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缘智能 

	  
RA200 业务感知接⼊入点（SR-AP) 是 Relay2 公司创
新型企业级⽆无线接⼊入点设备，其系列产品作为业务
分发平台的边缘智能节点， ⽀支持增值业务在 Wi-Fi
接⼊入⺴⽹网络的边缘计算和运⾏行。 

	  
Relay2 ⽆无线接⼊入点设备具备功能强⼤大的处理器，专
⽤用内存以及固态硬盘，所提供的应⽤用和服务可以为
客户带来更好的本地业务体验。强⼤大的处理性能和
本地缓存等能⼒力不仅⽀支持该产品集成并承载丰富的
增值应⽤用，同时适合⾼高密度连接场景，提供可靠⽆无
线⺴⽹网络的同时，降低⺴⽹网络部署成本。 
	  
	  

云端控制 
	  
RA200 产品⽀支持功能强⼤大的云端控制器统⼀一管理，⽀支
持浏览器模式，通过图形化界⾯面实现⺴⽹网络和托管应⽤用
的快速部署，操作⼈人员⽆无须特殊的培训和技能。⾃自配
置功能和 Web 管理⽅方式，便于在分布式⺴⽹网络情况下
实现每个节点业务的快速部署和管理。 
	  
RA200 产品的参数可以通过 Relay2 的云控制器管理
接⼝口，进⾏行 7*24 ⼩小时的实时监控。⼀一旦⺴⽹网络出现故
障，将及时触发不同等级的报警。 所有 RA200 相关
软件，包括固件和应⽤用，可以统⼀一通过云平台更新并
管理，⾃自动下发，保障软件和补丁的⼀一致性。 
 

o 通过承载的增值业务实现 Wi-Fi 盈利
o 功能强⼤大的处理器和内存 

o 内置实⽤用 Web 开发⼯工具 

o 开放平台整合三⽅方服务 

o ⾼高性能 802.11ac ，⽀支持 2x2 MIMO 

o 单 AP ⽀支持 16 个 SSID， 单 AP 最⼤大可关联 250 个客户端 

o ⾼高安全性、⺴⽹网络功能和 QoS 功能 

o 即插即⽤用，快速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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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感知 Wi-Fi 接⼊入点 
服务企业⽤用户、电信运

营商和服务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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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 

边缘计算硬件 
 
⽀支持 4 核处理器，2GB 的 DDR 内存和 128GB
的 SSD 固态硬盘，RA200 专为⺴⽹网络边缘部署的
增值应⽤用提供充⾜足的计算和存储能⼒力保障。 
 
应⽤用托管 
 
RA200 的架构⽀支持容器技术，承载各种应⽤用部署。
RA200 ⽀支持多个容器，每个容器隔离，承载不同的
业务，⽀支持三⽅方应⽤用可以安全的运⾏行在 Wi-Fi 接⼊入⺴⽹网
络环境下。 
 
内置 Web ⼯工具和服务 
 
为了创建边缘应⽤用，Relay2 提供了⼀一套内置的
Web ⼯工具，这些⼯工具服务包括了 Web 缓存，Web
服务器，HTML 插⼊入，深度包检测（DPI）和⽤用户位
置数据等。每个服务即可以独⽴立运⾏行，也可以灵活
组合形成更丰富的功能。⽆无论哪种情况，这些 Web
⼯工具都有助于在⺴⽹网络边缘实现增值业务的⾼高效运⾏行，
提供实时、相关的，以及丰富的信息。 
 
开放 API & SDK  
 
为了⽀支持开放和应⽤用层⾯面的整合，Relay2 提供
了开放 API 和相关的 SDK ⽂文档。这些 API 和
SDK 有助于定制业务的开发和部署，并可以直
接访问 AP 硬件和内置的 Web 服务。 
 
应⽤用管理 
 
通过 Relay2 云平台，进⾏行应⽤用的统⼀一部署、管理和
监控。该过程进⼀一步简化了分布式环境下的业务部
署和维护。 
 

 

⾼高密度⼤大容量 
 
RA200 ⽀支持⾼高密度场景，包括购物中⼼心、度假村、
体育场馆以及会议中⼼心等。双频段 SR-AP 提供⾼高速、
可靠的覆盖，尤其是当运⾏行传统意义上对终端硬件
能⼒力消耗较⼤大的应⽤用时。 
 
企业级 WLAN 
 
RA200 的功能集成了多种通⽤用的⺴⽹网络技术和安全技
术，实现可靠连接。同时⽀支持增强型的安全功能，
包括 AES 加密，WPA2-企业， 802.1x 鉴权机制以
及终端隔离，以及⺴⽹网络功能，包括 VLAN 标签以及
增强 QoS 等。 
 
  
客户流量控制和优化 
 
RA200 ⽀支持 L3/L4 的包检测以及⽤用户流量阻断，实
现更有效的 WLAN 控制。⽆无线多媒体⽀支持优化了带
宽敏感的语⾳音和视频业务的性能. 
 
 
⾃自动配置和优化 
 
当⾸首次启⽤用时，RA200 ⾃自动连接 Relay2 云控制器，
下载配置，并连接适配的⺴⽹网络。随后 RA200 ⾃自优化，
选择最佳信道，发射功率以及⽤用户连接参数等。 
 
 
 

 
 
 
 
 
 
 

 
 

 

 
 



 
技术规格 

 
 
射频 
2.4GHz 802.11b/g/n; 5GHz 802.11a/n/ac; 
2.4G/5G 双频段 
最⼤大速率：300M@2.4G； 867M@5G 
频段范围： 
2.400 - 2.483 GHz 
5.150 - 5.250 GHz 
5.725 - 5.825 GHz 
802.11 ac 能⼒力 
2*2 MIMO，⽀支持 2 个空间数据流 
⽀支持 MRC（Maximal Ratio Combination) 
20/40MHz 信道(802.11n/ac), 80MHz 信道 (802.11ac) 
90 字节包 AES 加密 
快速信道切换（1ms) 
天线 
内置全向天线 
3dbi 增益@2.4G，5dbi 增益@5G 
⽆无线优化 
全频段监测 
负载均衡 
⾃自动信道切换 
5GHz ⾃自动信道选择 
WLAN ⺴⽹网络 
IPv4 和 WLAN 标签（802.1q) 
基于 VLAN/WLAN 的 DHCP Relay 
基于 L2 的⽆无缝漫游 
⽆无线组播优化 
安全 
WPA，WPA2-PSK，基于 802.1x 的 WPA2－企业 
TKIP 和 AES 加密 
⽤用户隔离 
恶意 AP 监测和限制 
⿊黑名单和 MAC 地址过滤 
Stateless ACL 接⼊入控制 
⽤用户到⽤用户的流量阻断 
QoS  
⽆无线多媒体 （WMM) 
增强型功率节省（U－APSD） 
基于⽤用户，AP 和 WLAN 的限速 

 
 
 
 
 

 

物理特性 
尺⼨寸： 255mm * 155mm * 38mm 
重量：0.65kg 

电源 
Power over Ethernet (802.3at POE+) 

48V DC  
功耗：最⼤大 18W 

POE 和 DC 适配器单独销售 
接⼝口 

1*GE (RJ45) 及 802.3at POE+ 
2*USB 2.0/3.0 端⼝口 

1*DC 电源（5mm*2.1mm, 中⼼心正极） 
LED 灯显⽰示 

1*电源灯显⽰示 
1*以太⺴⽹网连接显⽰示 

1*2.4G 显⽰示 
1*5G 显⽰示 

增强业务 
双核处理器，1GB DDR 内存& 8GB 固态硬盘（可扩展到 4 核，2GB 
DDR 内存和 128GB SSD 固态硬盘） 
内置 Web 服务包括 Web 缓存，Web 服务器，HTML 插⼊入，⽤用户分析 

安装 
提供标准安装件 

可桌⾯面，墙⾯面和吊顶安装 
环境条件 
⼯工作温度： 0 度到 40 度 
存储温度：－20 度到 80 度 

⼯工作湿度： 15%到 95% 
规范遵循 
FCC（美国），IC（加拿⼤大），TA（中国），NCC（台湾），TELEC
（⽇日本） 

售后服务 
有限期硬件质保 

订货信息 
RA200-250: 2*2 802.11ac SR-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