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950GP
智能一体化 PoE 网关

产品概述
AR950GP 是一款集无线控制、PoE 供电、路由等功能于一身的智能一体化网关，提供 4
个 PoE 供电接口，在无线组网时能够省去 PoE 供电设备，不但节约成本，更简化组网，为后
续维护减少排查节点。最多可管控 15 个 AP，适用于 80 台终端以内的小型场景及家庭环境。


提供 4 个 PoE 供电接口，最大功耗 65W



内置 AC，配合 1200M 双频 AP 满足高密接入



支持 VLAN 划分，无线与 IPTV 共用数据线路



深度行为管控，封锁热门 APP，提升办公效率



一键网优，小程序远程管控，网络运维更轻松



专业 VPN 功能，满足跨地域安全通信需求

功能特点
 AC、PoE、路由 3 合 1，节约成本，轻松运维
AR950GP 具备无线控制功能，无需额外购置 AC，只需配合飞鱼星无线 AP 即可扩展无线，
还能实现一键网优、小程序远程管控等更多功能。

AP 即插即用，无需配置即可被网关发现，并根据环境自动调节无线参数（信道、发射功
率等）至最优状态。所有 AP 自动汇聚成覆盖整个场景的无线网络，由网关统一配置、集中管
理，实现企业级无线覆盖。
AR950GP 还能提供最多 4 个 PoE 供电接口，不仅省去购置 PoE 供电设备的费用，更简化
无线组网流程，为后期维护减少排查节点，让网络运维变得更加方便灵活。

 支持与 IPTV 共用数据线路，上网、看电视互不影响
对于前期装修未在合适位置预留路由网口的家庭环境，可通过 AR950GP 的 VLAN 功能，
配合同样支持 VLAN 功能的面板 AP，实现一根网线同时传输网络数据及 IPTV 数据，只要预留
IPTV 接口的地方就能安装面板 AP，同时不影响 IPTV 收看。网关小巧精致可进弱电箱，不改
弱电，不走明线，轻松完成全屋的无线覆盖。

 深度上网流量分析，封锁热门 APP
上网流量分析：哪些应用在占用大流量，P2P 下载还是有人看视频？是谁在用？这些问
题通过深度上网流量分析都一目了然，从根本上杜绝非正常大流量影响正常工作的情况。
封锁移动 APP：支持一键限制 Android 以及 iOS 设备接入无线网络；支持一键封锁抖音、
快手、王者荣耀等热门 APP；支持设备例外，可根据需要设置不受限制的设备，实现高效的
移动办公。

 千兆双频 AP 支持 MU-MIMO，无线带机量翻倍
全新双频 AP，千兆有线接口，突破传统快速以太网百兆限制。支持 802.11ac WAVE2 标
准协议，实现 2.4G&5G 双频并发 1200Mbps 高速无线。支持 MU-MIMO，实现多 Wi-Fi 用户
并发传输，无线有效带机量翻倍！实现智能负载、5G 优先等效果，提升 5G 频段利用率，单
台 AP 稳定带机突破 120，轻松应对高密场景。
内置第二代 AirQoS 智能无线流控技术，基于 IP&应用的调度技术，与网关 DPI 联动，智
能优化无线体验，网络不卡不掉线。保证关键业务数据优先，提升无线网络的使用体验。

 一键网优，小程序远程管控，网络运维更轻松
支持一键网优，实现信道自动调优、功率自动调优、AP 布点冲突提示、网络评分等功能，
设备部署是否合理，无线网络是否优良都可直观呈现，即使不懂无线调优也能轻松组网，大
大降低组网难度和时间成本。
支持微信小程序远程管控，绑定设备后即可在小程序查看用户、监控流量、设置路由器、
升级固件等功能，让网络可以随时随地一手掌控，网络运维变得更轻松。

 VPN 网关，数据传输更安全
支持标准的 PPTP VPN 以及 IPSEC VPN，支持点对网和网对网接入，提供高安全的加密隧
道方案。通过简单配置，即可轻松搭建安全的 VPN 连接，满足跨地域企业对于数据传输的便
捷性、安全性以及成本要求。可与主流 VPN 设备安全互连，具备良好的兼容性，满足总部与

分支机构、出差员工等之间的安全通信要求。

技术参数
硬件规范
设备型号

AR950GP

外观示意
处理器

MIPS 1000MHz 处理器

内存

128MB DDR2

闪存

16MB

管理 AP 数

15 个

VPN 隧道数

PPTP:8 IPSEC:4

推荐带机量

80

最大功耗

≤65W

广域网口(WAN)

4\1 个千兆自适应 RJ45 口

局域网口(LAN)

1\4 个千兆自适应 RJ45 口（1~4 口支持 POE）

尺寸（mm）

190*100*28

电源电压

48V 1.35A 外置适配器
工作温度：0℃ 到 40℃；存储温度：-40℃ 到 70℃

使用环境

工作湿度：10% 到 90%RH 不凝结；存储湿度：5% 到 90%RH 不
凝结

软件规范
支持协议
部署方式

IEEE 802.3、IEEE 802.3u、IEEE 802.3x、IEEE802.3ab
网关部署
混合部署
内置无线控制
器

启用 NAT 或路由两种模式。实现无线控制、行为管理、VPN、流控、ID 认证、微信认证
等所有功能
不同 WAN 口支持同时部署 NAT+路由，客户机根据不同配置实现不同模式出访
自动发现、管理接入内网中的 AP，为其下发所需 SSID、密钥、管理 IP 等配置信息
飞鱼星“客人网络”专利技术，可在一套无线云基础物理架构虚拟出多个完全独立的无

AC 无线控

虚拟 AP

线服务(SSID)

(多 SSID)

每个无线网络在逻辑上有独立的安全认证体系，可隔离办公、访客、财务等不同安全级
别的数据流

制
用户管理

营销认证

实时统计无线用户信息，提供 IP、接入 SSID、接入 AP、信号强度和速率等信息
支持无线用户之间相互隔离，仅能上互联网；并可限制单个 AP 的最大接入用户数

隐藏 SSID

不对 SSID 进行广播

快速漫游

支持跨 AP 快速切换，移动办公，也能保证各种应用时时在线

无线加密

Open system、WPA-PSK、WPA2-PSK、WPA/WPA2、WPA MIX

WEB 认证：基于预置账号密码认证，通过预置分配账号授权上网
广告推送：上网前观看倒计时广告页
一键过滤热门 APP： 和平精英、天龙八部 3D、乱斗西游 2、太极熊猫、王者荣耀、掌
上英雄联盟、淘宝、天猫、京东、支付宝、唯品会、京东金融、拼多多、苏宁易购、国

深度行为管
理

BYOD 管控

美、移动 QQ、微信、易信、新浪微博、QQ 空间、陌陌、阿里旺旺、钉钉、和飞信、
优酷、爱奇艺、PP 视频、酷狗音乐、QQ 音乐、腾讯视频、斗鱼 TV、暴风影音、快手、
抖音、今日头条、酷我音乐、花椒直播、搜狐视频、YY 直播、影视大全、芒果 TV、西
瓜视频
基于 IP、IP 段的固定流控，可按照 KBps、MBps 单位进行设置
基于网络接口的流控，可以根据不同的 WAN 口设定不同的流控值
分上下行的流控，可单独设置上传或者下载的流控值

iQoS
智能流控

支持保留带宽设置，为制定 IP 设定保留上下行带宽，随时保障可用带宽
iQoS 智能流控，填写 WAN 口带宽，网关自动调整流控规则，人多好用人少多用，提升
带宽使用率

流量管理

关键应用优先，针对 WEB、VPN、邮件等常见应用保障带宽优先转发

(QoS)

P2P 应用抑制，严格抑制 P2P 应用，大幅度降低对于带宽的占用
支持流控策略库在线/本地升级
基于无线媒介的智能流控技术，自动调整无线媒介的资源分配
AirQoS

支持应用队列优先级管理，保证关键业务数据的优先转发

无线流控

最低无线带宽保证，为每个用户提供基础的保障带宽
弱信号、低速率无线设备限制

流量统计

每个 IP 的实时流量、累计流量、全局流量统计、每个 IP 的网络连接数、全局连接数率

统计
ACL（防火墙）
网络安全

负载均衡
网络地址转
换

基于接口、IP 段、IP 组、时间、TCP/UDP 协议端口的防火墙访问规则、支持 ACL 一键
添加

ARP 防御

一键绑定/自动绑定 IP/MAC，支持批量添加绑定列表

攻击防御

连接数限制、MAC 过滤、SYN/UDP/ICMP flooding 攻击防御

多 WAN 口同时接入时，支持智能均衡、电信联通策略路由、全面的通断检测、定时平滑切换。
端口映射：能够实现连续和非连续的端口映射，支持针对不同的 WAN 口，进行映射
一对一转换（DMZ）、多对一转换、多对多转换
UPnP：自动将一些应用需要的端口开放到公网，提高应用效率
静态路由：访问目标网络、域名从指定的 WAN、LAN 口出访

自定义路由

源地址路由：指定客户 PC 从指定的 WAN 口出访
策略路由：可以将 HTTP 80 等协议端口，手动指定调度到具体的 WAN 线路。

动态域名

3322.org、DynDNS、oray.cn、easyDNS、DHS 等，多 WAN 口可独立更新动态域名

虚拟专网

PPTP/IPsecVPN，支持建立点对网、网对网的 PPTP 隧道、支持 128 位高强度加密

（VPN）

IPSEC 隧道备份功能

端口管理

支持基于上下行的端口镜像

配置管理

支持 IPTV

全中文 WEB 管理、支持定时自动重启、支持配置分级保护
支持配置文件备份和载入、支持在线升级、支持策略库自动更新、提供诊断工具（Ping、Tracert）

支持与 IPTV 共用数据线路，上网、看电视互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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