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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版权所有© 2014 深圳市吉祥腾达科技有限公司。保留一切权利。 

非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复制、摘抄及翻译本文档部分或全部内容，

且不得以任何形式传播。 

是深圳市吉祥腾达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和（或）其它国家与地区的注册商标。

文中提及的其它品牌和产品名称均为其相应持有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或其它原因，本文档内容会不定期更新。除非另有约定，本文档仅作为使

用指导，文中的所有陈述、信息和建议均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担保。 

如需了解更多产品信息，请浏览 Tenda 官方网站：http://www.tenda.com.cn 

http://www.tend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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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谢您购买 Tenda 产品！阅读此手册将有助于您配置本设备。 

约定 

此文档适用于 FS395V1.0&FS396V1.0，文档内容以 FS395V1.0 为例进行说明。 

文中采用的标识和含义如下： 

 

提醒您在操作设备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设置无法生效、数据丢

失或者设备损坏。 

 

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本设备常见功能设置向导 

 如何修改无线信号名称？  如何快速上网？ 

 如何设置无线加密？  如何开启安全防护功能？ 

 如何设置或修改登录密码？  共享上网时他人占用太多网速怎么办？ 

 如何修改路由器的登录 IP 地址？  如何设置热点信号放大（WISP）？ 

 如何进行软件升级？  如何设置无线信号放大（Client+AP）？ 

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邮箱：tenda@tenda.com.cn 

 服务电话：4006622666 

 网址：http://www.tenda.com.cn 

 腾达官方微信号： Tenda1999 

 

mailto:tenda@tenda.com.cn
http://www.tend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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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本设备是由腾达联合腾讯电脑管家、腾讯手机管家推出的无线安全路由器，基于全球最大的

风险网址数据库——腾讯安全云库架构而成，时刻保护您的上网安全。 

此路由器不但能满足您的上网需求，还能实现精确的防钓鱼功能（识别假冒网页，QQ 防盗，

游戏账号防盗等）；带有 3 根天线实现 2T/3R,无线速率达到 300M，普通家庭通过互联网接入，

可以满足家庭无线设备、有线设备普通的联网需求；支持 2.4G 300M 无线速率，同时整合最

新易安装界面，方便您轻松快捷地进行路由器管理配置。 

2 清单 

请小心打开包装盒，包装盒内应有以下物品： 

 无线路由器  安装指南 

 电源适配器  保修卡 

如果发现有损坏或物品短缺，请持原包装与购买商联系更换。 

3 外观 

前面板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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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 状态 说明 

PWR 
常亮 设备供电正常 

闪烁或熄灭 设备出现故障或设备未通电 

SYS 

系统启动时：常亮 设备系统运行正常 

系统启动后：闪烁 设备系统运行正常（闪烁间隔 1 秒） 

系统启动后：常亮或熄灭 设备系统出现故障 

WPS 

闪烁 协商过程中 

常亮 协商成功后常亮 300 秒 

熄灭 

出现在以下情况之一： 

1）WPS 功能未开启（功能默认关闭） 

2）协商成功后且常亮 300 秒之后 

3）协商结束/失败 

WiFi 
常亮 无线功能已开启 

闪烁 无线正在传输数据 

1 / 2 / 3 

常亮 对应 LAN 口连接正常 

闪烁 对应 LAN 口正在传输数据 

熄灭 对应 LAN 口网线未接好或出现故障 

WAN 

常亮 WAN 口连接正常 

闪烁 WAN 口正在传输数据 

熄灭 WAN 口网线未接好或出现故障 

后面板接口及按键 

 

接口、按键 说明 

WAN WAN 口，用于连接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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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 3 / 2 / 1 LAN 口，用于连接电脑、交换机等 

POWER 电源接口 

WPS/RST 

通电状态下，持续按下 1~3 秒后放开，开启设备 WPS-PBC 功能 

通电状态下，持续按下 7 秒后放开，可将设备设置恢复到出厂状态 

WPS 功能禁用的情况下，按下 WPS 按键可以触发 WPS 功能启用 

背面贴纸 

 

（1）无线路由器对应的产品型号。 

（2）默认管理 IP 地址，可使用该地址进入无线路由器设置页面。 

（3）无线路由器的物理接口地址。 

（4）无线网络名称（SSID），就是无线信号名称。 

 

 



 

 

 

 

 

快速上网指南 

 

安装注意事项 6 

物理连线 6 

如何快速上网 7 

上网设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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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注意事项 

（本产品仅适用于非热带气候条件下安全使用。） 

为了获得更强且稳的无线信号，建议将路由器放置如下： 

 靠近手机、笔记本等无线设备； 

 放在较高的位置，确保无线路由器与手机、笔记本等无线设备之间的墙壁和天花板数量

最少； 

 远离高低压电器设备，如家庭安全系统、微波炉、吊扇； 

 远离金属表面，如金属门或铝钉； 

 远离特殊材料，如玻璃、保温墙、鱼缸、镜子、砖、混凝土。 

2 物理连线 

❶ 将连接互联网的网线接在无线路由器的 WAN 口； 

 

❷ 用另一网线将电脑连接到无线路由器的任意 LAN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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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连接无线路由器电源（使用产品包装盒内的电源适配器）； 

 

❹ 检查无线路由器指示灯，确认 PWR 灯和 WiFi 灯常亮，SYS 灯闪烁，连接电脑的接口指

示灯（1/2/3）和连接互联网的接口指示灯（WAN）均常亮或闪烁。 

 

3 如何快速上网 

如果您是使用网线连接到无线路由器，再进行配置，请进行设置电脑后，直接转到上网设置。 

设置电脑 

请将电脑的 IP 地址获取方式设置为“自动获得 IP 地址”，“自动获得 DNS 服务器地址”。 

电脑 IP 地址设置方法请参考附录如何让电脑自动获取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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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无线路由器 WiFi 

根据您电脑的系统，参考对应的设置：Windows7，Windows8，WindowsXP。 

： 

1. 无线路由器默认的无线网络名称为 Tenda_XXXXXX，详见设备背部贴纸。 

2. 台式电脑需要成功安装无线网卡才能进行无线连接。 

 Windows 7 

❶ 点击电脑桌面右下角图标 ，从扫描到的无线网络中选择您的无线网络名称，点击  

连接(C) ，之后根据电脑提示进行操作； 

❷  连接成功后，您的无线网络显示为“已连接”。 

 --->  

： 

1. 如果找不到 ，请尝试禁用电脑本地连接，再刷新桌面。 

2. 如果依然找不到该图标，请依次点击“控制面板”→“网络和 Internet”→“网络和共

享中心”，点击左侧“更改适配器设置”后，右击“无线网络连接”，选择“连接/断开”。 

 Windows 8 

❶ 点击电脑桌面右下角图标 ，从扫描到的无线网络中选择您的无线网络名称，点击

连接(C)，之后根据电脑提示进行操作； 



 

 9 

功能详细设置 

 

❷ 连接成功后，您的无线网络显示为“已连接”。 

 --->  

： 

1．如果找不到 ，请尝试禁用电脑本地连接，再刷新桌面。 

2．如果依然找不到该图标，请将鼠标移向电脑桌面右上角至光标隐藏，在出现的工具栏中

选“设置”→“控制面板”→“网络和 Internet”→“网络和共享中心”，点击左侧“更改适

配器设置”后，右击“Wi-Fi”，选择“连接/断开”。 

3．如果找不到任何无线信号，请确保电脑没有开启飞行模式。 

 Windows XP 

❶ 右击桌面“网上邻居”，选择“属性”，右击“无线网络连接”，选择“查看可用的无线

连接”，选择您的无线网络名称，点击 连接(C) ，之后根据电脑提示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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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连接成功后，您的无线网络显示为“已连接上”。 

 

4 上网设置 

上网设置包括两个步骤。请先登录到 WEB 设置页面，再进行设置上网。 

登录到 WEB 设置页面 

❶ 打开浏览器，如 IE，在地址栏输入 192.168.0.1 后，按 Enter 键； 

 

 

❷ 进入路由器 WEB 设置页面，可在此设置上网信息。不设置无线加密也能正常上网，但

为了您的上网安全，建议您设置无线加密。 

 

 



 

 11 

功能详细设置 

 

设置上网 

请根据路由器页面提示，选择对应的联网方式：ADSL 拨号，动态 IP，静态 IP。 

 配置示例（示例中出现的设置信息均为举例，具体设置以您的实际数据为准）： 

ADSL 拨号配置示例 

如果您使用此路由器前，上网需要拨号。 

网络服务商已提供给您（以下参数为举例，实际参数以服务商提供为准）： 

用户名 10050501；密码 0886。 

现在您使用路由器，假如您想把自己的无线信号命名为：kaixinluyou；密码设置为：

12345678123。 

 

设置步骤： 

❶ 联网方式：选择“ADSL 拨号”； 

❷ 宽带用户名、宽带密码：分别输入用户名 10050501，密码 0886； 

❸ 无线信号名称、无线密码： 

修改无线信号名称，将默认的名称改为：kaixinluyou； 

设置该无线信号的连接密码：12345678123； 

❹ 点击 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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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IP 配置示例 

如果您使用此路由器前，直接给电脑插上网线后不需要任何设置就可以上网。 

此时，您使用路由器，假如您想把自己的无线信号命名为：kaixinluyou；密码设置为：

12345678123。 

 

设置步骤： 

❶ 联网方式：选择“动态 IP”； 

❷ 无线信号名称、无线密码： 

修改无线信号名称，将默认的名称改为：kaixinluyou； 

设置该无线信号的连接密码：12345678123； 

❸ 点击 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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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 IP 配置示例 

如果您使用此路由器前，需要进行静态 IP 设置才能上网。 

网络服务商已将以下信息提供给您（以下上网信息为举例，实际数据以服务商提供为准）： 

此时，您使用路由器，假如您想把自己的无线信号命名为：kaixinluyou；密码设置为：

12345678123。 

 

设置步骤： 

❶ 联网方式：选择“静态 IP”； 

❷ IP 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首选 DNS 服务器、备用 DNS 服务器：依次输入上面方

框中的上网信息； 

❸ 无线信号名称、无线密码： 

修改无线信号名称，将默认的名称改为：kaixinluyou； 

设置该无线信号的连接密码：12345678123； 

❹ 点击 确定 。 

IP 地址 192.168.100.67 首选 DNS 服务器 172.16.100.209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备用 DNS 服务器 

192.168.100.1 

（若未提供，可不填） 默认网关 192.16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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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网设置 

具体设置步骤请参考第 II 部分快速上网指南的 4 上网设置的内容。 

2 安全防护 

“安全防护”功能由腾达联合腾讯电脑管家、腾讯手机管家推出，内置腾讯智能安全体系，

智能鉴定恶意网址，覆盖移动与电脑端上网安全，实现六层安全全景防护，防钓鱼、防假冒、

防欺诈、防病毒、防木马、防蹭网，深度保护您的上网安全。 

此功能默认为开启。如果您有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访问到钓鱼网站、仿冒淘宝网站等恶意网

站，或者有时被蹭网，“安全防护”功能可以帮助您鉴定这些情况，并给出处理建议。例如， 

情况一：当您使用电脑不小心访问到盗号网站，会有如下提示。 

 

情况二：当您使用手机不小心访问到盗号网站，会有如下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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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三：当您使用电脑不小心访问到仿冒淘宝网站，会有如下提示。 

 

情况四：当您使用手机不小心访问到仿冒淘宝网站，会有如下提示： 

 

情况五：当您使用电脑不小心访问到虚假装样网站，会有如下提示： 

 

路由器能帮助您拦截诸如此类的情况，以上 5 种情况仅为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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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安全防护』，进入“腾讯云防护”和“无线防蹭网”设置页面。 

 

设置步骤： 

❶ 腾讯云防护：默认为“已开启”，如下图所示，您可以查看被拦截网站的情况。如有需

要可以关闭 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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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后页面如下图所示。点击立即启用，即开启设备对钓鱼网站、仿冒淘宝网站等恶意网

站的拦截功能。 

 

❷ 无线防蹭网：您可以查看并管理路由器当前连接上的无线设备。下图举例说明。 

 

限制上网：找到您要限制的蹭网设备，在相应的“操作”栏点击限制上网，防止来路不明

的无线设备占用网速。 

一键限制：点击一键限制，断开所有连接上您的无线路由器的设备。 

一键解除：点击一键解除，释放您此前一键限制的所有设备，使这些设备重新连接上您的

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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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他人占用过多网速怎么办 

如果您的路由器连接了多台上网设备，您可以设置网速控制，限制每台设备的网速在一定范

围内，从而避免因一台设备占用过多带宽而影响其他设备正常上网。 

点击『网速控制』，进入网速控制设置页面。 

： 

下载的上限不能超过 WAN 口的最大带宽，您可向网络服务商咨询该最大带宽值。 

 配置示例（示例中出现的设置信息均为举例，具体设置以您的实际数据为准）： 

您和邻居共用一条 4M 的宽带网络，但是邻居经常批量下载超大文件，占用了过多带宽，导

致您的网速缓慢，无法正常浏览网页。此时您可以通过设置带宽控制，把 4M 的网络平均分

配，使邻居（邻居电脑的 IP 地址是 192.168.0.101）均衡地使用 2M 网络。（在您不用网络，

即带宽空闲时，您邻居的实际带宽有可能超过 2M。） 

 

设置步骤： 

❶ 备注：输入相关说明，如“邻居”（此项可不填）； 

❷ 网速限制：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2.0Mbps；（您也可以选择“手动设定”，在输入框中输入

2Mbps） 

❸ 点击 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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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扩展无线网络覆盖 

如果您需要在较远处依然能方便快捷地使用无线上网，您可以使用“无线中继”功能，来实

现无线网络扩展，扩大无线网络信号覆盖范围，增加远距离无线传输速率。无线中继功能有

两种模式：热点信号放大模式，无线信号放大模式。 

：进行无线中继设置前，请确认上级无线路由器的无线信号名称和无线密码，并

确保您的无线路由器 WAN 口没有接网线。 

 配置示例（示例中出现的设置信息均为举例，具体设置以您的实际数据为准）： 

假如邻居家 8M 的宽带网络可正常上网，您和邻居协商共同使用该网络。但是您家与邻居家

有一定距离，在您家搜索到的邻居家的信号较弱，直接连通该信号无法正常浏览网页。 

假设邻居家的无线路由器的无线信号名称为 123，无线信号密码为 1234567890。要使其信

号进一步覆盖到您家，使您的网络能正常使用，您可以使用下面两种模式中的一种。 

模式一：热点信号放大模式（WISP） 

选用此模式，您的路由器相当于一个“无线二级路由”，用以扩展上级路由器发出的无线网

络信号的覆盖范围。其应用场景如下。 

 

点击『无线中继』，进入信号放大的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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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步骤： 

❶ 点击选择“热点信号放大模式（WISP）”； 

❷ 在搜索到的无线信号名称列表中，选择邻居的无线信号名称：123； 

❸ 在“上级无线信号密码”栏输入邻居的无线信号密码：1234567890 

（若上级信号未加密，则无需输入）； 

❹ 点击 确定 ，即弹出对话框“路由器将重启使设置生效！”； 

❺ 在此对话框点击 确定 ，您的无线路由器自动重启后设置生效。 

检查设置是否成功： 

如果设置成功，进入系统管理界面，可以看到连接状态显示“已连接”。 

 

如果出现如下提示，您在弹出的对话框点击 确定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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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二：无线信号放大模式（Client+AP） 

选用此模式，您的路由器相当于“万能桥接”，用来扩展上级路由器发出的无线网络信号的

覆盖范围。其应用场景如下。 

 

点击『无线中继』，进入信号放大的设置页面。 

 

设置步骤： 

❶ 点击选择“无线信号放大模式（Client+AP）”； 

❷ 在搜索到的无线信号名称列表中，选择邻居的无线信号名称：123； 

❸ 在“上级无线信号密码”栏输入邻居的无线信号密码：1234567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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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上级信号未加密，则无需输入）； 

❹ 点击 确定 ，即弹出对话框“路由器将重启使设置生效！”； 

❺ 在此对话框点击 确定 ，您的无线路由器自动重启后设置生效。 

检查设置是否成功： 

路由器重启后，查看您电脑获取的 IP 地址，当“默认网关”的地址是上级无线路由器的 LAN

口 IP 地址时，您可以上网了。 

 

（图为 XP 系统显示，其他操作系统有对应的查看方式。） 

： 

为了方便管理，设置无线信号放大模式（Client+AP）时，您的无线路由器设置的 LAN 口 IP

地址需和上级设备 LAN 口 IP 地址不同，但二者需在同一网段。 

举例：若上级设备 LAN 口 IP 地址为 192.168.2.1，您的无线路由器 LAN 口 IP 地址需设置为

192.168.2.X（X 为 2~254 的任意值）。 

5 系统管理 

点击『系统管理』，进入系统管理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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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登录密码 

 

设置步骤： 

❶ 新密码：设置您的无线路由器的登录密码； 

❷ 确认新密码：再一次输入您设置的登录密码； 

❸ 点击页面底端的 确定 。 

WAN 口参数 

如果您在『上网设置』或『无线中继』选项中设置后还是不能上网，请点击『系统管理』进

行 WAN 口参数设置。 

 

 MTU 值 

一般保持默认设置即可（不同拨号方式其默认值不同）。如遇上网问题，比如某些网站打不

开、无法收发邮件等，请尝试从最大值逐渐减少 MTU 值（范围 1400~1500），直到问题消失。 

： 

不正确的 MTU 值可能会导致互联网通信问题。例如，您可能无法访问某些网站，打不开安

全网站（如网银、支付宝登录页面），无法访问 FTP 和 POP 服务器等。 

 MAC 地址克隆 

部分网络服务商会将宽带账户信息与您的电脑 MAC 地址或其他指定的 MAC 地址绑定，此时

您需要进行 MAC 地址克隆才能正常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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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步骤： 

❶ MTU 值：请选择或手动设定相应的值； 

❷ MAC 地址克隆：勾选“使用”，然后选择本机（选择其他时，在 MAC 输入框输入指定

的 MAC 地址）； 

❸ 点击页面底端的 确定 。 

设备管理 

 

 重启路由器 

当您设置的某项参数不能生效或路由器不能正常使用时，可点击 重启设备 ； 

 恢复出厂设置 

： 

恢复出厂设置后，您需要对路由器重新设置。 

当您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将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时，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 

方式一：进入『系统管理』的“设备管理”页面，点击 恢复出厂 ； 

方式二：设备通电状态下，持续按下 WPS/RST 按钮 7 秒以上。 

 导出系统日志 

您可以导出系统日志，用来查看系统启动后的各种情况。点击 导出日志 ，然后按系统指

示操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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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升级 

： 

1. 如果您的路由器版本稳定，能够正常使用，建议不进行软件升级； 

2. 建议升级完毕后，将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 

3. 升级过程不要断电，错误的升级将损坏设备。 

设置步骤： 

❶ 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www.tenda.com.cn 进入腾达官方网站，下载更新的升级软件； 

❷ 进入您的路由器的系统管理页面，点击 选择文件 ，然后按照系统的指示操作即可。 

 登录 IP 地址 

您可以在此修改路由器的登录 IP 地址。 

设置步骤： 

❶ 登录 IP 地址：选择“手动设定”输入新的登录 IP 地址，如 192.168.10.1；或者选择下

拉菜单中的一个 IP 地址作为您的登录 IP 地址； 

❷ 点击页面底端的 确定 。 

 WPS 开关 

： 

1. 如无特殊需要，建议不要开启 WPS功能。 

2. WPS功能需要无线客户端支持才可以正常使用。 

3. WPS设置成功后，您的无线信号名称和无线密码不能更改，如果您想重新设置无线信号

名称或无线密码，请在“设备管理”界面禁用 WPS功能。 

WPS功能可简单、快捷地在无线客户端和您的路由器之间建立加密连接，主要有以下两种应

用。 

应用场景 1 

 默认的无线加密：您当前的无线信号名称为默认名称，且未设置密码。此时，网络连通

良好。 

 WPS 设置：设置您的路由器的 WPS 功能。设置成功后，可以快速生成一组新的无线信号

名称和密码。 

http://www.tend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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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无线加密：您的无线路由器此时显示的是刚才生成的新名称和密码。 

 开启无线客户端的 WPS：2 分钟内，您开启某个无线客户端的 WPS 功能，就能让它自动

连上您的路由器的无线网络。 

 配置示例（示例中出现的设置信息均为举例，具体设置以您的实际数据为准）： 

您的无线信号名称为默认名称，且未加密（无线信号名称：Tenda_116580,密码：无）。此

时，网络连通良好。 

设置步骤： 

❶ 进入您的路由器的“设备管理”界面，在“WPS开关”选项勾选“开启”； 

❷ 点击 确定 ； 

❸ 按住您的路由器后面板上 WPS/RST按钮 1~3秒钟； 

❹ 2 分钟内，无线客户端启用 WPS/PBC 连接您的无线网络。（有 WPS 按钮的无线客户端可

以通过按住无线客户端的 WPS按钮 1~3秒，没有 WPS 按钮的可以通过软件界面实现。） 

检查设置是否成功： 

WPS设置成功后，路由器的无线信号名称和密码均会改变且不能编辑，如下图示： 

 

应用场景 2 

 修改过的无线加密：您当前的无线信号名称为您自定义的名称，或您设置了无线密码。

此时网络连通良好。 

 WPS 设置：设置您的路由器的 WPS 功能。设置成功后，不会随机生成新的无线信号名称

和密码。 

 无线加密不变：您的无线路由器此时显示的依然是您自定义的名称，或者您设置的密码。 

 开启无线客户端的 WPS：2 分钟内，您开启某个无线客户端的 WPS 功能，就能让它自动

连上您的路由器的无线网络。 

 配置示例（示例中出现的设置信息均为举例，具体设置以您的实际数据为准）： 

您的无线信号已更改名称、且已加密（无线信号名称：kaixinluyou,密码：12345678123） 

设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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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进入您的路由器的“设备管理”界面，在“WPS开关”选项勾选“开启”； 

❷ 点击 确定 ； 

❸ 按住您的路由器后面板上 WPS/RST的按钮 1~3秒钟； 

❹ 2 分钟内，无线客户端启用 WPS 或者 PBC 连接您的无线网络。（有 WPS 按钮的无线客户

端可以通过按住无线客户端的 WPS按钮 1~3秒，没有 WPS按钮的可以通过软件界面实现。） 

检查设置是否成功： 

WPS设置成功后，您的无线路由器的无线信号名称和密码不会改变且不能编辑，如下图示： 

 

 联网信息 

在这里，您可以查看路由器当前的联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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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电脑自动获取 IP 地址 

请根据您的电脑系统，参考对应的设置：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XP。 

Windows 7 

❶ 点击桌面右下角的网络图标，点击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 

 

❷ 点击本地连接，点击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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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双击 Internet 协议版本 4（TCP/IPv4）； 

 

❹ 选择自动获得 IP 地址，自动获得 DNS 服务器地址，点击确定，返回本地连接 属性对

话框再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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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8 

❶ 鼠标移至电脑桌面右上角至鼠标隐藏，点击设置； 

 

❷ 点击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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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点击查看网络状态和任务； 

 

❺ 点击以太网，点击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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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找到并双击 Internet 协议版本 4（TCP/IPv4） 

 

❼ 选择自动获得 IP 地址，自动获得 DNS 服务器地址，点击确定，返回以太网 属性对话

框再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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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XP 

❶ 右击桌面上的网上邻居，选择属性； 

 

❷ 右击本地连接，选择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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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拖动滚动条，找到并双击 Internet 协议（TCP/IP）； 

 

❹ 选择自动获得 IP 地址，自动获得 DNS 服务器地址，点击确定，返回以太网 属性对话

框再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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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答 

本附录提供一些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阅读它能帮助您解决遇到的难题。如果您想找到更多

解决方法，请登录腾达官网 www.tenda.com.cn 查看或者拨打 4006622666 询问；您也可以将

您的问题发送 e-mail 至 tenda@tenda.com.cn，技术人员会及时给您解决。 

问：我在家里用智能手机连接无线信号成功，却无法上网，怎么解决？ 

答：1.请确保您连接的是自己的无线信号。 

2.请确保路由器已经连接外网，可以进入路由器『系统管理』界面查看联网状态。 

3.请确保您的手机未被您禁用，可以进入路由器『安全防护』界面查看并解除限制。 

问：我在地址栏输入默认网址 192.168.0.1，但无法进入路由器管理界面，怎么解决？ 

答：1.请检查路由器指示灯，确保 SYS 正常闪烁，对应的 WAN 口和 1、2、3 指示灯常亮或

闪烁。 

2.请检查电脑的 IP 地址，确认电脑自动获取或手动设置的 IP 和路由器登录 IP 在同一

网段，如果您没有更改路由器的登录 IP地址，正确的电脑 IP为192.168.0.2~192.168.0.254

中任意一个未被网络上其他设备占用的地址。 

3.请点击浏览器的工具→Internet选项→删除→勾选 Internet临时文件、cookie→删

除，清除浏览器缓存；或者更换浏览器后，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192.168.0.1”重试。 

4.如果您使用的是 IE 浏览器，请点击浏览器的工具→Internet选项→连接→局域网设

置，确保没有勾选“为 LAN 使用代理服务器”（不同的浏览器，设置方法不一样）。 

5.如果浏览器中弹出脱机工作，请打开浏览器，选择文件，取消“脱机工作”前面的勾

即可。 

6.请长按路由器后面板上的“WPS/RST”按钮 7 秒以上，设备将会恢复出厂设置，再重

新登录。 

问：我没更改路由器管理 IP，但连接路由器后，电脑在开机时出现 IP 地址冲突，怎么处理？ 

答：1.请确保局域网内没有其他 DHCP 服务器或其它 DHCP 服务器已关闭。 

2.请确保局域网内的电脑没有占用路由器的管理 IP 地址，路由器出厂默认的管理 IP 是

192.168.0.1。 

3.请确保局域网内为电脑静态设置的 IP 未被其它电脑使用。

mailto:tenda@tenda.com.cn
http://192.16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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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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