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 共 22 页

产品使用说明

及售后保障

Ver 3.08.2018

物品清单：主机 X1，电源适配器 X1，使用说明 X1

感谢您选择我们的产品，使用本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此说明书，

按照步骤操作使用本产品。阅读后请妥善保管，以备日后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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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示灯描述

名称 状态 描述

PWR 常亮 电源正常

WIFI

常亮 接电后常亮，说明无线正常

快闪 接电后快闪，说明正在传输数据

熄灭 接电后熄灭，说明无线功能关闭或故障

系统灯(SYS)
常亮 接电后亮，说明供电正常。

慢闪 接电后 10 秒钟左右，由常亮变为慢闪，说明系统运行正常

WAN 灯
跳闪 RJ45 端口已经连接

熄灭 RJ45 端口未连接

LAN1-LAN3 灯
快闪 RJ45 端口已经连接

熄灭 RJ45 端口未连接

3G/4G 指示灯

常亮 连接成功

慢闪 正在连接

熄灭 无连接

30%-60%-100% 常亮 无线路由器模式下相应范围信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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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J45 接口：WAN/LAN0

描述：在标准路由模式下 LAN0 口可作为 WAN 口。

2）RJ45 接口：LAN1

3) RJ45 接口：LAN2

4) RJ45 接口：LAN3

5） SIM 卡插槽：弹出式卡槽，支持标准 SIM 卡

6） RESET（复位）键：开机状态下按下此键 5 秒钟，SYS 灯会快闪，然后重启，复位成功。

7） DC 接口：DC5V~12V 宽电压

描述：DC 接口采用 2.1mm 标准圆头电源接口，DC5V~12V 宽电压设计，内正外负，最大供

电不得超过 15W

8） Micro USB 口：供电接口 DC5V~12V，最大供电不得超过 15W

9) 2 个3G/4G 全频天线10）2

个2.4G WIFI 增益天线

二．接口描述

本文涉及的图片仅供参考 具体以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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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插卡及连接方式

本款工业级路由器默认设置断网自检（默认设置拨号 3-5 次一次约 10 秒）设备开机后自动

检测网络拨号 如果没有识别到网络便会自动重启，所以首次安装用户常见安装步骤如下：

1. 插好 SIM 卡 本款为标准 SIM 卡弹出式卡槽 注意卡槽插入的放置位置 金属芯片朝下 缺角

朝内 插入即可

2. 接接电源 一般是先亮起PWR灯 然后 WIFI灯 以及相应的信号值灯 4G3G信号灯跳闪 ，

4G3G信号灯常亮 SYS 灯慢闪 这时说明已经成功连接网络 用户可以通过 WIFI 或者是 rj45

口连接使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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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IP 地址为：192.168.10.1，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

2、通过WIFI 方式连接

检测无线路由器的无线网络

默认WIFI 名称（SSID）：4G-CPE-XXXX（MAC 地址后面 4 位）

默认WIFI 密码（Key）：12345678

然后点击‘连接’按钮输入相应密码 建立连接网络 具体请看设备铭牌

连接设备

您可通过以下方式连接路由器。

1、有线连接 设置计算机的 IP 地址

在访问 Web 设置页面前，建议您将计算机设置成“自动获得 IP 地址”和“自动获得 DNS

服务器地址”，由路由器自动分配 IP 地址。如果您需要给计算机指定静态 IP 地址，则需

要将计算机的 IP 地址与路由器的 LAN 口 IP 地址设置在同一子网中（路由器的 LAN 口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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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见设置

4、1设置 WIFI网络名称、密码、隐藏 WIFI

1、使用手机连接本款路由器发射的默认的 WIFI信号，详见设备标签

2、用手机浏览器打开链接或者在手机浏览器网址栏上手动输入192.168.10.1进入管理WEB
后台交互界面

3、在登陆后台登陆界面。输入默认账户 admin密码 admin即可进入路由器管理交互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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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您也可以使用电脑对其设置，①设置电脑 IP 自动获取，②用电脑网线连接路

由器 LAN 孔，③电脑浏览器的网址栏输入 192.168.10.1 打开路由器 WEB 管理交互界面，输

入默认账户及密码 admin 即可对其设置。如果对电脑不太熟悉的，建议使用手机对路由器进

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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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4G 无线” ——‘无线安全’在“WPA-PSK 密匙”输入框里输入您想要设置的密码，

点击“确定”按钮确认设置。即可设置密码。

4、在路由器管理后台界面点击导航栏 “2.4G 无线” ——“无线设置”，在“无线SSID”

输入框里输入您想要设置的名称，点击“确定”按钮确认设置，即可设置名称；

温馨提示:设置完成之后，您的手机 WIFI 连接可能会断开，重新连接上您设置的 WIFI 名称，

输入您设置的密码即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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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路由器管理后台界面点击导航栏 “2.4G无线” ——“无线设置”，禁止广播 SSID

后 面 打 钩 ， 点 击 “ 确 定 ” 按 钮 即 可 隐 藏 WIFI 。

温馨提示:设置完成前请牢记您的 WIFI 名称密码，您的手机 WIFI 连接可能会断开，需要您

手动添加设置的 WIFI 名称，输入您设置的密码即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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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路由器工作模式设置

1、3G/4G无线路由器模式

该模式为默认模式，插入3G/4G资费卡，路由器会自动识别3G/4G网络。您也可以自己 定

义所需要选择的网络运营商

运营商 3G/4G网络 APN 拨号号码 用户名 密码

中国移动 TD-SCDMA

TDD-LTE

cmnet *99# 或

*98*1#

card card

中国电信 CDMA2000

FDD-LTE

ctnet #777 Card card

中国联通 WCDMA

FDD-LTE

3gnet *99# 空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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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无线路由模式

当准备使用“标准无线路由模式”时，请注意插好可使用的网线在设备的 WAN 孔，如果是

宽带输入 设置完成后需要在状态栏“WAN 设置”——“连接方式”“上网方式”选择您需要

的方式 PPPoE、DHCP、静态 IP

1）静态上网方式

进入到路由器管理界面工作模式选择标准路由模式，WAN 设置上网方式选择静态地址，输

入ISP 提供的 IP 地址、网络掩码、网关、DNS 等相关参数，点击确认即可。

2）动态上网方式

进入到路由器管理界面工作模式，选择标准路由模式，WAN 设置上网方式选择动态地址 ，

点击确认，路由器会自动获取 ISP 分配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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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PPoE 上网方式

进入到路由器管理界面工作模式，标准路由模式，WAN 设置上网方式选择 PPPoE ，输

入ISP 提供的用户名、密码等相关参数，点击确认即可。

4） 无线 AP+客户端桥模式

 路由器管理界面——工作模式——无线 AP+客户端模式，点击确认。

 无线连接——上网方式下拉菜单选择 ApClinet-动态地址（从 DHCP 服务器自动获

取）,点击搜索无线网络，这时候会自动弹出所搜索到的所有无线网络的选择对话框，从中

选择所要连接的 WIFI 网络，注意查看所选网络的通道即Channel 是多少，点击连接。如果所

选的 WIFI 有密码，请在下面的无线安全中， 输入相对应的密码，此时要注意密码是字符

型的，还是十六进制的。点击确认。

路由器管理界面——无线设置——无线通道里面选择相对应的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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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网络备份

在标准路由器模式下 ，默认使用网线中网络 在导航栏“断线检测”中“3G4G作为备份网

络”选择启用 然后点击“确定”按钮 就可以开启 4G网络备份功能。

温馨提示：该功能需要同时插入网线和资费卡。使用该功能默认优先为插入路由器 WAN孔

网线中的网络，软硬件检测到网线网络不通时，默认 30-60秒左右自动切换到 资费卡中网

络；当网线中网络恢复接通，设备自动切换到网线中的网络。



温馨提示：此功能需要插入路由器中的资费卡有短信功能 指令下达到路由器大约 30秒左右在

此期间请勿手动操作路由器

4、3短信服务

如果路由器装有可以发送接收短信的 3G/4G 资费卡，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设定的手机号码，

向路由器发送短信，以实现远程控制路由器的开机、关机及重新启动、核实路由器是否在线， 具体设置

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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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可分配的地址一定是和 LAN 口IP 在同一个网段并且 LAN 的IP 地址不能在可分

配的范围内.

4、4 LAN设置

LAN 设置: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可根据本地 LAN 的需要进行修改.例如一般的有线摄像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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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定时重启

本款路由器支持定时重启 可根据需要设置具体定时重启时间 以提高设备长期使用的稳定

性及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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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设备管理

1、 软件升级

通过软件升级，您可以加载最新版本的软件到路由器，以获得更多的功能和更为稳定的 性能。

软件升级步骤如下：

(1) 将路由器的升级文件保存到本地计算机。

(2) 单击<浏览>按钮，选择需要升级的软件。

(3) 单击<升级>按钮，开始升级。

温馨提示：固件升级完成（设备正常开启）之后，建议按RESET按钮手动恢复出厂一次

2、恢复出厂值

恢复设置过程中，无线路由器将会重新启动。

恢复到出厂设置将清除无线路由器的所有设置信息，恢复到初始状态。 单

击<恢复出厂值>按钮，确认后，恢复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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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文本框中重新输入新密码以确认。

(2)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密码修改。

3、 密码管理（用户名密码）

无线路由器缺省的用户名/密码为admin，用户名不可修改，密码可修改。为了安全起见， 建

议修改此密码，并保管好密码信息。

设置步骤如下：

(1) 在〈原密码〉文本框中输入原来的密码；在〈新密码〉文本框中输入新的密码，在〈确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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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找不到路由器的 WIFI信号？

电脑通过网线连接 LAN口，登陆路由器管理界面 “2.4G无线”无线功能启用/禁用，确认

此选项 选择 启用。如果您没有电脑，也可以重置路由器，详见问题 1。

3、路由器信号灯亮起，有数据传输，但上网速度慢？

1 请将路由器移动到其他位置，如靠近窗口，确保能够更好的接收 4G信号。

2 重新通电，让路由器重新启动。

3 与路由器距离尽量缩短 减少中间遮挡物。

4、路由器运行期间换卡，为什么设备无法读取到 SIM卡？

设备不支持 SIM卡热插拔，插拔动作请在路由器断电状态下进行。

5、为什么使用无线方式上网 速度会慢？

①如果用户所在地信号弱或者用户量大，会影响 4G下载速率，具体请咨询 SIM卡提供商。

②请检查路由器中其他用户是否在做大数据下载。

③请检查路由器周围是否存在强磁场或强电场干扰源，例如微波炉，电冰箱等。

④WIFI 所在位置与所用的设备距离以及是否存在遮挡物，信号衰减。

五、常见问题解答

1、忘记了用户名和密码怎么办？（如何对路由器进行复位？）

如果您忘记了用户名和密码，或者在设置过程中出错 无法进入设备后台交互界面，可在路

由器通电的情况下，长按设备上的 RESET按键 5-8秒，松开即可将路由器恢复到出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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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保修卡

尊敬的用户，您好！

感谢您选择本公司的产品，本产品自销售之日起计保修期。

一、产品保换，保修内容：

1 、若产品购买之后的 30 天以内 出现设备性能问题，且外观无划伤 可直接更换新产

品

2 、保修期一年内 ，凡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安装使用，于正常环境、条件使用之下，

因原物料及加工过程中之瑕疵而导致故障，可依据本保修条款的内容享受无偿维修服务，本 保

修卡请用户妥善保存，以作保修凭证，丢失恕不补发。

二、以下情况将实施有偿维修服务：

1、不能出示有效保修卡原件；

2、产品安装不符合产品要求、标准和相关规范造成的损坏；

3、产品安装环境中相关配件不符合产品要求、标准和相关规范造成的损坏；

4、用户对产品使用不当、保管不妥或擅自拆机、私自维修等原因造成的损坏；

5、因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雷击）、外部灾害（如火灾、房屋塌陷）等造成的损坏；

6、由于安装地点变动，搬迁运输、保管不当而造成的故障或损坏；

7、超过保修期。

注意事项：

若产品发生故障，将检视产品后视情况决定给予维修或更换新品或良品；针对超过质保 期限

或不适用质保条款之产品，将检视产品后决定是否予以维修或更换零组件，并将就各项 维修与更换

零组件之服务酌情收取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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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商名称

联系电话 销售日期

保修说明:

1、本保修卡请用户妥善保存，以作保修凭证，丢失恕不补发。

2、本卡必须由销售点盖章及填写日期方可生效。

3、本卡不得随意涂改，请确认保修卡机身编号与购买机器号码相符，否则无效。

客户资料

用户姓名 联系电话

用户地址 购买账户（电商渠道需填）

产品型号 产品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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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由授权维修单位 进行维修、填写维修记录并加盖，否则维修记录无效，并失去保修资格。

维修记录

日期 故障情况描述 维修记录 维修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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