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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简介：

本产品采用工业级专用通信 Qualcomm Atheros 710mhz CPU 处理器、工业级无线模

块,LINUX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支持一个 SIM 卡接口,四个局域网,广域网端口, 2.4G 接口和

5.8G 大功率无线接口,同时提供局域网端口设备或无线网络数据传输功能。

采用宽温度、宽电压输入和电磁兼容 EMC 测试。

已广泛应用于物联网产业链 M2M 的行业,如自助服务终端、智能电网、智能交通、智能

家居、金融、移动 POS 终端、供应链自动化、工业自动化、智能建筑、消防、公安、环保、

气象、数字医疗、遥测、军事、太空探索、农业、林业、水、煤炭、石化等领域。

支持 PPP、PPOE、ddn、ICMP、VRRP 等等

特征：

 高通四核 CPU/ 710MHz

 2x2 MU-MIMO 板载 WiFi 2.4GHz 无线速率最高达 574Mbps 理论速率

 2x2 MU-MIMO 板载 WiFi 5GHz 无线速率最高达 1210Mbps 理论速率

 4 x 10/100/1000M 以太网局域网端口

 1x10/100/1000M 广域网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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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参数配置

1.1 路由器配置前准备

完成硬件安装后，在登录路由器的 Web 设置页面前，您需要确保管理计算机已安装了以太网卡。

1.1.1 自动获取 ip地址（推荐使用）

请将管理 PC 设置成“自动获得 IP 地址”和“自动获得 DNS 服务器地址”（计算机系统

的缺省配置），由设备自动为管理 PC 分配 IP 地址。

1.1.2 设置静态 ip地址

请将管理 PC 的 IP 地址（例如设置为：192.168.2.11）与设备的 LAN 口 IP 地址设置在

同一网段内（设备 LAN 口初始 IP 地址为：192.168.2.1，子网掩码均为 255.255.255.0）。
打开“控制面板”——“网络和 Internet”——“网络连接”——“本地连接”修改如下：

1.2 登录配置页面

打开 IE 或者其它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 192.168.2.1，连接建立后，在弹出的登录界面，以系统管理

员（admin）的身份登录，即在该登录界面输入密码（密码的出厂默认设置为 admin）。

http://www.serial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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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默认密码都为 admin。若是用户需要保护配置界面，避免被他人修改，可以修改登录密码，依次点

击“设备管理器”——“修改密码”，然后填入将要修改的密码，然后保存&应用，如下：

1.3 网络配置

1.3.1 修改静态登录页面地址

路由器默认静态地址为 192.168.2.1，在导航栏“网络设置”——“LAN 设置”可以修改静态的 ip 地址，

修改后将用新的 ip 地址登录进页面。

IP地址：修改设备的 ip地址。（默认是 192.168.2.1）
子网掩码：一般是 255.255.255.0，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配置完成后点击“保存&应用”，使其生效，生效后需要用新的 ip 地址才能访问到设备的配置页面。

http://www.serial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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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SIM卡 2/3/4G方式上网

路由器默认是使用 SIM 卡 2/3/4G 上网，在导航栏“路由状态”——“状态”可以看到 SIM 卡的信息，

右上角可以查看网络是 2/3/4G 以及手机卡信号。

http://www.serial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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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普通手机流量卡， APN 设置的位置可以不用关心，默认为空即可。 如果您使用了 APN 卡，

需要在“网络设置”——“4G 网络”——“基本设置”设置 APN，用户名跟密码（一般为空）。

“网络设置”——“4G 网络”——“高级设置”可以对 2/3/4G 进行绑定，如果服务类型选择了 4G Only，
代表只用 4G 的网，不是 4G 会自动没有网络。默认是 2/3/4G 都有，那个网络信号比较强先用哪一个，优先

使用 4G。锁定频段默认是禁用的，实际上是频段是自动绑定网最好的频段，如果有自己需要绑定的频段可

以自己设置，绑定不成功的话说明模块不支持这个频段。修改了原有的配置之后，要点击“保存&应用”才

能生效。

http://www.serial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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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 网络”下的网络诊断模块可以进行网络异常的处理，就是每 5 次检测一次是否能 ping 通自己设置

的 ping 地址，ping 不通到自己设置的异常次数后，4G 模块将会重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看需要启用网络

争端，不需要的话可以自己将启用不勾选。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应用”。

ping 地址：设置进行网络诊断要 ping 的地址。

异常次数：设置 ping 不通的次数，达到这个次数后，模块重启。

注意:
 普通的 4G 手机卡上网可不用关心 APN 设置
 如果使用了 APN 专网卡，务必要填写 APN 地址，用户名跟密码
 不同运营商的 APN 专网卡规格不同，APN 地址、用户名和密码（如有请参考 APN 设置表章

节）或请咨询运当地营商。

http://www.serial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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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PN设置表

下列中是各运营商公网的相关拔号参数，专用拔号参数具体请以运营商给出的专用卡信息为准：

1.4.1 国内物联网卡 APN参数

运营商
APN

用户名 密码 拨号

电信 4G

物理网卡

ctm2m
*.m2m(定向用户)

m2m (普通用户)

vnet.mobi
vnet.mobi

*99#
*99#

联通 4G

物联网卡

unim2m.njm2mapn
空（不填） 空（不填）

*99#

1.4.2 普通流量 4G卡 APN，一般无需任何设置都可以正常上网：

三大运营商 4G 卡通用卡 APN：

运营商 APN 用户名 密码 拨号

移动 4G cmnet card card *99#

联通 4G 3gnet card card *99#

电信 4G ctlte ctnet@mycdma.cn
或者 card

card *99#

1.4.2 通用 3G网络 APN参考如下：（如果您是 3G卡必须按照如下表格设置）

1.5 DHCP服务器

DHCP 采用客户端/服务器通信模式，由客户端向服务器提出配置申请，服务器返回为客户端分配的 IP
地址等相应的配置信息，以实现 IP 地址等信息的动态配置。

DHCP 客户端配置（一般为默认）：依次选择“网络设置”——“DHCP 设置”，保存&应用即可。

关闭 DHCP: 点击关闭 DHCP 服务器

开始：分配的 dhcp 服务器的起始地址，比如 100，代表从 192.168.2.100 开始分配

客户数：可分配的 IP 地址数，确保开始数加客户数不能超过 150
租用时间：分配的 IP 的时间长短。

运营商 APN 用户名 密码 拨号

移动 cmnet card card *99#

联通 3gnet 空（不填） 空（不填） *99#

电信 3G ctnet ctnet@mycdma.cn vnet.mobi #777

http://www.serial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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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WAN口设置

1.6.1 DHCP客户端

导航栏“网络设置”——“wan 设置”，WAN 口默认协议是动态地址（即 DHCP 客户端），需要上级设

备能够为 wan 口分配 ip。

1.6.2 PPOE拨号

如果 wan 口需要拨号才能上网的，需要选择 ppoe 拨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用户名和密码，配置完成后

点击“保存&应用”。

http://www.serial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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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静态地址

wan口也可以选择自己手动设置 ip 地址，协议选择静态地址。

协议：静态地址。

IP地址：手动设置自己需要的地址。

子网掩码：例如 255.255.255.0，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网关：填写上级路由器（或交换机）的 ip 地址。

DNS：例如 114.114.114.114，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配置完成后点击“保存&应用”使其生效。

http://www.serial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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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关联 Lan（将WAN口转化为 LAN口）

如果需要将 wan口转化为 lan 口，将 wan 设置的协议改为“关联 LAN”，点击“保存&应用”，就可以将

wan口转化为 lan 口。

第二章 防火墙

2.1 防火墙开启与关闭

防火墙默认是开启的，在做 DMZ 和端口映射的时候需要将防火墙禁用，防火墙禁用步骤，导航栏“路

由设置”——“防火墙”，防火墙选择禁用，然后点击“保存&应用”。

http://www.serial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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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DMZ设置

DMZ 功能可以把 WAN 口地址映射成 LAN 端的某一台主机；所有到 WAN 地址的包都会被转到指定

的 LAN 端主机，以实现双向通信。实际上就是把内网中的一台主机完全暴露给互联网，开放所有端口，

等同于全部端口映射。等于直接使用公网 IP。
首先需要将防火墙禁用。

导航栏中“路由设置”——“DMZ 设置”，点击启用，设置 lan 口给下接设备分配的 ip 地址，将下接设

备所有的端口转发出来，通过 wan口的 ip 地址可以直接访问。

启用：将启用勾选

内部 IP 地址：本机设备的 ip 或 lan 口为下接设备分配的 ip
DMZ 实际上是将设备的所有端口转发出来，配置完成后点击“保存&应用”使其生效。

http://www.serial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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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wan 口 ip，通过 wan口的 ip 可以直接访问下接设备了，如果访问不了可能原因是下接设备开了防

火墙，需要将下接设备的防火墙关闭。

直接通过 wan口的 ip就可以访问下接设备了。（注意：电脑需要与 wan口的 ip 在同一个局域网内才可

以访问）

http://www.serial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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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端口转发

相比 DMZ，端口转发是更精细化控制，可以把发往某一端口的数据包转发到 LAN 端的某一台主机，

可以实现把不同的端口转到不同的主机。

首先需要先禁用防火墙。

导航栏中“路由设置”——“端口映射”设置菜单，进入“端口转发”界面即可进行配置。

名字：指定这条规则的名字，可以起一个有意义的名字。

协议：指定要转发的协议，可以是 TCP，UDP，或者 TCP/UDP。
内部 IP 地址：选择需要转发到外网的 IP 地址。

内部端口：下接设备或本机要转发出来的端口。

外部端口：通过 wan口 ip 加这个外部端口即可访问下接设备。

配置完后，点击“添加”按钮，新增一条转发规则。点击“保存&应用”按钮，使规则生效。

http://www.serial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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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成功后，会多出一条端口转发的规则，点击“保存&应用”使该规则生效。规则可以添加多条。

查看 wan 口 ip，通过 wan口 ip 与外部端口号即可访问下接设备或本机设备的内部端口。

通过 192.168.100.120:500 访问下接设备的内部端口。

http://www.seriallink.net
mailto:info@seriallink.net


17 / 49 17 / 49

SLK-A910 4G大功率无线 CPE使用说明

书

WEB：www.seriallink.net e-Mail：info@seriallink.net

2.3 内网穿透（frp）

Frp 是利用处于内网或防火墙后的机器，多外网环境提供 http 或 https 服务，对于 http，https 服务支持

基于域名的虚拟主机，支持自定义域名绑定，使多个域名共用一个 80 端口；利用处于内网或防火墙后的机

器，对外网环境提供 tcp和 udp 服务，例如家里通过 ssh 访问处于公司内网环境内的主机。

Frp 主要实现的功能：外网通过 ssh 访问内网机器；外网通过公网地址加端口号访问内网机器通过 frp
转发出来的端口；自定义绑定域名访问内网 web 服务。

配置内网穿透的前提是要保证路由器能够上网，如果路由器不能上网，则做不了内网穿透。导航栏“设

备管理”——“诊断”；并且将防火墙禁用，导航栏“路由设置”——“防火墙”。

能 ping 通百度，说明设备能够上网。

将防火墙禁用，防火墙选择禁用后点击“保存&应用”。

http://www.serial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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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前准备：

（1）公网服务器 1 台。

（2）路由器 1 台（支持 frp 的路由器，即内网服务器 1 台）。

（3）公网服务器绑定域名 1 个。····

frp 客户端配置如下：

（1）客户端需要先添加服务端的配置来连接上服务端，导航栏“应用管理”——“内网穿透”，选择

服务端，默认有一个空的服务端，可以直接点击修改，也可以直接删除自己添加一个。

（2）点击“添加”或“修改”后会弹出一个编辑 frps 服务器的页面，根据服务端的设置进行配置，配

置完成后点击“保存&应用”。

别名：自定义一个服务端的名字，可以定义一个有意义的名字。

服务端地址：服务端的地址。（一般为公网 ip 地址）

服务端端口：服务端端口

令牌：服务端设置的密码

TCP mux：与服务端一致，服务端设置了这里就要勾选，没有就不用勾选。

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应用”。

http://www.seriallink.net
mailto:info@seriallink.net


19 / 49 19 / 49

SLK-A910 4G大功率无线 CPE使用说明

书

WEB：www.seriallink.net e-Mail：info@seriallink.net

（3）添加成功后这里会多出一条 frp 的服务器，点击“保存&应用”让服务端启动。

（4）接下来进入“内网穿透”的“设置”页面，启动 frpc 客户端，按照下图进行配置，配置完成后，

点击“保存&应用”，配置完成后“设置”页面会出现“服务正在运行”，证明 frp 客户端已经启动了。

已启用：将已启用勾选上。

客户端文件：不需要修改，系统自动匹配的，默认就可以了。

服务端：刚刚自定义的服务端别名。

以用户身份运行：一般选择默认，可以根据需要自行修改。

启用日志：根据需要勾选。

配置完成后点击“保存&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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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服务正在影响说明 frp 客户端启动成功。

（5）接下来进入“内网穿透”的“规则”页面，点击“添加”，默认有一条规则，如果不需要这个规

则可以删除这个规则，需要的话就保留，直接添加新的规则。

http://www.serial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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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添加后会弹出一个“编辑代理规则”的页面，会有不同的协议类型，不同的协议类型实现的功能

是不一样的。

2.3.1 添加 TCP代理协议

TCP 协议支持 ssh 连接，也支持将页面端口（一般都是 80 端口）转发出来，通过公网:远程端口即可访

问本地设备的页面。

在“编辑代理规则”页面根据需求按下图方式进行配置，配置完成后，点击“保存&应用”，会回到“代

理规则”的页面，页面上会多出一条规则，再次点击“保存&应用”，使得规则生效，最后通过公网 ip:端口

号（格式：111.111.111.111:600 其中 111.111.111.111 是公网地址）即可访问本地设备所开放的本地端口。

可以添加多个 tcp规则，只需要保证远程端口不要一样即可，远程端口如果和前面设置过得一样，最新的将

会覆盖之前的，之前的规则将不生效。

已禁用：如果勾选代表禁用这条规则。

代理名称：自定义一个代理名称，代理名称不可重复，否则会因为冲突而不生效。

类型：选择 TCP 协议。

本地 ip：填写本机的 ip 或者本机 lan 口为下接设备分配的 ip。（需要通过公网访问的设备的 ip 地址）

本地端口：该设备需要转发到公网的端口

远程端口：公网地址加这个远程端口即可访问对应的本地设备开放的本地端口，这个端口号不要和其

他规则一样，并且不要使用已经被占用的端口，否则这条规则将不生效。

使用加密，使用压缩：这两个根据需要进行勾选

规则可以添加多条，远程端口号不要冲突就可以了。

配置完成后点击“保存&应用”。

http://www.serial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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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了一条新的规则后，需要点击“保存&应用”使规则生效。

通过公网 ip 和端口号访问本地设备的本地端口，111.111.111.111:6001 访问 192.168.2.104:80。

可以添加多个 tcp规则，需要保证远程端口号还有代理别称与之前设置的不要重复，如果重复了，可能

导致该规则即使存在但是不会生效。

http://www.serial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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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添加 STCP代理协议

（1）STCP 需要配置客户端和访问端，其中 192.168.2.227（lan 口下接设备）作为客户端，PC 作为访问

端，访问端可通过绑定本地 IP 和端口访问客户端。

已禁用：这里勾选的话会禁用这条规则。

代理名称：自定义一个代理名称，不能和其他规则一样，否则会因为冲突而不生效。

类型：选择 STCP 协议。

本地 IP：本机设备或 lan 口为下接设备分配的 IP 地址。

本地端口：该设备要开放到公网的端口。

SK：设置一个密码，访问端访问这个设备的时候需要输入这里设置的 SK。
使用加密，使用压缩：根据需要进行配置。

角色，服务端名称，绑定地址，绑定端口：这四个作为客户端不需要设置。

生成了新的规则后，需要点击“保存&应用”使该规则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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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要想作为访问端访问路由器的下接设备，需要做一个 frp 的客户端，并且也是 stcp 协议，但是要设

定 visitor 角色和绑定本地地址和端口。Windows 的 frp 文件可到公司官网下载。下载后打开 frpc_602.ini 配
置文件进行配置。

利用快捷键“win+R”，快速打开 cmd 命令行

http://www.seriallink.net
mailto:info@seriallink.net


25 / 49 25 / 49

SLK-A910 4G大功率无线 CPE使用说明

书

WEB：www.seriallink.net e-Mail：info@seriallink.net

http://www.seriallink.net
mailto:info@seriallink.net


26 / 49 26 / 49

SLK-A910 4G大功率无线 CPE使用说明

书

WEB：www.seriallink.net e-Mail：info@seriallink.net

http://www.seriallink.net
mailto:info@seriallink.net


27 / 49 27 / 49

SLK-A910 4G大功率无线 CPE使用说明

书

WEB：www.seriallink.net e-Mail：info@seriallink.net

（2）如果有两台路由器，有一台路由器要远程访问另一台路由器或另一台路由器的下接设备，则一台

做 stcp访问端，另一台做 stcp客户端。配置如下

① 配置客户端（第一台路由器）

添加新的规则

已禁用：这里勾选的话会禁用这条规则。

代理名称：自定义一个代理名称，不能和其他规则一样，否则会因为冲突而不生效。

类型：选择 STCP 协议。

本地 IP：本机设备或 lan 口为下接设备分配的 IP 地址。

本地端口：该设备要开放到公网的端口。

SK：设置一个密码，访问端访问这个设备的时候需要输入这里设置的 SK。
使用加密，使用压缩：根据需要进行配置。

角色，服务端名称，绑定地址，绑定端口：这四个作为客户端不需要设置。

http://www.serial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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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了新的规则后，需要点击“保存&应用”使该规则生效。

② 配置访问端（另一台路由器）

添加新的规则，配置完成后点击“保存&应用”。

已禁用：这里勾选的话会禁用这条规则。

代理名称：自定义一个代理名称，不能和其他规则一样，否则会因为冲突而不生效。

类型：选择 STCP 协议。

本地 IP，本地端口：这两个访问端可以不用填写。

SK：设置一个密码，访问端访问这个设备的时候需要输入这里设置的 SK。
使用加密，使用压缩：根据需要进行配置。

角色：访问端要填写 visitor。
服务端名称：刚刚客户端设置的 stcp 代理名称。

绑定地址，绑定端口：通过绑定地址和端口可以访问客户端，地址和端口是本机或者本机的下接设备。

http://www.serial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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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了新的规则后，需要点击“保存&应用”使该规则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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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添加 UDP代理协议

UDP 协议是用于传输大量数据的，需要下接设备的端口支持 udp 协议，将支持 udp 协议的端口开放到

公网上，即可通过公网加远程端口号进行数据传输。可配置多条 udp 协议规则。

添加新的规则，配置完成后点击“保存&应用”。

已禁用：这里勾选代表禁用这条规则。

代理名称：自定义一个代理名称，代理名称不可重复，否则会因为冲突而导致规则不生效。

类型：选择 UDP 协议。

本地 ip：填写本机的 ip 或者本机 lan 口为下接设备分配的 ip。（需要通过公网访问的设备的 ip 地址）

本地端口：该设备需要转发到公网的端口，必须是使用 UDP 协议的端口。

远程端口：公网地址加这个远程端口即可访问对应的本地设备开放的本地端口，这个端口号不要和其

他规则一样，并且不要使用已经被占用的端口，否则这条规则将不生效。

使用加密，使用压缩：这两个根据需要进行勾选。

规则可以添加多条，远程端口和代理名称不要冲突就可以了。

配置完成后点击“保存&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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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了新的规则后，需要点击“保存&应用”使该规则生效。

通过 UDP 协议，采用公网地址和远程端口号访问转发到公网的设备。（111.111.111.111:606 访问

192.168.2.105:4001）

http://www.serial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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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添加 HTTP代理协议

对于 http，https 服务支持基于域名的虚拟主机，支持自定义域名绑定，使多个域名共用一个 80 端口，

通过自定义域名访问内网 web 页面。可以配置多条 http规则，通过自定义域名可以直接访问。配置完成后

通过自定义域名加服务端提供的 http 穿透端口（即 vhost_http_port）就可以访问对应的 web 页面了。

添加新的规则，配置完成后点击“保存&应用”。

已禁用：这里勾选代表禁用这条规则。

代理名称：自定义一个代理名称，代理名称不可重复，否则会因为冲突而导致规则不生效。

类型：选择 HTTP 协议。

本地 ip：填写本机的 ip 或者本机 lan 口为下接设备分配的 ip。（需要通过公网访问的设备的 ip 地址）。

本地端口：该设备需要转发到公网的端口，这个端口要是内部页面的端口号。

使用加密，使用压缩，HTTP 用户，HTTP 密码：这四个根据需要进行勾选。

子域名：有就写，没有可以不写。

自定义域名：xxx.公网绑定的域名，xxx 自己定义，但是后面一定是公网绑定的域名。

http://www.serial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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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了新的规则后，需要点击“保存&应用”使该规则生效。

浏览器登录 openwrt1.frp1.sifangtx.com:8080 可进入客户端路由管理页面，其中 8080 端口是服务器提供

的内网穿透端口（即 vhost_http_port），openwrt1.frp1.sifangtx.com 是自定义域名。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配置多个 http 规则，自定义域名不要一样即可。

http://www.serial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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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VPN（虚拟专用网）

配置 VPN 的时候需要先将防火墙禁用，不管用哪个 VPN，都需要先将防火墙禁用。

3.1 PPTP VPN

导航栏“虚拟专用网”——“PPTP VPN”,选择启用，填写服务器地址，根据服务器的设置填写用户名

和密码，点击“保存&应用”。

启用：要使用 PPTP VPN 需要将其勾选，不使用的时候直接不勾选就可以了

服务端地址：服务端 ip 地址，一般是公网 ip。
用户名，密码：填写服务端设置的用户名和密码。

连接成功后状态栏会出现服务器给它分配的地址，如果不用 pptp 的话，将启用不勾选后点击“保存&
应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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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L2TP VPN

导航栏“虚拟专用网”——“L2TP VPN”,选择启用，根据服务器的设置填写用户名和密码，点击“保

存&应用”。

启用：要使用 L2TP VPN 需要将其勾选，不使用的时候直接不勾选就可以了

服务端地址：服务端 ip 地址，一般是公网 ip。
用户名，密码：填写服务端设置的用户名和密码。

连接成功后状态栏会出现服务器给它分配的地址，如果不用 l2tp 的话，将启用不勾选后点击“保存&应
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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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OPENVPN

导航栏“虚拟专用网”——“openvpn”，所有配置与服务器一致后点击“保存&应用”，三个证书由服

务端提供。

http://www.seriallink.net
mailto:info@seriallink.net


37 / 49 37 / 49

SLK-A910 4G大功率无线 CPE使用说明

书

WEB：www.seriallink.net e-Mail：info@seriallink.net

auth,cipher 这两个也要与服务端一致，relink 勾选的话代表 openvpn 可以自动重连，需要自动重连将其

勾选即可，不需要就不勾选，所有配置完成后点击“保存&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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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成功后状态栏会出现服务器给它分配的地址，如果不用 openvpn 的话，将启用不勾选后点击“保

存&应用”即可。

http://www.seriallink.net
mailto:info@seriallink.net


39 / 49 39 / 49

SLK-A910 4G大功率无线 CPE使用说明

书

WEB：www.seriallink.net e-Mail：info@seriallink.net

第四章 基本管理（设备管理）

4.1 诊断

通过诊断可以判断路由器与下接设备之间是否能够通信，设备是否能够上网，设备连接 VPN 是否成功。

还可以用来测试别的方面，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测试即可。

导航栏“设备管理”——“诊断”。

custom：自定义，一般用来测试能否 ping 通下接设备，填写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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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du：ping 百度，能 ping 通说明设备能够上网，不能 ping 通说明设备不能上网。

4.2 日期和时间

默认时间同步是开启的，有需求的话可以根据需要更改 NTP 服务器来同步服务器的时间。

导航栏“设备管理”——“日期和时间”，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应用”。

http://www.seriallink.net
mailto:info@seriallink.net


41 / 49 41 / 49

SLK-A910 4G大功率无线 CPE使用说明

书

WEB：www.seriallink.net e-Mail：info@seriallink.net

4.3 语言设置

根据自己需要更改页面显示的语言，可以选择英文或者中文，在导航栏“设备管理”——“语言设置”

进行更改。

4.4 升级固件

导航栏“设备管理”——“升级固件”，选择文件后点击“UPDATE”，上传完毕后会出现 MD5 校验码的

页面，点击“执行”即可升级，升级需要一定的时间，大概 1~2 分钟，升级完成后通过“192.168.2.1”重新

登录页面。

升级固件时需要将“保留配置”选项不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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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恢复出厂设置

恢复出厂设置一般是在设备出现问题后，无法进入设备页面，或者功能设置比较多，想要重新设置的

时候，可以进行恢复出厂值设置，导航栏‘设备管理’——‘恢复出厂设置’，点击‘执行复位’，即可将

设备恢复出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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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设备重启

设备可以通过页面进行重启，导航栏“设备管理”——“重启”，点击“执行重启”，即可重启设备。

4.7 页面退出

点击‘退出’既可以退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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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无线 WIFI

5.1 WIFI无线 AP

路由器支持无线 AP 和客户端同时开启，既能连接 wifi，也可以开 wifi 给下接设备进行连接，这种功能

可以实现无线中继。

无线 AP 有两个，一个是 2.4GHz 无线 AP，速度最高可达 570Mbps，一个是 5.8GHz 无线 AP，速度最高

可达 1210Mbps。
路由器一般默认 WIFI 无线 AP 是开启的，有一个 SLK-Routers_XXX 和一个 SLK-Routers-5G_XXX 的 wifi，默

认密码都是 slk100200。

5.1.1 2.4G无线 AP
配置 2.4G 的 wifi，名字为：SLK-Routers_XXX，默认密码是 slk100200，设备启动插成功后就可以连 wifi

了。如果要对无线 AP 进行更改，按如下步骤：

导航栏“网络设置”——“无线 WiFi”，最上面的是 2.4G 无线 AP，不想使用该无线 AP 点击禁用即可。

无线网络开关：禁用代表不开启这个 wifi。
无线名称：可以修改 wifi 名字。

隐藏无线名称：勾选表示隐藏这个 wifi。
加密：可以选择 wifi 加密或不加密。

密码:设置 wifi 密码。

信道，频宽：都是设定好的，有特殊需求可以自行修改。

配置完成后点击“保存&应用”使其生效。

http://www.seriallink.net
mailto:info@seriallink.net


45 / 49 45 / 49

SLK-A910 4G大功率无线 CPE使用说明

书

WEB：www.seriallink.net e-Mail：info@seriallink.net

5.1.2 5.8G无线 AP
配置 5.8G 的 wifi，名字为：SLK-Routers-5G_XXX，默认密码是 slk100200，设备启动插成功后就可以连

wifi 了。如果要对 5G 无线 AP 进行更改，按如下步骤：

导航栏“网络设置”——“无线 WiFi”，下面的第二个是 5.8G 无线 AP，不想使用该无线 AP 点击禁用即可。

无线网络开关：禁用代表不开启这个 wifi。
无线名称：可以修改 wifi 名字。

隐藏无线名称：勾选表示隐藏这个 wifi。
加密：可以选择 wifi 加密或不加密。

密码:设置 wifi 密码。

信道，频宽：都是设定好的，有特殊需求可以自行修改。

配置完成后点击“保存&应用”使其生效。

http://www.seriallink.net
mailto:info@serial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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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WIFI无线客户端

如果要让路由器连接 wifi，按如下步骤：

导航栏“网络设置”——“无线 WIFI”下的“wifi 无线客户端”页面下，将启用勾选。

无线接口：可以选择 2.4G 或 5.8G 的 wifi，选择后搜索的时候就会只搜索 2.4G 或 5.8G 的 wifi。

http://www.seriallink.net
mailto:info@serial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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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点击“搜索”，搜索完成后，会发现 SSID 中有一个下拉栏，这个时候可以选择自己想要连接的 wifi。
SSID：选择自己想要连接的 wifi。

加密：如果上级 wifi 加密就选择 mixed-pxd，不加密就选择 No Encryption。加密需要输入密码，要确保

密码输入是正确的，否则会连接失败。

如果密码输入错误会出现弹框。

http://www.seriallink.net
mailto:info@serial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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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的时候需要等待 30s 左右的时间。

连接成功后会出现上级设备给本机设备分配的 ip。

http://www.serial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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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连接上这里就不会出现 ip

感谢您对赛诺联克产品的支持

若您有任何问题, 请联系: info@seriallink.net or www.seriallink.net

http://www.seriallink.net
mailto:info@serial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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