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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手册对海蜘蛛AC管理平台的功能特性、配置方法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您可以访问 [这里] 获取本手册的最新版本；为了方便在本地离线阅读，您可以 下载pdf  （推荐使用Adobe Acrobat
pro 7.0以上版本来打开）

如果您发现本手册有错误之处，或您有何建议，请与作者联系，感谢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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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路由上开启云AC

登录到路由里，配置好基本上网功能，让路由能够连入互联网。进入云服务-云AC，开启云开关，ID填写认证邮箱地址，地址任意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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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云平台开通

登录到云平台：http://cloud.hi-spider.com/user/login

点击下面的 “免费注册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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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邮箱输入路由里ID填写的邮件地址，其它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点击立即注册后，会有个提示需要去邮箱中激活，进入刚填写的邮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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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链接，上面会显示邮箱激活成功，刚才注册的帐号即可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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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云平台相关管理

1.3.1. 登录信息

登录后进入平台首页，显示有在线的新增设备：

点击左边的设备列表，即可查看到刚才开启了云AC设备。如下图所示：

在设备列表中可以根据设备的状态、型号、MAC、固件版本、安装位置、IP地址、wifidog状态等信息进行过滤查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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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修改配置

先在设备列表中选择要修改配置的设备，然后点击“修改配置”按钮，如下图所示：

点击“修改配置”按钮后，系统会弹出修改配置确认框，如下图所示：

点击修改配置确认框中“确认”按钮，系统会自动跳转到修改配置页面，在该配置页面中可以对路由无线配置和云认证配置进行相应修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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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路由配置修改完成后，点击“提交”按钮，系统会弹出“是否下发新配置”确认框。如下图所示：

点击“是否下发新配置”确认框中“确认”按钮后，AC平台便会对修改配置的设备下发修改的配置信息。此时可登陆到命令列表页面观察AC平台下发配置命令同步状态，该命令此时
同步状态为“指令下发中请等待”。如下图：

当AC平台命令列表该命令同步状态变为“操作成功”状态，则该修改配置命令下发成功。如下图所示：

1.3.3. 重启设备

先在设备列表中选择要修改配置的设备，然后点击“重启”按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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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重启”按钮，系统会弹出是否重启确认框。如下图所示：

点击重启确认框中“确定”按钮，系统提示“命令下发成功请等待”提示信息，则系统正在给要重启的设备下发重启命令。如下图所示：

此时可登陆到命令列表页面观察AC平台下发“重启”命令同步状态，该命令此时同步状态为“指令下发中请等待”。如下图所以：

当AC平台命令列表该命令同步状态变为“操作成功”状态，则该“重启”命令下发成功。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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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升级固件

先在设备列表中选择要修改配置的设备，然后点击“升级固件”按钮，如下图所示：

点击“升级固件”按钮，系统会弹出是否重启确认框。如下图所示：

点击重启确认框中“确定”按钮，系统提示“命令下发成功请等待”提示信息，则系统正在给要升级的设备下发升级固件命令；升级设备就会自动搜寻新的版本固件进行下载，并能
够自动升级重启更新成为新版本路由。如下图所示：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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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可登陆到命令列表页面观察AC平台下发“升级”命令同步状态，该命令此时同步状态为“指令下发中请等待”。如下图所示：

当升级设备在后台搜索到新的固件时，升级设备便会升级且通知AC平台系统；AC平台系统命令列表中该设备操作命令同步状态将会变更为：有新固件可用，已经执行升级操
作；如下图所示：

当升级设备在后台没有搜索到新的固件时，升级设备将会通知AC平台系统，系统命令列表中该设备操作命令同步状态将会变更为：当前版本为最新版本。如下图所示：

注意

通过AC平台对设备进行升级大约需10分钟，在此时间内切勿对该设备下发其他操作指令。

1.3.5. 命令列表

在命令列表中可以查询到自己操作的所有命令以及当前下发命令的同步状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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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登陆修改

在该功能中可以对账号信息及平台账号登陆密码进行修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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