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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 H8 家庭智慧无线套装产品彩页
产品概述
H3C H8 是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针对大平层、跃层、别墅、公寓等场景化网络需求，特别设计的套餐产品。包含 1 台 H200 家
庭智能中枢和 6 台 A200 千兆版高速无线面板。
智慧中枢内多达 9 个全千兆端口，1WAN8LAN，集成路由网关、无线管理功能（AC）
、PoE 供电和智慧家居网关于一体，功
能强大，部署方便。A200 千兆版采用国内标准 86 大小，相比上一代产品，体积更小，无线速率提高到 1200M！精心挑选多种配
色方案，可匹配家庭不同装修风格。
华三魔术家 APP 和 H3C 云服务让您随时随地掌控家中的无线网络。智慧套装不仅可以满足家庭上网需求，搭配新华三智慧家
居产品一同使用，更可让您轻松体会智慧生活。

H8 家庭智慧无线套装

产品特点
Wi-Fi 覆盖无死角
分布式无线方案，完美解决大平层、跃层、别墅、公寓等场景，由于建筑结构复杂、房间数量多产生的 Wi-Fi 覆盖死角多，上网速
度慢等问题。

全千兆无线网络，无缝覆盖
千兆无线、千兆中枢、千兆端口，让家庭每个房间都能体验到千兆极速

产品彩页

Wi-Fi 切换零感知
无线信号名称不变更，一次连接，家庭网络零感知切换。

支持智慧家居终端接入
在 WiFi 信号覆盖范围内，配合 APP 操作，可支持 H3C 智能开关、内嵌式模块、智能窗帘电机、智能语音面板等 WiFi 设备的“快
速加网”，大大降低智慧家居系统复杂程度，部署成本更低，安装调试更便捷。

支持中文 SSID
AP 支持使用中文 SSID，为普通用户提供了更大的使用便利。

易安装，易部署
标准 86 型面板，安装简单方便，多配色方案，轻松融入各类装修风格。
支持网线供电（POE）方式，适应复杂安装环境。
胖瘦一体化设计，AP 零配置，即插即用。

绿色健康环保
H3C 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机构全面认证，低辐射，绿色健康环保。

企业级防火墙
H3C 企业级软件平台，内置防火墙、防攻击、防蹭网、防破解、防病毒，营造安全放心的家庭网络。

品质保证
H3C 产品服务于 80%以上的世界 500 强企业，并为政务、金融、能源、电力、运营商等客户提供服务。

售后无忧
智能云维护，一键在线升级，专业微信客服，随时随地贴心服务。

产品规格
H200 产品规格
项目

描述
1 个复位开关

固定端口

1 个 10/100/1000Base-T 以太网 WAN 口
8 个 10/100/1000Base-T 以太网 LAN 口，支持 PoE 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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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描述

电源

外置，54V DC 1.17A

外形尺寸（W×D×H）

176mm×125mm×27mm

重量

≦ 0.5kg（机身）

工作温度

0℃～40℃

工作湿度

5%～95% RH 不凝结
支持 AP 自动发现
支持对 AP 发射功率调整
支持自动信道调整
支持对 AP 地址分配
支持对 AP 软件升级
支持对 AP 配置同步
支持对 AP 断线检测
支持 AP 信息显示
支持多 SSID 配置

家庭智慧无线组网

支持 HT20/HT40/HT80 模式
支持重启单个 AP
支持无线客户端列表
支持 AP 配置模板管理
支持客户端隔离
支持多种加密方式(不加密、WPA、WPA2)
支持 Wi-Fi 接入控制（白名单、黑名单）
支持 Wi-Fi 定时设置
支持家长控制
支持无线漫游
支持隐藏 SSID
基于 WEB 和 APP 的用户管理接口

配置管理

基于 CAPWAP 协议的集中控制系统
通过 WEB 页面本地升级，通过云服务器一键升级
上网诊断

故障诊断

智能云维护
7 X 24 小时专业微信客服
设备故障信息一键导出

散热方式

自然散热
CCC 认证

认证

中国 RoHS
欧盟RoHS

A200 千兆版产品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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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描述
1 个复位开关

固定接口

1 个 10/100/1000Base-T 以太网上行端口
1 个 10/100/1000Base-T 以太网下行端口

无线速率

1200 Mbps
802.11b/g/n : 2.4GHz-2.483GHz（中国）

工作频段

802.11ac/n/a : 5.15-5.35GHz，5.725GHz-5.850GHz（中国）
指示灯

内置 LED：系统状态指示灯
内置 4 根不可拆卸 3dBi 全向天线

天线

2.4G:2X2 MIMO 5G: 2X2 MIMO
最大发射功率

15dBm

POE 供电

支持 802.3at 兼容供电
工作温度：0℃～40℃

环境

工作湿度：5%～95%，非凝露

功耗

≦ 6W

外形尺寸（W×D×H）

86mm×86mm×34mm

重量

≦0.1 kg（机身）

产品标准

YD/T 1096-2009
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

认证

中国 RoHS
欧盟 RoHS

订购信息
描述

数量

备注

H3C H8 家庭智慧无线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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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1 台 H200，6 台 A200 千
兆版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h3c.com

北京总部

杭州总部

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南大街 8 号院 利星行中心 1 号楼

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路 466 号

邮编：100102

邮编：310052
电话：0571-86760000
传真：0571-86760001

客户服务热线

400-600-6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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