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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望 CV5200 快速使用指南 
 

云望 CV5200 是一款卓越的双向无线通信模块。该产品基于 802.11 无线通信标准，采用自身开发的 LR-WiFi（Long 
Rang WiFi 远距离 WiFi）私有协议，具备 ML，MRC，LDPC，MIMO-OFDM 等高级无线技术。具有传输距离远、可组

网、抗干扰性强、超高灵敏度、安全加密的特点。特别适用于远距离，高速率的场合，比如无人机 ，安防监控，

智慧建筑，智慧农业，智慧园区，机器人等。该产品采用 openwrt 系统，减少开发量，性能与成本俱佳。 

 
开发板如图： 
 

 
 

 

1 有线连接 

网线插上 LAN 口，IP 地址设置为 DHCP，如果与电脑

wifi 同时连接，电脑 ip 地址设为 192.168.42.x 网段，子

网掩码设为 255.255.255.0.网关为空。 

 

1.1 该开发板已经配对，IP 地址 192.168.42.4 板为

AP 热点模式（AP 板），IP 地址 192.168.42.6 板为 station
即 STA 常规的终端模式（STA 板）。自组网版本（mesh）
无 ap 和 sta 之分，在浏览器中输入板子的 IP 地址可以

登录该板进行配置： 

 
1.2 账号 root，密码 passwd，点击转态》总览可以

查看系统状态，比如无线连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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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连接情况： 

 

1.3 测试连接情况，在电脑中用 win+R 输入 cmd 进

入命令行窗口，输入对面板的 ip 地址进行连通测试，正

常如图 ping 对板 ip 连接正常。此时可以把对板拿远进

行距离测试。 

 

2 无线连接 

2.1 该板可以通过外接 usb 网卡转化成标准 wifi 信
号与电脑或者手机连接，以 rtl8811cu 芯片 usb 无线网卡

为例： 
USB 无线网卡插入 AP 板或者 STA 板（建议接入 STA 板） 

 

2.2 电脑搜索 wifi 信号，可以看到 CSW 开头的无线信

号，输入密码 87654321 连接。 
注意: 由于 CV5200 采用的是 2.4GHz 频段，为避免

干扰，usb 无线网卡采用的是 5.8GHz 频段的 wifi 信号 

 
2.3 参考 1.3，打开 cmd 窗口，ping 对板 IP 进行连

通测试。Ping 通后此时可以把对板拿远进行距离测试。 
手机可以下载 pingTools APK 进行 ping 测试，注意

部分手机（华为，小米）在 wifi 不能上网时会后台切换

到数据网络，请关闭 WLAN 助理和网速模式 

 

3 串口透传 

3.1 本板已经内置串口透传功能，但由于与系统

debug 共用一个串口，所以屏蔽了该项功能，如需开启

（部分开发板已经开启），请 ssh 分别登录两块板，密码

passwd，ssh 登录推荐使用 putty 或者 xshell，secureCRT 

 

vi /etc/rc.local 删除透传功能 datalink 前的#号 
[ -e /bin/datalink ] && /bin/datalink -u 1 &，然后输

入:wq 保存退出。开启 datalink 自动运行。 

 

 

vi /etc/sysctl.conf，再删除 kernel.printk=0 4 0 7 前的

#号，保存退出。关闭 debug 信息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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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etc/inittab，::askconsole:/usr/libexec/login.sh 前添

加#号注释登录提示。输入:wq 保存退出 

 

以上在两块板都重启后生效，串口将进入上电后透

传转态。在测试使用时，外部 uart 串口的 TX 接开发板

RX，外部串口的 RX 接开发板 TX。 
注：由于串口透明传输属于点对点传输，对于自组

网版本不支持串口透传 
 
 

4 性能测试

开发板已经集成网络性能测试工具 iperf,测试 UDP 
iperf -c 192.168.42.4 -u -i 1 -t 100 -b 50M 

其中，-c 192.168.42.4 指往 192.168.42.4 的地址发数

据，-u 指 UDP 包，-i 1 指 1 秒显示一次测试结果 –t 100
指测试 100 秒，-b 50M 指最目标带宽 50M。在测试中可

以按 Ctrl+C 键取消。 

 

如上图中，测试显示传输带宽是 25Mbps。如果

要测试整个通信过程中的丢包和延时，需要在发送数据

的对板中也开启 iperf。比如同样的例子，先 ssh 登录

192.168.42.4，输入 iperf -s -u -i 1 作为服务器端接收数据 
再在 192.168.42.6 中输入发送数据指令 
iperf -c 192.168.42.4 -u -i 1 -t 100 -b 50M 

 
如上图测试结果，0-10s 带宽为 25.8Mbps，延时 Jitter
为 1.171ms，丢包率为 0%。注意 UDP 包有丢包属正常

现象。按 Ctrl+C 键取消 
 

5 更新配置 

针对不同的应用场合，需要不同的配置，更新配

置可以在网页中进行，浏览器输入板子 IP 地址登录后，

选择 系统》备份/升级，选择恢复配置中的选择文件，

选中要使用的配置（后缀 tar.gz 格式），再点击上传备份，

板子会更新配置，自动重启。 
注意配置比较复杂，不要自行修改配置，以免不

能使用。 
 

 

选择备份/升级 
 

 

上传配置文件 
 

6.修改 USB 无线网卡信道 

  为避免干扰，USB 无线网卡使用的是 5.8GHz 
wifi 信道，如果连接设备必须使用 2.4GHz wifi，可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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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rtl8811cu 的信道,为使干扰最小化，建议更改一个无

线网卡。ssh 登录板子后 
vi /etc/config/rtl_hostapd_5G.conf 
编辑 channel=1，hw_mode=g 
保存退出后，重启生效，如下图： 

 

 

 
 
 
 

 
最后，enjoy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