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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手册介绍了 AP3500、3600、3700系列室内智能型产品的硬件配置、安装准备、安装方

法及如何进行网页配置。 

前言部分包含如下内容： 

适用款型 

本手册所描述的内容适用于康凯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生产的 AP3500、3600、3700 系列产

品。 

读者对象 

本手册主要适用于如下人员： 

 网络规划人员 

 现场技术支持与维护人员 

 网络管理员 

本书约定 

1.图形界面格式约定 

格式 意义 

<   > 带尖括号“< >”表示按钮名，如“单击<确定>按钮”。 

【 】 
带方括号“【 】”表示窗口名、菜单名和数据表，如“弹出【新建

用户】窗口”。 

/ 
多级菜单用“/”隔开，如【文件/新建/文件夹】多级菜单表示【文

件】菜单下的【新建】子菜单下的【文件夹】菜单项。 

2.各类标志 

本手册还采用各种醒目标志来表示在操作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些标志的意义

如下： 

图标 标识 说明 

 警告 
用户应严格遵守此种标识后的注释。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对人身

造成伤害。 

 注意 
用户应注意此中标识后的注释。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的

丢失或设备的损坏。 

 说明 
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忽略提示不会造成负

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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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获取方式 

您可以通过 CommSky网站（http://www.commsky.com）获取最新的产品资料： 

CommSky网站与产品相关的主要栏目介绍如下： 

 

 【产品系列】：可以获取产品介绍 

 【技术特色】：可以获取产品技术特色说明 

 【解决方案】：可以获取方案类资料 

 【服务支持/文档中心】：可以获取配置类或维护类等产品资料。 

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邮箱：support@commsky.com 

 技术支持热线电话：400-826-8847 

 公司网址：www.commsky.com 

资料意见反馈 

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产品资料的任何问题，我们将非常感谢您的指正。您可以通过

以下方式反馈： 

 发送电子邮件至 E-mail：info@commsky.com 

 拨打技术支持热线电话：400-826-8847 

http://www.commsky.com/
http://www.commsky.com.cn/productpage.html
http://www.commsky.com.cn/productjs-39.html
http://www.commsky.com.cn/jjfa.html
http://www.commsky.com.cn/fw1.html
mailto:support@commsky.com
http://www.commsky.com/
mailto:info@commsk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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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介绍 

 

AP 3500、3600、3700系列室内智能型无线接入产品是康凯科技（杭州）有限公司自主

开发，专为满足企业级用户的无线上网需要而精心设计的。它功能实用，性能优越，易于管

理并提供多重安全防护措施，可以有效保护用户的无线上网安全。 

 

主要技术特色简要介绍如下： 

 

 智能天线 

康凯科技通过独特的智能天线控制器，联合优化信道自适应和动态波束形成算法，使产

品具有高性能、低成本和普适性，可提高现有 Wi-Fi系统的信噪比，提升 WLAN系统的覆盖范

围，改善并发处理性能，增强用户的体验。 

 

 优选路径 

对无线电的信号进行综合分析和计算，使天线主波束对准用户信号到达方向 DOA(direc-

tion of arrival),旁瓣或零陷对准干扰信号到达方向，选择合理路径，导向有效的数据方

向，达到充分高效利用移动信号并删除或抑制干扰信号的目的。 

 

 干扰避免 

通过先进的干扰避免技术，自动探测、发现有效信号源和干扰源，对智能化的信号靶向

控制，瞄准有效信号源，避开干扰源信号。根据用户位置和接收灵敏度，综合干扰和有效信

号，无线信号自动跟随和自动调整形成自适应的反馈系统，整套 WLAN智能调整、自动学习。

再利用各个移动用户间信号空间特征的差异，通过阵列天线技术在同一信道上接收和发射多

个移动用户信号而不发生相互干扰，使 WLAN 的业务和信号的传输更为有效。 

 

 微信营销 

康凯科技通过对关键技术进行研发，对 WLAN网络、微信和业务进行有效融合。用户只需

关注企业或商家的公众微信号，无需再进行认证即可免费访问 WLAN 网络，大大改善了用户的

便利性。同时企业将网络、业务和用户的收费流量转变为免费流量，通过 WLAN网络提供公众

微信号、微名片、微网站、增值业务等一系列业务，并实现这些业务的持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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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硬件结构 
 

 说明 

设备外观请以实际发货为准，本手册中的图片仅供参考。 

2.1 指示灯 

2.1.1 外观 

 

图 2-1  3500系列指示灯 

 

图 2-2 3600、3700 V2系列指示灯 

 

图 2-3 3600、3700 系列其他型号指示灯 

2.1.2 说明 

表 2-1 指示灯状态说明 

指示灯名称 指示灯状态 状态说明 

WLAN 

绿色 无线局域网连接正常但没有数据传输。 

闪烁 无线局域网连接正常并且有数据传输。 

灯灭 无线功能被禁用，或无线局域网模块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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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名称 指示灯状态 状态说明 

LAN 

绿色 有线端口连接正常，没有数据报文交互。 

闪烁 有线端口连接正常，并且有数据报文交互。 

灯灭 有线端口连接不正常。 

STATUS 

红色 上电启动中(仅 AP 3500、3600/3700 V2系列显示)。 

绿色 设备正常工作。 

灯灭 电源无输入。 

POWER 
绿色 电源正常工作。 

灯灭 电源无输入。 

2.2 接口/按钮 

2.2.1 外观 

 

图 2-4  3500 系列接口/按钮 

 

图 2-5  3600、3700 系列接口/按钮 

2.2.2 说明 

表 2-2 接口/按钮说明 

接口/按钮 描述 

48V DC 电源接口，为 AP 供电。 

LAN/POE 
10/100/1000M 以太网电口，作为设备接入 Internet 的上行接口，

可同时作为 PoE 供电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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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t 复位孔，用来使设备恢复到出厂默认设置。 

Console 控制口，用于设备配置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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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前的准备 

3.1 通用安全建议 

 请保持设备清洁、无尘，勿将 AP放置在潮湿的地方，也不要让液体进入 AP内部。 

 请将 AP放置在远离热源的地方。 

 请确保您所处位置的地面是干燥、平整的，并确保您已做好防滑措施。 

 请勿将 AP和安装工具放在行走区域内。 

 搬运或移动 AP 之前请拔掉所有的外部电缆。 

3.2 安装场所要求 

为保证设备正常工作并延长使用寿命，AP3500、3600、3700 系列产品必须在室内使用，

并且使用场所应该满足下列要求。 

3.2.1 温度要求 

为保证 AP正常工作，室内需维持一定的温度。工作环境温度要求请参见表 3-1。 

表 3-1 工作环境温度要求 

项目 要求 

工作环境温度 0℃～4 0℃（长期） 

贮存环境温度 -40℃～+70℃ 

 

注意 

当 AP从低温环境进入高温环境时，如果 AP上出现冷凝水，那么请在 AP上电前，务必采

取一定的措施（如烘干、晾干等），以防 AP内部器件发生短路被烧坏。 

3.2.2 湿度要求 

为保证 AP正常工作，室内需维持一定的湿度。工作环境湿度要求请参见表 3-2。 

表 3-2 工作环境湿度要求 

项目 要求 

工作环境湿度 10%～95% 

贮存环境湿度 5%～95% 

3.2.3 洁净度要求 

为保证路由器正常工作，室内需维持一定的洁净度。 

表 3-3 含尘量要求 

项目 要求 

灰尘粒子 ≤3×104粒/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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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安装环境 

AP安装时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图 3-1 安装原则图 

3.4 设备安装附件 

设备随机发货的安装附件如下： 

表 3-4 随机发货附件 

  

安装扣板 1个 

（含弹簧片 2个，M2.5*3 平头螺钉 4个） 

连接板 1个 

（仅 3600、3700 系列非 V2型号产品提供，配

合安装扣板使用） 



 
CommSky                                                                                              WLAN AP 快速安装指南 

康凯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7 

  

旋转支架（螺钉）1个 

（仅 AP3602-WS1、AP3702-WS1提供） 

旋转支架（挂钉）1个 

（仅 AP3602-WS1 V2、AP3702-WS1 V2 提供） 

  

旋转支架支撑座 

（仅 3600、3700系列壁挂式 AP提供） 
膨胀螺管 7个 

 

 

膨胀螺钉 7个 
盘头螺钉 8个 

（仅 3600、3700 系列非 V2型号产品提供） 

AP发货时会随机附带装箱清单，请您根据装箱清单中的项目列表确认发货附件是否齐

全、完好。如果存在损坏或遗失、请及时联系代理商或当地技术支持人员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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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电源适配器及电源线不随机附带，请用户自行选购。 

 

3.5 安装工具 

在安装设备时，可能需要用到下列的工具（以下工具需要用户自备）。 

表 3-5 安装工具 

  
 

十字螺丝刀 橡胶锤 水平尺 

 

 
 

记号笔 冲击钻 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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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装 AP 

4.1 安装前确认 

 您已经仔细阅读“3 安装前的准备”内容。 

 “3 安装前的准备”中所述的要求已经满足。 

4.2 安装流程 

安装开始

结束

安装前检查

确定安装位置

将安装扣板
固定到天花板

将安装扣板/旋转支
架支撑座固定到墙面

安装AP

连接电源

将AP连接到网络

安装到天花板 安装到墙面

 

图 4-1  安装流程图 

4.3 安装前检查 

安装 AP前，请先进行以下检查： 

 请先给 AP 供电并将 AP 接入到以太网，检查指示灯状态，确定 AP 可以正常工作，设备指

示灯状态请参见“2.1指示灯”。 

 3500 系列、3602-WS1 V2 和 3702-WS1 V2 型号 AP 支持 802.3af 标准 PoE 电源；其他型号

室内型 AP支持 802.3at标准 PoE电源。 

 请先记录 AP 设备的 MAC 地址和序列号（MAC 地址和序列号标识在 AP 设备背面），以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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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查找使用。 

4.4 确定安装位置 

确定安装位置时的原则如下： 

 尽量减少 AP和用户终端间的障碍物（如：墙壁）数量。 

 使 AP的安装位置远离可能产生射频噪声的电子设备或装置（如：微波炉）。 

 安装位置尽量隐蔽，不妨碍日常工作和生活。 

 严禁在积水、渗水、滴漏、结露等环境下安装，并需避免线缆凝水、渗水而造成水滴沿

着线缆流入设备。 

4.5 安装 AP 

4.5.1 墙面安装-固定角度 

 

图 4-2 安装扣板尺寸及结构图（单位：mm） 

1：安装孔 2：挂钉 

3：不锈钢弹片 4：抽桥 

（1）请按照如下步骤将安装扣板用膨胀螺钉固定到墙面： 

 将安装扣板放在需安装的位置，并贴紧墙面，标记安装膨胀螺钉的位置，用冲击钻打三

个直径 5mm的孔，所钻的孔与安装扣板上的孔对应。 

 在墙面上钻好的孔中嵌入膨胀螺管，用橡胶锤敲打膨胀螺管一端，直到将膨胀螺管全部

敲入墙面。 

 把安装扣板的膨胀螺钉孔对准膨胀螺管孔，并将膨胀螺钉从安装扣板相应的孔穿过。 

 调整安装扣板的位置，并将膨胀螺钉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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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将安装扣板固定到墙面 

1：膨胀螺管 2：安装扣板 3：安装孔 

4：不锈钢弹片 5：膨胀螺钉 

（2）用盘头螺钉将连接板固定在 AP后盖上，如下图所示。 

 

图 4-4 AP及连接板安装孔示意图 

1：AP连接孔 2：螺钉安装孔 3：盘头螺钉 

 

 说明 

1.AP3500系列、AP3602-WS1 V2、AP3702-WS1 V2产品不需要进行此步骤。 

2.请使用设备配套的盘头螺钉，否则可能导致设备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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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 AP背面的 AP安装孔对准安装扣板上的挂钉位置，如下图所示。 

 
图 4-5-1 AP3500 系列扣板安装孔示意图 

 

图 4-5-2 AP3600、AP3700系列扣板安装孔示意图 

1：不锈钢弹片 2：挂钉 

3：AP安装孔 4：防松脱凸包 

 

 说明 

AP3602-WS1 V2、AP3702-WS1 V2产品安装孔位置与 AP3500系列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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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 AP挂在安装扣板的挂钉上，如下图①所示。 

（5）用力向下或向左压设备，如下图②所示，通过挂钉和不锈钢弹片将设备固定住。听

到“咔嗒”声，说明产品与安装扣板固定完成。 

 

图 4-6-1 将 AP3500 系列固定到安装扣板上 

 
图 4-6-2将 AP3600 系列固定到安装扣板上 

 说明 

AP3602-WS1 V2、AP3702-WS1 V2产品安装方向与 AP3500系列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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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需拆卸，请按住 AP，向上或向右用力将 AP拉出即可。 

4.5.2 墙面安装-可调角度 

可调角度墙面安装方式，主要供 3600、3700系列壁挂式 AP 使用，通过可调角度的旋转

支架和支撑座来实现。旋转支架和支撑座如下图所示： 

 

图 4-7 支撑座尺寸及结构图（单位：mm） 

1：支撑槽 2：安装孔 

 

  

  图 4-8 旋转支架（挂钉）示意图 

1：锁紧旋钮 2：横向、纵向旋转头 

 

 说明 

1.挂钉在旋转支架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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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旋转支架（挂钉）供 AP3702-WS1 V2 和 AP3602-WS1 V2型号 AP使用。 

 

 

图 4-9 旋转支架（螺钉）示意图 

1：旋转支架螺钉孔 2：锁紧螺钉 3：横向、纵向旋转头 

 

 说明 

旋转支架（螺钉）供 AP3702-WS1和 AP3602-WS1型号 AP使用。 

 

（1）请按照如下步骤将支撑座用膨胀螺钉固定到墙面： 

  将安装扣板放在需安装的位置，并贴紧墙面，标记安装膨胀螺钉的位置，用冲击钻打

四个直径 5mm的孔，所钻的孔与安装扣板上的孔对应。 

  在墙面上钻好的孔中嵌入膨胀螺管，用橡胶锤敲打膨胀螺管一端，直到将膨胀螺管全

部敲入墙面。 

  把支撑座的安装孔对准膨胀螺管孔，并将膨胀螺钉从支撑座相应的孔穿过。 

  调整支撑座的位置，并将膨胀螺钉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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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将支撑座固定到墙面 

1：膨胀螺管 2：支撑座 

3：安装孔 4：膨胀螺钉 

（2）将旋转支架安装到 AP 上 

CommSky提供两种旋转支架以适应不同底面 AP 的可调角度墙面安装，下面进行详细说

明： 

方式一：旋转支架（挂钉），供 AP 3602-WS1 V2 和 AP3702-WS1 V2 使用。 

将 AP 背面的安装孔对准旋转支架上的挂钉位置，然后用力向下压设备，将 AP 挂在旋转

支架的挂钉上，如下图所示： 

 

图 4-11 AP 3602-WS1 V2 和 AP3702-WS1 V2 旋转支架安装示意图 

1：旋转支架（挂钉） 2：挂钉 3：AP安装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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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二：旋转支架（螺钉），供 AP 3602-WS1 和 AP3702-WS1 使用。 

将旋转支架螺钉孔对准 AP 上的安装孔位置，然后用盘头螺钉将旋转支架固定在 AP 后盖

上，如下图所示。 

 

图 4-12 AP 3602-WS1 和 AP3702-WS1 旋转支架安装示意图 

1：盘头螺钉 2：旋转支架螺钉孔 

3：旋转支架（螺钉） 4：AP安装孔 

 

注意 

请使用设备配套的盘头螺钉，否则可能导致设备损坏！ 

 

（3）将旋转支架另一边的旋转头，向下嵌入支撑座的支撑槽，牢牢固定 AP，完成可调

角度的 AP墙面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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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将 AP固定到安装扣板上 

（4）如果需要调整 AP放置角度，可以通过调节横向、纵向旋转头实现。调节好后，拧

紧该位置锁紧旋钮（螺钉）即可。 

4.5.3 吸顶安装 

 说明 

    如果是石膏天花板等本身强度较弱的材料，不建议使用此安装方法，如果由于环境限

制必须采用此种安装方式时，请在螺母下增加一层强度较好的板材，以确保设备安装牢

固。 

 

 

图 4-14 安装扣板尺寸及正面结构图（单位：mm） 

1：安装孔 2：挂钉 

3：不锈钢弹片 4：抽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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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顶安装方式安装步骤如下： 

（1）将安装扣板放在需要安装的位置，并贴紧天花板，标记安装螺栓的位置，用冲击钻

打三个直径 5mm的孔，所钻的孔与安装扣板上的孔对应。 

（2）将六角头螺栓穿过安装扣板上的安装孔和天花板上的钻孔，在天花板的另一端使用

螺母和垫片拧紧螺栓，使安装扣板固定在天花板上。 

（3）安装 AP到扣板上，详细步骤请参考 4.5.2墙面安装。 

 

图 4-15 吸顶安装时安装扣板示意图 

1：螺母 2：垫片 3：安装孔 

4：天花板 5：安装扣板 6：六角头螺栓 

 

注意 

安装完请仔细检查 AP设备是否被卡紧，以免造成设备跌落。 

 

4.6 连接 AP电源 

3500 系列、3602-WS1 V2 和 3702-WS1 V2 型号 AP 支持 802.3af 标准 PoE 供电, 其他型号

室内型 AP 支持 802.3at 标准 PoE 供电，用户可以根据实际网络环境选择供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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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连接电源之前，请检查安装地的供电是否稳定。由市电、UPS 和自备发电机组成的交

流供电系统宜采用集中供电方式，应做到接线简单、操作安全、调度灵活、检修方便。 

低压供电系统应采用单相三线制。 

4.6.1 上电前检查 

AP安装完毕后，每次上电前均要进行检查，检查事项如下： 

 AP设备采用本地供电时，请确认本地交流电源良好接地。 

 AP设备采用标准 PoE供电时，请确认 PoE供电设备良好接地。 

4.6.2 本地供电 

 说明 

电源适配器及电源线不随机附带，请用户自行选购。 

表 4-1电源适配器规格 

项目 描述 

电源适配器输入 100-240V AC 

电源适配器输出 +48V---0.8A 

AP3500、3600、3700 系列产品支持 AC/DC 电源适配器供电，用户可以通过电源适配器

将设备的电源接口与本地电源连接后便可实现本地供电。 

 
图 4-16 本地供电方式连接 

4.6.3 PoE 供电 

如果 AP设备的上行接入设备是 PoE交换机，那么可以用以太网线缆直接将 AP设备的以

太网口与 PoE设备的以太网口连接，实现 PoE供电。 

注意 

1.请勿将 PoE网口和 Console口连接，以免造成 AP损坏现象。 

2.当采用 PoE供电时，不需要进行电源接口与本地电源的连接操作。此时只需要将网线的

一端连接到 AP设备的网口，另一端连接到带 PoE供电功能的设备端口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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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PoE 供电器的连接方式 

（1）PoE交换机供电 

将以太网电缆一端接到 AP的 LAN/POE 端口上，另一端接入 PoE交换机的左侧以太网口。

插上 PoE交换机电源插座即可实现供电。 

 

图 4-17 PoE交换机供电连接示意图 

（2）PoE电源模块供电 

1) 将以太网电缆一端接到 AP的 LAN/POE端口上，另一端接入 PoE的 P+D/OUT端口。 

2）将 PoE的 Data/IN端口接入到计算机以太网口中。 

3）将电源适配器接入 PoE的 AC/IN口。插上电源插座即可实现 PoE供电。 

 

图 4-18 PoE电源模块供电连接示意图 

4.6.5 上电后检查 

AP电源连接好后需要检查 AP设备的指示灯是否正常显示。设备指示灯状态的详细描述

请参见“2.1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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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配置指南 

本章为您简要介绍如何登录单机管理网页，如果需要配置更多内容，请参考其他手册。 

 说明 

以下配置方式仅适用于胖 AP，瘦 AP接通电源后，将自动注册到 AC,故瘦 AP配置方式，请

参考 AC用户手册。 

康凯科技提供以下三种方式对 AP进行配置： 

 Cloud NMS 康凯科技智能云管理平台。 

 单机管理网页 （Web based Element Manager）。 

 命令行。 

本手册主要讲述通过单机管理网页配置 AP的方法。 

5.1 所需工具 

 带有以太网接口的电脑 1 台，安装有浏览器； 

 网线 1 根； 

 PoE 模块或 PoE 交换机 1 个。 

 说明 

由于不同浏览器存在兼容性问题，为了您能得到更好的用户体验，推荐使用 Google  

Chrome v20 及以上浏览器。 

5.2 设备缺省配置 

设备出厂时已经默认启用了 HTTP 服务，用户可以直接使用默认登录信息通过HTTP 服

务登录设备的Web 界面。默认的Web 登录信息包括： 

 用户名：admin； 

 密码：admin； 

 IP 地址：192.168.0.50。 

5.3 配置方式 

步骤 1：插上电源，等“STATUS”和“LAN”灯变成绿色； 

步骤 2：1分钟之后，用一根以太网线把 AP的 LAN/POE 端口和电脑直接连接起来； 

步骤 3：把电脑的有线网卡配置成与 AP同一网段，AP的默认 IP地址是

192.168.0.50，PC的管理地址建议配置为 192.168.0.100。配置方式为：【开始】->【控制面

板】->【网络和 Internet】->【网络和共享中心】->【更改适配器设置】->【本地连接】，

右键点击属性，显示以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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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本地连接 

双击选择【Internet  协议版本 4 （TCP/IPv4）】，设置静态 IP 地址及相应的子网掩码，

如下图所示： 

 

图 5-2 Internet  协议版本 4 （TCP/IPv4） 

注意 

AP配置过程中，请勿连接外网。若连接外网，将更改 AP默认 IP地址，使计算机 IP 地址

不能与 AP配置在同一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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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登录网页 

打开 Web页面，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192.168.0.50，会出现如下界面，要求输入用户名和

密码。系统默认用户名是 admin，密码是 admin。 

 

图 5-3 登录 Web页面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以后，点击<登录>按钮或按回车键，成功登录单机管理页面后，即可

对 AP进行配置。 

 

图 5-4 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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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A1 出厂缺省设置 

参数项 缺省设置 

局域网接口 IP 地址 192.168.0.50 

局域网接口子网掩码 255.255.255.0 

登录 Web 页面的用户名 admin 

登录 Web 页面的密码 admin 

无线网络名称 CommSky_2.4G/CommSky_5G 

无线网络密码 12345678 

Telnet 服务 启用 

HTTP 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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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2 有毒有害物质清单 

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清单全集  
 

部件名称 

有毒、有害物质和元素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VI））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机箱/隔板/其他金属

和塑料部件 
× ○ ○ ○ ○ ○ 

印制电路板组件（P

CB） 
× ○ ○ ○ ○ ○ 

电缆/电线 × ○ ○ ○ ○ ○ 

电池 ○ ○ ○ ○ ○ ○ 

风扇/风扇盘 ○ ○ ○ ○ ○ ○ 

电源/电源适配器 × ○ ○ ○ ○ ○ 

CF 卡 ○ ○ ○ ○ ○ ○ 

光模块 × ○ ○ ○ ○ ○ 

硬盘  
× ○ ○ ○ ○ ○ 

电源适配器 1  
× ○ ○ ○ ○ ○ 

电源适配器 2  
× ○ ○ ○ ○ ○ 

电源适配器 3  
× ○ ○ ○ ○ ○ 

内部电源 1  
× ○ ○ ○ ○ ○ 

内部电源 2  
× ○ ○ ○ ○ ○ 

内部电源 3  
× ○ ○ ○ ○ ○ 

内部电源 4  
× ○ ○ ○ ○ ○ 

冗余电源 1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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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名称 

有毒、有害物质和元素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VI））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冗余电源 2  
× ○ ○ ○ ○ ○ 

摄像机  
× ○ ○ ○ ○ ○ 

麦克风  
× ○ ○ ○ ○ ○ 

内存条  
× ○ ○ ○ ○ ○ 

天线  
× ○ ○ ○ ○ ○ 

光模块 1  
× ○ ○ ○ ○ ○ 

光模块 2  
× ○ ○ ○ ○ ○ 

○：表示此部件使用的所有同类材料中此种有毒或有害物质的含量均低于 SJ/T11363-

2006 规定的限制要求。 

×：表示此部件使用的至少一种同类材料中，此种有毒或有害物质的含量高于 SJ/T11363-

2006 规定的限制要求。 

注：所引用的环保使用期限标记根据产品的正常操作使用条件（如温度和湿度）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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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3 保修卡 

 

康凯科技（杭州）有限公司产品保修卡 
CommSky Technologies（Hangzhou）Co.,Ltd. Warranty Card 

 

产品名称（Prod.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型   号（Model Numbe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条形码（Serial Number）： 

 

 

保修服务条款和说明： 

CommSky为您提供优质高效的网络产品，为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同时提供如下保修服务： 

1. 保修服务： 

a. 保修期维修：购产品之日起，您可以得到一（1）年的免费保修服务； 

b. DOA 更换：购产品之日起，三十（30）天之内发生产品本身无法运作的严重故障，您

可以免费更换。 

c. 电源适配器的保换期限为：一百八十（180）天，如果返修电源有明显的非产品本身质

量问题导致的硬物损伤、断线、裸芯等现象则不予更换，您可以另行购买。 

说明：以上保修仅限于主产品。包装以及各类连接线、软件等附件不在免费保修/更换的

范围内。 

2. 非保修服务：对于不属于免费保修范围之情况，CommSky依旧向您提供付费的维修服务。 

3. 保修时请您出示本保修卡（或者购机发票），如果您不能出具发票或者有效的保修卡，该

产品的免费保修起始日期将按生产日期+15 日为准。 

4. 经 CommSky更换/维修的产品，您可以享受更换/维修之日起一百八十（180）天的保修服

务，或者继续享受原有的剩余保修期服务，以两者中更长的为准。 

5. 对于下列情况，不属于保修范围： 

a. 非 CommSky产品； 

b. 产品上面的条形码撕毁或被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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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外观损坏、意外事故损坏、非正常环境下安装/使用、自行拆本产品进行维修、改装、

外部电源击伤等非正常损坏； 

d. 地震、海啸、火灾、台风、水侵等不可抗力造成的产品损坏。 

6. 您可以从 CommSky的技术支持电话 400-826-8847 或者网站 www.commsky.com 获取服务支

持。 

 

保修服务获取途径： 

您可以联系您购买本产品的代理/经销商，或直接联系 CommSky售后服务人员。 

※本保修卡内容的最终解释权、修改权归康凯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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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4 合格证 

 

 

 

 

 

 

合格证 
QUALIFICATION CARD 

 

 

检验员（Qc）：合格/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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