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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2000-T-AP612S5 是卓越信通推出的大功率高速无线接入点产品，采用高性能芯片和方案，

支持 802.a/n，整机最高速率可达 300Mbps，可满足更多用户端，高速无线上网需求，支持视频、语

音等多媒体高速传输下载。产品工业化的产品设计满足复杂的使用环境，产品广泛应用于轨道交通、

工业仓储、观光火车等无线覆盖快速漫游切换场景。设备支持胖/瘦兼容架构设备，支持硬件 AC 或网

管 AP 进行集中管控，支持从硬件 AC 或网管 AP 自动获取预设参数。

Sv2000-T-AP612S5
工业级无线接入设备

■ 支持 802.11a/n，达到 300Mbps 的接入速率;

■ 外置 N 射频端口支持灵活的天线配置;

■ 支持一个千兆以太网端口上联，满足千兆速率;

■ 支持 FAT 或者 FIT 工作模式，灵活选择工作模式;

■ 工业无风扇防尘设计稳定可靠，适合长时间工作;

■ 支持多种安装方式，满足客户不同安装场景;

■ 内置射频优化引擎，提升了无线部署利用率及稳定性;

■ 支持中文 SSID;

性能特点

产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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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型号 Sv2000-T-AP612S5

重量 2Kg

尺寸 245（长）*245（宽）*65（深）mm

空间留数 2 条

最大传输速率 300Mb

网口 1 个 GE

天线 2 个 N 型接口

工作频段 5785 ~ 5825 GHz (中国)

调制技术 MIMO-OFDM / BPSK / QPSK / 16QAM / 64QAM

接收灵敏度
802.11a: -96dBm@6Mbps -76dBm@54Mbps
802.11n: -96@MCS0 ~ -76dBm@MCS7 40MHz

发射功率 30dBm

可调功率单位 1dBm

工作温度 / 存储温度 -40℃ ~ 75℃ / -60℃ ~ 75℃

工作湿度 / 存储湿度 10%－90%RH（不凝结）/ 5%－90%RH（不凝结)

供电 POE 24V/DC 10-30V

功率 ≤ 15W

防护等级 IP67

复位/恢复出厂 软/硬复位

软件

最大接入终端数 ≤128

推荐接入终端数 ＜64

SSID 独立认证方式 支持

open system/shard key 支持

WPA、WPA2、Pre-RSNA 用户混合接入 支持

RTS/CTS 支持

CTS-to-self 支持

VLAN 划分 支持

负载均衡 支持

用户限制 支持

带宽限制 支持

兼容 IEEE 802.11a/n 标准 支持

支持 AP 中每个 SSID 可独立配置隐藏功能，支持中文 SSID 支持

Fit AP 工作模式下支持 CAPWAP 即无线接入点控制协议隧道 支持

Fit AP 工作模式下支持 AP 自动上线功能 支持

DHCP Client，通过 DHCP 方式获取 IP 地址 支持

FIT/FAT 模式 支持

规格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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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认证

体系认证 ISO9001，ISO14001，ISO22163（IRIS）

冲击振动 符合 IEC 61373

防护等级 符合 IEC 60529

自由跌落 符合 IEC 60068-2-32

EMC 符合 EN50121

射频认证 EN300328、EN301893、工信部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

MTBF ＞250000H

型号 描述

Sv2000-T-AP612S5 5GHz 频段，IEEE802.11a/n 工业级无线 AP，车地通信，2 个 N 型接头（天

线个数和馈线根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配置），1-30dBm，1 个千兆电（支持

POE 输入），24VDC 输入，IP67 防护等级

选型推荐

Sv2000-T-CPE612S5 5GHz 频段，IEEE802.11a/n 工业级无线 AP，机架式工业级多链路和快速漫

游设备，2 个 N 型接头（天线个数和馈线根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配置），

1-30dBm，1 个千兆电（支持 POE 输入），24VDC 输入，IP40 防护等级 ；

外形尺寸

订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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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2000-T-CPE612DA 2.4&5.8GHz 300+867Mbps 支持 IEEE802.11a/b/g/n /ac 机架式工业级

多链路和快速漫游设备工业级车载多链路传输设备,4 个 N 型接头（天线个数

和馈线根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配置），1~30dBm 功率输出、、1 个千兆 RJ45

网口,110VDC 输入 ，IP40 防护等级 ；

Sv2000-T-AP612DA 2.4&5.8GHz 300+867Mbps 支持 IEEE802.11a/b/g/n /ac 工业级无线

AP 设备 P，车地通信，4 个 N 型接头（天线个数和馈线根数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配置），1-30dBm,1 个千兆电（支持 POE 输入），24VDC 输入，IP67 防护

等级

Sv2000-T-AP612S2 2.4GHz 频段，IEEE802.11b/g/n 工业级无线 AP，车地通信，2 个 N 型接

头（天线个数和馈线根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配置），1-30dBm，1 个千兆电（支

持 POE 输入），24VDC 输入，IP67 防护等级

Sv2000-T-CPE612S2 2.4GHz 频段，IEEE802.11b/g/n 机架式工业级多链路和快速漫游设备，2

个 N 型接头（天线个数和馈线根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配置），1-30dBm,1 个

千兆电（支持 POE 输入），110VDC 输入 ，IP40 防护等级；

Sv2000-T-AP612 2.4GHz 频段，IEEE802.11b/g/n 工业级无线 AP，车地通信，2 个 N 型接头

（天线个数和馈线根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配置），1-30dBm，1 个千兆电（支

持 POE 输入），24VDC 输入，IP53 防护等级

获取更多关于卓越信通产品的相关信息，敬请访问卓越信通网站或联系卓越信通当地销售机构。

联系方式：

 官网：www.transcendcom.cn

 邮箱：support@transcendcom.cn

 电话：4008-983-720/010-51285116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后厂村路 55 号卓越科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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