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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普遍需要多人有线办公，无线
信号延展，安防监控接入等需求，可延
展销售多类利润型产品

快速配置

快速配置适用于设备初始状态下的第一次

配置，完成路由器工作模式、接入方式、

无线名称、密码等基本设置，能避免多个

页面来回切换配置，从而快捷配网。



NX1-T 快速配置

小微企业普遍需要多人有线办公，无线
信号延展，安防监控接入等需求，可延
展销售多类利润型产品

一、 登录路由管理界面

1.路由器通电，WAN口接入Internet

  手机或电脑连接上NX1-T的网络；

2.浏览器输入192.168.2.1或者域名

   router.ctc进入路由器管理界面；

3.默认用户名为useradmin

   初始密码在路由器底部；

4.点击确定登录。

192.168.2.1



NX1-T 快速配置

小微企业普遍需要多人有线办公，无线
信号延展，安防监控接入等需求，可延
展销售多类利润型产品

二、(1) 路由模式-DHCP配置

1.点击“快速配置”;

2.工作模式选“路由模式”

   WAN口接入模式选“DHCP”;

3.更改无线名称（2.4G和5G）;

4.输入8位以上WiFi密码；

5.建议勾选将无线密码设置成路由管理密码；

6.点击确定保存生效.

路由模式下由路由器分配IP，做NAT转发。



NX1-T 快速配置

小微企业普遍需要多人有线办公，无线
信号延展，安防监控接入等需求，可延
展销售多类利润型产品

二、(2) 路由模式-PPPoE配置

1.点击“快速配置”

2.工作模式选“路由模式”

   WAN口接入模式选“PPPoE”

3.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即宽带的账号密码

4.修改WiFi名称（2.4G和5G）

5.输入8位以上WiFi密码

6.建议勾选将无线密码设置成路由器管理密码

7.点击确定保存生效

路由模式下由路由器分配IP，做NAT转发。



NX1-T 快速配置

小微企业普遍需要多人有线办公，无线
信号延展，安防监控接入等需求，可延
展销售多类利润型产品

二、(3) 路由模式-静态IP配置

1.点击“快速配置”

2.工作模式选“路由模式”

   WAN口接入模式选“静态IP”

3.配置静态IP地址

4.修改WiFi名称（2.4G和5G）

5.输入8位以上WiFi密码

6.建议勾选将无线密码设置成路由器管理密码

7.点击确定保存生效

路由模式下由路由器分配IP，做NAT转发。



NX1-T 快速配置

小微企业普遍需要多人有线办公，无线
信号延展，安防监控接入等需求，可延
展销售多类利润型产品

三、 桥接模式配置

1.点击“快速配置”

2.工作模式选“桥接模式”

3.修改WiFi名称（2.4G和5G）

4.输入8位以上WiFi密码

5.建议勾选将无线密码设置成路由器管理密码

6.点击确定保存生效

桥接模式下路由器作为AP使用，由光猫分配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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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X1-T  IPTV配置

小微企业普遍需要多人有线办公，无线
信号延展，安防监控接入等需求，可延
展销售多类利润型产品

一、 桥模式透传IPTV业务

1.路由器通电，WAN口接入Internet

  手机或电脑连接上NX1-T的网络；

2. 浏览器输入192.168.2.1或者域名

   router.ctc登录路由器管理界面；

3. 点击菜单“网络”-“模式配置”;

4. 管理IP模式选“桥模式”；

5. 点击确定保存生效。



NX1-T  IPTV配置

小微企业普遍需要多人有线办公，无线
信号延展，安防监控接入等需求，可延
展销售多类利润型产品

二、 路由器VLAN绑定IPTV端口

1. 路由器通电，WAN口接入Internet

  手机或电脑连接上NX1-T的网络；

2. 浏览器输入192.168.2.1或者域名

   router.ctc登录路由器管理界面；

3. 点击菜单“应用”-“IPTV设置”;

4. 勾选“使能”,配置LAN口绑定需要

   的VID，使其下挂IPTV设备正常，

5. 点击确定保存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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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配置协议为IPV6双栈

1. 路由器通电，WAN口接入Internet，

  手机或电脑连接上NX1-T的网络；

2. 浏览器输入192.168.2.1或者域名

   router.ctc登录路由器管理界面；

3. 点击菜单”网络”-“internet连接”

   修改IP协议为：IPV6/IPV4，开启IPV6

   功能，如右图所示：

NX1-T  IPV6配置



二、 配置IPV6 WAN获取地址方式

1.  网络-internet连接，修改IPV6全局地

址、网关获取方式、DNS网关的获取方

式，建议选择自适应。

2.  可以根据光猫分配方式兼容SLAAC与

DHCPV6两种方式拿IPV6地址。

NX1-T  IPV6配置



三、查看是否拿到IPV6地址

菜单栏“状态”-“网络侧信息”-

“IPV6连接信息”查看是否拿到合法的

IPV6地址、前缀、及DNS等其他IPV6参

数。

NX1-T  IPV6配置



四、 路由器给下挂设备分配
IPV6地址（SLAAC方式）

在确定wan口拿到IPV6全局地址，及前

缀的情况下,选择”网络”-”LAN侧地址

配置”-”RA配置”，开启使能RA来通

过SLAAC给c配无状态IPV6地址。

NX1-T  IPV6配置



插拔下挂客户端网线后，客户端网卡能获取IPV6地址并通信

NX1-T  IPV6配置



五、(1)路由器给下挂设备分配
IPV6地址（DHCPV6方式）

选择”网络”-”LAN侧地址配置”-

”RA配置”，将RA配置中M位勾选。

NX1-T  IPV6配置



五、(2) 路由器给下挂设备分配
IPV6地址（DHCPV6方式）

选择”网络”-”LAN侧地址配置”-

”DHCP配置”，将DHCP配置里面的地

址词配成需求的地址。

NX1-T  IPV6配置



五、(3)  路由器给下挂设备分配IPV6地址（DHCPV6方式）

插拔下挂客户端网线后，客户端网卡能获取IPV6地址并通信。

NX1-T  IPV6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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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配置并确定主路由

1.路由器通电，WAN口接入Internet

  手机或电脑连接上NX1-T的网络；

2.浏览器输入192.168.2.1或者域名

   router.ctc登录路由器管理界面；

3.在网络wlan配置中找到easymesh，

观察角色是否切换成Controller

(连接internet的路由器会自动选角为主节点,

否则需要手动选角)配置如右图所示：

NX1-T  Mesh配置



二、(1) 配置Mesh组网

1. 完成Controller配置之后，将另一台新的

路由器放在新覆盖区域后上电。

2. 先按下Controller的WPS按键，然后按下

新增路由器的WPS物理按键，按压时长3秒

左右即可，等待自动组网。

WPS按键位置如下图：

NX1-T  Mesh配置



二、(2) 配置Mesh组网

WPS按键之后，等待组网大约2-3分钟左

右，登录192.168.2.1刷新Controller Mesh

页面，查看是否有新路由器加入Mesh列表，

如下图组网成功:

NX1-T  Mesh配置



三、 新增第二台Mesh节点

1. 完成Mesh组网后，如需要新增Mesh节

点。将新增路由器放置需要的区域，仍然通

过WPS按键触发,Mesh组网，先执行已经

Mesh成功路由器的WPS按键；

2. 然后按下新增路由器的WPS按键等待2-3

分钟，进入192.168.2.1查看Controller 

Mesh页面，新路由器已经加入Mesh列表，

如下图组网成功。

NX1-T  Mesh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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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答：

1、E-LINK 如何关闭？
登录路由器管理界面，找到菜单“网络”-“E-LINK”取消勾

选”启用与智能家庭网关的无线配置同步“即可关闭。

3、路由器测速不达标问题排查如何排查？
a、检查是否插到了光猫的百兆口；

b、查看路由器端口协商速率；

c、检查网线是否8芯；

d、检查手机是否连接的是路由器5G网络。

2、路由器无法用192.168.2.1登入如何处理？
a、使用 router.ctc域名登入路由器设置界面；

b、拔掉路由器WAN口网线再使用192.168.2.1进行登录。

4、路由器管理密码修改后忘记了如何进入路由器？
a、使用超级管理员用户名账号密码登入后修改密码；

b、路由器恢复出厂重新设置。



常见问题解答：Mesh配置相关问题

1、如何确定Mesh组网的角色？

Mesh组网时，路由器设备分为主路由（Controller）和子路由（

Agent）两种角色。主路由负责连接外网，是整个网络的出口。子

路由负责扩展网络覆盖。

整个Mesh网络中，只有1个Controller角色，就是WAN口能连通

外网的那一台，其他的都是Agent。

3、设备默认的Mesh状态是什么？
设备出厂时，Mesh功能默认为开启，角色为自动。设备会根据

外网的连通状态以及内网是否存在其他MESH组网设备，从而确

定自己的角色状态。

在正常上网过程中，设备也会一直侦测Mesh组网设备，直到组

网成功。如果用户没有Mesh组网需求，可建议手动关闭Mesh

功能。2、如何配置Mesh组网？
a、首先保证各台设备处于出厂缺省状态，将主路由的WAN口

正常接入Internet；

b、将子路由的WAN口通过网线，接入主路由的LAN口，此时

子路由将工作在桥接模式下，自动同步主路由的无线配置。

c、Mesh组网成功后，主路由和子路由会保存Mesh相关设置

（包括角色状态、无线参数等），设备重启上电后，也会自动

根据连接方式以及信号强度等进行自组网。

4、当用户需要重新组网时怎么办？

a、确认新加设备处于缺省状态；

b、依次确认主路由和子路由，将主路由先接入，保证其连通外

网；

c、重新通过有线连接或无线按键的方式逐一将子路由进行组网。



常见问题解答：Mesh配置相关问题

6、推荐的Mesh组网配置方式？
推荐使用有线组网的方式配置Mesh网络，更加快速可靠。

受实际环境限制，子路由无法通过网线组网时，可以在子路由

有线组网成功后拔掉网线，将子路由放置在主路由无线信号覆

盖下的任意位置。子路由可以自动通过无线连接到主路由，完

成无线信号扩展。

5、如何新加入一台Mesh组网设备？

a、确认新加设备处于缺省状态；

b、在已组网成功的Mesh设备中，选取一台做为新入网设备的

上联设备，

c、将新添加设备的WAN口，通过网线接入上联设备的LAN口，

等待几分钟后，新添加设备即可做为子路由加入Mesh网络；也

可以不用网线连接，同时按下上联设备和新加设备的WPS按

键，等待几分钟后，新添加设备即可完成组网。



常见问题解答：Wi-Fi兼容模式

①  设置路由器工作在非AX模式，以满足旧Wi-Fi设备的接入，但路由器将因此失去Wi-Fi6的能力，即使具备Wi-Fi6能力的终端，也无法通过

AX模式接入，不能享受Wi-Fi6带来的高速上网体验。

由于Wi-Fi6是近年新提出的协议，在之前的规范基础上扩展了很多新功能和内容。因此部分Wi-Fi设备由于网卡驱动未更新，无法扫
描到路由器默认的Wi-Fi6信号，比如一些电视机、笔记本电脑、智能家居等设备。在没有条件升级网卡驱动的情况下，可以采用以下
方式解决：

网络-WLAN配置-基本设置-2.4G-工作模式 网络-WLAN配置-基本设置-5G-工作模式



常见问题解答：Wi-Fi兼容模式

② 开启副SSID，启用兼容模式。(解决部分无法通过升级兼容Wi-Fi6的无线设备，通过连接开启兼容模式的副SSID，接入网络)

WLAN配置-SSID设置-2.4G-SSID2-勾选WiFi5兼容模式-安全设置 WLAN配置-SSID设置-5G-SSID10-勾选WiFi5兼容模式-安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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