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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型X3无线路由器

详细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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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产品介绍
X3无线路由器是首款应用定向天线和全向天线方案的智能路由器。以信号全方位覆盖

为主体研发：专业定向天线实现信号定点覆盖，去除信号盲区、死角，解决WiFi家庭覆盖

一大难题。采用IEEE802.11n标准提供最高达300Mbps 的传输速率，向下兼容

IEEE802.11b/g标准。提供手机专属APP、微信远程控制等管理方式，其信号200平米覆

盖，支持URL 过滤、用户管理（MAC 地址过滤机制、QoS流控 ）等功能有效管理终端带

宽，合理利用网络资源；支持无线数据加密保证在网络传输中的数据安全的同时支持一键

免密码上网，充分体现了人性化、健康WIFI概念、网络信号稳定、数据传输高速，集路由

器、无线接入点、两口交换机、USB接口、防火墙于一体是实现现代家庭无线网络高速、

稳定、大覆盖的不二之选。

1.1 产品特性
 广域网(WAN)接口：一个10/100M 自适应，支持自动翻转（AutoMDI/MDIX）可接

XDSL modem/Cable modem/Ethernet；

 以太网(LAN)接口：四个10/100M 自适应，支持自动翻转（AutoMDI/MDIX）；

 USB接口：一个，连接移动硬盘、手机、数码相机、摄像头等外部设备；

 2.4G：无线传输速率高达300Mbps ，具备速率自适应功能，自动调整无线传输速

率；

 外置三根天线：2根5dBi全向天线+1根9dBi定向天线，全面覆盖家庭无线网络环境的

同时定向去除信号盲区、弱区；

 无线加密类型64/128位WEP，WPA/WPA2、WPA-PSK/WPA2-PSK 等安全机制；

 支持客人WiFi，实现一键免密上网功能，与主人网络独立分开保障局域网安全；

 内置NAT 网络地址转换功能，提供DHCP集中管理、分配IP地址，主机动态获得IP地

址、DNS服务器地址等信息；

 内置防火墙功能，支持DMZ、网站过滤、IP地址过滤；

 支持用户管理功能，禁止/限制终端设备网络带宽，有效分配网络资源及防止蹭网；

 支持DNS 功能，为终端设备提供域名解析服务；

 支持无线计划表功能，自动按时启用和断开无线网络连接，减少不必要的无线辐射；

 支持Web页面管理、专属手机APP、微信远程控制，查看设备状态、轻松配置管理、

安装向导(Wizard)；

 支持路由器升级，免费提供最新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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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网络需求
 一根以太网电缆或一个xDSL 调制解调器

 一个客户端的以太网卡

 支持TCP / IP 网络协议的电脑设备

 一根RJ45 双绞线

 微软 IE 等浏览器

1.3 物品清单
 一台X3路由器

 一个电源适配器

 一个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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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硬件安装
2.1 正面板
机身顶盒 LED 灯带显示状态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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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后面板

LAN（局域网端口）：10/100Mbps 端口，连接局域网设备，例如电脑、监控摄像头、打

印服务器、远程硬盘和其他网络设备。

WAN（广域网端口）：10/100Mbps 端口，xDSL 调制解调器或其他局域网。

USB （通用串行总线）：通过 USB 数据线连接移动硬盘、手机、数码相机、摄像头等外

部设备。

REST（复位键孔）：复位键，长按 7~10 秒后松开恢复默认出厂设置。

WiFi+按钮：轻按 1 秒切换健康等级（休眠模式与超强模式）

PWR （电源孔）: 连接电源适配器的接口。请您使用原装电源适配器！

1、雷雨天气请将设备电源及所有连线拆除，以免遭雷击破坏。

2、远离热源、保持通风。

3、在储存、运输和运行环境中，请注意防水。

4、使用设备额定电源适配器。

5、将设备放置在水平平坦的表面。

LAN WAN USB REST WIFI+ P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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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硬件安装
1、ADSL 宽带拨号上网：请按 1、2、3、4 顺序依次连接。

2、小区宽带上网：请按 2、3、4 顺序依次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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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WEB 管理设置
在完成硬件安装后（请查阅2.3），下面为您介绍全面的Web管理快捷设置向导和详

细功能。

3.1 设置本地网络
Windows 2000/ XP 系统请按以下步骤进行设置：

1、右键单击“网上邻居”，选择“属性”。

2、右键单击“本地连接”，选择“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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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双击“Internet 协议（TCP/IP）”。

4、选择“自动获得 IP 地址”和“自动获得 DNS 服务器地址“，点击“确定”。

返回上个界面，再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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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vista/windows 7系统请按以下步骤进行设置：

1、点击“开始→控制面板→网络和共享中心→本地连接”单击选择“属性”。

2、双击“Internet 协议版本（TCP/IPv4）”

3、选择“自动获得 IP 地址”和“自动获得 DNS 服务器地址”，点击“确定”。

返回上个界面，再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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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快捷设置向导

1、打开电脑、手机的浏览器网站地址输入：192.168.9.1，按回车键。

2、系统自动检测网线连接状态，确认无误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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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统检测为宽带拨号：

认真填写宽带运营商提供的上网账号、密码，必须保证正确，才能上网。

4、自定义WiFi参数及路由器登录密码。

无线名称：填写您需要设置的WiFi参数，其密码不能为空或特殊字符（% ‘ “），且长

度在8到63个字符。

默认路由器登录密码和无线密码相同，去掉勾选后则可设置独立的登录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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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击设置完成，等待路由器重启，即可上网。

同时现在可以直接进入后台管理登录界面，进行详细具体的配置路由器。

3.3 Web 管理功能详解
主页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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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上网设置

1、宽带帐号上网（PPPoE）: 网络服务运营商（ISP）通过电话线（或光纤）点对点拨号

方式提供用户连接互联网，电话线（或光纤）入户时需要xDSL设备（调制解调器）。

宽带帐号：运营商提供的上网帐号

宽带密码：运营商提供的上网密码

MAC 地址克隆：默认为不使用状态；在拨号不成功的情况可使用手动 MAC 地址，并填写

之前路由器的 MAC 地址保存即可。

手动设置 DNS：默认为关闭状态；在拨号成功却无法打开网页的情况下，可勾选并填写当

地的 DNS 保存（相关参数可致电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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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HCP 客户端（自动获得 IP 地址）：ISP 将动态分配 IP 地址给路由器，通常每次获取

的 IP 地址会不一样。

MAC 地址克隆：默认不使用状态；若 ISP 绑定相对应的 MAC 地址上网就必须手动设置。

手动设置 DNS：默认关闭状态。；在拨号成功却无法打开网页的情况下，可勾选并填写当

地的 DNS 保存（相关参数可致电运营商）。

3、静态 IP : ISP 提供固定的 IP 地址等上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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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地址：运营商提供的固定上网 IP 地址

子网掩码：固定的子网掩码

默认网关：固定的默认网关

MAC 地址克隆：默认不使用状态

首选 DNS 服务器：固定的服务器 IP 地址

备用 DNS 服务器：您可备用一个服务器 IP 地址（可不填）

4、无线中继：用于扩展上级路由器的无线信号（2.4G）。

选择无线中继后，系统自动扫描周围 2.4G 无线信号。

请选择无线网络 刷新：点击“刷新”，重新扫描。

无线名称：显示需要扩展信号的上级路由无线名称，点击右边“ ”符号可查看所有

WiFi，并进行选择。

密码：填写需要扩展信号的上级路由器无线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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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WiFi

2.4G 无线控件按钮：启用和关闭无线信号

无线名称：填写无线网络信号的名称

密码类型：选择无线的加密方式，分别为：不加密、WPA2 PAK 模式、WPA/WPA2 PSK

混合模式。

无线密码：选择后面两种加密类型，需设置无线网络信号的密码（8~63 个字节）

3.3.3 功率调节

调节路由器无线信号功率，合理改善上网需求，提高上网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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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自动调整开关：默认为关闭，路由器根据网络环境（在线设备及网络数据）自动进行

调节配置。

当关闭自动调整后，才能手动固定五种模式：

休眠模式：安全，低辐射，健康指数 ☆☆☆☆☆

普通模式：安全，低辐射，健康指数 ☆☆☆☆

加强模式：穿透力强，健康指数 ☆☆☆

超强模式：WiFi 信号强，健康指数 ☆☆

关闭无线：无线信号关闭，有线网络仍然通畅（若需再次启用无线功能，可通过有线连接

方式再次打开或手机 APP 和微信远程打开）

3.3.4 用户管理

管理在线的、被禁用的和离线的终端设备通信。

点击左侧“ ”图标，可备注当前终端设备的用途等信息，以便管理识别。

1、点击“网络限速（未设置）”：首先填写实际网络宽带兆数。

2、点击“网络限速”项目下的 控件：启用或关闭当前终端设备的网络限速功能。

3、点击“限速百分比”项目下的“ ”图标：限制该设备占用整个带宽的百分比。

4、点击“允许上网”项目下的 控件：管理在线、禁止、离线终端设备禁止上网与

允许上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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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更多功能

1、系统状态

显示固件版本、2.4G 无线配置、TCP/IP 配置、WAN 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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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络设置

WAN 口设置：PPPoE、动态 IP、静态 IP。（上网方式详情请参照 3.3.1）

MRU：最大接收单元（Maximum Receive Unit）是 PPP 链接数据链接层上面所能接收

的最大数据报大小（以字节为单位），请保持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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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 口设置：配置路由器与本地局域网设备的网络参数。

IP 地址：路由器内网的IP 地址

子网掩码：路由器内网的子网掩码

DHCP ：自动、开启、禁用、Client

（自动是根据WAN口IP地址配置路由器默认网关；开启是可以启用静态DHCP设置功能，

将特定MAC地址的设备预留指定的IP地址；禁用是关闭DHCP服务器；Client是客户端，

所有数据由上级路由分配）

DHCP 客户端范围：给局域网终端设备开始到结束的IP 地址分配范围

地址租期：默认480分钟

802.1d 生成树：默认禁用。

（链路管理协议，它为网络提供路径冗余同时防止产生环路。为使以太网更好地工作，两

个工作站之间只能有一条活动路径）

http://baike.baidu.com/view/34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44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9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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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 DHCP 设置

允许保留 IP 地址，并在有 IP 地址请求时分配特定的 IP 地址给特定的 MAC 地址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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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线设置

基本设置：设置无线信号的基本参数。

禁用无线 控件按钮

频段：支持无线标准11B，11G、 11N、11B+11G、11G+11N、11B+11G+11N，其中

11N最高达300Mbps。它是基于MIMO (多入多出) 与OFDM（正交频分复用）技术相结

合，使用多组独立天线组成的天线阵列，通过多个信道传送多个数据流，提高了无线传输

质量，传输速率得到极大提升，对高带宽的应用例如高清晰度视频、语音和音乐等高品质

体验。

模式：AP、WDS、AP+WDS模式

无线名称：修改WiFi无线信号的名称

信道带宽：可选20M、40M（数据传输时所占用的信道宽度,20M穿墙好，40M传输快）

信道：选择无线工作的频率段

广播SSID：开启将SSID信号向无线网络内的主机广播，主机可扫描到SSID，并可加入该

无线网络；禁用不向网络内的主机广播，主机必须手动添加无线网络才能加入。

数据速率：选择无线的最大传输速率。（Auto为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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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S设置：桥接多个无线局域网。（AP必须设置在同一信道上，为想通信的AP 设置

MAC 地址）

首先要在“基本设置”的“模式”中选择WDS或AP+WDS后保存，才能开启WDS功能。

MAC 地址：填写连接MAC 地址

数据速率：选择最大传输速率（Auto为自动）

备注：填写计算机用途等信息，便于管理识别

其中的“设置安全性”分布式安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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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S设置：无线网络的安全加密功能（Wi-Fi保护设置）

无线客户端自动加密连接，必须在2分钟能接到接入点

可以让您的无线终端在2分钟内快速的加密，并连接到接入点。

无线通信双方(AP 和CLIENT)的加密配置工作，这样保障了数据的安全。当然，客户

端的网卡设备也要支持WPS 功能才行。

需要注意几点，在使用WPS 功能前：

1. 可以先设置好路由器的无线安全功能，如WEP 或WPA-SPK 方式(WPA+RADIUS

方式不支持WPS 功能)，否则当第一次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如果和客户交互成功，且路

由器发现还没有进行安全设置，它将自动随机产生一组加密设置，通常是WPA-PSK 方

式；

2. WPS分两种模式按钮（PBC）和个人识别码（PIN码）。这两种模式下，路由器和

局域网终端的设备需在间隔不超过两分钟内同时按下按钮，此功能通常只运行2 分钟时

间；

WPS也称为 WSC（WIFI简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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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时间表：WLAN开启时间段，启用该功能需先配置好系统时间（系统设置中）。

勾选控件：启用或关闭WLAN时间表

8条时间段设置：天从星期一到星期天或每天，注意开始时间要大于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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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WiFi

客人WiFi控件按钮：开启或关闭

客人WiFi名称：自定义无线网络的名称

安全：不加密、一键认证、加密（WPA/PSK Mixed）

默认为一键认证：近场认证方式，无线客户端在离无线路由器近距离（大约1米）范围

内，可自动连接该无线网络不需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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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全设置

DMZ 设置：将主机完全暴露给广域网，可实现双向无限制通信。

D

MZ功能可以在不牺牲内网的非授权访问的特性来提供Internet服务。

DMZ 主机包含一些必须被Internet 公开访问的设备，例如Web(HTTP)服务器，FTP 服务

器，SMTP(e-mail)服务器和DNS 服务器。

DMZ 主机 IP 地址：填写设置为 DMZ 主机的局域网服务器的静态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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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过滤设置：限制本地 IP 地址的客户端通过网关发往 Internet 的特定的数据包，该过滤

规则能够保护和限制本地网络。

本地IP 地址：填写需要禁止通信的内网客户端静态IP 地址。

选择方式：禁止该客户端数据报（Both、TCP、UDP三种通信的协议）。

备注：填写客户端信息，方便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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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过滤设置

限制局域网用户访问因特网，控制访问下面列表中的包含关键字网址。

开启过滤设置控件：开启或关闭

选择黑名单、白名单控制按钮后，在网址：输入需要禁止或允许访问的URL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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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转发

表中的条目允许您将一些公共网络服务设置在NAT防火墙后一个内网设备。

只有当您希望在私有网络设置类似web或mail服务器时，才需要进行配置。

开启端口转发控件：勾选开启，去勾禁用。

本地IP地址：内网客户端设备IP地址

连接方式：Both、TCP、UDP
内部端口：自定义

外部端口：自定义

备注：备注该条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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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远程访问

动态域名设置：为您提供一个可变IP 地址与有效且不变的互联网域名(URL地址)之间

的配对。DNS设置功能是实现固定域名到动态IP 地址之间的解析。使用动态IP 地址上网

的用户，在每次上网得到新的IP 地址后，安装在计算机上的动态域名软件就会将该IP 地址

发送到DDNS 服务商提供的动态域名解析服务器，并更新域名解析数据库。当Internet 上

的其他用户需要访问这个域名的时候，动态域名解析服务器就会返回正确的IP 地址。这样

不使用固定IP 地址的用户可以通过动态域名解析服务经济、高效地构建自己的网络系统。

服务提供者：动态花生壳、TZO、oraydns。

首先需要去服务提供者网站进行注册，用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到DDNS 服务器上。当

连接状态显示成功之后，互联网上的其他计算机就可以通过域名的方式访问路由器或虚拟

服务器了。

用户名/邮箱、密码/密钥：请正确填写在DDNS 上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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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系统设置

系统日志：详细记录路由器系统工作状态。

密码设置：自定义新的WEB路由器管理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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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间：您可以通过同步计算机时间和启用NTP功能连接Internet 上的时间服务器进行

同步来维护系统时间。

单击“同步计算机时间”，点击保存。

时区选择：选择本地区时区

启动NTP 客户端更新：勾选启用或关闭

自动调整夏令时：勾选启用或关闭

NTP 服务器: 选择对应的服务器IP地址或手动输入知道的服务器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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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与恢复：将您当前的配置保存到一个文件中；重新加载以前保存的配置文件；恢复到

默认设置、重启设备。

保存配置到文件：将当前的设置以文件形式保存到电脑指定位置，进行备份。

注意：在固件升级或载入新的配置文件前，需进行备份；当出现更新文件过程中丢失原有

配置的情况，可通过加载备份文件解决。

从文件加载设置：选择已备份好或已编辑好的配置文件，并“上传”。

恢复到默认配置：将路由器恢复到出厂时的默认状态。

（默认的IP 地址：192.168.9.1）

重启设备：重新启动路由器。当设备很长时间使用后，可重新启动提高设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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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件升级：更新固件。（上传过程中路由器不能断电）

第一步：登录官方网站 www.seapai.com.cn,进入“服务中心”选择“驱动下载”，

下载该产品的最新版本固件。

第二步：登录路由器管理页面，进入“固件升级”点击“浏览”选择您下载的固件文

件。

第三步：点击“上传”，进行固件升级。请您注意，在上传过程中路由器不能断电，

否则可能导致系统崩溃。

第四步：更新完成后，路由器自动重启。

注意：固件升级后，设备可能会恢复出厂默认设置，升级前的所有配置信息将会丢

失，建议您在此之前记录下已设置好的上网信息。

http://www.seapa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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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USB储存

您可以访问共享目录的形式，安全便捷地访问USB存储设备中的数据，实现快速上

传、下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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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手机 APP 管理设置
在完成硬件安装后（请查阅2.3），下面为您介绍全面的APP管理快捷设置向导和详细

功能。

4.1 安装手机 APP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并下载安装。

4.2 APP 快捷设置向导

Android 系统手机请按以下步骤：
1、启用手机 WLAN 功能（WIFI），连接 SeaPai_XXXX 无线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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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手机是否获得正确的 IP 地址和网关地址，也可进行手动设置。

（IP 地址：192.168.9.100~192.168.9.200；网关：192.16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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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打开健康路由APP，进入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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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直接设置X3路由器”

快速设置向导

根据您实际上网情况选择上网方式：宽带上网拨号（PPPoE）、DHCP 客户端设置、静态

IP（详情可查阅 3.3.1）

注意：底部是设置路由器管理密码：默认与无线密码一致，可点击”控件”弹出设置框进

行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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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APP 详细功能讲解
登录主页面分为登录、注册、直连设置健康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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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注册
前提条件：手机必须连上能上网的无线网络或流量数据（3G、4G）。

操作步骤：首先点击“注册”，进入云端注册界面；

然后填写注册账户的用户名、密码、再次输入密码、邮件地址；

最后点击提交，账户注册成功，并与邮件进行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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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登录
前提条件：手机必须连上能上网的无线网络或流量数据（3G、4G）。

1、登录已注册的账号进入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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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绑定路由器设备：这时手机必须连接 X3路由器的 WiFi信号，同时它没有被其他账

号捆绑才能成功。

提示：绑定成功后，注销下账号重新登录就能获取到路由器参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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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户信息：点击左上角“ ”图标。

当前用户名：显示您注册的APP账户

记住用户名和密码：默认关闭状态（可点击开启）

注销：退出当前账户（返回登录界面）

退出：关闭健康路由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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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备管理：点击右上角“ ”图标。

当前管理的路由器：显示当前已连接的健康路由器（MAC地址）

解绑：手机WLAN必须连接X3路由器无线网络，然后输入当前需要解绑的路由器管理密

码，解除当前APP账户与路由器的绑定。

我的所有路由器：显示账户绑定的所有健康路由在线、离线状态，同时可进行选择切换。

绑定新设备：首先X3路由器已经能够上网，其次手机已经连接它的无线网络，然后输入该

设备的管理密码，则当前账户与新路由器成功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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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IFI设置

2.4G 无线信号开关按钮。

无线名称（SSID）：填写无线网络信号的名称

加密类型：选择信号的加密方式

无线密码：填写无线网络信号的密码（8~63 个字节）

信道：选择无线网络工作的频率段

设置完毕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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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户管理：显示当前在线、离线、禁用设备信息，并进行限速管理。

点击设备信息可进入“用户详细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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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该设备的详细地址、连接类型。

联网状态：可限制该设备上网行为

网络限速：输入实际总带宽（Mbps）

是否限速控件按钮：启用时分配实际带宽的百分比进行设定

备注：填写该设备的用途等信息，方便管理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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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系统设置：客人WiFi、无线计划表时间、重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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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 WiFi 控件开关

无线名称：填写无线网络信号的名称

密码类型：选择无线的加密方式，分别为：不加密、一键认证、加密。

无线密码：选择后面两种加密类型，需设置无线网络信号的密码（8~63 个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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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计划表

开启WIFI控件按钮

无线计划表：制定无线信号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段。

注意：首先启用该功能；然后设置时间时，结束时间应该大于开始时间，最后点击提交无

线计划生效。

重启：重新启动路由器。当设备很长时间使用后，可重新启动提高设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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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健康管理：调节路由器无线信号功率，合理改善上网需求，提高上网体验。

功率自动调整开关：默认为启用，路由器根据网络环境自动进行调节配置。

关闭自动调整后，才能手动设置五种模式：

休眠模式：安全，低辐射，健康指数 ☆☆☆☆☆

普通模式：安全，低辐射，健康指数 ☆☆☆☆

加强模式：穿透力强，健康指数 ☆☆☆

超强模式：WiFi 信号强，健康指数 ☆☆

关闭无线：完全关闭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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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直连设置健康路由器
前提条件：手机必须连上路由器的无线网络

点击“直连设置X3路由器“，在登录页面输入路由器的管理密码，进入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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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户信息：点击左上角 图标。

当前用户名：显示路由器管理用户名默认为admin

注销：退出当前管理，返回登录界面

退出：关闭健康路由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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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备管理：点击右上角 图标。

当前管理的路由器：显示当前管理的路由器（MAC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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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IFI 设置

2.4G 无线信号开关按钮

无线名称（SSID）：填写无线网络信号的名称

加密类型：选择信号的加密方式

无线密码：填写无线网络信号的密码（8~63 个字节）

信道：选择无线网络工作的频率段

设置完毕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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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户管理：显示当前在线、离线、禁用设备信息，并进行限速管理。

点击设备信息可进入“用户详细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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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该设备的详细地址、连接类型。

联网状态：可限制该设备上网行为

网络限速：输入实际总带宽（Mbps）

是否限速控件按钮：启用时分配实际带宽的百分比进行设定

备注：填写该设备的用途等信息，方便管理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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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WAN 设置：设置路由器上网方式 PPPoE、DHCP、静态 IP。

PPPoE（宽带帐号上网）：网络服务运营商（ISP）通过电话线（或光纤）点对点拨号方式

提供用户连接互联网，电话线（或光纤）入户时需要 xDSL 设备（调制解调器）。

上网帐号：运营商提供的宽带帐号

上网密码：运营商提供的宽带密码

MAC 地址克隆：默认不使用状态

手动设置 DNS：默认关闭状态

设置完成，“提交”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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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CP（动态 IP）：ISP 将动态分配 IP 地址给路由器，通常每次获取的 IP 地址会不一样。

MAC 地址克隆：默认不使用状态

手动设置 DNS：默认关闭状态

设置完成，“提交”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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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 IP：ISP 提供固定的 IP 地址等上网信息。

IP 地址：运营商提供的固定上网 IP 地址

网关：固定的网关

子网掩码：固定的子网掩码

MAC 地址克隆：默认不使用状态

首选 DNS 服务器：固定的服务器地址

备用 DNS 服务器：您可备用一个服务器地址（可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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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健康管理：调节路由器无线信号功率，合理改善上网需求，提高上网体验。

功率自动调整开关：默认为启用，路由器根据网络环境自动进行调节配置。

关闭自动调整后，才能手动设置五种模式：

休眠模式：安全，低辐射，健康指数 ☆☆☆☆☆

普通模式：安全，低辐射，健康指数 ☆☆☆☆

加强模式：穿透力强，健康指数 ☆☆☆

超强模式：WiFi 信号强，健康指数 ☆☆

关闭无线：完全关闭无线（若需再次启用无线功能，可通过有线连接方式再次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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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系统设置：USB存储、客人WIFI、无线计划表、重启、恢复出厂设置、合理改善上网

需求，提高上网体验。

USB存储：可以上传手机文件到U盘、或下载U盘中的文件到手机

客人WIFI：设置客人无线网络的名称、加密类型、密码

无线计划表：制定无线信号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段。

注意：首先启用该功能；然后设置时间时，结束时间应该大于开始时间，最后点击提交无

线计划生效。

重启：重新启动路由器。当设备很长时间使用后，可重新启动提高设备性能。

恢复出厂设置：将路由器恢复到出厂时的默认状态。

（默认的IP 地址：192.16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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