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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图片 

 

图1-1 RG-MA1220 

 



                                           RG-MA1220商业Wi-Fi型 802.11n无线接入点产品介绍 

 

2 
 

2 产品概述 

RG-MA1220 是锐捷网络推出的专门应用于商业 Wi-Fi 场景下无线部署的高性能 802.11n 无线

接入点产品。它可为用户提供 600Mbps 高速率、高并发、高稳定的高品质无线网络；同时，

RG-MA1220 设备可连接锐捷提供的云平台，实现设备的批量云配置和云管理、用户云认证、

日志云记录记录，为您的 Wi-Fi 网络提供最简捷的部署与运营方案。 

RG-MA1220 采用双路双频设计，支持 802.11a/n 和 802.11b/g/n 两种模式同时部署。该产品可

直接放置部署，本地 DC 供电或 POE 供电，使用更加便捷，特别适合于并发 30~40 个人左右

的大中型商业店铺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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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特性 

ALL-IN-ONE，最便捷易用的广告营销入口 

 高价值的广告营销入口 

锐捷网络创新研发的 RG-MA1220 无线接入点产品，支持和锐捷云营销平台对接，实现 HTTP

重定向，将自定义的广告内容快速推送给 Wi-Fi 用户，真正的为商家提供一个高利用价值的广告

营销入口。 

 云管理，高性价比易用的一体化产品 

RG-MA1220 支持 PPPoE 认证和 NAT（地址转换），轻松实现小型店铺的无线网络覆盖和互

联网的接入。而且分散在商铺的一体化企业级无线路由产品可由锐捷云 AC 实现集中控制管理，

而且单产品提供极简的向导式 WEB配置管理，普通用户均可实现快速部署运营。 

 全面的用户行为审计，满足公安部 82号令要求 

RG-MA1220 能够配合锐捷云 AC和云营销平台，实现全面记录无线上网用户的 NAT日志、URL

日志等，实现用户行为审计，确保无线网络下的用户行为安全可控，满足公安部 82 号令的安全

审计要求。 

 终端接入优化设计，更适合手机和平板电脑用户 

当移动智能终端接入无线网络时，RG-MA1220 会快速、准确的识别到终端的类型，如果是

使用功率较低的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时，它能配置云营销平台实现不同终端类型、不同屏

幕尺寸的自适应广告页面的推送，提升用户无线上网体验。 

 

高速无线，绿色体验 

 高性能满足无线业务需求 

RG-MA1220 采用双路双频设计，整机最大提供 600Mbps 的接入速率。在保证无线网络便捷

性的同时，也为高带宽无线业务的开展提供了宽阔的数据传输大道。 

 绿色节能更环保  

锐捷 AP系列产品通过德国 Narda公司专业的射频辐射监测仪 NBM550检测，检测表明锐捷网

络的 AP 的辐射强度约为 0.2μW／cm²，远小于普通手机的辐射强度 20μW／cm²，用户可以放心

健康使用。 

 丰富的服务质量保证 

RG-MA1220 支持丰富的服务质量保证（QoS），支持 WLAN/AP/STA 多种模式的带宽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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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对不同业务数据定义优先级的 WMM（Wi-Fi multimedia）等，真正实现了影音传输能及时、

定量、保证多媒体的顺畅应用。 

 

全面安全防护 

 用户级安全准入 

RG-MA1220 支持 WEB 认证的用户准入认证方式。遵从标准的网络访问控制体系，从用户的

接入、授权、主机的合规到网络行为监控、网络攻击防治等多个层面，对网络准入进行了严格的

定义，并通过这种控制，实现了“入网即认证、入网即安全”的建设理念。 

 灵活的虚拟 AP 技术 

通过虚拟无线接入点（Virtual AP）技术，RG-MA1220 最大可提供 8 个 ESSID，支持 8 个

802.1QVLAN，网管人员可以对使用相同 SSID 的子网或 VLAN 单独实施加密和隔离，并可针对

每个 SSID 灵活的配置单独的认证方式、加密机制等。 

 多种易用性认证方式 

    RG-MA1220 能够配置我司认证系统支持无感知、漫游免认证、短信和微信认证等多种高效

便捷的认证方式。 

无线用户通过无感知认证方式接入网络，仅需首次输入账号和密码，避免了开机后再次输入

账号密码的过程，让用户一次认证即可轻松上网。 

漫游免认证是指无线用户在 AP1 上认证通过后，漫游到 AP2 上时不需要再次认证即可轻松

上网。 

通过短信认证方式的访客接入无线网络后会弹出认证页面，访客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号码进

行注册，按照接收的短信中的账号密码进行上网操作。 

通过微信认证方式，无线用户扫描商家的二维码，关注商家的微信公众号后，微信里会自动

回复一个认证链接，无线用户点击这个认证链接就可以直接认证上网。如果开启微信关注认证，

无线用户只需要在关注商家的指定公众号后，即可直接上网。 

 灵活的组网方案 

RG-MA1220 支持多种组网拓扑，常见的拓扑模型如下： 

 作为出口无线路由器，部署在网络出口的位置。 

 接在现有的网络出口的路由器下面（比如电信光猫），支持多台 RG-MA1220 串联或并联

的连接方式。 

灵活的设备管理模式 

 Web 界面管理 

RG-MA1220 提供 Web 管理界面，不仅轻松搞定无线配置，更能够整体运营无线网络，不仅

能够管理 AP 还能管理 AP 下联的用户，可以对用户进行限速和限制用户连入网络等行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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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人员对无线的规划和运维。 

 与网管类软件的联动 

RG-MA1220 可以与锐捷云 AC 联动，可以实现对网络中所有无线路由设备和接入用户的管

理，包括设备的配置备份，设备状态的查询，设备的远程升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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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参数 

硬件规格 

产品型号 RG-MA1220 

射频设计 双射频卡设计 

传输协议 支持 802.11a/n 和 802.11b/g/n 同时工作  

工作频段 2.4GHz+5GHz 

天线类型 内置 2x2MIMO 全向天线 

空间流数 2 条流 

传输速率 最大提供 600Mbps 接入速率 

发射功率 ≤500mw（27dBm，仅为射频卡发射功率） 

尺寸 180×110×25 mm（长×宽×高，高度为主机边缘高度，不含天线接口和挂架） 

重量 0.6kg 

业务端口 1 个 10/100M WAN 口，4 个 10/100M LAN 口 

其他接口 支持 USB 接口 

存储 支持 TF 存储卡 

供电方式 提供直流电源适配器接口，支持本地供电（DC 5V/1A） 

整机功率 ＜12W 

环境 工作温度：-10°C～50°C 

存储温度：-20°C～60°C 

工作湿度：10％～90％（无凝结） 

存储湿度：5％～90％（无凝结） 

安装方式 直接放置 

安全法规 GB4943、EN/IEC 60950-1 

EMC 法规 GB9254、EN301 489 

Health EN 62311 

软件功能 

WLAN 功能 整机最大接入用户数 64 

推荐最佳接入用户数（用户体验最佳） 32 

虚拟 AP 服务 最大可划分 8 个（MACC 远程管理只能

配置 4个） 

SSID 隐藏 支持 

每个 SSID 可配置单独的认证方式、加密机制  支持 

终端智能识别技术 支持 

无线定位 支持 

安全功能 支持 WEB 认证方式 支持 

数据加密 支持 WPA（TKIP）、WPA2（A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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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A-PSK、WEP（64/128 位） 

支持微信认证 支持 

支持短信认证 支持 

支持无感知认证 支持 

支持漫游免认证 支持 

数据帧过滤 支持白名单、静态黑名单 

行为管理 82号令日志审计 支持流日志、RUL 日志 

管理维护 网络管理 支持通过 Telnet 管理 

支持 WEB 管理 

支持云 AC 管理 

设备运行状态一键收集 支持 

HTTP本地升级 支持 

信息统计及日志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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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典型应用 

用于建筑结构较简单、无特殊阻挡物品、用户相对数量不多的小型店铺区域，如会咖啡店、奶茶店等场景

宜选用此类设备，该类型设备可根据不同环境灵活实施分布。 

 

RG-MA1220的典型组网示意图： 

 



                                           RG-MA1220商业Wi-Fi型 802.11n无线接入点产品介绍 

 

9 
 

6 订购信息 

本产品订购信息 

型号 描述 备注 

RG-MA1220 

商业 Wi-Fi 型 802.11n 无线接入点产品，内置

2x2MIMO 全向天线，双路双频，支持 2 条空

间流，整机最大接入速率 600Mbps，支持

802.11a/n 和 802.11b/g/n 同时工作、支持

PPPOE 认证，本地供电（本地电源适配器标

配内置）和 POE 供电、支持本地 TF 存储卡 

必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