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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08A 串口转 wifi 以太网路由使用说明



串口转ｗｉｆｉ以太网软件使用方法

本章介绍软件参数配置过程。可通过 Web 浏览器进行配置，客户可以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Firefox,Chrome，搜狗浏览器，360 浏览器等浏览器软件

进行。本文使用 Windows 7 操作系统和 Internet Explorer 9.0 浏览器举例予

以说明。

1.1.建立Web配置环境

RM08A 支持通过本地以太网接口或 WiFi 进行配置。本地以太网接口设置的

默认 IP 地址为 192.168.16.254，子网掩码为 255.255.255.0。按照如下步骤搭

建 Web 配置环境：

步骤 1 用以太网线连接 RM08A 路由器的 LAN 接口和计算机的以太网接口。

默认计算机可自动获取 IP 地址。也可固定设置计算机的 IP 地址，格式为：

192.168.16.xxx（其中xxx表示1～253间的任一数），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

步骤 2 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http://192.168.16.254”，回车。

在弹出的登录对话框中，输入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默认的用户名/密码为：

admin/admin。

图 4 Web 配置管理用户认证界面

步骤 3 登陆成功界面如下。点击“简体中文”按钮，将界面切换为中文。

后面章节中所以功能介绍都以简体中文界面为准。

http://192.168.16.254


登陆成功界面

1.2. 快速开始

第一次使用本产品时，可以使用设置向导快速配置路由器。

设置向导→下一步，会出现 6中不同的联网方式。现介绍一下比较常用的

3G、DHCP、Static Mode、PPPOE 四种模式的配置方法。



1.2.1.联网

进入配置向导

1.2.2.DHCP(自动获取 IP)

RM08A 路由器的 WAN 口接上级路由器或交换机的 LAN 口，并且该网络须开启

DHCP，使路由器可以获取到 IP。



选择 DHCP(自动配置)

1.2.3.固定 IP

RM08A 的 WAN 口接上级路由器或交换机的 LAN 口,选择 Static Mode

（固定 IP）

输入 IP 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DNS 等 →下一步



注意：输入的 IP 地址要在上一级网络 IP 段内，子网掩码，默认网关，DNS 要与上

一级网络一致，不然会造成无法联网等问题。

1.2.4.PPPOE联网（ADSL拨号上网）

该模式适用于 ADSL 拨号上网,选择 PPPOE（ADSL 拨号）

填写电信网络提供商提供的用户名，密码

1.3.运作模式



如上图所示，路由器有 4 种运行模式，

第一种运作模式为桥接（bridge）模式，此模式可用于扩大原有 AP 点的覆

盖范围，延长无线通信距离，使用此模式时请关闭 RM08A 路由器的 DHCP。

第二种运行模式为网关模式，为最常用的模式 WAN 为广域网，其它是局域网。

第三种运行模式，无线网络为广域网，其它是局域网。

第四种运行模式为 AP Client 模式，类似与 bridge 模式可以扩大 AP 点的覆

盖范围，不同之处为该模式下 RM08A 路由器具备 DHCP 功能，可以为接入设备分

配 IP。



1.4.网络设置

1.4.1.广域网络

在广域网络联机模式有静态（固定 IP）、动态（自动获取）、PPPoE(ADSL) 、

L2TP、PPTP。

1.4.2.局域网设置

默认的局域网设置界面如下：



该页面中有几个比较常用的配置项，如下：

项目 默认值 说明

IP地址 192.168.16.254
该 IP地址决定了RM08A路由器所处的网段，

同时该地址为 RM08A路由器的管理地址以

及网关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DHCP类型 服务器 开启和关闭 DHCP 功能

起始 IP地址 192.168.16.100 IP段须和 IP地址在同一网段

结束 IP地址 192.168.16.200 IP段须和 IP地址在同一网段

惯用 DNS服务器 192.168.16.254 一般直接填写网关即可

预设信关 192.168.16.254 网关，须和 IP地址相同

1.4.3.DHCP客户端列表

可以查看所有连接 RM08A 的客户端。



1.4.4.VPN Passthrough

VPN passthrought 设置，包含: L2TP, IPSec, 以及 PPTP

passthrough



1.4.5.高级路由器配置

您可以在此新增/移除订制的静态路由规则,或者启用动态路由规则交换协

议。

1.5.无线网络设置

无线网络设置类中，包含了所有关于 WIFI 的设置。



1.5.1.基本设置

基本的无线通讯设置，譬如：网络名称（SSID）和频道。基本设置项目可以

做简单的无线存取节点设置。

1.5.2.高级设置

使用高级设置对无线执行细部设置。高级设置包含非基本设置项目，例如：

信标间隔、控制传送速率、基本数据传输速率等。





1.5.3.安全设置

设置无线网络的密码、加密方式访问策略等。

1.5.4.WPS

快速访问连接功能



1.5.5.WPS

WPS 相关的设置。

1.5.6.客户端列表

可以监视连结上这台无线存取节点的客户端。



1.5.7.统计资料

统计无线收发数据量等。

1.6.防火墙

设置 MAC、IP、端口过滤，端口映射，远程管理，内容过滤等，访问限制等

相关网络安全功能。

1.6.1.MAC/IP/Port过滤设置

您可以建立防火墙规则来保护您的网路远离 Internet 病毒蠕虫恶意攻击。



1.6.2.Port 转送

您可以建立虚拟服务器来提供网络服务。



1.6.3.DMZ设置

您可以建立一个隔离区（DMZ）来区分内部网络与 Internet。



1.7.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包括了语言设置，管理员账号密码，时间设置，动态域名设置，系

统重启，固件更新，设置导出导入，恢复出厂设定，系统版本，广域网和局域网

状态等。

1.7.1.系统管理

您可以在此设置系统的管理者及口令等。

1.7.2.固件更新

更新 img 格式的固件，更新过程中请勿断电。



1.7.3.设置管理

可以导出当前的配置信息，也可以导入配置信息。点击“装入默认值”可将

所有参数恢复默认。



1.7.4.无线存取节点状态

RM08A 的版本号，WAN 口和 LAN 口信息。



1.8.串口参数配置

默认情况下，登陆 http://192.168.16.254/Serial2Net.asp 可以进入 RM08A 的串口配

置页面。

1.8.1.串口-网络参数设置

下图为串口 1的配置页面，可以配置模块的网络模式，无线名称和密码，串

口的波特率等相关参数。

http://192.168.16.254/Serial2Net.asp


网络模式有 4中，如图：

4中网络模式

每种网络模式 RM08A 路由器各接口的工作状态如下：

网络模式 WAN LAN
串口

1
串口 2

WIFI
(AP)

WIFI
（STA）

默认 可用 可用 可用 可用 是 否

串口-以太网 可用 不可用 可用 可用 否 否



串口-无线

（WIFI STA)
不可用 不可用 可用 可用 否 是

串口-无线

（WIFI AP)
不可用 不可用 可用 可用 是 否

1.8.2.高级配置

串口功能的高级选项，一般情况下不需要配置。

1.8.3.串口 2参数设置

串口 2硬件接口暂没有提供，起功能和串口 1功能一样。



1.8.4.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中的各项功能可以在 RM08A 路由配置页面找到，此处不再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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