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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电登录网关 

首先给网关上电，连接网线。网关启动完成后，打开浏览器按照下方表格信息登录

系统。 

 

 

属性 值 
地址 http://192.168.110.1 
用户名 root 
密码 admin12! 

http://192.168.110.1/


2. 网关系统菜单 

2.1 状态页面 

 

 

• 概览：查看网关的基础信息，如系统信息、内存占用、上游网络连接、

DHCP 租约信息、无线信息等。 

• 防火墙：防火墙策略及转发规则展示，包含 IPV4 防火墙和 IPV6 防火墙。 

• 路由表：当前在系统中处于活动状态的路由规则和 IPV4、IPV6 路由。 

• 系统日志：系统启动至今的系统运行日志。 

• 内核日志：上电启动后加载的内核启动日志。 

• 系统进程：系统中正在运行的进程概况和它们的状态信息。 

• 信道分析：当前 WiFi 网络信道占用情况。可查看信号、SSID、信道、信道

宽度、模式、BSSID 等。 



   

   

• 实时信息：可查看网络负载、接口流量、无线网络流量、TCP/UDP 协议连

接数据统计等。 

   

   



2.2 系统页面 
• 系统：此处配置设备的基础信息，如主机名称或时区。 

• 备份/升级：此处可以备份或恢复配置存档，或重置网关以及刷写新的固

件。 

   

   

• 重启：点击“执行重启”按钮可以重启网关。 

2.3 网络页面 
• 接口 

  此处可查看、编辑、新增、删除网络接口。 



   

   

– 4G 

  4G 上网接口，删除后无法使用 4G 上网，点击“编辑”可以修改 4G 上

网配置。 

   

   



   

   

  协议选项可选择“调制解调器管理器”、“UMTS”等，APN、PIN、身份

验证类型应按照插入的 SIM 卡类型和运营商信息判断填写，留空则

由模块自动选择。IP 类型可选择是否启用 IPV6。 

– LAN 

  本地网络连接接口，点击“编辑”可以修改本地连接信息，如修改网关

管理页面地址。 

   

   



   

   

  保存后点击“保存并应用”，等待几分钟后在浏览器输入新的地址，可

以打开则说明修改成功。 

– NAT64 

  Thread 终端接入互联网所需的 NAT64 转发接口，可将 IPV6 数据包

转发到 IPV4 主机。接口被删除后将导致 Thread 终端无法上网，如

非必要，请勿操作此接口。 

   

   

– WAN 和 WAN6 

  WAN 为插入网线后的 IPV4 上网接口，WAN6 为 IPV6 上网接口。一

般只需关心 WAN 接口，无需操作 WAN6 接口。WAN 上网方式支持

DHCP、静态地址、PPP、PPPOE 拨号。 



   

   

  默认为 DHCP 方式，插入网线即可上网。 

   

   

– 其他 

  若上述上网方式不满足需求，用户可自行添加或修改接口。以添加

4G 上网方式为例：首先点击左下方“添加新接口”，填写接口名称，

如“4G”，协议选择“UMTS”，点击“创建接口”； 

   

   

  “调制解调器设备”按实际情况选择，如“/dev/ttyUSB2”，服务类型选

择“UMTS”，APN 和 PIN 按实际情况选择； 

  “防火墙设置”栏的防火墙区域选择“WAN”，点击保存，再点击右下方

“保存并应用”，等待加载完毕即可使用。 



   

   

• 无线 

  此处可查看无线信息，修改无线参数或者点击扫描按钮加入其他网络。 

– 若要修改 WiFi 配置信息，以修改 WiFi 密码为例： 

  首先点击“编辑”按钮 

   

   

  在弹出的配置页面中，接口配置的无线安全选项中密钥选项，点击右

侧“*”按钮可查看当前密码 

   

   

   输入新的密钥，保存后点击“保存并应用”，等待加载完成，新的 WiFi 密码

将会生效。 

– 若要扫描加入上游 WiFi 网络： 



  首先点击扫描按钮，选择加入网络 

   

   

   

   

  填写 WPA 密钥，并点击提交 

   

   

  在弹出的配置页面中接口配置的无线安全选项中加密方式类别，选择

WPA2-PSK，然后点击保存 

   

   

  最后点击右下方保存并应用，等待加载完毕即可使用上游 WiFi 网络

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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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说明 

第一步（前置条件）： 

a. 收到网关后，先进行网关 OTA 测试。现场人员所需工具和准备环节如下： 
i. OTA 测试准备内容：需要准备网关，电源，两根网线，电脑（若电脑无网线接

口需准备 RJ45 转接器）；电脑安装向日葵远程控制软件。网关全程未经允许请



勿拔电或重启。 
ii. OTA 正常流程：将网关上电插入 SIM 卡或 WAN 口连接网线通过 DHCP 等方

式接入互联网，提供被测试网关的 IMEI 信息，待平台显示在线后，由和众侧在

Ringa WEB 平台创建升级任务，上传 OTA 固件，将被测试设备添加到待升级设

备列表；然后由中移平台开发人员手动下发升级任务指令至网关，在网络良好的

情况下，OTA 升级应在半小时内成功完成。OTA 升级包约在 13MB 左右。 
iii. OTA 升级前后变化示例（图中版本信息为演示用，非最终 OTA 版本号） 

升级前： 

 

 

 

 

 

升级后： 



 

 

 

 

iv. 若 OTA 因网络问题始终失败，德国现场需要将网关 LAN 口通过网线与电脑

相连接，在电脑上打开向日葵软件并提供本机识别码与验证码，和众侧采用向日

葵远程控制软件方式对网关逐个进行人工操作升级。 
 

b. 由于国内测试验收中对所有设备采用了全量激活测试，采用的方式是批量脚本导入

的方式，所以在德国现场正常安装流程之前（这块是物联网与供应商认可的安装流

程，避免风险）必须要对烟感设备全部逐个清网后才能开始正常安装流程即烟感设备

清网后才开始平台导入，网关上电等操作步骤。 
 

c. 对烟感进行清网动作：将烟感开关拨到 off，按住 test 按键，再将烟感开关拨到

on，烟感启动后红绿闪烁然后常亮红灯，在红灯亮起 5 秒内再次按下按键，烟感会闪

烁红灯，清网完成。（具体可查看清网操作视频） 
 

备注：烟感清网后，如果连不上网络会非常耗电，所以在对 2538 台设备进行清网的同时

建议将电池绝缘片插回去，电池绝缘片操作步骤如下：取下电池后盖，取下电池，插入黄

色绝缘片，放回电池，盖上电池后盖，安装完成。（具体可查看清网操作视频）（不要暴

力拆解） 

此后可进行正常安装流程。 



第二步 正常安装流程： 

安装前提示：安装中出现问题时，请查看第 6点异常处理，若未在异常处理中提及

解决方案，请及时反馈。 

0、按照说明第一步前置条件，更新 25 台大货网关版本（需要 IOT 与网关供应商和众支撑

配合），根据 OTA 结果进行版本验证。如果个别设备 OTA 失败，需联系和众手动远程更

新。设备更新完成之后，需要全部下电备用。 

1、划分区域、确认设备分组 

按照实际现场情况，考虑好信号覆盖范围，将安装位置划分为不同区块，根据区块划分情

况，将网关与烟感设备进行分组，一个区块一组设备 ，每组为 1 台网关和 100 余台烟感。 

2、平台上创建设备信息 

根据网关设备信息和提供的烟感设备《安装编号 IMEI EUI64 对照表》在平台上导入网关

和烟感设备信息，根据平台操作手册创建设备相关位置等信息，完成设备在平台上面的全

量录入，同时建议安装人员根据客户需求及设备分组情况编辑好相关位置、权限等信息。 

3、分组设备激活绑定 

根据第 1 点中的设备分组情况，以组为单位对设备进行绑定激活，为防止绑定激活出现干

扰，同一时间，只能对一组设备进行激活绑定动作，其他未完成绑定激活的网关禁止上

电，一组设备绑定完成后，才能进行下一组设备绑定激活，激活绑定完成后再以组为单位

将网关和烟感设备安装到划分好的对应区块位置。 

激活和绑定动作如下： 

1） 首先将 OTA 完成的网关插卡上电，确认 4 枚信号灯都正常工作（Power 灯常亮-设
备上电工作、WIFI 灯常亮-wifi 开启、4G-亮长灭短/快速闪烁-4G 寻网成功/数据传

输、Thread 灯闪烁/常亮-配网开启/配网关闭、Thread 启动），若灯指示灯工作正

常，再确定配网功能是否开启。此时需确认 Thread 灯的状态，若 Thread 灯闪烁则

说明配网功能开启；若 Thread 灯常亮则配网功能未开启，开启配网功能需要手动

短按 reset 按键（按键时间不要超过 5 秒），松开后，Thread 灯开始闪烁，则配网功

能开启。 
2） 确认网关配网开启后，即可进行烟感设备的激活绑定；使用平台激活 App，扫描烟

感设备二维码，进行绑定激活流程。 
在烟感绑定激活完成后，在 WEB 端系统上显示此烟感为 online，然后按键测试报

警，平台可正常收到该烟感的报警推送，则说明此台烟感绑定激活并连接注册成

功。备注：(1)扫码的设备一定是在平台中已提前录入的设备。(2)激活前务必保证

网关在线，且网关配网功能开启。(3)为了保证稳定安装，一次只激活一台烟感设

备，确认烟感设备绑定正常后再激活下一台。 
3） 完成一组设备的激活后，应先关闭该组网关的配网功能，关闭配网功能，需要手动

短按 reset 按键（按键时间不要超过 5 秒），松开后，Thread 灯恢复常亮，则配网功

能关闭。 
4） 完成上述操作后，则说明该组设备激活绑定完成且功能正常，可将该组设备安装到



仓库对应位置，并对下一组设备继续上述激活流程。 
注意：绑定激活完成后的一组设备，若网关下电，烟感上电则可能造成烟感设备耗

电量增加，若绑定激活完成时间和设备安装时间间隔太久，建议将烟感绝缘片插回

烟感，或将烟感设备直接下电。 

 

4、分组设备安装 

每组设备安装时应先安装网关，确认网关上电，且正常工作后，再安装烟感设备；同时，

安装时，网关配网功能需确认关闭。 

1）网关设备安装： 

跟据现场情况和安装区块划分情况，安装网关设备时，确认好网关上电状态，并通过

指示灯确定好网络状态（指示灯状态说明查看上一步中详细说明）状态正常后即可进

行安装 

2）烟感设备安装： 

烟感设备安装到货架：将挂板支架和挂板用 2 颗螺丝固定，把烟感本体旋入挂板中，

最后取下支架上 3M 胶的黄色离型纸，清洁安装位置的灰尘，然后固定在指定位置并

按压支架 10 秒以上，确保 3M 胶和货架粘贴紧密； 

5、备用网关使用注意 

如果需要使用备用网关，必须联系 IOT 与网关供应商和众远程支撑，导出旧有网关

dataset 信息，然后写入至备用网关，才可以使用。根据网关 dataset 对应表格查阅调整

dataset。 

6、异常处理 

 1）若出现烟感无法激活的现象，请先确定绑定激活时使用的网关是否在平台显示

在线，若离线则等待网关上线后，再次进行激活；若出现网关长时间离线，请联系 IOT。 

2）若出现连续多台烟感无法激活的情况，请重启网关，并再次尝试激活，若仍无法

激活，请联系和众进行网关检查。 

 3）激活工具点击激活后，激活生效时间为 2 分钟，若一次激活无法成功，请再次

尝试扫描激活该台设备，若执行激活 3 次仍然无法激活成功，则将该台烟感再次执行清网

动作后，再次尝试；若清网后，仍出现上述情况，则将该台烟感设备单独堆放，待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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