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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简介 

   此 产 品 是 为 了 让 个 人 WIFI 用 户 能 够 通 过

GPRS/EDGE/UMTS/HSPA/LTE 网络制式来连接上网。为了

更加简单快速的连接高速网络,使用电池供电。 

 
２．LED 指示灯 

 指示灯可以直观了解设备当前工作状态 
电源灯 蓝色 红色 紫色 

未充电状态电量<25%  红色常亮  

未充电状态电量≥25%－95% 蓝色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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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充电状态电量 95%－100%   紫色常亮 

充电中 蓝色 2 秒闪   

充满电   紫色常亮 

休眠 熄灭 熄灭 熄灭 

 
WiFi 灯 WiFi 未启动 WiFi正常启动 有用户接入 休眠 

蓝色 WiFi 灯灭 蓝色 2 秒闪烁 蓝色常亮 
 

WiFi 灯灭 

 
信号灯 注册网络 2 秒闪烁 常亮 熄灭 

绿色 4G LTE 已注册网络，未连接 已注册网络，已连接 
休眠 

蓝色 HSPA+ 已注册网络，未连接 已注册网络，已连接 休眠 

紫色 EVDO 已注册网络，未连接 已注册网络，已连接 休眠 

黄色 
GSM/EDGE/CDMA 

1X 已注册网络，未连接 已注册网络，已连接 
 

休眠 

红色 无服务 搜索网络 未找到 SIM 卡 
 

休眠 

    
 

 

３．启动，待机，唤醒，重启，关闭和恢复出厂设置 

开机：插入（U）SIM 卡, 装上电池，长按电源键 3 秒，等待 2

秒 LED 灯开机完成； 

待机：无外接电源接入，没有 wifi 使用情况下，10 分钟后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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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进入待机状态，待机状态下，指示灯全部熄灭； 

唤醒待机状态：单击电源键； 

关机：长按电源键 5秒，直到全部指示灯熄灭； 

手动恢复出厂设置：用别针长按设备背部复位键 5秒，设备将重

启并恢复出厂设置； 

重启： 用别针单击复位键。 

 

4  WIFI 连接 

  
网 络 搜 索 到 SSID:4GMIFI_**** 点 连 接 , 输 入 连 接 密

码:1234567890 点确定.(详细信息请查阅设备标签) 

 

5 管理界面描述 

 登陆用户管理界面(WEB UI) 

找到 SSID，输入密码。 

连接设备 WIFI 后,打开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http://192.168.0.1  

用数据线连接电脑，RNDIS 启用。打开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http://192.168.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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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管理界面（建议使用 IE/QQ 浏览） 

3.输入用户密码:admin 进入管理页面.(可选择中英文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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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入基本信息界面. 

可查看到当前设备详细信息，包括设备信息：SIM 卡卡号、IMEI、

IMSI、网络名称（SSID）、最大连接数、Wi-Fi 性能、局域网域

名、IP 地址、MAC 地址、WAN IP 地址、软件版本、固件版本、

硬件版本信息，流量统计及流量限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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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D 卡设置  

可选择 USB 及 HTTP 共享模式，在 HTTP 共享模式下，设备仅

支持 FAT 文件系统！ 

 

 

 

6.驱动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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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短信：新建、删除短信，可设置外发短信的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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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电话本：可以新建、发送短信、删除、删除所有操作，并且在

电话本数量过多的时，有翻页功能 

 
9.网络设置：拨号设置、找网方式、A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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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WiFi设置，修改无线网络参数, (如SSID SSID广播WIFI密码、

WPS 设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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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设备设置 

可修改登录用户名及密码、恢复出厂设置、重启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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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常见问题 

1. 该软件支持哪些操作系统？ 

Windows XP, Windows Vista, Windows 7 ,Windows８,windows 10 

2. 无法安装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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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如下： 

1.如果自动安装未完成，请检查反病毒程序和安全防护程序是 

否在运作。若在运作，请关闭这些程序，重新安装应用程序。对

于不能被禁用的程序，请关闭监控程序，待安装工作完成后再打

开。 

 2. 对某些个人电脑而言，由于个人电脑的配置，安装驱动程序

可能耗费时间较长。因此，安装时，请耐心等待,请勿取消，也

请勿拔掉设备。若仍不成功，请先卸载驱动程序，再重新安装。 

3. SIM 卡没有注册网络 

原因如下：1. 当地信号不稳。 

          2. 软件是旧版本。 

          3. 硬件问题。 

你可以：1. 尝试从另一个位置登录。 

        2. 更新软件。 

        3. 检查硬件或者更换一个数据卡，再重新连接服务器。 

4.为何会提示“无法连接配置文件”？ 

请手动添加一个配置文件。 

5.无法连接到互联网 

请确保连接配置文件和设置正确。 

6.连接速度和数据转换速率太慢 

请检查当地网络信号强度 

7.发送信息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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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确定短息中心号码正确 

 

Print to PDF without this message by purchasing novaPDF (http://www.novapdf.com/)

http://www.novapdf.com/
http://www.novapdf.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