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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RAP100 无线接入点硬件安装手册 

1 产品介绍 

RG-RAP100面板型 802.11n无线接入点是锐捷网络专门为酒店及小型办公场景推出的新一代基于 802.11n的迷你型无线接

入点（AP），通过上联锐捷网络特有的云 AC 平台实现对设备的监控和管理，方便易用。 RG-RAP100 尺寸可在 86mm

面板盒上安装，整机设计简洁美观、部署便捷，安装完成后不突出墙体。可以在不破坏墙面装修的情况下安装在接线盒

上，是酒店等环境无线网络建设的最佳选择。 

 

1.1 锐捷无线接入点设备 

1.1.1 RG-RAP100 面板型 802.11n无线接入点硬件规格 

锐捷 RG-RAP100 的硬件规格如下： 

硬件规格 

产品型号 RG-RAP100 

射频设计 2.4G 双流 

传输协议 支持 802.11b/g/n  

空间流数 2 条流,2x2 MIMO 

传输速率 2.4GHz 支持 300Mbps 

发射功率 ≤100mw（20dBm，仅为射频卡发射功率） 

尺寸 86mm * 86mm *34mm 

重量 0.1kg 

业务端口 

正面： 

2 个 10/100Mbps 自协商以太网口 

1 个 RJ11 电话口 

背面： 

1 个 10/100Mbps 自协商上行口 

1 个 WAN 口卡线槽 

1 个 电话口卡线槽 

复位 支持（隐藏） 

状态指示灯 支持（隐藏） 

PoE 支持 802.3af 供电 

本地供电 不支持 

内置天线 内置低辐射全向天线（基础增益 3dBi） 

工作功率 ＜4W 

防护等级  IP41 

防盗 标配：普通螺钉 

彩壳颜色 标配：雅白 

工作温度：0°C～45°C 

存储温度：-40°C～70°C 

环境 

工作湿度：5％～95％（无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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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湿度：5％～95％（无凝结） 

MTBF >250000H 

 

1.1.1.1 锐捷RG-RAP100 面板按键及指示灯说明（指示灯，按键隐藏） 

绿色灯常亮 设备上电正常 
Power 

绿色灯灭 设备未上电 

绿色灯常亮 2.4G 无线功能开启（默认开启） 

绿色灯闪烁 2.4G 无线口有数据传输 WIFI 

指示灯灭 无线功能关闭或故障 

绿色灯常亮 设备外网连接正常 

绿色灯闪烁 设备外网有数据传输 Status 

绿色灯灭   设备连接外网异常 

绿色灯常亮 设备工作在（胖）模式 

绿色灯闪烁（0.4Hz） 设备工作在（瘦）模式 SYS 

绿色灯闪烁（1Hz） 设备正在初始化过程中 

短按小于 1S 系统胖瘦切换 
RESET 

长按大于 5S 系统复位 

 

2 RG-RAP100 面板型无线接入点安装前的准备 

2.1 安全注意事项 

RG-RAP100 面板型无线接入点承担着网络连接中转站的重要作用，其使用关系到此子网络是否能正常运作。 

在安装和使用过程中特提出如下的安全建议 

 请不要将设备放置在有水的地方，也不要让液体进入设备。 

 请将设备放置在远离热源的地方。 

 请用户在安装维护过程中佩戴防静电手腕。 

 不要穿着松散的服装以防勾住器件造成损坏，为此请系紧衣带、围巾，扎好衣袖。 

 将工具、器件放在远离人员行走的地方，以防碰触。 

 建议用户使用 UPS 不间断电源，一方面可以避免断电，另一方面可以避免电源干扰。 

 请采用五类线以上进行布网，否则可能会出现供电或者网络等问题 

 此为 A 级产品，在生活环境中，该产品可能会造成无线电干扰。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用户对其干扰采取切实可行

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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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装环境要求 

RG-RAP100 面板型无线接入点必须在室内使用，为保证设备正常工作和延长使用寿命。安装场所应该满足下列要求： 

 温度/湿度要求 

 洁净度要求 

 防静电要求 

 抗干扰要求 

 检查安装台 

2.2.1 温度/湿度要求 

为保证设备正常工作并延长其使用寿命，安装处必须维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若安装处长期湿度过高，则易造成绝缘材料

绝缘不良甚至发生漏电现象等电气性能变化现象；若相对湿度过低，则绝缘垫片可能会干缩而引起紧固螺丝松动，在干燥

的气候环境下容易产生静电，危害设备上的内部电路。温度过高会加速绝缘材料的老化过程，使设备的可靠性大大降低，

严重影响其使用寿命。对温度湿度的要求参考如下： 

工作温度 工作湿度 

0℃~45℃ 5%~95% 

2.2.2 洁净度要求 

灰尘对设备的运行安全也是一大危害，室内灰尘落在设备上会造成静电吸附，导致接触不良，不但影响设备寿命，而且容

易造成通信故障。当室内相对湿度偏低时，更易产生这种静电吸附。 

设备对室内的灰尘含量及粒径要求见下表： 

最大直径(μm) 0.5 1 3 5 

最大浓度(每立方米所含颗粒数) 1.4×107 7×105 2.4×105 1.3×105 

除灰尘外，设备对安装处空气中所含的盐酸硫化物也有严格的要求，这些有害气体会加速金属的腐蚀和某些部件老化过

程，安装处内对 SO2、H2S、NO2、NH3、Cl2等有害气体的具体限制值见下表： 

气体 平均（mg/m3） 最大（mg/m3） 

SO2 0.2 1.5 

H2S 0 0.03 

NO2 0.04 0.15 

NH3 0.05 0.15 

Cl2 0.01 0.3 

2.2.3 防静电要求 

RG-RAP100面板型802.11n无线接入点在设计电路时已作了防静电处理，但过强的静电仍会对电路板产生破坏。与设备连

接的通信网中静电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3 



RG-RAP100 无线接入点硬件安装手册 

 室外高压输电线、雷电等外界电场环境。 

 室内环境地板材料整机结构等内部系统。 

因此，为防止静电的破坏应做到： 

 室内防尘 

 保持适当的温度湿度 

2.2.4 抗干扰要求 

这里抗干扰主要是指电磁、电流等干扰，下面是抗干扰的一些要求： 

 对供电系统采取有效的防电网干扰措施。 

 设备工作地最好不要与电力设备的接地装置或防雷接地装置合用，并尽可能相距远一些。 

 远离强功率无线电发射台、雷达发射台等高频大电流设备。 

2.2.5 检查安装装置 

设备安装在桌面或墙壁中，都需要保证以下条件： 

 桌面或墙壁平面的光滑及整洁。 

 确认网线的联通性。 

2.3  安装工具和设备 

为了您的安装顺利，请准备：1)安装工具；2)连接线缆；3)相关设备。 

安装工具包括： 

 

连接电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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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设备包括：RG-RAP100 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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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G-RAP100 面板型无线接入点的安装 

3.1 RG-RAP100 面板型无线接入点安装步骤图 

 

安装完成后，检查指示灯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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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装故障处理 

4.1 电源故障排除 

RG-RAP100 面板型无线接入点可以根据前面板上的指示灯工作状态判断设备电源系统是否出现故障。端口的正常状态

请参见第一章中的说明，如果出现异常，请进行如下检查： 

 设备电源供电是否正常 

 设备网线是否连接正确 

 如果检查确认一切没有问题，设备还是没启动，请与当地分销商或技术支持人员联系。 


	1 产品介绍
	1.1 锐捷无线接入点设备
	1.1.1 RG-RAP100面板型802.11n无线接入点硬件规格
	1.1.1.1 锐捷RG-RAP100面板按键及指示灯说明（指示灯，按键隐藏）



	2 RG-RAP100面板型无线接入点安装前的准备
	2.1 安全注意事项
	2.2 安装环境要求
	2.2.1 温度/湿度要求
	2.2.2 洁净度要求
	2.2.3 防静电要求
	2.2.4 抗干扰要求
	2.2.5 检查安装装置

	2.3  安装工具和设备

	3 RG-RAP100面板型无线接入点的安装
	3.1 RG-RAP100面板型无线接入点安装步骤图

	4 安装故障处理
	4.1 电源故障排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