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Cloud 

基于 CAPWAP协议的云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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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发现与告警 

⚫ 支持多种探测发现方法，确保设备能在各种网络架构中成功上线和监控 

⚫ 支持多种告警信息统计 

⚫ 数据统计和汇报 

⚫ 支持多种设备信息的统计，例如在线和离线设备，操作日志等 

通过在线地图部署网络 

支持在线地图，显示设备的方位并支持编辑。通过离线地图还可以为室内场景分布进行二次定位 

配置与维护 

⚫ 支持设备运行状态显示，例如在线，离线，配置中，升级中 

⚫ 支持批量升级。可设定手动或者自动升级 

⚫ 支持设备名，IP 地址，方位信息，无线参数以及其他个性化信息的远程修改 

⚫ 支持授权管理，系统支持的设备数量可通过授权的数量进行控制 

智能检索 

⚫ 支持设备的关键信息检索，方便快捷的查询目标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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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性能指标 

管理设备数 10 万 

支持模板数 无限制 

连接用户数（STA） 320 万 

 

信息统计 

基本信息 

平台信息显示 
平台名称、软件版本号、IP 地址、CPU/内存利用率、运行时长、系统时

间等 

接入点信息统计 总设备数、在线设备数、离线设备数 

终端信息统计 总设备数、在线设备数、离线设备数 

 

设备管理 

接入点管理 

状态 显示在线、离线、未管理、正在升级、正在配置、升级失败、配置失败等 

设备名 显示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显示设备的型号 

IP 地址 显示设备的 IP 地址 

MAC 地址 显示设备的 MAC 地址 

软件版本 显示设备当前的软件版本 

运行时间 显示设备在线的时长 

服务模版名称 显示当前采用的模版名称 

服务信息 支持以下无线参数信息显示 

工作信道 显示设备当前工作道 

信道带宽 显示设备当前的信道带宽 

发射功率 显示设备当前发射功率等级 

SSID 显示设备当前 SSID 

部署方位 显示设备的部署位置 

客户端找回 选择设备，点击客户端找回按钮，自动完成找回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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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管理  

客户端列表 显示在线客户端设备，支持下列信息显示 

状态 显示在线、离线、正在升级、正在配置、升级失败、配置失败等 

设备名 显示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显示设备的型号 

IP 地址 显示设备的 IP 地址 

MAC 地址 显示设备的 MAC 地址 

信号强度 显示所接收该客户端的信号强度 

连接速率 显示与该客户端的收发速率 

软件版本 显示设备当前的软件版本 

运行时间 显示设备在线的时长 

删除 支持选择删除离线的设备列表 

设备排序 支持按列排序 

分组显示 支持建立分组信息 

 

系统设置 

基本设置 

一般设置 支持当前账户的默认界面语言修改 

接入控制  

Portal 设置 支持基于 mac 地址免认证配置 

ACL 控制规则 支持基于 IP、端口号的黑白名单设置 

规则配置 支持基于 MAC、账号、SSID 的接入访问黑白名单控制 

认证账号添加上网时

段控制认证统计 

支持认证账号的增删改 

 

账号管理  

联系人 支持账号联系人信息修改 

手机号 支持手机号修改 

地址 支持地址信息的修改 

密码 支持登录密码的编辑和修改 

密保问题 支持 3 个密保问题的编辑和修改 

找回邮箱 密码丢失找回邮箱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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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 

模板管理 

显示方式 列表方式显示当前保存的模版 

模版分类 根据不同的设备类型，新建、编辑、显示不同的模版 

编辑 可选择已有模版进行编辑 

新建 新建模版，可配置参数如下 

网络端口 支持网络端口桥接设置 

国家码 支持中国、美国、测试模式设定 

信道 根据不同的国家码所支持的信道进行选择 

带宽 支持 20/40+/40-/80MHz 频宽 

输出功率配置 支持高/中/低三档配置 

多 VAP 支持 8 个 VAP 设置，支持开启或关闭 

SSID 支持配置 SSID，支持设置中文 

SSID 隐藏 支持配置 SSID 隐藏 

客户端隔离 支持客户端隔离设置 

TDMA 支持 TDMA 开关配置，仅网桥模版支持 

最大用户数限制 支持接入用户数限制，配置范围 1~127 

认证/加密方式 支持认证/加密方式设置 

自动匹配 每个在线设备，模版配置下拉框中，根据产品类别，自动匹配适用的模版 

镜像管理  

显示方式 支持列表显示，显示信息包括镜像名称、版本号、镜像大小、上传时间等 

上传 支持设备镜像上传，并进行存储 

自动升级 
支持开关设置；功能打开后，会对之后上线的设备进行版本号校验，符合

升级规则的设备自动进行升级后再上线 

批量手动升级 
选择版本，点击功能按键后，弹出在线列表框进行手动勾选，确认后自动

升级，设备栏显示升级状态 

存储空间 显示系统的可用存储空间 

日志管理  

显示方式 分类显示 

告警清除 告警日志须进行状态清除，用户选择日志后，点击清除状态按钮 

存储空间 日志自动存储到存储空间 

日志清除 删除存储空间中所保存的日志文件，所有统计信息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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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搜索 
在不同分类中进行搜索，支持关键词模糊搜索； 

仅针对日志框中显示的，历史日志不支持页面检索 

 

地图模式 

在线地图 支持百度地图、Google 地图显示 

自动布放 根据所设置的位置信息，自动在地图上布放 

手动布放 可以对设备位置拖拉编辑，位置信息调整为地图提示的地址 

信息查看 
设备标识上显示 MAC 及设备名，点击后可查看详细信息：状态、设备

名、设备型号、IP、MAC、设备位置、SSID、频率、客户端数量等 

信息编辑 
可以通过点击地图上的设备，编辑相关参数：IP、设备名、设备位置等； 

离线设备不可编辑以及调整位置，可以删除 

离线地图 

可点击离线地图，切换到离线地图； 

拖拉布放，位置信息手动编辑； 

不希望在离线地图上显示的设备，可设置隐藏； 

可设置多张离线地图； 

注：离线地图上可任意布放，离线地图的位置信息无需存储到设备本地，

与在线地图信息区分开 

连接方式指示 通过不同连线颜色指示连接方式（有线、无线）及信号强度 

类型区分 通过不同颜色或形状区分接入点、客户端 

 

营销管理 

主题管理 

主题一 框架模式固定为主题一（在该框架下可创建多个模板） 

主题二 框架模式固定为主题二（在该框架下可创建多个模板） 

广告管理 

状态 
可显示广告序号，广告名称，广告所属主题，广告位置，广告类型，加入

时间，更新时间，预览 

新建 
可创建新广告，需输入广告所属主体，广告名称，广告位置，广告类型及

相关图片等 

编辑 可编辑各序号广告 

删除 可删除各序号广告 

广告统计 

显示 坐标显示，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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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可点击今日数据，昨日数据，最近七天，本月统计进行查询及按照具体日

期进行查询 

导出 支持图表信息导出和详细信息导出两种方式 

留言管理 

显示/查看 
支持显示出：序号,接入点 MAC 地址,客户端 MAC 地址,手机号码,终端类

型,留言内容,标记,留言时间 

删除 可选中一个或至多个删除，不支持一键全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