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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选择了 InRouter6XX-S/InRouter 6XX-S-WLAN 无线路由器！ 
为了正确使用路由器，按照本手册，您可以快速完成  InRouter6XX-S/InRouter 

6XX-S-WLAN 的基本配置。以下简称 IR6XX-S/IR6XX-S-WLAN 路由器为路由器。 

物品清单 

打开产品包装，应包含以下物品： 

标准配件列表: 

配件 数量 描述 

无线路由器 1 台 IR6XX-S/IR6XX-S-WLAN 系列路由器 

网线 1 根 RJ45，1.5m 长，CAT-5 交叉电缆 

产品资料 1 套 光盘和纸质快速安装指南 

工业导轨 1套 固定设备 

天线 1 根 
根据用户订单需求，可选择标准天线、吸

盘天线，增强天线、防爆天线等 

电源 1个 7 PIN电源端子 

选配附件： 

配件 数量 描述 

电源 1 个 9～26V DC电源 

WIFI天线 2颗 根据客户需求可以选配吸盘WIFI天线和

胶棒WIFI天线 

 



                                                                           

 

 

 

一 安装路由器 

1.1 面板介绍  

1.1.1 IR611-S-WLAN 系列 

 

图1. IR611-S-WLAN 面板介绍 



                                                                           

 

 

1.1.2 IR615-S-WLAN 系列 

 

图2. IR615-S-WLAN 面板介绍 

 注意：以下操作必须在设备断电状态下进行！ 

1.2 SIM/UIM 卡安装 

IR6XX-S/IR6XX-S-WLAN采用弹出式卡座，按下卡座右侧黄色按钮，弹出卡座，将 SIM/UIM

卡放入卡座，再将卡座按回卡槽。 

1.3 天线安装  

用手轻轻转动金属 SMA-J接口可活动部分到不能转动（此时看不到天线连接线外螺纹）

即可，不要握住黑色胶套用力拧天线。 

1.4 供电电源  

安装完天线后，将 9~26V DC 电源接上 IR6XX-S/IR6XX-S-WLAN，此时观察



                                                                           

 

 

IR6XX-S/IR6XX-S-WLAN 面板上 Power LED 是否点亮，如果 LED 没有点亮请立即联系映

翰通技术支持。 

Power LED指示正常后，等待状态灯(STATUS LED)闪烁，即可对其进行设置。 

LED指示含义请参阅附录 指示灯说明。 

1.5 保护地接地安装 

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 将接地螺帽拧下来； 

第二步 将机柜地线的接地环套进接地螺柱上； 

第三步 将接地螺帽拧紧。 

 

为提高路由器的整机抗干扰能力，路由器在使用时必须接地，根据使用环境将地线接到路

由器接地螺柱上。 



                                                                           

 

 

 

二 快速配置 

2.1 连接路由器 

在路由器安装好的情况下，连接路由器和您的计算机，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操作： 

1）  使用 RJ45 网线连接 IR6XX-S/IR6XX-S-WLAN 和您的计算机。 

2）  接通电源线，设备正常启动后，您可以观察到电源灯(POWER)常亮，状态灯(STATUS)

闪烁。 

2.2 配置计算机与路由器通信 

本指南基于 Windows10 系统进行说明 

IR6XX-S/IR6XX-S-WLAN路由器可为您的计算机自动分配 IP地址。请设置您的计算机通

过 DHCP自动获取 IP地址，具体设置方法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操作： 

1） 打开设置，点击“以太网>>更改适配器选项”，进入“网络连接”画面。 

2） 双击“以太网”，进入“以太网 状态”画面： 



                                                                           

 

 

 

图3. 配置本地 IP 

3） 单击“属性”按钮，进入“以太网 属性”界面，选择： 



                                                                           

 

 

 

图4. 配置本地 IP 

4） 选择“Internet 协议版本 4（TCP/IPv4）”，单击“属性”按钮，确认您的计算机自动获取

IP 地址和 DNS 服务器地址：  



                                                                           

 

 

 

图5. 配置本地 IP 

IR6XX-S/IR6XX-S-WLAN 路由器将为您的计算机分配一个 IP 地址和网关地址。 

配置好 TCP/IP 协议后，您可以使用 Ping 命令检查您的计算机和路由器之间是否连接正

确。下面的例子为一个在 Windows 10 环境中，执行 Ping 命令： 

打开 CMD 输入：ping 192.168.20.161(以实际配置的路由器 IP 为准) 

如果屏幕显示为： 



                                                                           

 

 

 

图6. ping 路由器地址 

说明您的计算机已与路由器成功建立连接。如果屏幕显示为： 

 

图7. 路由器未连接好 

说明路由器未连接好，您可以依照步骤 1和 2中的操作逐项进行检查。 

2.3 配置路由器(可选) 

完成以上两项步骤后，您就可以对路由器进行配置了： 

1) 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路由器的 IP 地址，如 http://192.168.2.1（路由器的出

厂默认设置)。您会看到下图所示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出厂默认设置为

adm/123456）后点击登录： 



                                                                           

 

 

 

图8. 登录界面 

登录成功后进入路由器的操作界面： 

 

图9. 操作界面 

2）更改路由器的配置： 

   注意：更改配置后，请点击“应用”使配置生效。 

   下面的例子演示了如何更改路由器的 IP地址： 

点击“网络>>LAN 端口”，如下图： 



                                                                           

 

 

 

图10. LAN 端口设置 

更改路由器的 IP 地址为 192.168.20.161，如下图： 

 

图11. 更改 LAN 端口 IP 

3）完成后，单击左下角的“应用”按钮，出现如下提示 



                                                                           

 

 

 

图12. 保存配置 

此时 IP 已经更改 再次进入路由器需输入新的 IP地址（192.168.20.161）。 

2.4 路由器的应用配置示例 

2.4.1 路由器连接网络 

 

图13. IR611-S-WLAN 应用网络图示 



                                                                           

 

 

 

图14. IR615-S-WLAN 应用网络图示 

通过以下快速配置，可以使您通过移动网络连接到 INTERNET。 

点击“网络>>拨号端口”，进入拨号配置： 

 

图15. 拨号端口设置 

请检查 APN、拨号号码和用户名、密码是否正确。APN、拨号号码、用户名、密码为

当地移动运营商提供，您可致电当地运营商查询。 



                                                                           

 

 

 

表 2-1 运营参数表（仅供参考） 

运营商名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 

APN cmnet uninet  

拨号号码   *99***1# *99***1# #777 

用户名 gprs gprs CARD 

密码 gprs gprs CARD 

 

1）现场端设备配置 

现场端设备：应保证现场设备网关设置为路由器的 LAN 口地址（默认为 192.168.2.1），

并确认现场设备的 IP 地址与路由器在同一网段。 

2）连接现场设备与路由器 

通过 RJ-45 网线将设备或计算机连接到路由器的 LAN 接口，在设备上打开浏览器，按

照 2.3 配置路由器（可选）的说明进行路由器的配置。                                     

点击“工具>>Ping”菜单，在“主机”选项中输入设备的 IP 地址后点击“Ping”按钮： 

 

图16. 工具---ping 探测 

如果设备连接正常，显示应如下图所示： 



                                                                           

 

 

 

图17. ping 探测结果 

注意：如果 ping 失败，请检查 设备网络设置。 

正确配置以上参数后，您的路由器应可以正常接入 Internet。打开“状态>>网络连接”，

可以看到拨号端口的状态显示已连接。 

 

图18. 查看网络连接 



                                                                           

 

 

 

2.4.2 PLC 通过路由器连接远程平台 

1.设置 PLC 

设置 PLC：应保证 PLC 的网关设置为路由器的 LAN 口地址（默认为 192.168.2.1），并

确认 PLC 的 IP 地址与路由器在同一网段。 

2.连接 PLC 与路由器 

通过网线将 PLC 和计算机同时连接到路由器的 LAN 接口，在计算机上打开浏览器，按

照 2.3 配置路由器（可选）的说明进行路由器的配置。 

点击“工具>>Ping”菜单，在“主机”选项中输入 PLC 的 IP 地址后点击“Ping”按钮： 

 

图19. 检查路由与 plc 连接情况 1 

如果 PLC 连接正常，显示应如下图所示： 

 

图20. 检查路由与 plc 连接情况 2 



                                                                           

 

 

注意：如果 ping 失败，请检查 PLC 设置。 

3.开启网管平台功能 

点击“服务>>网管平台”菜单，进入“网管平台”服务配置页面： 

 

图21. 开启网管平台功能 1 

选择“短信+IP”模式，进入“网管平台”配置界面，默认参数配置如下： 

 
图22. 开启网管平台功能 2 

需要注意的： 

设备 ID：填入由远程监控平台分配的唯一号码。 

服务器：填入远程监控平台的 IP 地址。 

端口: 填入远程监控平台的端口号。 

点击“应用”，此时可在“网管平台”查看到此设备登录。 

2.4.3 VPN 应用 

IR6XX-S-WLAN 支持 IPSec、L2TP、PPTP 多种安全隧道建立机制，下面以



                                                                           

 

 

配置 IPSec 为例，介绍 IR6XX-S-WLAN 的 VPN 应用。 

 

图23. IR6XX-S-WLAN 的 VPN 应用 

1) 连接计算机和路由器，进入路由器配置页面，选择“VPN 设置>>IPSec 基本参数”菜单，

如下图所示： 

 

图24. VPN 设置 1 

启用 NAT 穿越，数据压缩。 

维持 NAT 穿越时间间隔：设置 NAT 维持穿越时间间隔，缺省为 60 秒。 

请根据具体需要修改参数，配置完成后点击“应用”。 

2) 选择“VPN 配置>>IPSec 隧道配置”菜单，查看或修改 IPSec 隧道： 



                                                                           

 

 

 

图25. VPN 设置 2 

3) 点击“新增”创建一个新的 VPN 隧道，默认参数配置如下： 

 

 

 

 

 

 

 

 

 

 

 

 

 

 

 

 

 

 

 

 

图26. VPN 设置 3 

 



                                                                           

 

 

基本参数设置说明表 

参数名称 说明 缺省值 

隧道名称 给建立的 ipsec 隧道设立一个名称以方

便查看 

IPSec_tunnel_1 

对端地址 设定为 VPN 服务端 IP/域名 0.0.0.0 

启动方法 自动启动/流量激活/被动响应/手工启动 自动启动 

协商模式 主模式/野蛮模式  主模式 

隧道类型 主机—主机/主机—子网/子网—主机/子

网—子网 

子网—子网 

本地子网地址 IPSec 本地保护子网 192.168.2.1 

本地子网掩码 IPSec 本地保护子网掩码 255.255.255.0 

对端子网地址 IPSec 对端保护子网 0.0.0.0 

对端子网掩码 IPSec 对端保护子网掩码 255.255.255.0 

第一阶段参数设置说明表 

参数名称 说明 缺省值 

IKE 策略 详细策略种类请登录设备查看 3DES-MD5-DH2 

IKE 生命周期 间隔自动生成新密钥 86400 秒 

本地标识类型 FQDN/User FQDN/I 地址 IP 地址 

对端标识类型 FQDN User FQDN/I 地址 IP 地址 

认证方式 共享密钥/数字证书 共享密钥 

密钥 IPSec VPN 协商密钥  

第二阶段参数设置说明表 

参数名称 说明 缺省值 

IPSec 策略 详细策略种类请登录设备查看 3DES-MD5-96 

IPSec 生命周期 间隔自动生成新密钥 3600 秒 

配置完成后点击“保存”选项，如下图所示： 



                                                                           

 

 

 

图27. VPN 设置 4 

 

图28. VPN 设置 5 



                                                                           

 

 

 

附录 指示灯说明 

1 信号灯说明  

-----信号: 1-9 (此时说明信号状况有问题，请检查天线是否安装完好，所处地区信

号状况是否良好) 

------信号状况 10-19（此时说明信号状态基本正常，设备可以正常使用） 

------信号状况 20-31（此时说明信号状态良好） 

2 适用于 IR611-S-WLAN 系列 

POWER STATUS WARN ERROR LINK 

说明 电源指示灯

（红色） 

状态指示灯

（绿色） 

警报指示

灯（黄色） 

错误指示灯

（红色） 

连接指示灯 

（黄色） 

亮 灭 灭 灭 亮 开机状态 

亮 闪 亮 灭 闪 开机成功 

亮 闪 亮 灭 闪 正在拨号 

亮 闪 灭 灭 闪 拨号成功 

亮 闪 闪 闪 闪 正在升级 

亮 闪 亮 闪 亮 复位成功 

WLAN 指示灯及说明 

WLAN 绿色指示灯 说明 

亮 WLAN 功能开启 

灭 WLAN 功能关闭 

闪 复位成功 

 



                                                                           

 

 

3 适用于 IR615-S-WLAN 系列 

POWER STATUS WARN ERROR 

说明 电源指示灯

（红色） 

状态指示灯

（绿色） 

警报指示灯

（黄色） 

错误指示灯 

（红色） 

亮 灭 灭 灭 开机状态 

亮 闪 亮 灭 开机成功 

亮 闪 亮 灭 正在拨号 

亮 闪 灭 灭 拨号成功 

亮 闪 闪 闪 正在升级 

亮 闪 亮 闪 复位成功 

WLAN 指示灯及说明 

WLAN 绿色指示灯 说明 

亮 WLAN 功能开启 

灭 WLAN 功能关闭 

闪 复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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