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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所有权归 Aruba 所有。 

Aruba 保留无须另行通知即可变更、修改、校正本手册的权利。 

 

商标 

Aruba 保留所有权利。Aruba、Aruba 的标志图案是 Aruba 的商标。所有其它品牌和产品名称均为其注册商

标人或其实际持有人所有。 

 

申明 

为改善内部设计、工作技能和/或可靠性，Aruba 保留无须另行通知即可变更本手册所述之产品的权利。 

Aruba 并不承担由使用或应用此述产品所导致的责任。 

 

 

  

 

有限保证声明 

1. 施工安装前应特别注意本手册后述安全警告及详细操作步骤，如遇任何疑虑或不能解决之问题，应及

时与本公司客户技术中心联系，切勿冒险或尝试自己判断状况，否则引起的一切后果应自行承担责任。 

2. 请定期检查已安装好的 MSR2000 产品是否有损坏、磨损或危险的迹象，如有上述任一情况应及时通

知本公司。请勿尝试自己维修产品或更换产品零件，否则引起的一切后果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损坏、报

废、短路、起火、人身损害等，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3. 用户基于自愿的原则购买、使用本公司生产的 MSR2000 产品。用户应主动了解并自觉遵守所在国家

或地区的法律法规。使用者因为违反当地法律法规的，一切后果应自行负责，本公司不承担任何法律

责任。 

4. 本公司不以任何明示、暗示或其他方式对以下有关产品或服务提供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商业保证，为

特定目的的适销性保证，以及不侵害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的保证。在本公司的责任承担不超过客户在

上一公历年度支付给本公司的全部款额。本公司没有义务承担基于合同（包括担保），民事侵权（包

括故意、过失、疏忽大意）的产品责任和服务责任，或其他任何特殊的、附随的、直接或间接损害，



 
 

MSR2000 安装手册                                                                                                                                               2       

包括但不限于使用不当、数据丢失、营业中断、收入减少、商业损失或其他与本公司提供的产品、货

物、服务有关的财产性损失，即使曾考虑过损害发生的可能性。 

5. 本手册未以任何明示或暗示方式向客户或任何第三方授权、转让任何权利。本公司拥有对 MSR2000

产品及本手册的最终解释权。 

 

安全法规符合性 

Aruba公司提供了一个多语种的文档，针对Aruba的接入点设备列出了不同国家的限制条款和更多的安全

法规信息。可以通过以下网址浏览或下载该文档： www.arubanetworks.com/safety_addendum 

安全警告  

MSR2000设备的安装必须是经过专门培训的技术人员，在开始安装之前请阅读以下的警告信息。 

一般的安全警告  

 在任何时候都要关注电力线  

当在电力线附近安装设备时，你可能被电击而导致伤害，因此在安装前确认安装地点附近没有高压电线

或强电力场。  

高空作业警告 

 高空作业要注意安全防护 

在塔上施工或楼顶施工时，要加强安全意识，高空作业人员要佩戴安全带，下面工作人员要戴安全帽，

高空作业工具要用绳子捆在腰间或挂在脖子上，以免工具滑落砸伤地上的人员。 

雷电作业警告  

 在雷电天气不要连接或拆出线缆或天线。  

对于每个射频接口都应该安装避雷器，以防止突发的高电流，例如由于雷击导致的突发性的非常高的电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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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爆物体警告  

 不要在易爆物体或区域运行设备 

不要运行无线设备在一个非屏蔽的易爆物体或区域环境中，例如在加油站附近避免运行无线设备，除非

无线设备已被证明可以用在此类环境中。 

天线安装警告  

 不要把天线安装在电力线附近 

不要在高压电力线附近安装天线设备，在安装天线时注意不要接触到任何电力线，触电可能会导致严重

的伤害甚至导致人员死亡。  

接地警告  

 要时刻考虑安装接地线来保护你的设备 

接地系统必须在接通电源之前连接好，接地要求是从接地点到接地排之间的接地的电阻小于5欧姆 

电源安装警告  

 电源控制开关的安装必须有专业人员完成 

设备中不提供电源开关，电源开关的安装必须由专业人员来完成，电源线的最终配接必须符合国家标准。  

太阳直射和高温防护警告  

 注意防止由于太阳直射导致设备温度过高 

在MSR2000 设备可能会被太阳直射到的区域，应该安装Aruba提供的遮阳罩，由于没有安装遮阳罩而导

致的设备内部高温而损坏设备不在维保范围之内。具体情况可咨询Aruba工程技术专家。 

     

选用天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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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选用带有直流接地型雷击防护的天线，以避免电压电涌或静电影响 

射频器件防护警告 

 注意防止因为空载带来的对射频模块的损坏 

在给MSR设备加电之前，必须给射频接口连接“天线或有效负载”(不属于MSR设备的标准附件)，否则，

可能烧坏射频卡，由此引发的后果不在Aruba公司的保修责任之内。对于功率小于100mW的射频卡，在

实验环境下，允许空载工作，但持续时间不能超过30分钟。 

对“未使用射频模块”的保护措施 

针对未使用射频模块的接口，必须用配置命令把该接口关闭，并用防水胶带固定接口的保护盖，防止其

脱落。否则，可能损坏射频卡，由此引发的后果不在Aruba公司的保修责任之内。 

FCC Certificate 

Changes or modifications not expressly approved by the party responsible for compliance could 

void the user's authority to operate the equipment. 

 

REMINDER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and (2)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received,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NOTICE 

This equipment has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s for a Class B digital device, 

pursuant to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These limit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gainst harmful interference in a residential installation. This equipment generates uses and can 

radiate radio frequency energy and, if not installed and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may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communications. However,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interference will not occur in a particular installation. If this equipment does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or television reception, which can be determined by turning the equipment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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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n, the user is encouraged to try to correct the interference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measures: 

—Reorient or relocate the receiving antenna. 

—Increase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equipment and receiver. 

—Connect the equipment into an outlet on a circuit different from that to which the receiver is 

connected. 

—Consult the dealer or an experienced radio/TV technician for help. 

 

射频辐射暴露声明  

该设备符合FCC的射频辐射限制。该设备如果工作在2.4GHz和5GHz频段，安装和使用该设备时，应该

保持与该设备35厘米的最小距离。该设备的收发装置不能与其他天线或收发装置安装在同一地点或共同

使用。该设备如果工作在5.15 ~ 5.25GHz频段，仅限于室内环境使用，减少对移动卫星系统业务造成有

害干扰。 

 

IC notice 

To reduce potential radio interference to other users, the antenna type and its gain should be so 

chosen that the equivalent isotropic radiated power (EIRP) is not more than that permitted for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正确处理Aruba设备 

关于Global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和Aruba产品的最新信息，请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arubanetworks.com. 
 

Was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废弃电子电器设备指令) 

 

Aruba产品在生命周期结束后，符合欧盟成员国家、挪威和瑞士的回收和处理规定，因

此标有左边的图案（打叉的带轮垃圾桶）。在这些国家，对生命周期结束后的Aruba产

品的处理方法符合执行废弃电子电器设备指令2002/96EC(Was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WEEE)的这些国家的相应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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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RoHS 

Aruba产品符合欧盟的有害物质限制指令2002/95/EC（RoHS指令）。欧盟RoHS

限制在电气和电子设备制造使用特定有害材料。具体来说，根据RoHS指令禁用的

物质是铅（包括用于印刷电路板组件的焊料），镉，汞，六价铬和溴。有些Aruba

产品属于RoHS指令附件7中豁免的（用于印刷电路板组件的焊料中所含的铅）。产品和包装上印有左边所显

示的“RoHS”标签，说明符合RoHS指令。 

 
中国RoHS 

Aruba产品也符合中国有毒有害物质声明的要求，产品和包装上印有左边所显示的“EFUP25”

标签。 

 
MSR2K23N0 

 

MSR2K23N1/MSR2K23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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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备介绍 

        MSR2000 系列路由器包含三个型号，主要区别是供电方式不同。 

 

 MSR2K23N0：PoE 供电   

 MSR2K23N1：AC 供电（100-240VAC） 

 MSR2K23N2：DC 供电 （12-48VDC） 

 

1.1 接口介绍 

 

图 1-1 MSR2K23N0 设备接口 

 

 

1 天线接口 （Radio 1） 5 天线接口 （Radio 0） 

2 USB 控制线接口 6 天线接口 （Radio 1） 

3 预留 7 
以太网接口（POE-PD 

input） 

4 天线接口 （Radio 0） 8 接地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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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MSR2K23N1/MSR2K23N2 设备接口 

 
 

1 天线接口 （Radio 1） 5 天线接口 （Radio 0） 

2 USB 控制线接口 6 天线接口 （Radio 1） 

3 电源接口 7 
以太网接口（POE-PSE 

output） 

4 天线接口 （Radio 0） 8 接地孔 

 

1.2 LED 指示灯   

MSR2000 路由器具有 LED 指示灯，用来指示电源、链路和 Radio 的状态。不同型号的 MSR2000 的指示

灯也不相同。 

图 1-3 LED 指示灯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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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 MSR2K23N0 路由器的 LED 指示灯的意义。 

表 1-1 MSR2K23N0 LED 指示灯意义 

LED 颜色 数量 意义 

R0 橙 5 显示 Radio 0 的 RF 信号强度： 

 黑色：Radio 0 未提供 Access(SSID)或 Backhaul(mesh)服

务 

 一个 LED 指示灯为橙色：Radio 0 正在提供 Access (SSID)

服务或与其他节点建立的 Backhaul (mesh) 链路的信号非常

微弱 

 多个 LED 指示灯为橙色：Radio 0 与其他节点建立

Backhaul (mesh) 链路；橙色的 LED 指示灯越多，该链路

的信号越强 

R1 蓝 5 显示 Radio 1 的 RF 信号强度： 

 黑色：Radio 1 未提供 Access(SSID)或 Backhaul(mesh)服

务 

 一个 LED 指示灯为蓝色：Radio 1 正在提供 Access (SSID)

服务或与其他节点建立的 Backhaul (mesh) 链路的信号非常

微弱 

 多个 LED 指示灯为蓝色：Radio 1 与其他节点建立

Backhaul (mesh) 链路；蓝色的 LED 指示灯越多，该链路

的信号越强 

P/S  橙/绿 1 显示电源或连接状态：  

 黑色：该设备未接电源 

 橙色：设备已通电但还没有到网关（Portal）节点的 Mesh

网络路由路径  

 绿色：设备已通电并且已有到网关（Portal）节点的 Mesh

网络路由路径 

POE  1 未使用 

ETH 黄/绿 1 显示以太网口状态： 

 黑色：以太网端口上没有上行链路  

 绿色：连接速率为 1000Mbps 

 黄色：连接速率为 10Mbps 或 100Mbps 

 闪烁：正在传输或接收数据 

 

图 1-4 LED 指示灯分布 

 

下表列出了 MSR2K23N1/MSR2K23N2 路由器的 LED 指示灯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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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MSR2K23N0 LED 指示灯意义 

LED 颜色 数量 意义 

R0 橙 5 显示 Radio 0 的 RF 信号强度： 

 黑色：Radio 0 未提供 Access(SSID)或 Backhaul(mesh)服

务 

 一个 LED 指示灯为橙色：Radio 0 正在提供 Access (SSID)

服务或与其他节点建立的 Backhaul (mesh) 链路的信号非常

微弱 

 多个 LED 指示灯为橙色：Radio 0 与其他节点建立

Backhaul (mesh) 链路；橙色的 LED 指示灯越多，该链路

的信号越强 

R1 蓝 5 显示 Radio 1 的 RF 信号强度： 

 黑色：Radio 1 未提供 Access(SSID)或 Backhaul(mesh)服

务 

 一个 LED 指示灯为蓝色：Radio 1 正在提供 Access (SSID)

服务或与其他节点建立的 Backhaul (mesh) 链路的信号非常

微弱 

 多个 LED 指示灯为蓝色：Radio 1 与其他节点建立

Backhaul (mesh) 链路；蓝色的 LED 指示灯越多，该链路

的信号越强 

P/S  橙/绿 1 显示电源或连接状态：  

 黑色：该设备未接电源 

 橙色：设备已通电但还没有到网关（Portal）节点的 Mesh

网络路由路径  

 绿色：设备已通电并且已有到网关（Portal）节点的 Mesh

网络路由路径 

Heat 蓝 1 显示低温情况下设备的加热状态： 

 黑色：设备未在加热状态 

 闪烁：设备正在预热  

POE 绿 1 显示 PSE 的电源输出状态： 

 黑色：无供电设备(0Ω<Rport<200Ω)或者端口打开
(Rport>1MΩ) 

 绿色：端口使用中 (25kΩ) 

 单一闪烁：低签名电阻 (300Ω<Rport<15kΩ) 

 连续双闪：高签名电阻 (33kΩ<Rport<500kΩ) 

 连续 5 次闪烁：端口过载 

 连续 9 次闪烁 : 超出电源管理配置 

ETH 黄/绿 1 显示以太网口状态： 

 黑色：以太网端口上没有上行链路  

 绿色：连接速率为 1000Mbps 

 黄色：连接速率为 10Mbps 或 100Mbps 

 闪烁：正在传输或接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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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前的准备 

本章介绍 MSR2000 在安装前所要做的准备工作，包括根据装箱单检查收到的设备、安装工具的准备、

安装地点的选择等，确保安装顺利完成。 

2.1 装箱单 

 Aruba MSR2000 AirMesh 路由器 

 MSR2000 安装架 

 遮阳罩 

 固定件 x 2 

 {螺栓 M4 x 16（带弹垫、平垫）} x4, 用于固定遮阳罩 

 {螺栓 M6 x 20（带弹垫、平垫）} x2 

 {螺栓 M4 x 12、外齿垫圈、OT 端子} x1 

 {螺栓 M8 x 110（带弹垫、平垫、螺母）} x4 

 金属防水盖 x2，用于未使用的天线接口 

 网线接头防水套件（塑料 RJ-45 接头）（仅适用于 MSR2K23N0 型号）  

 网线接头防水套件（金属 RJ-45 接头）（仅适用于 MSR2K23N1/MSR2K23N2 型号）  

 USB Console 线   

 安装手册 

 

注意：  

如果发现收到的设备有任何错误、缺失或损坏，请联系供应商。如果可能，请保留包装箱及原有的

包装材料。如果需要，可使用这些材料将设备重新打包并返回给供应商。 

 

2.2 准备安装工具 

在安装 MSR2000 过程中，可能需要用到以下工具。具体需要请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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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安装工具列表 

 

类型 工具 

常用工具 

螺丝刀、活动扳手、老虎钳、安全带、安全帽、电源插板(220 VAC 或根据所在

地区要求)、POE 电源注入器、网线压线钳、电烙铁、焊丝、防水胶布、防水胶

泥、扎带、绝缘工具等。 

2.3 安装条件检查 

 

1. 站点应该被放置在第一菲涅耳区域最少 60％的范围内没有自然的或人为的阻挡。这将提供视距传播，

增加设备覆盖距离从而减少站点数量。 

2. 如果没有直达路径，非视距路径也可以通过反射或折射覆盖，但是覆盖范围将缩小，需要较多的站点

才能满足覆盖。 

3. 站点选择还应考虑干扰的影响，如果所选站点附近存在干扰，应该选择其他位置或者把干扰的影响限

制在极限范围之内。 

4. 高温、多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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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动大或强噪声的环境不利于 MSR2000 设备的工作，设备不要安装在这样的环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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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气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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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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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口的防水处理 

    对室外设备上的线缆连接处和天线进行防水处理有利于确保设备的稳定性和延长其使用寿命。防水处理

将防止水通过接口进入设备或天线。 

    好的防水处理包括三次缠绕： 

1.第一次缠绕绝缘胶带 

2. 缠绕胶泥 

3. 第二次缠绕绝缘胶带 

    做防水处理时，连接部分应该最少缠绕两层绝缘胶带，然后缠绕一层胶泥，最后再缠绕四层绝缘胶带。

这样可以有效的防止水，热气或其他潜在的危险物质损坏设备或天线。而且，为连接部分缠绕绝缘胶带或胶

泥时，应确保水会被引导为向下流淌并远离连接处。  

3.1 需要的物品和工具 

 3/4英寸(19毫米)绝缘胶带 

 绝缘胶泥 

 刀  

3.2 连接部分的类型 

        以下部分将介绍如何对直接连接的天线（图 3-1）和线缆连接（图 3-2）的部分进行防水处理。这两种

防水处理所需要的物品和工具都是一样的，但步骤略有不同。关于如何对直接连接的天线进行防水处理，请

参考“对直接连接的天线的防水处理”部分。关于如何对线缆连接进行防水处理，请参考“对线缆连接的防

水处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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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直接连接的天线 

 

图 3-2 线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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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注意事项 

 不要将绝缘胶带和胶泥缠绕到天线的排水孔上，否则将阻碍天线中湿气的排放。  

 防水处理需要一定的时间，请预留足够的时间完成以下列出的防水处理的各个步骤。  

 当缠绕绝缘胶带或胶泥时，确保每层缠绕都是平整的。褶皱可能导致水或湿气聚集。  

3.4 对直接连接的天线的防水处理 

第一次缠绕绝缘胶带  

1. 缠绕天线前，先确定其排水孔的位置（图 3-1），天线中汇聚的湿气可通过排水孔进行排放。 

2. 确保天线接口清洁干爽。 

3. 用刀切一条 4英寸(100毫米)的绝缘胶带。事先将绝缘胶带切好可使缠绕天线或设备的其他部件时更加

容易，但此步骤不是必须的。  

4. 从天线的排水孔下方开始，紧密缠绕绝缘胶带，每层胶带都要与上一层胶带有其宽度一半的重叠。  

5. 重复上述第 3步和第 4步，直到缠绕到设备部分。  

 
图 3-3 第一次缠绕绝缘胶带 

 
 

缠绕胶泥  

1. 用刀切一条¾英寸(19毫米)宽的胶泥。 

2. 将这条胶泥缠绕到已经缠了胶带的接口处（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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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力将胶泥的两头压合到一起，直到没有缝隙（图 3-5）。  

图 3-4 胶泥位置 

 

 

图 3-5 缠绕胶泥 

 

第二次缠绕绝缘胶带  

1. 用刀切一条 4英寸(100毫米)的绝缘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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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哪里开始缠绕胶带取决于天线的方向。 水流淌的方向应该与缠绕的方向相反，以防止水通过缠绕的缝

隙流进接口。因此，如果天线朝上，应该从接口的设备端开始缠绕，这样确保最后一层（第四层）胶带

缠绕正确。相反的，如果天线朝下，应该从接口的天线端开始缠绕。 

3. 缠完第四层胶带后，检查你的工作，确保没有地方可能会导致水汇聚。如果有这样的地方，你必须用更

多的胶带将其弄平整，或拆掉重新做一次。  

图 3-6 完成第二次绝缘胶带的缠绕（天线在设备上方） 

 

4. 对所有的接口，都重复进行以上防水处理。 

3.5 对线缆连接的防水处理 

第一次缠绕绝缘胶带 

1. 确保天线接口清洁干爽。 

2. 用刀切一条 4英寸(100毫米)的绝缘胶带。事先将绝缘胶带切好可使缠绕天线或设备的其他部件时更加

容易，但此步骤不是必须的。  

3. 从接口上方开始，紧密缠绕绝缘胶带，每层胶带都要与上一层胶带有其宽度一半的重叠。  

4. 重复上述第 3步和第 4步，直到缠绕到线缆的绝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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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第一次缠绕绝缘胶带 

 

 

缠绕胶泥  

1. 用刀切一条足够大的胶泥缠绕接口并超过第一层绝缘胶带。 

2. 将这条胶泥缠绕到已经缠了胶带的接口处（图 3-8）。  

3. 用力将胶泥的两头压合到一起，直到没有缝隙（图 3-9）。  

图 3-8 胶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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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缠绕胶泥 

 

第二次缠绕绝缘胶带  

1. 用刀切一条 4英寸(100毫米)的绝缘胶带。 

2. 用绝缘胶带缠绕接口，需缠四层。  

3. 缠完第四层胶带后，检查你的工作，确保没有地方可能会导致水汇聚。如果有这样的地方，你必须用更

多的胶带将其弄平整，或拆掉重新做一次。  

图 3-10 完成第二次绝缘胶带的缠绕 

 

4. 对所有的接口，都重复进行以上防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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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SR2000 安装 

MSR2K23N0 的安装流程： 

 
 

MSR2K23N1 和 MSR2K23N2 的安装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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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安装配件 

MSR2000 的安装配件包括遮阳罩、固定件和配套螺栓，设备能被安装在抱杆或墙面上，要求抱杆直径

在 40 毫米-60 毫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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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用客户自备 M8 x150 的长螺栓可以支持直径 96 毫米的抱杆。 

 

图 4-1 遮阳罩和安装件 

 

1 遮阳罩 3 固定件 

2 安装架   

 

图 4-2 配套螺栓 

 

  

1 { 螺栓 M4 x 16（带弹垫、平垫）}x4 3 {螺栓 M4 x 12、外齿垫圈、OT 端子}x1 

2 { 螺栓 M6 x 20、平垫、弹垫 }x2 4 {长螺栓 M8 x 110、平垫、弹垫、螺母}x4 

 

4.2 在抱杆上安装 MSR2000 设备 

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用两个配套螺栓②{ 螺栓 M6 x 20、平垫、弹垫 }将 MSR2000 主机固定到安装架上。（注意：安装

架上有螺纹，无需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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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固定主机到安装架 

  

 

第二步：用四个配套螺栓④（M8 x110、平垫、弹垫、螺母）将安装架（含 MSR2000 主机）固定在抱杆上。

如下图所示。 

 

图 4-4 将设备安装到抱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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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在墙面上安装 MSR2000 设备 

第一步：划线 

1、 将 MSR2000 的安装架放在需要安装的位置，并贴紧墙面。 

2 、在墙面上画出膨胀螺栓孔的位置标记。 

 

图 4-5 安装架上的壁挂安装孔位置 

 

第二步：钻孔 

1、 在墙面膨胀螺栓孔标记处，用冲击钻打孔。（膨胀螺丝规格：M6 x 60 毫米） 

第三步：安装膨胀螺管 

1、 将膨胀螺管垂直放入钻孔中。 

2、 用橡胶锤敲打膨胀螺管一端，直到将膨胀螺管敲入墙面。 

第四步：固定安装架 

1、 把安装架的安装孔对准膨胀螺管孔，并将膨胀螺栓从相应的安装孔穿过。 

2、 校正安装架的位置，并将膨胀螺栓拧紧。 

第五步：将主机固定安装架上 

1、用两个配套螺栓②{ 螺栓 M6 x 20、平垫、弹垫 }将 MSR2000 主机固定到安装架上。（注意：安装架上有

螺纹，无需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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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固定主机的螺孔 

 

4.4 接地 

MSR2000 在加电前必须接地。地线阻抗须小于 5 欧姆并且导体截面面积不小于 6 平方毫米。接地孔在

MSR2000 侧面。如下图所示： 

图 4-7 接地 

                                                  

 

 

连接步骤： 

第一步：把接地线的头部剥皮，然后插到配套螺栓③的“地线铜鼻子”（接地线采用 6 平方毫米的绿色或黄绿

线）内，然后用压线钳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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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用配套螺栓③（螺栓M4 x12、外齿垫圈）将地线固定到MSR2000的接地孔上。 

4.5 连接射频馈线 

射频馈线用来连接天线和 MSR2000 主机。  

注意：  

天线与设备之间必须加装避雷器。 

 

图 4-8 射频馈线连接图 

 

1 射频馈线 N 型接头 2 避雷器接地线 

3 避雷器 4 射频接口 

 

连接步骤： 

第一步：将避雷器接到设备的射频接口，拧紧。 

第二步：将射频馈线接到避雷器的另一端，拧紧。 

第三步：用防水胶泥、胶带和扎带对接口做防水处理。 

4.6 连接以太网线 

为确保 MSR2000 在以太网口的连接或 PoE 功能，请按照以下步骤在以太网口安装随机附带的“网线接头

防水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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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不使用“网线接头防水套件”可能导致连接或 PoE 出现问题。 

 

图 4-9 用于 MSR2K23N0 的网线接头防水套件 

 

1 屏蔽水晶头 4 锁紧螺母 

2 密封垫 5 密封圈 

3 防水网线连接器基座 6 密封螺母 

 

安装步骤： 

第一步：去掉密封垫粘性侧的保护膜，将密封垫粘到防水网线连接器基座上。 

第二步：将锁紧螺母拧到防水网线连接器基座上。 

第三步：将以太网线穿过密封螺母（该以太网线没有接头）。 

第四步：将以太网线穿过密封圈。 

第五步：将以太网线从防水网线连接器较窄端穿入，然后从较宽端穿出。 

第六步：用压线钳将屏蔽水晶头连接到以太网线。 

第七步：将密封圈插入防水网线连接器较窄端。 

第八步：拉动以太网线，使以太网线上连接的屏蔽水晶头嵌入防水网线连接器较宽端（该端的开口形状与水

晶头一致）。 

第九步：将密封螺母放到入防水网线连接器较窄端，再用手拧紧。 

第十步：将以太网接头插入设备的以太网口，再用手拧紧锁紧螺母。 

第十一步：用防水胶泥和胶带对接口做防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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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用于 MSR2K23N1/MSR2K23N2 的网线接头防水套件 

 

1 屏蔽水晶头 5 两个屏蔽环 

2 防水网线连接器基座 6 密封螺栓 

3 锁紧螺母 7 密封螺母 

4 固定环   

 

安装步骤： 

第一步：竖直方向拿着固定环(4)，较宽端朝上，将锁紧螺母(3)放在其上。 

第二步：将防水网线连接器基座(2)放到锁紧螺母/固定环(3/4)上，水晶头端朝上，将连接器基座拧到固定环上。 

第三步：将以太网线穿过密封螺母(7)（该以太网线没有接头）。 

第四步：将以太网线穿过密封螺栓(6)。 

第五步：剥去以太网线外皮（约 55 毫米或 2 英寸），露出地线和芯线。 

第六步：将芯线全部穿过两个屏蔽环(5)。 

第七步：将地线和内屏蔽环的较窄端贴紧，再将外屏蔽环套入该较窄端。 

第八步：将以太网线从固定环较窄端穿入，然后从较宽端穿出。 

第九步：用压线钳将屏蔽水晶头连接到以太网线。 

第十步：将屏蔽环插入固定环较窄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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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步：拉动以太网线，使以太网线上连接的屏蔽水晶头嵌入防水网线连接器较宽端（该端的开口形状与

水晶头一致）。 

第十二步：将密封螺栓放到入固定环较窄端，再用手拧紧。 

第十三步：将密封螺母拧到密封螺栓上。 

第十四步：将以太网接头插入设备的以太网口，再用手拧紧锁紧螺母。 

第十五步：用防水胶泥和胶带对接口做防水处理。     

 

图 4-11 连接网线 

 

4.7 连接电源线 

        MSR2K23N1 和 MSR2K23N2 设备需要室外用电源线来连接到合适的 AC 或 DC 电源。 

         

注意：  

MSR2000 随设备包装箱并不配备任何电源线，电源线需要单独作为配件订购。除了完整的电源线，

Aruba 公司还提供室外 AC 和 DC 电源线接头套件用于连接合适的电源线到 MSR2000 设备。  

 

 AC 电源规格（在 MSR2000 接口处）：100-240VAC, 100W 

 DC 电源规格（在 MSR2000 接口处）：12-48VDC, 100W 

 AC 电源线规格（当使用 CKIT-AC-M 电源接口套件时）：额定最低电压/电流 250V/1A, 电源线直径

6-12 毫米，室外用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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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 电源线规格（当使用 CKIT-DC-M 电源接口套件时）：额定最低电压/电流 60V/10A, 电源线直径

6-12 毫米，室外用电源线 

   

连接步骤： 

第一步：去掉设备电源接口保护盖。 

第二步：将电源线插入设备的电源线接口，并旋转电源线接头把电源线扣牢。 

第三步：用防水胶泥、胶带和扎带对接口做防水处理。 

 

注意：  

电源线的组装和安装必须由专业的电工完成。 

 

图 4-12 连接电源线 

        

 

4.8 固定遮阳罩 

将遮阳罩套在 MSR2000 上，用四个配套螺栓①（带弹垫、平垫）将遮阳罩固定在 MSR2000 主机上。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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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固定遮阳罩和 MSR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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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它说明 

 控制口登录参数如下： 

 

 
 

 无线方式登录参数如下： 

SSID ArubaDefault 

802.11 模式 802.11ng 

信道 1 

国家/地域代码 US 

安全/加密 无 

DHCP Disabled 

 

 

每秒位数 115200 

数据位 8 

奇偶校验 无 

停止位 1 

数据流控制 无 

默认用户名和密码 root : publ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