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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RAP1260(G)无线接入点硬件安装手册 

1 产品介绍 

RG-RAP1260(G)面板型 802.11ax 无线接入点是锐捷睿易专门为酒店、公寓、别墅、住宅及小型办公场景推出的新一代支

持 802.11ax 的迷你型无线接入点（AP），RG-RAP1260(G) 尺寸可在 86mm 面板盒上安装，整机设计简洁美观、部署便

捷，可以在不破坏墙面装修的情况下安装在接线盒上，是酒店、住宅等环境无线网络建设的最佳选择。设备支持

802.11a/b/g/n/ac Wave1/ac Wave2/ax 协议，可同时工作在 2.4GHz 和 5GHz 频段，支持 MU-MIMO 双流技术，2.4G

提供最高 574Mbps 的接入速率，5G 提供最高 1201Mbps 的接入速率。整机提供 1775Mbps 的接入速率，千兆极速无线

让性能不再成为瓶颈。 

1.1 RG-RAP1260(G)硬件规格 

 

硬件规格 

射频设计 双频双流 

传输协议 支持 802.11ax、802.11ac wave2、wave1、802.11a/b/g/n 同时工作 

工作频段 802.11b/g/n/ax ：2.4G：2.4G ~ 2.4835GHz  

802.11a/n/ac/ax ： 5G：5.150～5.350GHz，5.725～5.850GHz  

天线类型 内置天线 

空间流数 2.4G 2x2MIMO  5G 2x2MIMO 

传输速率 2.4G 最高提供 574Mbps 的接入速率，5G 最高提供 1201Mbps 的接入速率，整机提供 1.775Gbps

的接入速率。 

调制技术 OFDM：BPSK@6/9Mbps，QPSK@12/18Mbps，16-QAM@24Mbps，64-QAM@48/54Mbps

DSSS：DBPSK@1Mbps，DQPSK@2Mbps，and CCK@5.5/11Mbps 

MIMO-OFDM：BPSK，QPSK，16QAM 、64QAM、256QAM and 1024QAM 

接收灵敏度 11b：-91dBm(1Mbps)，-88dBm(5.5Mbps)，-85dBm(11Mbps) 

11a/g：-89dBm（6Mbps），-80dBm（24Mbps），-76dBm（36Mbps），-71dBm（54Mbps）

11n：-83dBm@MCS0，-65dBm@MCS7，-83dBm@MCS8，-65dBm@MCS15 

11ac VHT20：-83dBm（MCS0）, -57dBm（MCS9） 

11ac VHT40：-79dBm（MCS0）, -57dBm（MCS9） 

11ac VHT80：-76dBm（MCS0）, -51dBm（MCS9） 

11ax HE20：-85dBm（MCS0）, -58dBm （MCS11） 

11ax HE40：-82dBm（MCS0）, -54dBm（MCS11） 

11ax HE80：-79dBm（MCS0）, -52dBm（MCS11） 

最大发射功率 
≤20dBm(可调) 

可调功率粒度 1dBm 

尺寸 86mm×86mm×51mm 

重量 ≤0.20kg 

业务端口 
背面： 

1 个 10/100/1000Mbps 自协商以太网上联端口（支持 802.3af/802.3at PoE 以太网供电） 



RG-RAP1260(G)无线接入点硬件安装手册 

1 个 Phone&IPTV 透传口 

正面： 

1 个 10/100/1000Mbps 自协商以太网下联端口 

1 个 Phone&IPTV 透传口 

管理端口 NA 

状态指示灯 单盏指示灯 

供电方式 支持 PoE 以太网供电（支持 802.3af/802.3at 兼容供电） 

整机功率 ≤9.6W 

工作温度：0°C～40°C 

存储温度：-40°C～70°C 

工作湿度：5％～95％（无凝结） 

环境 

存储湿度：5％～95％（无凝结） 

安装方式 入墙 

安全法规 GB4943，IEC 60950-1 

EMC 法规 GB9254，EN301 489，EN50155：EN50121 

机械振动 IEC61373 

射频法规 无线发射设备型号核准、EN300 328、EN301 893 

MTBF >250000H 

 

 重量仅为主机的重量。 

1.2 RG-RAP1260(G)产品外观及接口 

RG-RAP1260(G)包含 2 个以太网接口（其中 WAN/PoE 口支持 802.3af/802.3at PoE 供电）、2 个 IPTV 透传端口（背面

一个，正面底部一个）。装饰盖下有一个隐藏的 Reset 复位按键孔和一个系统状态指示灯。其外观及接口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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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RG-RAP1260(G)指示灯及按键说明 

闪烁频率 意义 状态 

不亮 AP 未上电 灭 

慢闪烁 AP 在运行中，但是有告警 闪 

快闪烁 

快闪烁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1>: 恢复出厂配置 

2>: 版本升级 

3>: 设备自修复 

4>: 设备启机未完成 

闪 

蓝色常亮 设备正常工作，且没有告警 常亮 

短按小于 2S 设备重启 
复位键 

长按大于 5S 恢复出厂设置 

电源 

RG-RAP1260(G)的电源采用 PoE 输入。 

 PoE 供电  输入电压范围：44-57V；额定电流：0.25A。 

 在 PoE 供电时，需要确保以太网另一端具有 802.3af/802.3at 供电能力。 

散热方案 

RG-RAP1260(G)采用无风扇设计。 

 在安装ＡＰ时应在周围留有足够的空间以便于空气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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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前的准备 

2.1 安全建议  

 为了避免对人和设备造成伤害，请在安装 RG-RAP1260(G)前仔细阅读本书的安全建议。 

 以下的安全建议无法包含所有可能出现的危险情况。 

2.2 安装安全  

 高温、多尘、有害气体、易燃、易爆、易受电磁干扰（大型雷达站、发射电台、变电站）及电压不稳、震动大或强噪

声的环境不利于 AP 设备的工作，设备不要安装在这样的环境中。 

 安装地应该干燥，不建议在距离海边很近的地方安装。设备距离海边的距离要求大于 500m，同时建议设备不要正对

海风吹来的方向。 

 严禁在易积水、渗水、滴漏、结露等地方进行设备安装。在进行工程设计时，应根据通信网络规划和通信设备的技术

要求，综合考虑气候、水文、地质、地震、电力、交通等因素，选择符合通信设备工程环境设计要求的地址。 

 请按照快速安装指南中描述的正确安装方式进行设备的安装与拆卸。 

2.3 搬移安全 

 在设备安装完毕后,应避免频繁移动设备。 

 移动或搬运之前请关闭所有电源，拔掉所有电源和电缆。 

2.4 电气安全 

 进行电气操作时，必须遵守所在地的法规和规范。相关工作人员必须具有相应的作业资格。 

 请仔细检查工作区域内是否存在潜在的危险，比如地面是否潮湿等。  

 在安装前，要知道所在室内的紧急电源开关的位置，当发生意外时，要先切断电源开关。  

 需要关闭电源时，一定要仔细检查确认。  

 请不要把设备放在潮湿的地方，也不要让液体进入设备体内。 

 AP 工作地最好不要与电力设备的接地装置和防雷接地装置合用，并尽可能相距远。 

 远离无线发射台，雷达发射台，高频大电流设备，微波炉等强功率无线设备。 

 不规范、不正确的电气操作可能引起火灾或电击等意外事故，并对人体和设备造成严重、致命的伤害。 

 直接或通过潮湿物体间接接触高压、市电，可能带来致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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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安装场地的要求 

RG-RAP1260(G)必须在室内使用。为保证设备正常工作和延长使用寿命，安装场所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2.5.1 安装要求 

 尽量安装在敞开的环境中，如果安装在封闭的环境中，请确认具有很好的通风的散热系统。 

 确认安装位置足够牢固，能够支撑 RG-RAP1260(G)及其安装附件的重量。 

 确认安装位置的尺寸适合 RG-RAP1260(G)安装，前后左右要留有一定的空间，以利于散热。 

2.5.2 通风要求 

RG-RAP1260(G)的为自然散热，在设备安装时应保证预留前后左右要留有一定的空间，以利于散热。 

2.5.3 温度和湿度要求 

为保证 RG-RAP1260(G)正常工作和使用寿命，工作环境需维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如果工作环境长期处于不符合温、湿度

要求的环境，将会对设备造成损坏。 

 处于相对湿度过高的环境，易造成绝缘材料绝缘不良，甚至漏电。有时也易发生材料机械性能变化、金属部件锈蚀等

现象。 

 处于相对湿度过低的环境，绝缘片会干缩，同时易产生静电，危害设备上的电路。 

 处于温度过高的环境，则危害更大，会使设备的可靠性大大的降低，长期高温还会影响寿命，加速老化过程。 

RG-RAP1260(G)设备对环境的温、湿度要求如下表：  

工作环境温度要求 工作环境相对湿度要求 

0ºC-40ºC (32°F to 104°F) 5%-95% 

2.5.4 洁净度要求 

灰尘对设备运行是一大危害。室内灰尘落在机体上，可以造成静电吸附，使金属接点接触不良，尤其是在室内相对湿度偏低

的情况下，更易造成这种静电吸附，不但会影响设备寿命，而且容易造成通信故障。对机房内灰尘含量及粒径要求如下表。 

最大直径(μm)  0.5  1  3  5  

最大浓度（颗粒度/立方米） 1.4×107 7×105 2.4×105 1.3×105 

除灰尘外，设备所处的机房对空气中所含的盐、酸、硫化物也有严格的要求。这些有害物会加速金属的腐蚀和某些部件的老

化过程。机房应防止有害气体（如：二氧化硫、硫化氢、二氧化氮、氯气等）的侵入，其具体限制值如下表。 

气体 平均（mg/m3） 最大（mg/m3） 

二氧化硫 SO2 0.2  1.5  

硫化氢 H2S 0.006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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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氮 NO2 0.04  0.15  

氨气 NH3 0.05  0.15  

氯气 Cl2 0.01  0.3  

2.5.5 电源要求 

 PoE 注入器：符合 802.3af/802.3at 标准的 PoE 注入器。 

 PoE 注入器建议采用经过锐捷认证的注入器。 

2.5.6 EMI要求 

 无线接入点工作地最好不要与电力设备的接地装置和防雷接地装置合用，并尽可能相距远。 

 远离无线发射台，雷达发射台，高频大电流设备，微波炉等强功率无线设备。 

2.6 安装工具  

常用工具 十字螺丝刀、相关的电缆、上架螺栓、斜口钳、捆扎带 

专用工具 剥线钳、压线钳、水晶头压线钳、打线刀 

仪表 万用表、误码仪 

 RG-RAP1260(G)设备不附带工具包，工具需要用户自己准备。 

2.7 开箱验货 

货物清点 

机箱包装箱 
设备的各种配件是否已安装完毕，并调试好。 

装配螺丝、装饰盖、快速安装指南、合格证 

 以上列举的是一般的发货情况，实际发货可能略有出入，一切以订货合同为准。并请按照装箱清单或订货合同仔细核

对您的货物。如有疑问或差错，请与销售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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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的安装 

RG-RAP1260(G)系列 AP 要求工作于室内，并且固定使用。 

 请确认您已经仔细阅读第二章的内容，且第二章所述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 

3.1 安装流程 

3.安装装饰盖 

1.安装以太网线缆 

2.安装主机 

3.2 安装前的确认 

RG-RAP1260(G)安装前要对设备的安装位置、组网方式、供电及走线等进行周密的计划和安排。安装前请确认以下几点：  

 安装处要提供足够空间以满足产品散热要求。  

 安装处要满足设备对温度和湿度的环境要求。 

 安装处要满足设备对电源和电流的要求。 

 选用的电源，要满足系统功率的要求。 

 安装处要满足设备对网络配线的要求。 

 安装处要满足设备对安装选址的要求。 

 对于特定用户的专供设备，在安装前请确认设备是否符合专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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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安装时的安全注意事项 

为保证无线 AP 正常工作和延长使用寿命，请遵从以下的注意事项： 

 设备安装时，请不要对设备供电。 

 请将设备放置于通风处。 

 请避免将设备放置于高温环境。 

 请将设备远离高压电缆。 

 请将设备安装在室内。 

 请将设备远离强雷暴、强电场环境。 

 请将设备保持清洁，防止灰尘污染。 

 在清洁设备前，请先将电源拔下。 

 请不要用湿布擦拭设备。 

 请不要用液体清洗设备。 

 请不要在设备工作时打开机壳。 

 设备请固定牢固。 

3.4 安装主机 

 请优先选择天线辐射覆盖区域较大的方式安装主机。 

 以下安装说明是示意图，具体以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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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线缆连接 

连接的简要步骤 

请用双绞线连接到 AP 的 WAN/PoE 接口上，AP 支持的双绞线连接线序可参见附录 A。  

 应避免在接头处小曲率弯曲。 

 RG-RAP1260(G)不建议采用包有保护头套的网线，采用该类网线不便于 RG-RAP1260(G)的网线装配。 

3.6 捆扎电缆 

注意事项 

 捆扎电源线和电缆应注意美观。 

 捆扎双绞线时，应使得插头处的双绞线处于自然弯曲或大曲率弯曲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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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捆扎双绞线时，不能扎的太紧，以免压迫线缆，影响线缆使用寿命和传输性能。 

捆扎的简要步骤 

1) 将双绞线的下垂部分束起，并按方便程度引至主机 WAN/PoE 端口。 

2) 将双绞线固定于安装挂架理线槽内部。 

3) 双绞线捆扎时，应紧贴主机下方延伸，并尽量保持走直线。 

3.7 安装后的检查 

主机检查 

 确认外部供电是否与机柜配电盘匹配。 

 设备安装后，检查前、后机柜门是否能关上。 

 确认机柜已完全固定，不会发生移动和倾倒。 

 确认设备已在机柜内安装固定好，所有线缆也固定在机柜上。 

线缆连接检查 

 确认双绞线与接口相匹配。 

 确认线缆捆扎方式正确。 

电源检查 

 确认电源线接触良好，并符合安全要求。 

 打开电源给主机供电，确认 AP 可以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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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调试 

4.1 搭建配置环境 

通过 PoE 供电方式对 AP 上电。 

搭建环境 

 通过 PoE 供电方式对 AP 进行供电连接，需确认电源接触良好，并符合安全要求。 

4.2 上电启动 

上电前的检查 

 电源连接是否正确。 

 供电电压是否与 AP 要求的一致。 

上电后的检查（推荐） 

上电后，最好进行如下检查，以保证后面配置工作的正常进行： 

 AP 上电之后，手机或其余无线设备终端能否搜寻到 SSID 信号。 

 AP 的指示灯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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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控与维护 

5.1 监控功能 

指示灯 

在 RG-RAP1260(G)处于运行状态时，用户可以通过观察指示灯监控状态。 

5.2 硬件维护 

在出现故障时，请联系锐捷网络客户服务部技术支持，由锐捷网络技术人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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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装中的常见故障处理 

6.1 安装故障排查通用流程 

与锐捷网络的技术支持联系，检查

是否是硬件问题

检查端口的线缆连接是否正确 

检查指示灯是否正常 

检查电源的连接是否正确 

检查安装是否正常 

安装后工作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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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常见故障处理 

上电后状态灯不亮 

 PoE 供电：请检查确认 PoE 连接线的另一端是否至少满足 802.3af 供电方式，然后检查以太网线缆是否连通正常。 

 适配器供电：检测适配器是否有市电输入，然后检查适配器是否正常工作。 

接上以太网线缆后，以太网口不能使用 

请检查以太网的另一端设备是否正常工作，然后检测以太网线缆是否满足当前工作速率的能力，并且确认线缆是否连通正常。 

用户发现不了 AP 

1) 检查设备的供电是否正常。 

2) 检查以太网口的链接是否正常。 

3) 检查 AP 是否配置正确。 

4) 移动用户客户端，调整客户端与 AP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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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连接器和连接介质说明 

1000BASE-T/100BASE-TX/10BASE-T 端口 

1000BASE-T/100BASE-TX/10BASE-T 是支持三种速率自适应的端口，支持在这三种速率下的自动 MDI/MDIX Crossover

的功能。 

1000BASE-T 符合 IEEE 802.3ab 标准，连接的线缆需要用 100-ohm 5 类或超 5 类非屏蔽双绞线 UTP 或屏蔽双绞线 STP，

并且最长支持 100 米的连接距离。 

1000BASE-T 端口用 4 对线进行数据的传输，需要将所有的 4 对线连接上。1000BASE-T 端口所用到的双绞线的连接如下

图所示： 

图 A-1 1000BASE-T 四对双绞线示意图 

 

100BASE-TX/10BASE-T 除了可用以上规格的线缆相互连外，对于 10Mbps 可以用 100-ohm 3，4，5 类线，对于 100Mbps 

联接用 100-ohm 5 类线相互连，最长都可支持 100 米的连接距离。以下是 100BASE-TX/10BASE-T 时的引脚信号定义。 

图 A-2  100BASE-TX/10BASE-T 引脚信号定义 

Pin 插座 插头 

1 Input Receive Data+ Output Transmit Data+ 

2 Input Receive Data- Output Transmit Data- 

3 Output Transmit Data+ Input Receive Data+ 

6 Output Transmit Data- Input Receive Data- 

4、5、7、8 Not Used Not Used 

以下是 100BASE-TX/10BASE-T 可行的直连双绞线和交叉双绞线联接方式。 

图 A-3  100BASE-TX/10BASE-T 双绞线联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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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Ｂ ——安装中的布线推荐 

当 RG-RAP1260(G)安装时，连接线缆通过走线架捆扎于机柜的绑线架上，根据机房的实际情况安排上走线或下走线。所有

转接的线缆接头请整理放在机柜的底部（不能放在机柜外部容易被碰到的地方）。电源线从机柜旁边走线，根据机房实际情

况（如直流配电柜、交流插座、防雷箱等的位置）安排就近上走线或下走线。 

电缆最小弯曲半径的要求 

 电源线类、通信电缆类、扁平电缆类布放固定后，其弯曲半径应为电缆外径 5 倍以上；对于经常弯折和插拔的这几类

电缆，应为电缆外径 7 倍以上。 

 普通同轴电缆类布放固定后，其弯曲半径应为电缆外径 7 倍以上；对于经常弯折和插拔的这类电缆，应为电缆外径 10

倍以上。 

 高速电缆（如 SFP+电缆等）其弯曲半径应为电缆外径 5 倍以上，对于经常折弯和插拔的这类电缆，应为电缆外径 10

倍以上。 

电缆捆扎时的注意事项 

 在捆扎线缆前需要正确填写标签并粘贴在线缆的适当位置上。 

 电缆在机柜中捆扎后，应平直、捆扎整齐，不得有缠绕、弯曲等现象。如 D-1 所示。 

图 B-1 电缆捆扎示意图（一） 

 

 不同类型的电缆（电源线、信号线、接地线等）在机柜中应分开走线、绑扎，不得混扎在一起。当距离较近时，可采

取十字交叉布线。当平行走线时，电力电缆与信号线的间距应不小于 30mm。 

 机柜内外的绑线架及走线槽应光滑，无锋利的棱角。 

 电缆穿越的金属孔应具有光滑的、经过充分倒圆的表面，或装有绝缘衬套。 

 绑扎电缆应选取适当规格的线扣，不得使用两根或两根以上的线扣连接后用于扎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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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线扣将电缆绑扎好后，应将多余的部分剪去，切口要平滑整齐，不得留有尖脚。如 D-2 所示。 

图 B-2 电缆捆扎示意图（二） 

 

 在电缆需要弯曲时，需在电缆进行弯曲前进行绑扎。但线扣不能绑扎在弯曲的区域内，以免在电缆中产生较大的应力，

而使电缆芯线断裂。如图 D-3 所示。 

图 B-3 电缆捆扎示意图（三） 

 

 对于在装配中，不需要装配的电缆，或者电缆长出的部分，应将其折叠起来，绑扎在机柜或线槽的适当位置上。适当

位置是指在调试中，不会影响设备运行，不会造成设备损伤，亦不会造成线缆损伤的位置。 

 220V 电源线、-48V 电源线不得绑扎在运动部件的导轨上。 

 对于连接活动部件的电源线，如门接地线等，装配后应留有一定的余量，以免电缆承受应力；当活动部件到达安装位

置时，应保证多余出来的电缆不会接触到热源、尖角、锐边等。当无法避免热源时，电缆应是高温电缆。 

 用螺纹固定的电缆连接端子，其螺钉或螺母应牢固固定，并需采取防松措施。如图 D-4 所示。 

图 B-4 电缆固定示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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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平垫 

② 螺母 

③ 弹垫 

④ 平垫 

 对于较硬的电源线，应在端接处附近对电缆进行固定，以防止在端接处及电缆上产生应力； 

 请勿用自攻螺钉来紧固接线端子。 

 同一类型、同一方向走线的电源线应捆扎成电缆束，电缆束内的电缆应清洁、平直。 

 线扣的绑扎应按照下表进行。 

电缆束直径( mm )  绑扎间距( mm ) 

10 80~150 

10~30 150~200 

30 200~300 

 任何电缆走线或者捆扎不得打结。 

 对于压接冷压端子类的接线端子座（如空气开关等），装配时冷压端子的金属部分不要露在端子座外面。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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