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级WiFi系统
型号：UAP-Outdoor/UAP-Outdoor5 快速入门指南



简介 
感谢您购买Ubiquiti Networks™ UniFi™企业级WiFi系统。UniFi企
业级WiFi系统包含UniFi控制器软件，允许您使用Web浏览器来
管理无线网络。

UniFi控制器软件和用户指南在downloads.ubnt.com/unifi
下载。

本快速入门指南包括保修条款，适用于UniFi AP Outdoor（型
号UAP-Outdoor）和UniFi AP Outdoor 5G（型号UAP-Outdoor5
）。本快速入门指南将以上两种型号均称为UniFi AP。

UniFi AP可以由下列装置供电：

• PoE电源适配器（已包括）
• Ubiquiti Networks TOUGHSwitch™

安装要求

• CAT5/6 电缆
• 钻孔机和6 mm钻头（用于墙壁固定装置）
• 平头螺丝刀（用于安装杆柱）
• 连接以太网需要采用屏蔽5类（或以上）的网线，并通过

POE & AC来接地。

我们建议您使用Ubiquiti Network提供的工业级屏蔽式以太
网线来保护您的网络，防止受到恶劣环境和毁坏性ESD的影
响。有关详情，请访问www.ubnt.com/toughcable

使用条款：Ubiquiti无线设备必须由专业人员安装。屏蔽式以太网线和接地必须作为产品保修
的条件。TOUGHCable专为室外安装而设计。客户有责任遵守当地规定，包括在合法频率范围
内操作、输出功率和动态频率选择 (DFS) 要求。



物品清单

UniFi AP-Outdoor 天线 金属扎带

墙壁固定 
装置支架

自攻螺丝 
（M2.9x20，数量：3个） 

螺丝固定锚 
（M3X20，数量：3个） 

Enterprise WiFi System
Models:  
UAP-Outdoor/UAP-Outdoor5

电源适配器 
(24V, 1A)

电源线 快速入门指南

系统要求

• Microsoft Windows Vista、Windows 7、Windows 8或Mac 
OS X

•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1.6（或以上）
• Web浏览器：Mozilla Firefox、Google Chrome或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8（或以上）



网络拓扑要求

• 一个启用了DHCP的网络（让AP和部署后的无线客户端获
取IP地址）

• 一台管理型接入端电脑，运行UniFi控制器软件，位于现场且
连接到同一个第2层网络，或者不在现场（在云或NOC中）

或

路由器

非现场云/NOC2现场管理接入端

有线
UAP-Outdoor

无线上行链接的1

UAP-Outdoor

有线
UAP-Outdoor5GZ

有线
UAP-Outdoor 5G

有线
UAP-Outdoor

网络图示例

1 若要设置无线链接AP，请参见以下网站上的用户指南：documentation.
ubnt.com/unifi。

2 所有UniFi AP都支持非现场管理控制器。有关设置详情，请参见用户
指南。



硬件概览

 

连接到天线

端口盖

 

MainSecondary

二级 
以太网端口

主以太网
端口

复位按键

二级 此以太网端口用于桥接。

复位 UniFi AP的此按键有2个功能：

• 重新启动 快速按下然后松开复位按键。
• 恢复至出厂默认设置 按住复位键5秒以上。

主网 此以太网端口用于连接电源，应连接到LAN和DHCP服务
器。可以由下列装置供电

• 已包含PoE电源适配器
• Ubiquiti Networks TOUGHSwitch



LED

LED颜色 Status（状态）

闪烁琥珀色 正在初始化。

稳定的琥珀色 出厂默认状态，正在等待集成。

交替琥珀色/
绿色

设备忙碌中；请勿触摸或拔掉它。这通常
表示正在执行相关进程（如固件升级）。

快速闪烁绿色

这用于定位AP。

在UniFi控制器软件中单击Locate（定位）
时，相应的UniFi AP将闪烁。此外，还会
在地图上显示UniFi AP的位置。

稳定绿色
指明设备已成功集成到网络中，并且工
作正常。

稳定绿色并 
偶尔闪烁

指明设备处于隔离状态（所有WLAN都断
开，直至找到一个上行链接）。



硬件安装

UniFi AP可以安装在墙壁或杆柱上。根据安装位置执行相应
的步骤：

墙壁固定装置

将UniFi AP安装在墙壁上时，需使用随附的墙壁固定装置支
架、自攻螺丝和螺丝固定锚。

1. 将墙壁固定装置支架定位在墙壁上所需的位置。
2. 使用铅笔在墙壁上标记3个孔位置。
3. 使用6 mm钻头钻孔。
4. 将螺丝固定锚插入每个孔中。
5. 使用自攻螺丝将墙壁固定装置支架固定在墙壁上。-



6. 将UniFi AP上的安装销片对准墙壁固定装置支架上的凹槽，
然后向下推动UniFi AP，使其锁定到位。



安装在杆柱上

将UniFi AP安装在杆柱上时，需使用随附的金属扎带：

1. 逆时针转动螺丝，打开金属扎带。-

 
2. 拉直金属扎带的端头，将其穿过UniFi AP的背面。



3. 将金属扎带绕在杆柱上。顺时针转动螺丝，拧紧扎带。



天线安装

将每个天线连接到相应的天线连接器（顺时针转动）。



为UniFi AP供电
UniFi AP既可以直接由Ubiquiti Networks TOUGHSwitch供电，
也可以由随附的PoE电源适配器供电。

连接到以太网端口

1. 抬起端口罩的锁定销，向下滑动盖罩将其取下。

MainSecondary

2. 将以太网线连接到UniFi AP上的主以太网端口。

MainSecondary

3. 更换端口盖。



连接PoE

1. 将来自UniFi AP主网端口的以太网线的另一端连接到PoE电
源适配器上标记着POE的以太网端口。

2. 将来自LAN的以太网线连接到PoE电源适配器上标记着LAN
的以太网端口。

3. 将电源线连接到PoE电源适配器上的电源端口。将电源线的
另一端插入电源插座。



连接到TOUGHSwitch

将来自UniFi AP主网端口的以太网线的另一端直接连接到
Ubiquiti Networks TOUGHSwitch上的PoE端口。

TOUGHSwitch PRO电源连接图

软件安装

在downloads.ubnt.com/unifi下载和安装UniFi控制器软件的最
新版本。启动软件，按照屏幕上的说明安装软件。请参见以下
网站用户指南中的分步说明：documentation.ubnt.com/unifi

安装软件并运行UniFi安装向导后，UniFi控制器管理界面的登
录画面显示出来。输入您创建的Admin Name（管理员名称）
和Password（密码），然后单击Login（登录）。

可以使用UniFi控制器管理界面来管理无线网络和查看网络统
计数据。有关配置和使用UniFi控制器软件的信息，请参见用
户指南。



规格

UAP-Outdoor/UAP-Outdoor5

尺寸 170 x 80 x 30 mm

重量 230 g（不含天线） 
274 g（含天线）

网络接口 (2) 10/100以太网端口

按键 复位

天线 (2)已包含外置6 dBi Omni全向天线
191 mm（长度）、13 mm（直径）

供电方法 被动式以太网供电(12-24V)

电源 24V 1A PoE电源适配器（已包括）

最大发射功率 27 dBm

BSSID 每个无线传输系统最多四个

省电 支持

无线安全 WEP, WPA-PSK, WPA-TKIP,  
WPA2 AES, 802.11i

认证 CE, FCC, IC

固定装置 墙壁/杆柱（已包含配件）

工作温度 -30 - 75°C

工作湿度 5 - 95%（冷凝）

工作频率

UAP Outdoor 2.4 GHz

UAP-Outdoor5 5 GHz

Wi-Fi标准

UAP Outdoor 802.11 b/g/n

UAP-Outdoor5 802.11 a/n

最大功耗

UAP Outdoor 4.6 W

UAP-Outdoor5 6.5 W



安全须知
1. 阅读、遵循并妥善保管这些指导说明。

2. 留意所有警告。

3. 只应使用制造商指定的连接件/附件。

警告：请勿在可能被水淹的地方使用此产品。

警告：避免在雷暴天气条件下使用此产品。否则，闪电
可能造成远距离电击危险。

电气安全信息
1. 应满足制造商标签上注明的电压、频率和电流等要求。若连接到非指
定的电源且不遵循相关限制，有可能导致运行不正常、设备损坏、
起火等。

2. 此设备内部没有操作员可维修的部件。应由有资质的技术服务人员
进行维修。

3. 此设备采用可插拔电源线，配备完整的安全接地导线，应连接到接
地的安全插座。

a. 请勿使用未获得认可的其他类型的电源线。切勿利用转接插头接
入2导线插座；否则，接地导线会失去作用。

b. 作为安全认证的一部分，此设备应使用接地导线；改动或使用不
当可能造成触电危险，并导致严重受伤甚至死亡。

c. 如果对安装有任何疑问，请在连接设备之前咨询有资质的电工
或制造商。

d. Listed AC适配器提供保护性接地。建筑安装应提供相应的短路
备份保护。

e. 必须依照所在地国家/地区的布线法规安装保护性联结。



有限保修
UBIQUITI NETWORKS, Inc（以下简称“UBIQUITI NETWORKS”）保证依
照下文提供的产品（以下简称“产品”）在正常使用和运行情况下，自
UBIQUITI NETWORKS发货之日起一(1)年内，不存在材料和工艺方面的缺
陷。依照前述担保，UBIQUITI NETWORKS的唯一义务和责任是根据其判
断，修理或更换在上述保修期内不符合担保内容的任何产品。此保修不
包含任何产品的拆卸和重新安装费用。修理或更换后产品的保修期不应超
过其原始保修期。

保修条件

若产品出现下列情形，上述保修不适用：

(I) 由Ubiquiti Networks或Ubiquiti Networks授权代表之外的人员或者
在未经Ubiquiti Networks书面许可的情况下，对产品进行过修改
和/或改动或增加；

(II) 对产品进行过喷漆、更名或任何形式的物理修改；

(III) 产品因走线错误或缺陷而受到损坏；

(IV) 产品遭遇使用不当、滥用、疏忽、异常物理、电磁或电气压力 
（包括雷击）或意外事故；

(V) 产品因使用第三方固件而受到损坏；

(VI) 未贴有Ubiquiti MAC原始标签或缺少其他任何Ubiquiti原始标
签；或者

(VII) 在发出RMA后30天内Ubiquiti未收到产品。

此外，上述保修仅在下述条件下适用：产品安装正确，并且一直依照与
所有物料相关的适用产品文档进行使用；所有以太网线均使用CAT5（或
以上）线缆，并且在室外安装时使用屏蔽式以太网线，在室内安装时符
合室内走线要求。

退回

在保修期内，如需更换或修理产品，必须先从UBIQUITI NETWORKS获取
物料退回授权(RMA)号；根据UBIQUITI NETWORKS的RMA流程，退回至
UBIQUITI NETWORKS的产品应预付运费。若退回的产品没有RMA号，将不
予受理，并以运费到付的方式退回或者予以废弃。有关RMA流程以及获取
RMA号的信息，请访问：www.ubnt.com/support/warranty



免责声明

除了此处提供的任何明示担保外，UBIQUITI NETWORKS、其关联机构、以
及它们的第三方数据、服务、软件和硬件提供商不承担其他责任，也不提
供其他陈述或任何形式的其他担保，无论是明示的、隐含的、还是法定
的，包括但不限于陈述、保证或者针对适销性、准确性、服务或结果质
量、可用性、质量满意度、没有病毒、享有平静、特定用途适用性、非侵
权等的担保、以及由于此类产品和服务的处置、使用或贸易惯例而导致的
任何担保。买方承认无论是UBIQUITI NETWORKS还是其第三方提供商均不
会控制买方的设备，也不会控制通过通讯设备（包括INTERNET）进行的数
据传输，并且承认由于通讯设备本身的原因，产品和服务可能受到限制、
中断、延迟、取消和遇到其他问题。UBIQUITI NETWORKS、其关联机构、
以及它们的第三方提供商对于因前述任何情形而导致的任何中断、延迟、
取消、传输故障、数据损失、内容损坏、数据包丢失或其他损失等不承担
任何责任。此外，UBIQUITI NETWORKS不保证产品在运行时不会发生错误
或中断。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与系统性能（包括适用范围）、买方为
其应用选择产品（包括“产品”）和/或产品（包括“产品”）不满足政府
或法规要求等相关的任何性质或描述的损坏或索赔，UBIQUITI NETWORKS
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有限责任

在当地法律禁止的范围之外，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因使用、不能使用
产品而导致的或与产品使用结果相关的任何直接的、特殊的、偶然的、必
然的或其他损失（包括收益损失、数据丢失或停工成本），无论是基于担
保、合约、民事侵权行为或其他法理，也无论是否被告知此类损失的可能
性，UBIQUITI或其分支机构、关联机构或供应商不承担任何责任。



注

有些国家/地区、州和省不允许排除隐含担保或条件，因此上述排除可能不
适用于您。由于国家/地区、州和省的不同，您可能还拥有其他权利。有些
国家/地区、州和省不允许排除或限制关于偶然或必然损失的责任，因此
上述限制可能不适用于您。在当地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外，这些担保条款不
排除、限制或修改根据软件（产品中内置）许可而赋予您的强制性法定权
利。《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不适用于与产品销售相关的交易。

符合性

FCC
若未经符合性负责方明确许可而进行任何变更或修改，会导致用户失去
操作设备的资格。

此设备符合FCC规则第15部分的要求。其运行需符合下面两个条件：

1. 此设备不得产生有害干扰，并且 

2. 此设备必须承受任何接收到的干扰，包括可能导致异常操作的干扰。

注：此设备经检测证实，符合FCC规则第15部分关于A级数字设备的限制
要求。这些限制的目的是为在商业环境中运行设备提供合理保护以防止
有害干扰。此设备产生、使用并辐射射频能量，如果不按照使用手册中
的说明进行安装和使用，可能对无线电通讯造成有害干扰。此设备在居
住区运行时，可能会造成有害干扰；在此情况下，用户应消除干扰并自
行承担费用。

关于MPE和天线使用的详情，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ubnt.com/products



加拿大工业部

此A级数字设备符合Canadian ICES-003的要求。

为减少对其他用户的潜在无线电干扰，在选择天线类型及其增益时，应确
保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i.r.p.)不超过针对正常通讯的允许值。

此设备符合加拿大工业部免许可RSS标准。其运行需符合下面两个条件：

1. 此设备不得产生干扰，并且 

2. 此设备必须承受任何干扰，包括可能导致设备异常操作的干扰。

 

 
 

 
 

 
 

1.  

2.  
 

射频风险警告

此发射器使用的天线在安装时必须距离所有人员至少20 cm，并且不得与
任何其他天线或发射器放置在一起或协同运行。

 
 
 

CE标志
此产品上的CE标志表示产品符合其适用的所有指令。



RoHS/WEEE符合性声明

中文

依照欧盟指令2002/96/EC的要求，产品和/或其包装上带有此符号的设备
不得与未分类的普通垃圾一起进行废弃处理。此符号表示产品应与普通
家庭垃圾分开进行废弃处理。您有责任将此产品以及其他电气电子设备
交给政府或当地管理机构指定的专门回收机构进行废弃处理。正确废弃
和回收有助于防止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潜在的不良影响。有关旧设备
废弃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您当地的管理机构、废弃物处理机构或向您销
售产品的经销店。

 
 

 
 

 
 

 
 

 
 

 
 

 



 
 
 

 
 

 
 
 

 
 

 
 

 
 

 
 

 
 

 
 

 
 

 
 

 
 

 
 

 
 

 
 
 
 

 
 



一致性声明

   
 

  
 

  
 

 
 

中文 在此，UBIQUITI NETWORKS声明此UBIQUITI NETWORKS设备符合
指令1999/5/EC的基本要求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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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资源

支持 support.ubnt.com

社区 community.ubnt.com

下载 downloads.ubn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