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设备选型

  

无线网桥设备必须同系列配对使用，不能使用不同系列、不同频点设备配对。

二、施工前准备

施工前，在室内按需求做好互通配置，贴好无线网桥名称、IP地址。

  

     无线传输过程中，树木、高楼和大型钢筋建筑物等障碍物都会削弱无线信号。为提高无线传输性能，防止信号受阻，安装时请确保无

线网桥设备间的是否可视、无障碍物阻挡，如下图所示：

如何计算设备的最小安装高度？

     我们首先要引入“菲涅耳区”这个概念。无线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发送端和接收端之间的大型建筑物或树木等障碍物会反射信号，引

起信号的多径传播，从而造成信号衰落。在以收发天线的连线为轴心，以r 为半径的一个类似于管道的区域内，若没有障碍物的阻挡，则

可认为信号在自由空间中传播，没有衰落。这个管道区域称为菲涅尔区（Fresnel Zone）。菲涅尔区是一个椭球体，如下图所示：

实际环境，具体需求选择合适型号的无线网桥设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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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高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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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无线网桥设备时请调整其正面板朝向，确保接收设备在其信号覆盖范围内。可以借助百度地图、GPS 等工具，并结合无线网桥

设备的水平波瓣宽度来大致判断无线网桥设备的朝向。

无线网桥设备的水平波瓣宽度如下表所示：

如下图所示，白色扇形区域即为无线网桥设备的信号覆盖范围。

安装方向

       实际应用中，为保证系统正常通信，收发天线架设的高度要满足尽可能使它们之间的障碍物不超过其菲涅尔区的40%。例如，假设

d1 和d2 分别是2km 和8km，无线网桥设备的工作频率f 是2.4GHz，则根据上述公式，菲涅尔半径r为14.142m。考虑40% 的容忍度，

则可接受的半径为8.485m。假设障碍物高度h 为10m，则无线网桥设备的架设高度应高于18.485m。类似地，计算出所有障碍物所在处

的结果，其中的最大值即为最终结果。

其中：r 为菲涅耳半径（以米为单位计量）；c 为光速，即 3x108m/s；f 为无线信号的频率（以Hz 为单位计量）；

d1 和d2分别是收发天线之间的连线上某测量点到发送设备和接收设备之间的距离（以米为单位计量）。

r= d1 d2x
d1 d2+

c
f

机型 铸铝外壳外接型塑料外壳天线一体化 铸铝外壳天线一体化

水平波瓣宽度 60° 17°&11° 外接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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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室外安装说明

     安装无线网桥设备时请调整其正面板朝向，确保接收设备在其信号覆盖范围内。可以借助百度地图、GPS 等工具，并结合无线网桥设

备的水平波瓣宽度来大致判断无线网桥设备的朝向。

无线网桥设备的水平波瓣宽度如下表所示：

1、无线网桥（塑料外壳）安装与连接

警告：在电线附近安装天线时，须加倍注意。

警告：天线未接上前发射器不得通电源，否则会造成永久伤害。

警告：在设备正在工作时，避免直接站在天线前。发射器接通后产生强射频磁场。

！

！

！

192.168.1.20

连接电脑 连接CPE

电
源

合路器

      本公司室外无线设备及室外天线的安装必须由经过培训的专业安装技术人员或合格的天线安装人员来操作。安装地点的选择

必须由熟悉当地电器规范和其他熟悉这种安装操作规章的人员检查核实。天线会出现暂时的放电现象（如在雷雨的天气状况下有

可能出现电击现象），这种状况会使你们的电器设备受损，或人员在触摸暴露在外的天线电缆的金属连接器会出现受伤甚至死亡

的状况。

      为避免室外无线设备损坏及人员伤亡的状况，室外天线、避雷器，电缆、室外无线设备及天线抱杆均应使用接地部件同时连

接在同一接地系统上。

      室外无线设备安装应有一个或多个接地杆，至少使用一根10AWG接地线和防腐部件，接地设备应遵循当地的电器规范和安

装标准。安装、拆卸或者换一个电缆配件时，请务必确认在施工过程中天线系统的每一个外露金属连接器接好地。

警告：



抱箍安装

1、先将抱箍A放在产品背面，B

安装孔内，可根据抱杆的粗细对

安装位置进行调节。

2、将设备安装在抱杆上，用螺

丝刀将A部位拧紧。

3、按住卡扣E，将设备的盖板C

取下，然后将D插入网线，最后

将主设备的盖板C扣紧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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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安装

2、先将金属支架A安装在抱杆上，

再将主设备安装在金属支架上，用

螺丝将B拧紧。

3、按住卡扣E，将设备的盖板C

取下，然后将D插入网线，最后

将主设备的盖板C扣紧即可。

D

E C

1、先将抱箍A放在产品背面，B

安装孔内，可根据抱杆的粗细对

安装位置进行调节。

B

A

A

B

钉墙安装

1、F和G是钉子孔位。 2、将两个钉子钉在墙上，把设备

的两个孔位对应钉子挂上就可。

3、按住卡扣E，将设备的盖板C

取下，然后将D插入网线，最后

将主设备的盖板C扣紧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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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线网桥（铸铝外壳）安装与连接 

夹具安装示意图

根据设备内置天线的极化方向，将“L”形角铁固定在设备的背板上

（注意：安装好后的设备接头应该朝下装上防雷地金属垫片）

按地金属垫片

“L”形角铁

M6垫片

螺丝M6xL12mm

M6金属垫片

PWR
WLAN

M6螺丝

夹具安装示意图

选择符合要求的抱杆，利用“U”形螺柱，调整

好设备天线角度，紧锁螺丝，将抱柱装置在适合

设备工作的环境，并保证牢固。

PWR WLAN

M6弹簧垫片

M6螺丝

抱杆

“U”形螺柱



PWR WLAN

室外无线AP网桥

接地线

室外网线

室内网线

室外

室内

电源线

天线一体化设备连接示意图



室外无线AP网桥

室外网线

室内网线

室外

室内

电源线

外接型无线设备连接示意图

N公toN公转接跳线 接地线

室外天线

2.4&5.8GHz避雷器



硬件故障

现象：PING不通设备；

原因：接触不良、错误连线、网线过长等；

解决方法：检查各种连接配套设备，然后加电重新启动网桥。

接触不良 电源、POE、网桥、天线、室外网线、接头松紧问题

问题 解决方法

工作模式APWDS 绑定对端的Wlan MAC 绑定错误的MAC

SSID

使用相同的密码加密方式 使用不同的密码

信道国别 Country Code 同一个信道国别 不同信道国别

无线协议 802.11 Mode 同一个标准 不同标准

同一个极化方式极化方式 不同的极化（一个水平，一个垂直）

工作信道 Channel 相同国家的同一个信道 不同国家，不同信道

同一个频宽 不同频宽信道频宽 Channel Width

如果近距离500~1000米使用，
调到10dBm就足够了

功率 Output Pow 功率发射设置不当

距离Distance 建议比实际距离大1.2倍比较好 不同

填写与工程相近的ACK数字ACK Timeout 不同

工作模式 
Wireless Mod

本端是AP WDS、远端是Station WDS
或者都是AP WDS

本端和远端设备设置错误

无线配置

无线网络名称 (AP+ST的时候)同一个ID 不同ID

四、故障排查

配置不匹配

有线配置

检查项目 正常值 正常值

PC网卡的IP地址 与无线设备IP 地址前三位一致 与无线设备IP 地址前三位不一致

现象：无线链路不通 

原因：本端网桥和远端网桥的配置不一致；

解决方法：检查每一项常见配置。

前三位一样 前三位不一样无线设备IP地址

子网掩码Netmask 255.255.255.0 与无线设备IP地址前三位不一致



无线网络问题

现象：无线链路通，但是误码高、流量小、丢包；              

原因：存在无线设备之间的干扰；或者邻近其它无线产品的干扰；              

解决方法：检查无线链路，干扰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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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频谱扫描：可以采用无线设备扫描2.4&5.8GHz频段，给出平均接收电平值、最高接收信号电平值与系统频率是否可用的建议； 

近距离无线链路：由于AP、CPE距离太近产生设备自干扰或者其它潜在的原因（由于AP太靠近有问题的设备而引起的自干扰、高功

率频带外发射器的干扰和其他未经许可使用的频带内干扰），建议降低AP、CPE的发射功率；

远距离无线链路：重新调整不同的信道或天线极化、CPE天线、寻找CPE附近射频干扰源或其他补救办法（调整ACK Timeout、

Distance）；

同一个基站上装太多同频的AP，AP之间互相干扰,解决办法，把AP拉开距离，或者装不同的极化方式，或者使用不通的频率：如2个

是2.4，3个5.8；

尽量避开高压线，或者有镜面发射的环境；

点对多点：链路是通的，但是有部分链路图像卡，检查电平值是否达到要求，（如果达到要求，则计算网络的带宽是否足够，带宽不

够就会出现卡，解决办法减少链路），达不到要求，带宽不够；调整网桥角度提高电平值；检查是否有多个客户使用，是则减少客户端；

点对多点：无线网内广播包太多，引起带宽不够，解决办法，在AP端启动客户端隔离；

AP的接地也可能是一个问题，因此请确认AP接地是否良好，以太网电缆是否使用屏蔽电缆；

无线信号强度弱：确认天线位置没有发生变化或信号路径没有被树叶或汽车阻碍。湿的树叶也可能带来影响。还要确认天线的连接是

否牢固，天线极化安装正确（V和H）。也有可能是允许信号余量过低。正常情况下缺省设置RSSI读数应大于-75dBm，低于-82dBm

时有可能造成错误。

Transmit Re-
Transmit Failure

发送的包全部在Transmit列，
Re-Transmit极少，Failure为0

Re-Transmit和Failure列
发包很多

数据受干扰，需要检查
无线设备匹配情况

检查项目 正常值 异常值 解决方法

Signal -50~-70dB
过强：>-45dB 
过弱：<-75dB

调节安装方向；
调节设备发射功率

Noise Floor <-87dB-90~-95dB 存在干扰，查找附近干扰源

SNR LowExcellent或Good
信号或者噪声某一项有异常。

检查Signal和Noise

设备故障需返厂的现象

1

2

3

4

本地连接打叉：更换好的POE网线进行测试，如果还是打叉，设备需要返厂维修；

POE灯闪烁，设备的电源模块故障，设备需要返厂维修；

设备能看到信号电平值，但是没有数据传输，查看两端网桥的电平值是否对称，（如果A端-55，而B端-70，则B端的网桥射频出现故

障，需返厂维修；

设备接上POE后，POE的灯马上灭掉，设备需返厂维修。

感谢您使用本公司无线网桥设备，如有技术问题，请拨打400-008-2458，或者浏览网站www.Redwave.cc

错误连线 POE至AP或CPE用直通网线， POE和PC连接用交叉网线或者直通线

IP地址找不到 请用IP Config查看，或者复位出厂设置

室外网线太长 从AP或CPE至POE的最大长度为90米（或者网线质量太差，不是全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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