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ippleOS 固件使用手册 

本文档应用于 RippleOS 4.0 及以上固件版本 

V1.0 

一、 初始登录 

1. 设置向导 

输入 http://rippletek.lan 进入初始设置向导界面，设置路由器登录密码。 

 

图 1 设置向导页面 

http://rippletek.lan/


2. 网络设置 

根据 WAN 口上网类型选择协议类型。 

a) DHCP 客户端 

如使用上层路由分配的 IP 地址请选择 DHCP 客户端。 

 

图 2 网络设置界面 

b) 静态地址 

如 WAN 口使用固定 IP 地址，选择静态地址，并填入可以上网的 IP 地址，

子网掩码，出口网关，DNS 等。 



 

图 3  静态地址设置界面 

c) PPPOE 拨号 

如上端设备为 Modem，需要拨号，选择 PPPOE 拨号，并填入账号和密码。 

   

图 4  PPPOE 拨号设置界面 



3. WIFI 设置 

设置路由器的 SSID，默认 SSID 为 RippleTek_xxxxxx，xxxxxx 为 MAC 地

址后 6 位数字和字母。 

 

图 5  WIFI 设置界面 

4. 重启设备 

所有初始配置完成后，需要重启路由器才能生效。 



 

图 6  配置完成重启界面 

二、 登录路由器 

输入 http://rippletek.lan，进入路由器登录界面 

 

图 7  路由器登录界面 



注：设备出厂状态不带密码，初始登录时需自己配置。如果忘记登录密码，

请重置路由器。重置路由器方法为：在设备正常运行时，按下复位键，6 秒后松

开，设备灯会全闪一下，之后设备会自动重启，重置路由器完成。 

三、 路由器状态 

登录成功后，路由器状态首页如图，首页分为两种，一种为多台设备，即

AC 下带有 AP，首页会显示 AP 的硬件型号和固件本；一种为单设备，即只有一

台 AC，首页会显示当前设备的状态。 

在首页可以查看路由器的外网状态，内网状态，认证状态，QoS 状态，以

及设备 SSID、硬件型号、固件版本，AC 下 AP 的硬件分布，固件分布。 

 

图 8  多台设备首页界面 



 
图 9  单设备首页界面 

查看人数直方图详情，可以查看 AC 下的所有终端信息 

 

图 10  终端信息界面 

终端信息中可以查看终端的 MAC 地址，IP 地址，所连接的 AP，信号强度

等。强制断开某终端，点击断开连接，终端将连不上此信号，若需要恢复断开，

点击右下角恢复断开，所有断开的终端可以重新连接此信号。 



1. 设备绑定 

点击主页左上角的设备绑定，将在云平台（http://cloud.rippletek.com）

为商家创建的”商家登陆账号””商家登录密码”填入，选择绑定到新平台，进行绑

定。设备绑定到云平台后，对应到商家，可以进行认证，并可在云平台远程管理

此设备。 

 

图 11  设备绑定界面 



 

图 12  云平台创建商家账号界面 

设备解绑，登录云平台，查看商家详情，解除与设备关联，进行解绑。 

注：需要成功连接外网才会出现设备绑定按钮。 

2.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中可以查看设备的硬件型号，固件版本，SSID，以及工作模式等

等。点击修改设置，可以对参数进行修改。 

 

图 13  基本信息界面 



3. AP 信息 

AP 信息中，可以查看 AC 和在线的 AP 的详细信息，包括 MAC 地址，IP

地址，设备下所连接的终端数，工作信道，功率，硬件型号，固件版本，以及当

前状态。在当前页面可对 AP 进行重启，点击修改设置，也可以对设备参数进行

修改。 

 

图 14  AP 信息界面 

4. 外网信息 

外网信息中，可以查看外网协议类型，网络状态，网络是否正常，如果外网

不正常，通常通过看网络状态代码和状态提示，来判别问题。 



 

图 15  外网信息界面 

5. 内网信息 

内网信息中，可以查看该路由器的 IP 地址，以及 DHCP 状态，起始地址以

及 DHCP 容量。 

 

图 16  内网信息界面 



6. 认证信息 

认证信息会显示，认证的状态，运行时长，所用服务器类型，以及认证过

MAC 地址，免认证的 MAC 地址，以及黑名单的 MAC 地址，二次免认证/二次

简单认证 MAC 地址（若云平台中开启二次无需认证或二次简单认证）。通过认

证的用户信息可以在云平台数据统计中查看。 

 

图 17  认证信息界面 

7. QoS 信息 

QoS 信息中会显示 QoS 运行状态，开启了限速后的上下行限制速率，以及

被限制的用户 MAC，以及高优先级用户的 MAC（高优先级用户不限速）。 



 

图 18  QoS 信息界面 

8. 云端设置 

点击云端设置，会自动跳转到云端管理。 

 

图 19  云端管理登录界面 



四、 设置菜单 

1. 外网设置 

WAN 口设置，选择与自己网络对应的协议类型。如使用上端路由分配的 IP

地址则选择 DHCP 客户端；如上端为 Modem，需要设备拨号，选择 PPPOE

拨号，并填入账号和密码；如使用固定 IP 地址，选择静态地址，并填入可以上

网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出口网关，DNS 等。 

 

图 20  外网设置界面 

2. 内网设置 

LAN 口设置可以修改本机的 IP 地址，DHCP 起始 IP，以及 DHCP 容量和

租期。 



 

图 21  内网设置页面 

3. 无线设置 

无线设置，可以修改 SSID，无线网络密码。高级设置中可以设置 AC 的信

道，允许接入的最低速率和最弱信号。设置允许接入最低速率和信号，将低速率

的和弱信号终端剔除出网络，提高网络的稳定性，弱信号终端会使整个网络无线

通信速率降低。 



 

图 22  无线设置界面 

4. AC 设置 

AC 设置中可以选择 AC 的工作模式 AC/AP 自动模式，直连 AC，旁路 AC。 

AC/AP 自动模式：若一个 RippleOS 设备接在另一台 RippleOS 下，下级

设备会自动变为 AP。 

直连 AC，即只能为 AC，不会自适应变为 AP。 

旁路 AC 只有集中管理功能，不做转发，也不能做认证。 

AC 可开启或关闭无线，若 AC 下带的 AP 较多，可以关闭无线，减小 AC

的负载。 

AP 升级，若 AC 下 AP 不全为最新版本，会提示 AP 可升级。 



 

图 23   AC 设置界面 

5. AP 设置 

AP 设置中，可以对 AP 别名，信道，发射功率，最大接入人数等参数进行

修改。 

AP 别名用于多 AP 时，备注 AP 的安装位置，区分 AP，便于排查故障。 

当空间内有多个 AP 覆盖时，需要错开信道，建议使用 1,6,11 三个信道，

若为高密度覆盖时，建议降低设备发射功率，降低 AP 间的干扰。并限制 AP 的

最大接入数，达到负载均衡。 



 

图 24  AP 管理界面 

6. QoS 设置 

QoS 设置可开启限速，分为普通用户和高优先级用户，高优先级用户不限

速。限制 P2P，开启会限制视频及迅雷下载等应用。 

 

图 25   QOS 设置界面 



7. 认证设置 

开启或关闭认证，选择使用官方服务器或三方服务器，添加免认证 MAC 不

需要认证，黑名单 MAC 不能通过认证。4.0 以上固件版本用商家账号绑定后，

不需要填写节点。 

 

图 26  认证设置界面 

8. 系统设置 

a) 修改登录密码 

修改路由器的登录密码 



 

图 27  修改登录密码界面 

b) 重启/升级 

重启升级中可对设备恢复出厂设置，重启，服务器升级或本地上传固件升级

等操作。 

 

图 28  重启升级设置界面 



c) 重启/升级计划 

设置 AC，AP 自动重启和自动升级计划。 

 

图 29  重启升级计划设置界面 

9. 端口转发 

按照要求填入参数，添加规则。 



 

图 30  添加端口转发规则界面 

 

图 31  端口转发界面 



10. 系统调试 

a) PPPOE 日志 

 

图 32 拨号日志界面 

b) DHCP 日志 

 

图 33  DHCP 日志界面 



c) 网络日志 

 

图 34  网络日志界面 

d) 网络诊断 

此处可对网络进行诊断，通过 ping www.baidu.com 、traceroute、

nslookup 来进行网络诊断。 

 

图 35  网络诊断界面 



11. 访问官网 

点击访问官网，会跳转到 Rippletek 官网。 

 

图 36  官网界面 

五、 退出 

点击右上角图标，退出路由器管理界面。 

 

图 37  退出登录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