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使用宽带拨号上网，请按下图中1、2、3、4顺序依次连接；如果使用小区宽带上网，请按下图中2、3、4顺序连接，将路由器的WAN口直接接入小区宽带。(注：图中无线路由器以MW316R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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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安装指南
无线路由器

无线路由器

电源适配器

快速安装指南

保修说明

1 硬件连接

2 设置路由器

打开浏览器，访问                         ，按照设置向导的指示即可完成路由器设置。

创建登录密码
请妥善保管该密码，如遗忘，只能将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

请输入6-15个字符，最好是数字、字母、符号的组合

设置密码

确认密码

上网设置
路由器自动检测到您的上网方式如下：
请输入运营商提供的宽带账号和密码

自动检测上网方式 宽带拨号上网

宽带账号

宽带密码

若无法打开此页面，请参看常见问题解答 此处以宽带拨号上网为例 设置无线名称和无线密码 若设置完成后无法上网，请参看常见问题解答

无线设置

无线密码为8-63个字符，最好是数字、字母、符号的组合

无线名称 Mercury_XXXX

无线密码

melogin.cn

melogin.cn

由于无线参数已更改，完成向导后无线连接将断开，请重新进行无线连接！

请点击      按钮
完成设置向导

1.雷雨天气请将路由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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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路由器附带的电源适配器。

5.将设备放置在平稳的表面。

警示

42

3

接WAN口 接LAN(1/2/3/4)口

电源插座

连接完成后，路由器指示灯状态如下：
（注：若指示灯显示不正常，请检查连接是否正确）

无线路由器
有线连接

无线连接宽带拨号上网

小区宽带上网

Modem（猫）

2

1

Internet

光纤/电话线

2

网线接口

4
常亮

连接计算机的接口对应指
示灯常亮或闪烁

常亮或闪烁

常亮：Turbo功能开启
熄灭：Turbo功能关闭

指示灯 名称 正常状态

系统状态指示灯

LAN口状态指示灯

WAN口状态指示灯

Turbo状态指示灯

SYS

4/3/2/1

WAN

TURBO

* Turbo功能：

特别注意：关闭无线功能后，该功能将失效。

功能介绍：Turbo功能即无线信号增强功能，开启该功能可扩大路由

                  器的无线覆盖范围并增强无线信号的稳定性。

使用方法：出厂时该功能默认开启。

                  短按TURBO功能键将切换该功能的使用状态（开启或关闭），

                  可依据TURBO状态指示灯（常亮或熄灭）进行判断。

POWER   TURBO     WAN                                      1               2                3               4
WPS/
RESET

扫一扫下载APP
轻松管理路由器



请分别从以下方面进行检查：

请确认手机等无线设备的无线功能已开启。

请确认无线路由器设置正确，无线名称请尽量不要使用中文或者特殊字符。 

请确认进行无线连接时，选择的无线名称和填写的无线密码正确（注意区分大小写）。

如果经过上述操作仍无法解决问题，请将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并重新操作。

在通电状态下，按住路由器后面板的“RESET”按键直到所有指示灯同时亮起后松开。

注意：恢复出厂设置后路由器的配置参数将被全部清除，需要重新对路由器进行配置。

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使用无线无法上网怎么办？

如何将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

Windows 7/8/8.1

未经深圳市美科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明确书面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仿制、复制、誊抄或转译本手册部分或全部内容，

且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进行任何方式（电子、影印、录制等）的传播。

Copyright © 2015 深圳市美科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利声明
             为深圳市美科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注册商标。本手册提及的所有商标，由各自所有人拥有。本手册所提到的产品规格和资讯仅供参考，如有内容更

新，恕不另行通知。除非有特殊约定，本手册仅作为使用指导，所作陈述均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担保。

技术支持热线

400-8810-500
公司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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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美科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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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分别从以下方面进行检查：

请确保路由器的网线连接已按照本指南中“1 硬件连接”连接正确，路由器的

LAN口（标注为1/2/3/4的端口）、WAN口指示灯状态均正常。

请检查按照本指南中“2 设置路由器”设置的上网方式是否符合您的实际线路环

境。如何判断上网方式可参照下表：

如果使用的是“宽带拨号上网”，请登录路由器管理页面，查看“上网设置”页

面填写的宽带帐号和密码是否正确，同时请参考页面的帮助信息进行排查。

路由器设置完成后，计算机无法上网怎么办？

宽带拨号上网

固定IP地址

自动获得IP地址

帐号和密码

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DNS服务器

运营商没有提供任何参数
（不用路由器时计算机不需要进行设置即可直接上网）

开通网络时，网络运营商提供的上网参数 上网方式

附录一 常见问题解答

附录二 设置计算机为“自动获得IP地址”

附录三 计算机无线网络连接
下面以Windows7为例。Windows 7/8/8.1 Windows XP

Windows XP

无法打开路由器的管理界面（melogin.cn）怎么办？

请分别从以下方面进行检查： 

请确保计算机为“自动获得IP地址”，具体操作步骤请参照本指南中的“附录

二 设置计算机为‘自动获得IP地址’”。

请确保计算机连接的是路由器的LAN口（标注为1/2/3/4的端口），并且路由

器和计算机网口相应的指示灯为常亮或闪烁。

请打开IE浏览器，在菜单栏选择“工具”→“Internet选项”，然后单击“连

接”按钮，确认选择“从不进行拨号连接”，单击“局域网设置”，确认所有

选项均无勾选。

请关闭并重新打开浏览器，或者更换不同的浏览器（如火狐、谷歌浏览器）进

行尝试。

请更换网线或计算机进行尝试。

如果经过上述操作仍无法解决问题，请将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并重新操作。

在下图的空格内，输入无线密码（英文
字母区分大小写），单击“连接”。

3

连接 取消

无线网络连接
网络“Mercury_Network”要求网络密钥（也称作WEP密钥或WPA密钥）。
网络密钥帮助阻止未知的入侵连接到此网络。

网络密钥：

确认网络密钥：

点击“刷新网络列表”。双击要连接的
无线网络。

2

网络任务

无线网络连接

相关任务

为家庭或小型办公室设
置无线网络

单击以下列表中的项目以连接到区域内的无线网络或获得更多信息。

选择无线网络

了解无线网络

更改首选网络的顺序

更改高级设置

连接

刷新网络列表

Mercury_Network

启用安全的无线网络（WPA )

未设置安全机制的无线网络
Mercury_B

未设置安全机制的无线网络
Mercury_C

右键单击桌面右下角的图标     ，在菜单
中选择“查看可用的无线网络”。

1

15:40

修复（Ｐ）

更改Windows防火墙设置（C）

打开网络连接（O）

查看可用的无线网络（V）

点击桌面右下角的图标     ，在弹出

的网络列表中选择要进行连接的无

线网络，点击“连接”按钮。

1

连接可用

未连接

无线网络连接

自动连接

Mercury_Network

√ 连接(C)

在下图的空格内，输入无线密码(英文

字母区分大小写)，单击“确定”。
2

键入网络安全密钥

安全密钥(S):

隐藏字符(H)

连接到网络

确定 取消

当无线网络状态显示“已连接”时，
表示电脑已经成功加入无线网络。

3

Mercury_Network

当前连接到：

无线网络连接

Mercury_Network 已连接

断开(D)

132 32 41 右键单击桌面右下角的网络图标                

      或       ，选择“打开网络和共

享中心”，点击“更改适配器设

置”，右键单击要更改的连接，

选择“属性”。

禁用（Ｂ）
状态（Ｕ）

诊断（A）

桥接（Ｇ）

创建快捷方式（Ｓ）
删除（Ｄ）

重命名（Ｍ）

属性（Ｒ）

本地连接

双击“Internet 协议版本4 

(TCP/IPv4)”。

本地连接 属性

网络

连接时使用:

Realtek PCIe GBE Family Controller

此连接使用下列项目(0):
配置(C). . .

确定 取消

安装(N) 卸载(U) 属性(R)
描述
TCP/IP。该协议是默认的广域网络协议，它提供在不同
的相互连接的网络上的通讯。

QoS数据包计划程序
Microsoft网络的文件和打印机共享
Internet协议版本 6 (TCP/IPv6)
Internet协议版本 4 (TCP/IPv4)
链路层拓扑发现映射器 I/O 驱动程序
链路层拓扑发现响应程序

选择“自动获得IP地址”和“自
动获得DNS服务器地址”。点击
“确定”。返回上一个界面，点
击“确定”。　　

Internet协议版本4（TCP/IPv4）属性

常规

如果网络支持此功能，则可以获取自动指派的IP设置。否则，
您需要从网络系统管理员处获得适当的IP设置。

高级(V). . .

确定 取消

？

退出时验证设置(L)

自动获得 IP 地址(O)

使用下面的 IP 地址(S):
IP 地址(I):

子网掩码(U):

默认网关(D):

自动获得 DNS 服务器地址(B)

使用下面的 DNS 服务器地址(E):
首选 DNS 服务器(P):

备用 DNS 服务器(A):

确定 取消

常规 高级

配置(C). . .

连接时使用：

Realtek RTL8139/810x Family F

Microsoft 网络的文件和打印机共享
Ｄos 数据包计划程序

连接后在通知区域显示图标(w) 
此连接被限制或无连接时通知我(M)

Internet 协议 (TCP/IP)

安装(N) 卸载(U) 属性(R)

描述
TCP/IP 是默认的广域网协议。它提供跨越多种互联网络
的通讯。

本地连接 属性

双击“Internet 协议 (TCP/IP)”。右键单击要更改的连接，选
择“属性”。

停用（Ｂ）
状态（Ｕ）

修复（Ｐ）

桥接（Ｇ）

创建快捷方式（Ｓ）
删除（Ｄ）

重命名（Ｍ）

属性（Ｒ）

本地连接
已连接上 有防火...

右键单击“网上邻居”，
选择“属性”。

打开（0）
资源管理器（X）

搜索计算机（C）

映射网络驱动器（Ｎ）
断开网络驱动器（Ｉ）

创建快捷方式（Ｓ）
删除（Ｄ）

重命名（Ｍ）

属性（Ｒ）

选择“自动获得IP地址”和“自
动获得DNS服务器地址”。点
击“确定”。返回上一个界面，
点击“确定”。　　　

确定 取消

常规 备用配置

Internet 协议 （TCP/IP)  属性

如果网络支持此功能，则可以获取自动指派的IP设置。否则，
您需要从网络系统管理员处获得适当的IP设置。

高级(V). . .

自动获得 IP 地址(O)

使用下面的 IP 地址(S):
IP 地址(I):

子网掩码(U):

默认网关(D):

自动获得 DNS 服务器地址(B)

使用下面的 DNS 服务器地址(E):
首选 DNS 服务器(P):

备用 DNS 服务器(A):

!

备用配置

Windows 7、Windows 8或Windows 8.1系统请按以下步骤进行设置，图片以Windows 7系统下的有线连接设置为例。　　 Windows XP系统请按以下步骤进行设置，图片以有线连接设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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