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速安装指南 

工业级蜂窝 PoE 路由交换机  

WR316GPS 系列 

WR316GPS 是一款为 IIoT 设计的创新智能型蜂窝路由器，高速 LTE 路由
与 2 个光纤上联端口，提供高弹性的网络布署。双 SIM卡 备援功能，可供
选择性能最佳的蜂窝网络，6 个全千兆的端口，确保高吞吐量且可靠的以
太网交换。另外，WR316GPS 还提供了 4 个 PoE / PoE+ 端口，可用于连
接现场 PD。WR316GPS 支持 ITU-T G.8032 v1 / v2 ERPS 环冗余协议，
可提供小于 50ms 的保护切换和业务恢复时间，而且与他厂的工业交换机
互联时，也能提供比 STP / RSTP 更快的业务恢复时间。集成的防火墙功能，
确保数据安全传输。精巧的尺寸和坚固的设计，让您在最严苛的条件下，
方便地将设备部署于现有的基础设施中。 

・概述 

• 1 x 设备 (不含SFP 收发器) 

• 1 x 6 针可拆卸端子 

• 1 x Din 导轨夹 

• 2 x LTE 天线，黑色 

• 1 x 快速安装指南  

可选配件 (详细信息请参考产品数据表) 
• 壁挂安装组件，包含 2 个支架板和 8 颗螺丝 

・包装清单 ・外观 

www.womtek.cn 

DIN 导轨安装 

将 DIN 导轨夹的上端从其上侧插入 DIN 导轨的背
面，轻轻地将 DIN 导轨夹的底部推入导轨。DIN导
轨即安装进其轨道。DIN 导轨应当符合 EN50022 
标准。使用错误的导轨可能导致安装危险。 
 

・安装 

SIM 卡槽 

SIM 卡插槽用于插入蜂窝卡。 

电源输入接线 

1) 将正负极的电源线与 V+ 和 V- 接线端子连接。 
2) 电源线连接后，拧紧螺丝。 
3) 电源线的另一端连接至合适的直流开关电源。 

接地螺丝 

接地螺丝位于路由器的底部。为了避免噪声或电
击造成的系统损坏，在连接设备之前，将接地螺
丝与接地表面直接连接。 

USB 端口 

USB 端口用于保存或恢复配置、上传固件更新文
件。进一步配置，请参考用户配置手册。 

警告: 小心安装SIM卡 , 错误的安装程
序会导致损害。请确保托盘支架的针
孔朝上。  

继电器输出接线 

继电器输出的 2 针端子连接器用于检测用户配置
的事件。当用户配置的事件触发时，连接到故障
触点上的两条线形成闭合回路。如果用户配置的
事件没有发生，故障电路保持打开状态。 

・LED 指示灯 

型号 描述 

WR316GPS-LTE-E 工业6G LTE PoE路由交换机, 2xSFP, LTE-E, 
FDD B1/3/5/7/8/20, TDD B38/40/41 

WR316GPS-LTE-CN 工业6G LTE PoE路由交换机, 2xSFP, LTE-CN, 
FDD B1/3/8, TDD B38/39/40/41 

WR316GPS-LTE-U 工业6G LTE PoE路由交换机, 2xSFP, LTE-U, 
FDD B2/4/12, B2/4/5@WCDMA  

LED 状态 描述 

PWR (1/2) 
绿灯亮 直流电源输入正常  

灭 无直流输入 

SYS LED 

绿灯亮 系统就绪 

绿灯闪烁 固件正在更新 

灭 系统为就绪 

DO 
红灯亮 由交换机控制的端口链路故障 

灭 无故障 

光纤接口 
(Port 5~6) 

绿灯亮 链路已建立 

绿灯闪烁 数据包发送/接收 

灭 链路未激活 

Ring LED 

绿灯亮 环正常 (非 RPL Owner) 

绿灯闪烁 环正常 (RPL Owner) 

橘灯亮 环异常 

橘灯闪烁 环端口失败 

灭 环禁用 

PoE LED 
绿灯亮 PoE 正在供电 

绿灯灭 PoE 禁用 /PD未连接  

SIM 2 
SIM 1 

WR316GPS 

光纤以太网 
• 2 x 100/1000M 

SFP  

千兆以太网 
• 4 x 100/1000M 

RJ45 
• IEEE 802.3af/at 

SMA 天线接头 
• 最多2个 SMA 

集成电源端子 
• 1 x 6针端子 
      - 4 针冗余电源接入 
      - 2 针用于DO 
• 简易安装 

DIN 导轨 

简易系统管理 
• USB 用于配置/固件更新 
• 外接存储 

双 SIM冗余 
• 2 x SIM托盘 

接地螺丝 

系统LED 
• 2 x 电源 
• 1 x 系统状态 
• 1 x DO 
• 2 x 以太网口 
• 1 x 环状态 
• 1 x 无线射频 
• 4 x PoE 

DIN导轨 

接地螺丝 

USB端口 

型号 无线 以太网口 电源输入 

WR316GPS-LTE LTE 
4 x GbE PoE 

2 x SFP 

48VDC ( 46~57VDC, 
IEEE802.3at 建议使用

50~57VD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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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须知 

 在将直流电源模块连接到接线端子之前，关闭直流输入电源。不要打开
直流电源模块的电源，并确保所有的连接都已经建立好，然后打开直流
电源为交换机供电。 

 确保电源模块连接到合适的电压。设备采用有限电源供电。继电器触点
支持 0.5A 的电流、24V 的直流电压。 

 路由器是为工业物联网、智能交通系统和轨道边应用而设计的。  

 雷电期间，切勿安装、使用设备或电缆。 
 

2.  Telnet/SSH管理: 你可以通过Telnet连接设备。下面是打开Telnet连
接到路由器的步骤。 

• 开始->打开命令行提示符 ->回车 
• 键入Telnet 192.168.10.1 (或者路由器IP地址)，然后按下回车键。 
 
SSH (Secure Shell) 

该设备还支持 SSH 控制台。 您可以远程连接到路由器以访问命令行接口。 
SSH 连接可以保护您发送到路由器的所有配置命令。 

SSH 是客户机/服务器体系结构，而路由器是SSH服务器。 当你想与路由器
建立 SSH 连接时，你应该首先下载 SSH 客户端工具。 

SSH 客户端 

你可以在网上找到许多免费的、共享的、试用的或收费的SSH客户端。 
 更多功能配置，请参考用户手册。 

中波动光保留在不提前通知的情况下更改本快速安装指南和产品硬件的权
利。 用户有责任确定是否有任何更新或修改。 

产品由不可预见的事件造成的损坏（如洪水、火灾等），环境和大气干扰，
电力线的干扰和浪涌、主机故障和病毒、错误的电源输入和布线、错误的
接地和使用不当、滥用及未经授权的更改或维修等其它外部因素造成的损
坏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免责声明 

・技术支持 

在中波动光，你都可以通过在线服务的方式获得技术支持。提交的问题均
存储在中波动光的服务器中，以便于为中波动光团队成员分配任务和监控
你的服务状态。遇到任何问题，请随时发邮件给 support@womtek.cn。 

・质量保证 

中波动光产品提供 5 年全球质保，使我们的客户确信产品在工艺和材料方
面不存在任何缺陷，且都符合中波动光的规格，或者是由买方提供和接受
的规格。 

对于有缺陷的产品，在保质期内是维修还是更换由中波动光决定。客户必
须在将有缺陷的产品退回给中波动光进行维修之前，获得退货授权（RMA）
批准代码。客户同意预付运费，使用原始的或等效的集装箱，并承担产品
在运输途中丢失或损坏的风险。维修或更换的产品的保修期自修理或更换
之日起九十（90）天内，或在原产品保修期的剩余时间内，以较长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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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 

WR316GPS-LTE 

Ant 1 LTE-主用天线 

Ant 2 LTE- 辅助天线 

设备支持 2 个天线接头。设备附加的 LTE 天线为黑色。 

无线 LED 

LED LTE Status 

Radio 

Ra 
SIM detected: Green On 

SIM not inserted: Off 

Rb 
2/3G connection: Green On 

Not 2/3G connection: Off 

LED LTE 状态 

Ra 

4G 连接 : 绿灯亮 

2/3G 连接 : 绿灯闪烁 

未连接 : 灭 

SSH (Secure Shell) 
The device also supports SSH console. You can remotely connect to 
the router to acces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The SSH connection can 
secure all the configuration commands you sent to the switch. 
SSH is a client/server architecture while the Router is the SSH server. 
When you want to make SSH connection with the switch, you should 
download the SSH client tool first. 

SSH Client 
There are many free, sharewares, trials or charged SSH clients you can 
find on the internet. 
 
 For further feature configurations, please refer to User Manual. 

该设备支持带内和带外网络管理。用户可以通过 Web / HTTPS 管理配置设
备，或者 Telnet / SSH 远程管理设备。. 
 
1. Web 管理: 首先，确认设备是否正确安装在网络中，并且该网络中的

每台 PC 都可以通过 Web 浏览器 (Google Chrome, Internet Explorer 
或 Mozilla Firefox )访问路由器。 

• 在浏览器中输入 http://IP_address  (默认 IP地址是 192.168.10.1 ) 

• 在登录屏幕上输入用户名和密码。默认用户名和密码是 admin。 

• 点击确定后，将出现基于 Web 管理界面的欢迎页面。 

• 在左侧可以看到软件功能列表，在右侧为可用的功能设置 

 
 为了连接设备，请确认 PC 的 IP 地址位于同一子网  (192.168.10.x) 

・管理 

This device supports both in-band and out-of-band network 
management. The user can either configure the device through the 
user friendly Web/HTTPS management or remotely manage the 
device through the network Telnet/SSH. 
1. Preparation for Web management: First of all, verify that device is 

properly installed in the network and that every PC of this 
network can access the router through the web browser (Google 
Chrome, Internet Explorer, Mozilla Firefox).   

 
• Type http://IP_address in your browser (the default IP address is 

http://192.168.10.1/) 
• Key in the user name and password in login screen. The default 

user name and password is admin. 
• After you click OK, the Welcome page of the web-based 

management interface will appear. 
• On the left side you can see the list of software features, on the 

right side – available settings. 
 
 To link with the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IP Address of 

the PC is located in the same subnet (192.168.10.x). 
 
2. Preparation for Telnet/SSH management: You can connect to the 

device by Telnet and the command lines. Below are the steps to 
open Telnet connection to the router. 

 
• Start -> Open Command prompt ->Enter 
• Type the Telnet 192.168.10.1 (or the IP address of the router). And 

then press Enter. 
 

SSH (Secure Shell) 
The device also supports SSH console. You can remotely connect to 
the router to access command line interface. The SSH connection can 
secure all the configuration commands you sent to the switch. 
SSH is a client/server architecture while the Router is the SSH server. 
When you want to make SSH connection with the switch, you should 
download the SSH client tool first. 

SSH Client 
There are many free, sharewares, trials or charged SSH clients you can 
find on the internet. 
 
 For further feature configurations, please refer to User Manual. 

・Manag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