC 地址的访问控制
SSID 广播限制

认证

开放系统,共享密钥
WPA/ WPA-PSK
WPA2/ WPA2-PSK
802.1x, PEAP
WEP, TKIP, AES加密

管理

基于 WEB 的管理
网络式天线姿态测试仪
Telnet 管理(SSH)*
远程固件升级(HTTP)
SNMP v2c
WiFi 客户端关联状态查看
无线网络管理系统支持

硬件

天线

内置 2 .4GHz 贴片天线: 10 dBi, ±45°交叉极化
水平束宽: 70° (-3dB)
垂直束宽: 30° (-3dB) 
前后比: -20 dB (最大值)

RF

操作频率: 2.412 – 2.472 GHz (Ch 1-13)
FCC 传输功率 : 29 dBm (最大值)/ 26 dBm (每一 传达链)
CE (最大值平均EIRP输出功率) :

11n 20MHz 19.98 dBm/ 40MHz 19.99 dBm
11b 19.79 dBm
11g 19.98 dBm 

接收器灵敏度 (典型) :
802.11b 

11 Mbps -91 dBm /1 Mbps -96 dBm
802.11g

54 Mbps -81 dBm /6 Mbps -95 dBm
802.11n

HT20 -95 dBm /HT40 -92 dBm

网络界面 10/100 Mbps以太网端口

LED指示灯 
电源状态
以太网状态
8 级信号强度（用户可配置） 

电源
供电方式 : PoE 供电 (18V)
功耗 : 6 W (典型) / 8W (最大值)

尺寸
(L)220 x (W)80 x (D)24 mm (不包括安装件)
重0.4 kg

安装 桌上、柱上、墙面或窗户

环境参数

工作温度 : -20 °C to +55 °C
储存温度 : -40 °C to +80 °C
湿度 : 5 – 95% (非凝露)
风载荷 : 145 km/h (可工作)/ 200 km/h (不损坏)
防护 : 室外防紫外线塑料外壳 IP55 标准 

认证 FCC/CE/GOST-R/ NCC*/ N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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