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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T6 套件支架所支持的 AP 外观如下图。各型号 AP 参数详见信锐官网。后续新产品使用 T6 

支架，但外观或接口上可能有所变化，请以实物图为准。 

 

 

图 1-1产品正面接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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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准备  

2.1 安全注意事项 

T6 套件所支持的 AP 为室外型，为保证 AP 设备长期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保证设备能正常

工作及延长使用寿命，必须使系统处于规定的运行环境之中。 

    警告： 为了避免对人和设备造成伤害，请在安装设备之前仔细阅读本书的安全建议。 

请在专业的工程人员指导下安装设备，以下安全建议并不涉及所有可能出现的危险情况。 

2.1.1 安装选址 

 

✓ 选址不宜在温度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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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电压不稳的环境中；应避开经常有大震动或强噪声且远离各种污染源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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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温度、湿度要求 

 

设备工作的温度、湿度要求如下： 

项目 参数范围 

工作温度 -40ºC～65ºC 

存储温度 -40ºC～65ºC 

工作湿度 0%～100%（非冷凝、非凝结） 

存储湿度 0%～100%（非冷凝、非凝结） 

 

 

    说明：在 0 度以下启动时，AP 内置的加热电路会先预热一段时间，系统才会启动，

取决于具体的温度及风力环境，这个时间通常小于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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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接地及防雷 

室外型 AP 安装时必须接地，室外 AP 、网口防雷器、避雷针必须接地，接地点应分开并

且接触良好，不得有松动现象，并作防氧化处理。（接地线请提前自行准备，以免影响实施

进度） 

 

接地及防雷检查项目列表 

检查项目 检查要点 

避雷针 

在平原地区，天线的避雷针保护角应小于 45 度；在高山及多雷地区，天线的避雷

针保护角应小于 30 度。 

避雷针要有足够的高度，能保护抱杆上的 AP 和天线。 

避雷针等装置的接地应与机房的保护地共用一组接地体。 

AP 保护接地 

当 AP 所处安装环境中有接地排时，请使用黄绿双色保护接地电缆直接将 AP 的接

地端子连接到接地排上，保护接地电缆的截面积要求必须不小于 6mm² ，长度也尽

量不超过 3m。 

当 AP 所处安装环境中没有接地排时，可采用长度不小于 0.5m 的角钢或钢管，直接

打入地下。角钢应不小于 50mm×50mm×5mm ，钢管壁厚应不小于 3.5mm，材料采

用镀锌钢材。保护接地电缆应和角钢采用电焊连接，焊接点应进行防腐处理。 保护

接地电缆截面积必须不小于 6mm²，工程施工时该电缆应尽量短，不能盘绕。 

室外天线 天线支架需要按要求接地。 

接地引入线 

接地引入线是连接接地网与接地排的金属导体，设备的保护接地线都应该连接在接 

地排上。接地引入线的长度不应该超过 30m ，其材料宜采用截面积 40mm×4mm 或

者 50mm×5mm 的镀锌扁钢。  

设备接地排和接地引入线之间宜通过 35mm² 的黄绿双色保护接地电缆连接在一

起，或直接焊接在一起，焊接点应进行防腐处理。 

接地电阻 

接地电阻应小于 5 欧姆。对于土壤电阻率高的地方，宜通过在接地体泥土周围撒降

阻剂等措施来降低土壤的电阻率。 

接地体的上端应该距地面不小于 0.7m ，在寒冷地区接地体应埋设在冻土层以下。 

网线 
设备安装在室外时，请尽量采用屏蔽网线，并保证两端所连接的设备都可靠接地。 

如果使用了金属管进行走线还应该在金属管的两端接地。 

 

2.3 安装工具 

进行室外型 AP 设备的安装以及调试工作，在进行到不同的阶段需要准备不同的工具与仪

表。请事先自行准备做好工具和仪表，以免在工作现场延误时间。（本司不提供以下工具，

请用户自备） 

 

工具类型 具体工具 

通用工具 内六角螺丝刀、上架螺栓、套筒、剪钳、钢卷尺、记号笔、冲击钻 

专用工具 剥线钳、压线钳、绝缘胶带、测线仪、专用防水泥、专用防水胶 

辅助工具 调试用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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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安装  

3.1 安装流程 

 
 

安装流程需要注意事项： 

✓ 施工前，需要获取工勘图纸。 

✓ 施工安装时，需要根据工勘图纸上的位置进行安装。 

✓ 安装前对该位置进行安装前检查，当检查到该点位不适合安装时，可适当进行移动，与

原来工勘图纸上的位置偏差不能超过 1 米。 

✓ 记录 AP 设备的 MAC 地址与位置对应关系（ MAC 地址标识在 AP 设备上侧面例如， 

MAC：D4-68-BA-00-00-01 对应在 XX 楼顶上），便于后续查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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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安装前检查 

✓ 室外型 AP 必须牢固安装在抱杆或支架上，抱杆和支架需做到竖直垂直，铁件材料需

要做好防氧化处理，同时 AP 安装的高度和位置需符合设计方案的规定。 

✓ 室外型 AP 安装在楼顶的抱杆上时，禁止朝外悬空安装。 

✓ 室外型 AP 安装在楼顶时，为了防止因长期日晒导致设备的温度过高，应尽量选择无

日光直晒或直晒时间较短的位置，必要时请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 室外型 AP 安装时，带有以太网电口的一侧要朝下，不要装反，并且线缆要朝下走线。 

 

3.3 设备安装 

设备主要通过抱杆组件固定在竖直抱杆上，抱杆的外径上限为 120mm。超过此直径的情况

需自行购买抱箍安装。角度调节为横向不支持调节，垂直方向支持正负 30°（俯仰角）。如

需在墙面安装，请自行购买 4 套尺寸为 M8 的膨胀螺栓和螺母，孔间距离分别为 61.5mm 和 

131.5mm ，如下图所示。墙面安装只是需要把支架 1 固定在墙面，为了更好的安装在墙面，

需要按图 3-2 把这些螺丝拧开，分开支架，分别固定墙面和 AP 之后再按原样拧上螺丝。然

后其它步骤都一样，这里不单独列出。 

 

图 3-1 支架 1正视抱杆尺寸 

 

图 3-2 支架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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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将主抱杆部分支架通过如下 4 个螺丝锁到 AP 上，如下图。 

 

 
 

图 3-3 安装主抱杆示意图 

 

第二步，将螺丝包里面的抱杆螺丝（规格：M10x180mm）装到支架上，如下图。 

 

 

图 3-4 穿螺丝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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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调整好支架的使用角度，锁紧支架上的螺丝，如下图。 

 

图 3-5 调整 AP角度示意图 

 

第四步， 穿过抱杆和夹片，拧紧螺母，完成抱杆安装。 

 

 

 

图 3-6 将 AP 固定到抱杆上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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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此支架支持抱横杆，如果安装场景为横杆，为保证接口侧朝下，在步骤 1 中需将支架逆

时针旋转 90°安装到 AP 上，如下图，余步骤参照前面所述即可。 

 

 

 

图 3-7 抱横杆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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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连接 AP接地线 

使用黄绿双色接地线（请用户提前自备）将 AP 设备的接地端子与保护地相连。具体的介

绍请参见 2.2接地及防雷 

 

3.5 安装室外天线（可选） 

T6 套件所支持的 AP 有内置定向天线，可以不安装外置天线，如果使用外置天线，请继续阅

读本章节。 

室外天线分两种：室外全向天线和室外定向天线，以下将分别介绍如何在抱杆上安装室外全

向天线和室外定向天线。 

 

室外天线安装注意事项 

✓ 室外天线安装需远离大功率电子设备，且安装位置周围的主要覆盖方向不能有明显的障

碍物或大片金属物等物体遮挡。 

✓ 安装完成后天线高度需满足信号覆盖需求，并且天线顶端需处于避雷针 45 度防雷保护

角之内。 

✓ 室外天线支架应结实牢固，天线抱杆需做到竖直垂直，铁件材料需要做防氧化处理。 

 

3.5.1 安装室外全向天线 

✓ 室外全向天线抱杆直径要求 40mm～50mm 。 

✓ 在安装室外全向天线时，应保证天线垂直于水平面。 

✓ 安装全向天线时，一般不允许直接在抱杆上焊接避雷针（全向天线体的水平方向 1 米范

围内不允许有金属体存在），而是在两根全向天线抱杆中间位置单独设置一根避雷针，

避雷针的高度要使全向天线顶端处在其防护角之内。 

 

(1)  提前安装好避雷针装置。 

(2)  将抱杆安装到楼顶的水泥墩上。 

(3)  将室外全向天线用抱杆安装支架安装到抱杆上。 

 

图 3-8 全向天线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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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安装室外定向天线 

T6 套件所支持的 AP 常用的室外定向天线有两款：双频定向 MIMO 天线用来覆盖；小板状

定向天线通常用来作桥接天线。 

 

安装双频定向天线 

✓ 双频定向天线使用 L 型夹码，抱杆直径要求 40mm～50mm 。 

✓ 应保证抱杆的安装位置不影响天线方向和倾角的调整。室外定向天线的覆盖方向、 方

位角和俯仰角可以根据覆盖目标进行微调。 

 

(1)  提前将避雷针焊接在抱杆顶端。 

(2)  将抱杆安装到楼顶的水泥墩上。 

(3)  采用 40mm×4mm 的扁钢将抱杆与防雷地网相连。 

(4)  将室外定向天线用抱杆安装支架安装到抱杆上。 

 

 
图 3-9 定向天线安装示意图 

    说明：室外定向天线禁止背靠背安装。如果两个天线安装在同一根抱杆上应将两个天

线上下错开安装，并且相隔间距大于 2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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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小板状定向天线 

 

✓ 小板状定向天线抱杆直径要求 30mm～100mm 。 

✓ 应保证抱杆的安装位置不影响天线方向和倾角的调整。室外定向天线的覆盖方向、 方

位角和俯仰角可以根据覆盖目标进行微调。 

 

(1)  提前将避雷针焊接在抱杆顶端。 

(2)  将抱杆安装到楼顶的水泥墩上。 

(3)  采用 40mm×4mm 的扁钢将抱杆与防雷地网相连。 

(4)  将室外定向天线用抱杆安装支架安装到抱杆上。 

 

 

图 3-10 定向天线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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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连接线缆 

在安装好 AP 与室外天线后需要连接射频电缆、以太网线或光纤。 

 

连接线缆注意事项 

✓ 按照设计方案的要求布放线缆，要求走线牢固、美观，不得有交叉、扭曲、裂损等情况。 

✓ 不允许与强电高压管道、消防管道和建筑物避雷线一起布线，确保无强电、强磁的干扰。 

✓ 建议使用 PVC 管、铁管、普利卡管或线槽等进行走线。如果使用的是金属走线管应该

在金属管两端接地。 

✓ 建议室外水平布线的 PVC 管应作漏水口防止管内积水。 

✓ 线缆的穿墙孔应使用防水、阻燃的材料进行密封处理。 

 

3.6.1 连接射频电缆（可选） 

T6 套件所支持的 AP 有内置定向天线，可以不安装外置天线，如果使用外置天线，请继续阅

读本小节。 

连接设备射频接口（ 2.4GHz 和 5GHz ）与室外天线的电缆，连接步骤如下： 

(1) 将射频电缆的一端连接 AP 天馈口，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室外天线。 

(2) 用绝缘胶带将每个连接处包扎一遍，再用防水胶带包扎一遍，再用绝缘胶带包扎一遍。 

 

 
图 3-11 连接馈线示意图 

 

3.6.2 连接以太网线 

 

连接以太网线，连接步骤如下： 

(1) 将以太网电缆穿过防水接头，必须先将以太网电缆穿过防水接头（带 RJ-45 接头的情

况下无法穿过），再现场按网线制作标准制作 RJ-45 以太网接头。 



 

信锐产品 T6 套件 AP 安装手册 

 13 / 19 
 

(2) 将以太网接头插入设备的以太网接口 ETH0 。 

(3) 拧紧防水接头。 

(4) 用防水胶带将防水接头与电缆连接处缠紧。 

 

 

图 3-12 连接网线示意图一 

 
图 3-13 连接网线示意图二 

 

 

说明：当室外走线时，必须采用带护套的防水以太网电缆，以太网电缆建议使用超五

类或超五类以上的屏蔽网线，且从交换机到 AP 的以太网电缆总长度不能超过 100 米。 

 

 

 

3.6.3 连接光纤 

 

 

注意：请按照以下操作步骤进行光纤连接，否则容易损坏设备。 

 

当使用光纤通信时本端及对端设备请选用配套的 SFP 光模块；我司提供的 SFP 光模块满

足室外应用环境，传输距离 10Km，采用单模光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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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安装步骤如下： 

(1)  将带防水接头的 LC 型光纤连接器插入 SFP 光模块接口。 

(2)  将 SFP 光模块插入设备以太网光接口 ETH1 中。 

(3)  在确认防水接头尾部的密封螺母处于拧松状态之后，再拧紧防水接头，最后再拧紧密

封螺母。 

(4)  用防水胶带将接头与光纤连接处缠紧。 

 
图 3-14 连接光纤示意图一 

 
图 3-15 连接光纤示意图二 

 

 

说明：选配的光纤配件是一根长度为 3米或 10 米带防水护套的尾纤，一端为 LC 头

（第一步中插入 AP 的光口），并带有防水接头，另一端为 SC 头（接用户光纤或设备）。 

对于光纤终端盒类型的用户设备，可直接将尾纤的 SC 头插到光纤终端盒的一对 SC 

插座，其中标识为 “A” 的是 AP 的收（RX），应接对端设备的发（TX），标识为“B”的是 

AP 的发，应接对端设备的收，光纤终端盒一般不是防水的，因此要求必须安装在室内或防

水机箱内部。 

对于光纤接头盒类型的用户设备，要先剪掉 SC 接头，然后进行现场熔纤，同样要注

意： 标识 “A”和“B”的尾纤分别对应 AP 设备的收和发，在熔纤时要分别与对端设备的

发和收对接，光纤接头盒一般是防水的，可地下埋设或架空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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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设备供电 

T6 套件所支持的 AP 有支持 AC 交流电供电和 POE 供电两种供电方式。 

 

3.7.1 使用 AC 交流电供电 

 

 

危险：涉及到强电作业，请务必在不通电的情况下进行以下操作。 

基于安全考虑，还需确保以下注意事项：1）由合格的电工安装 2）E线（地线）是良

好接地的 3）AP的金属外壳接地良好  4）供电端务必安装漏电保护器 

 

 

该功能仅 NAP-8000 才支持。 

(1)  将交流供电接口防水套件按顺序穿过防水电缆。 

(2)  先把固定螺母穿过通电插头，再接电线，请务必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操作。电线按下图

①②③，分别是 L（火线）、 E（地线）、 N（零线）。使用 T15 号内六角螺丝刀把螺丝拧

松，把裸线插入，再把螺丝拧紧。 

(3)  把密封螺母和密封接头拧紧，（注意一但把密封螺母和密封接头拧紧，正常情况下是拧

不开密封螺母了，除非破坏性操作，因为里面有防拆帽，我司在发货中配有两个防拆帽。）

到这一步相当做好了“电源插头”。 

(4)  把 AP 的 AC 交流电密封盖打开，把刚才做好的“电源插头”插入 AP “插座”中，

再拧紧固定螺母。 

(5)  用防水胶带将接头与电缆连接处缠紧。 

 

 
图 3-16 连接交流供电接口防水套件 

 

 
图 3-17 接电线到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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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18 密封处理  

 

图 3-19 把插头接到 AP 

 

 

说明：交流电输入 100-240V AC，50/60Hz 请根据实际使用长度购买 3 芯防水电缆，

电缆外径范围为 5.5-8.0 mm，满足此外径的线缆规格通常有：3x0.5、3x0.75、3x1.0 。 这

里 3x0.75 的意思是有 3 个芯，L/N/E，每一个芯的导体的横截面积为 0.75 平方毫米。 

 

 

3.7.2 使用 PoE 供电 

使用 PoE 为设备供电时，需要用以太网线接到 ETH0 口， AP 这端接线参考 3.6.2 连接

以太网线。供电端使用 802.3at 协议的 PoE 注入器或 PoE 交换机。 

 

3.7.3 启用 PSE 为其它设备供电 

该功能仅 NAP-8000 才支持。为其它设备供电时，需要用以太网线接到 ETH0 口作为供电输

入，供电输出口为 ETH2，AP 这端接线参考 3.6.2 连接以太网线。此时必须配合我司指定

的 802.3at+ 60W PoE 注入器接到 ETH0 才能对外供电。 

 

3.8 防水防雷处理 

确保 AP 和网口防雷器上的每处的接地端子都有接地，具体的介绍请参见 2.2接地及防雷 

确保 AP 天馈口、天线与馈线接口、网线接口（或光纤接口），如果使用强电供电都需要进

行防水处理，具体的方法请参见附一：防水胶带缠绕标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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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为了防止出现室外 AP与供电设备不共地导致供电不稳，我们建议用户将室外

AP与供电设备共地，具体可以参照如下方式： 

1、当供电设备的接地端与室外 AP接地端较近，可以将两者的接地线相连，再接大地。 

2、当供电设备的接地端与室外 AP接地端较远，可以使用超五类及以上规格的“屏蔽“双绞

线，通过双绞线将供电端（POE 交换机或 POE 注入器）和室外 AP 的地连在一起，再将室外

AP接地端就近接大地。 

 

 

 

3.9 安装后检查 

在设备安装完成后，加电之前需要进行如下检查： 

 

✓ 设备及天线安装是否牢靠； 

✓ 通电后设备灯状态是否正常； 

✓ 所接电源规格与设备的要求是否一致； 

✓ 设备是否正确接地； 

✓ 设备接口处是否有进行防水处理； 

✓ 未接线的接口需要使用防水塞封堵，并进行负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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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防水胶带缠绕标准示意图 

 

 

 

 

附二：指示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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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类型及标识 状态说明 

Power（电源灯） 
绿色常亮：设备正常上电 

常灭：电源未接好，或设备工作异常 

ETH0/PoE（以太网口） 

绿色常亮：已连接，协商速率：1000M 

绿色闪烁：已连接，协商速率：1000M，有数据传输 

橙色常亮：已连接，协商速率：10/100M 

橙色闪烁：已连接，协商速率：10/100M，有数据传输 

常灭：ETH0 接口未连接 

ETH1/SFP（光纤口） 

绿色常亮：已连接，协商速率：1000M 

绿色闪烁：已连接，协商速率：1000M，有数据传输 

橙色常亮：已连接，协商速率：10/100M 

橙色闪烁：已连接，协商速率：10/100M，有数据传输 

常灭：ETH1 接口未连接（未接光模块，或者接了光模块，但没有光信号） 

ETH2(PoE OUT)（以太网口） 

绿色常亮：已连接，协商速率：1000M 

绿色闪烁：已连接，协商速率：1000M，有数据传输 

橙色常亮：已连接，协商速率：10/100M 

橙色闪烁：已连接，协商速率：10/100M，有数据传输 

常灭：ETH2 接口未连接 

2G_ANT 

绿色常亮：当前 2.4G 的射频信号输出到内置天线上 

橙色常亮：当前 2.4G 的射频信号输出到外置天线上。 

灯灭：2G 射频未启用 

5G_ANT 

绿色常亮：当前 5G 的射频信号输出到内置天线上 

橙色常亮：当前 5G 的射频信号输出到外置天线上 

灯灭：5G 射频未启用 

STATUS 
绿色常亮：已连接控制器 

绿色闪烁：和控制器未建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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