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 DEV1 网口与电脑直连 

设置 SiteManager 远程网关 WiFi 联网 
 

本指南将引导您使用 SiteManager 远程网关 DEV1 网口与电脑本

地网口用网线连接设置使用 WiFi 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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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DEV1 网口设置上网，你必须要知道 DEV1 网口的 IP/掩码的信
息，DEV1 网口的 IP/掩码信息可分以下两种情况 

新的 SiteManager远程网关 

新的 SiteManager 远程网关没有做过任何设置之前，DEV1 网口默认

的 IP/掩码是 10.0.0.1/255.255.255.0 

已经在使用的 SiteManager远程网关 

如果是正在使用的 SiteManager 远程网关，不确定 DEV1 网口的 IP/
掩码信息，可以使用 Appliance Launcher 软件找到 DEV1 网口的 IP/

掩码，如下图显示 

 

如果您有登陆 GateManager 服务器的权限可以登陆 GateManager 服
务器点击这个已将上线过的 SiteManager 远程网关的名称，查看

DEV1 网口的 IP 地址，如下图 

 

下面以新的 SiteManager 远程网关来介绍，使用默认的 IP/掩码

（10.0.0.1/255.255.255.0）进入 GUI 界面设置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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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WiFi 的天线接到 1149/3349 内置 WiFi 的 SiteManager 远程网关中
或者将 USB-WiFi 适配器接到任意一个其他型号 SiteManager 远程网

关的 USB 口中（注意：USB-WiFi 适配器只支持原厂的配件） 

将 SiteManager 远程网关接上电源，电源电压范围在接线端子处有
标示，将 SiteManager 远程网关的 DEV1 网口与本地电脑用网线连

接，将本地连接的 IP/掩码设置成 DEV1 网口相同网段的 IP/掩码，如
10.0.0.0.2/255.255.255.0 

操作如下： 

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点击本地连接 

 

点击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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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 Internet 协议版本 4 

 

输入和 SiteManager 远程网关同网段的 IP/ 掩码地址，如
10.0.0.2/255.255.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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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并退出，打开浏览器，在 IP 地址栏处输入 https://10.0.0.1 
回车,点击继续浏览此网站(不推荐) 

注意：使用 https://+DEV1 网口的 IP 地址的方式访问 

 

输入用户名(adimin)以及密码(默认的登陆密码机身上的 MAC 地址） 

如下图所示：密码为 00C0A2010A8C 

 

 

 

 

https://10.0.0.1/
https://+d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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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进入 GUI 配置界面 

 

点击 3.Uplink(WiFi)后面的 Edit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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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红色框中填入WiFi 用户名以及密码，点击 Save 保存 

 

注意：WiFi 只支持 WPA/TKIP 和 WPA2/AES-CCMP ,不支持无身份验
证（开放式），即没有密码直接可以连接的 WiFi 是不支持的 

 

 

快速连接 WiFi 

将 WiFi 热点名称设备成 sitemanager  ,WiFi 密码设置成要连接
SiteManager 远程网关的 MAC 地址（密码 00c0a2010a8c），

SiteManager 远程网关就会自动连上WiFi 热点 

WiFi 用户名：sitemanager 

WiFi 密码：相应模块的 MAC 小写字母不含冒号  如  00c0a2010a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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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SETUP 回到主界面，将会看到 Uplink2 显示 UP 的状态, 点击第
一项 GateManager 选项后面的 FiX 按钮， 

 

进入填写服务器的地址信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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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收到登陆 GateManager 服务器管理员账户登陆证书的邮件或者
打开收到登陆 LinkManager 客户端账户登陆证书的邮件，在邮件的

内容中有 SiteManager 远程网关连接服务器的地址和域的信息，请

将信息填写到相应的位置，并在 Appliance Name 的框内给
SiteManager 远程网关命名字 

GateManager 服务器登陆证书的邮件 

 

LinkManager 客户端登陆证书的邮件 

 

点击保存后，点击 Connect 按钮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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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的 SiteManager 远程网关已经连接到 GateManager 服务器 

 

查看 SiteManager 远程网关的 Status 状态指示灯是显示绿色的 

登陆 GateManager 服务器可看见设置的 SiteManager 在线

 

登陆 LinkManager 客户端账户可看见设备已经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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