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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正面圖 

 
指示燈 

指示燈 描述 功能 

Power 系統電源指示燈 常亮:已接電源,供電正常 

常滅:無接電源,無供電 

System 系統運行指示燈 系統正常運行時:慢閃 

Signal 4G 信號指示燈 信號強度為強和中:長亮 

信號弱:慢閃 

無網路或訊號時:滅 

On Demand 模式下，4G 網路未連

線時:滅 

Cell 4G 網路指示燈 4G 網路時:長亮 

3G 網路時:慢閃 

無網路時:滅 

On Demand 模式下，4G 網路未連

線時:滅 

WLAN WIFI 指示燈 常滅:未啟用 WIFI 功能 

常亮:已啟用 WIFI 功能 

閃爍:正在進行資料傳輸 

LAN1-LAN4 局域網狀態指示燈 常亮: 相應埠已正常連接 

常滅: 相應埠沒有連接上 

閃爍: 相應埠正在進行資料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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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背面圖 

 
後面板示意圖 

埠 描述 功能 

SIM SIM 卡插口 用於插 SIM 卡 

WAN WAN 埠插孔(RJ45) 連接廣域網路設備，與外部網路進

行資料交換 

LAN1-LAN4 LAN 埠插孔(RJ45) 連接局域網中的集線器、交換機或

安裝網卡的電腦或其他應用設備 

RST RESET 按鍵 使設備恢復到出廠設置 

DC 電源插孔 用來連接電源 (12V 1A)，為設備供

電 

4G 兩根外置全向天線 用於 4G 信號的的收發 

2.4G 兩根外置全向天線 用於 WIFI 信號 2.4G 的的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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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架設與設定 

  

1.1. 系統需求 

 每台 PC 須具備有線網路介面或無線網路功能； 

 TCP/IP 網路軟體(Windows XP/7/8/10)； 

 Internet Explorer/Chrome/Firefox 等主流瀏覽器； 

 

1.2. 安裝環境 

該設備安裝時應該遵循以下原則： 

 將設備水平放置。 

 儘量遠離發熱器件。 

 不要將設備置於太髒或潮濕的地方。    

 
注意： 

環境因素對傳輸距離有影響，設備推薦使用環境： 

溫度 0℃~60℃，濕度：10%~95% RH     

 

1.3. FG8102 硬體連接及開機 

- 插入 LTE SIM 卡。(SIM 卡插槽在 FG8102 背面) 

- 將 LTE 及 WiFi 天線安裝於背面板。 

- 將 WAN 埠連接至寬頻數據機。 

- 將 LAN 埠連接至電腦。 

- 將 FG8102 開啟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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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線安裝示意圖 

 

 



 

  6 

 

1.4. 登入 Web 管理介面 

本產品提供基於流覽器的網路配置介面，這種配置方案適宜於任何 Windows，

Mac 或 UNIX 平臺。在初始設定下， 設備 LAN IP 位址為 192.168.1.1,遮罩為

255.255.255.0. ，建議初始安裝時請勿連接 WAN，避免 IP 衝突而無法登入 Web，您可

以通過以下方式登入設備 Web 管理介面： 

1. 通過網線連接 

將您的電腦連接到設備的任一 LAN 口，手動設定 IP 地址為 192.168.1.x（x 為 2-

254）,或者使用 DHCP 自動從設備獲取 IP 位址. 

2. 通過 Wifi 連接 

在您的電腦上搜索 FG8102_XXXX 的 WIFI 熱點，具體參看設備背面的標籤。連接

此 WIFI,預設 WIFI 密碼為 12345678. 

 電腦連接成功後，在瀏覽器的位址欄裡輸入裝置的 WEB 訪問位址：

https://192.168.1.1:8443(註)。若設定正確，您將會看到下圖 所示登入介面。您需要以系

統管理員的身份登入，即在該登入介面輸入用戶名和密碼（預設使用者名 admin 和密

碼 admin）然後按一下登入按鈕。 

註: 

 軟體版本 1.0.23.6 及以後版本 , WEB 訪問地址: https://192.168.1.1:8443 

 軟體版本 1.0.23 , WEB 訪問地址: https://192.168.1.1:1443 

 軟體 1.0.23 之前版本, WEB 訪問地址: https://192.168.1.1 

 

圖 :登入介面 

https://192.168.1.1:8443/
https://192.168.1.1:8443/
https://192.168.1.1: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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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登入設備管理頁面後，瀏覽器會顯示管理員模式的介面如下圖。 

 

 
介面左側功能表列，主要功能表如下：狀態(設備, 路由表, 實時連接, 即時圖示)、設置

(設定精靈, 系統, 網路, 防火牆, VPN 伺服器, IPSec, NQA, 多 WAN 策略, 進階設置) 、設備

(MIFI 設備, MIFI 客戶端)。按一下某個功能表項目，即可在介面右側進行相應功能設

置。更進一步的功能設定操作,請向東訊或經銷商索取電子版使用手冊. 

 
再次提示： 設備 WAN 口預設是 DHCP 模式，LAN 在 192.168.1.X 網段， 設備 WAN 連

接的網路也可能是 192.168.1.X 網段， 為避免網段衝突， 初次配置時建議斷開 WAN 連

接，從 LAN 進行相關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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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 

1. 關閉電源 

將電源供應器拔除,即可關閉電源. 

 

2. 回復出廠設定值 

若要將該產品系統設置恢復為出廠預設設置，請參考如下步驟： 

1) 插上設備電源。 

2)  等設備啟動正常後(System 燈號慢閃)，按下 RST 按鈕 5 秒鐘後放開，並確保不

能斷電。 

 

3)  路由器指示燈全滅後重新亮，直至啟動正常。 

注 意： 

在設備未完全啟動前，不能關閉電源，否則，配置有可能沒有恢復到出廠預設值。 

 

常見問題 

1. 4G 連線不成功? 

- 請檢查 SIM 卡插卡方向是否正確。 

- 請檢查 SIM 卡是否欠費。 

- 請檢查是否有網路覆蓋，如果 4G 信號差，請換一個地點使用,或將 LTE 天線移至

收訊良好地方。 

 

2. 搜索不到 WiFi 信號? 

- 請檢查是不是已經修改了網路名稱，嘗試連接新的網路名稱。 

- 請檢查設備是否開機。 

- 請檢查設備與上網終端的距離是否過大。 

- 請檢查設備天線是否鬆動。 

- 請嘗試重啟設備 

- 請嘗試恢復出廠設置（Res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