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dBi 指向易天納天線 CPEⅤ (5.0GHz EeeTenna™) 

無線中繼設定教學 

 

主旨：裝設兩組易天納設備，從【發送端】光世代分享頻寬給【接收端】高速下載， 

      或是提供無線訊號影像監控回傳，內部區域網路資源共享..等無線中繼的需求。 

重要：請務必先設定好，在去現場安裝，才不會因環境因素而無法設定中繼橋接訊號。 

 

1. 設定電腦為手動 IP 位置： 

【WIN7 作業系統】更改電腦網路 IP 位置步驟，其他系統請參考步驟。 

螢幕左下角【開始】 程式集【控制台】【網路狀態及工作】【變更介面卡設定】 

【區域連線】按右鍵 【內容】【通訊協定第 4 版】【內容】【使用下列 IP】 

 輸入第一行【10.10.10.55】 輸入第二行【255.255.255.0】【確定】【確定】。 

 

 
 

 

1 2 3 

4 5 

http://www.wifi-link.com.tw/product.php?class1_id=1&class2_id=538&class3_id=742


2. 網路線接上易天納設備，建議務必先進行設定橋接在拿去現場安裝/測試： 

接上【變壓器】跟【POE】，透過網路線供電，接上【天線】準備設定， 

【天線】指的是設備上蓋【18dBi 指向天線】，天線務必要接上才能設定。 

 

【黑色 POE】有兩個 RJ-45 孔位，【POE 埠】接網路線到易天納設備， 

【LAN 埠】接網路線到電腦的網路孔設定，下圖是 POE 裝置使用解說。 

 

 

 

3. 開啟【IE 瀏覽器】在網址列輸入【10.10.10.254】按【Enter】，進入設定畫面。 

輸入帳號【admin】輸入密碼【admin】【Login】。 

 

 

 這邊是 POE埠，

提供電源+訊號 

代號 AA 

這台 AP的 Mac位置 

這壹台暫定為代號 AA-發訊端 

 這邊是 LAN埠，只

有提供網路訊號 

 這邊是電源孔，  

只有提供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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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議先開啟記事本，記錄 Mac 位置： 

系統桌面滑鼠按右鍵【新增】【文字文件】複製 AA-Mac【00:0C:43:C8:08:CF】 

【貼上】拿掉 Mac 位置「：」符號。  【000C43C808CF】(圈選複製貼上記事本) 

 

  

 

5. 改換接上另外壹台裸板跟天線，要先取得【Mac 位置】跟【更改預設 IP 位置】。 

請看上面 3 的動作再做一次，【IE 瀏覽器】請另開新分頁設定，設定會比較順暢， 

BB-Mac 位置：【00:0C:43:C8:08:BF】【貼上】拿掉 Mac 位置「：」符號。 

新分頁的網址列輸入預設【10.10.10.254】  【000C43C808BF】(圈選複製貼上) 

 

 

代號 BB 

這台 AP的 Mac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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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順便更改這台的預設 IP 位置，2 台以上無線裝置不能有相同的 IP 位置，會產生衝突。 

【LAN Settings】IP Address 改為【10.10.10.253】DHCP Sever 改為【Disabled】 

 【Save】。(備註：Operation Mode 維持預設值【Bidge】) 

 前往第 13 點操作【更改設定/儲存】前往第 3 點操作【登入設定畫面】。 

 

7. 開始【AA 發訊端】設定，請把網路線改回接到 AA，開啟 AA 瀏覽器畫面。 

a.現場環境前端若從分享器或頻寬管理器接到 AA，已設定過 PPPoe 名稱/密碼，  

【LAN Settings】頁面，DHCP Sever 改為【Disabled】(前端指派 IP)，【Save】。 

b.從中華光世代 Modem 直接接到 AA，或是 Modem 內沒有先設定 PPPoe 名稱密碼，  

 Operation Mode 選項需要更改為【Gateway】，詳細請再參考後面第 17 點教學設定。 

 

8. 【Wireless Settings】頁面 Operational Mode 改為【AP+WDS】 

 SSID 改為【WIFI-AA】 Channel 改為【161(5.805)】【Save】。 

 

代號 BB畫面 

代號 AA畫面 

AP+WDS 模式說明： 

提供 AP 無線基地台

+WDS 無線中繼， 

可以提供兩端無線訊號

分別給手機無線連線。 

案例：住家無線橋接、 

資源可共享開放環境。 

 

WDS 模式說明： 

只提供無線中繼功能，

無提供 AP 無線基地台， 

手機則無法無線連線。 

案例：IP CAM 影像、 

公司(廠房)無線橋接。 兩邊要設定同 Channel 



補充說明： 

a.SSID 名稱建議取不同名稱，讓手機等無線裝置分別加入自動漫遊。 

b.易天納內建天線使用是 5.8GHz 頻率，Channel【149~161】皆可。 

c.兩端中繼不想提供 AP 基地台功能讓無線裝置連線，可選【WDS】。 

 

9. 設定金鑰密碼，點選【Security】 Authentication 改為【WPA2-PSK】 

Crypt 改為【AES】Passphrase 輸入【a12345678】【Save】。 

補充說明： 

Passphrase 金鑰密碼，限制英數字 8~63 字元長度，使用 0~9、A~F、a~f。 

 

 
 

10. 設定【AP+WDS】無線中繼，這一點最該注意，Mac 輸入錯就不能無線中繼。 

請看第 4 點，複製記事本 BB 的 Mac 位置【000C43C808BF】， 

點選【WDS Setting】MAC Address【貼上】按【Active】。 

 

接著會改成以下畫面存入 BB 的 Mac 位置請記得【Save】。 

 



11. 開始【BB 接收端】設定，請把網路線改回接到 BB，開啟 BB 瀏覽器畫面。 

BB 的 IP 位置在第 6 點，已先改為【10.10.10.253】登入。 

 

BB 步驟跟【AA 發訊端】設定皆為相同，詳請請看第 8、第 9、第 10 點。 

a.【LAN Settings】的設定頁面，剛才已先行更改完不需要在作更改。 

b.【Wireless Settings】 Operational Mode 改為【AP+WDS】 

  SSID 改為【WIFI-BB】 Channel 改為【161(5.805)】【Save】。 

c. 點選【Security】 Authentication 改為【WPA2-PSK】 

  Crypt 改為【AES】Passphrase 改為【a12345678】【Save】。 

d. 設定【AP+WDS】，複製、貼上 AA 的 Mac 位置【000C43C808CF】， 

   設定完請記得按【Save】。不是使用複製/貼上，請多注意 Mac 英數字。 

 

12. 【AP+WDS】已設定完成。最後確認兩端(AA 跟 BB)可以互 Ping 相互連線， 

目前網路線維持從電腦接到【BB】，設定成功可以無線 Ping 到【AA】回應。 

 

螢幕左下角【開始】搜尋程式及檔案 輸入【cmd】並點選後 DOS 畫面。 

a.輸入【ping(空一格)10.10.10.254(空一格)-t】按【Enter】，無線 ping 到 AA。 

b.輸入【ping(空一格)10.10.10.253(空一格)-t】按【Enter】，有線 ping 到 BB。 

 

 

 

看到此互 Ping 畫面，代表【AP+WDS】或是【WDS】已經設定成功。 

輸入 cmd 

ping 10.10.10.254 -t 

ping 10.10.10.253 -t 



13. 最後的步驟，【存檔】完成所有設定資料。 

 

請記得確認完以上【AA】、【BB】可以互相互 Ping 對方後，把設定資料都儲存。 

【Setup】頁面按【Apply Changes】【倒數 35 秒+等候 30 秒】完成設定。 

此時會恢復到登入時畫面，輸入帳號【admin】密碼【admin】【Login】。 

 

 

14. 匯出設定資料檔案，或是匯入設定資料檔案，更新錯誤內容。 

 匯出設定資料檔案： 

 若遇到設定完成，【AA】【BB】無法互 Ping 回應，需提供設定資料供我們參考。 

【Setup】頁面按【Download Files】選項匯出設定資料到文件夾【下載區】， 

 儲存 config(請標示 AA、BB).apr 檔案，寄 E-Mail 到【服務信箱】留上您的電話， 

 我們會載入設定檔案，提供修改建議選項，請一併提供 AA、BB 的【Mac】位置。 

 

   
匯入設定資料檔案： 

新手若真的不懂設定，我們提供已設定好的無線中繼檔案，出貨前上傳匯入裸板裡面。 

請主動告知【發送端 AA】是從光世代或是從分享器接法，並提供中華電信名稱密碼。 

15.   

  

更改登入帳號、密碼 
【Setup】頁面下方 



16. 補充說明一：設定完成後，請記得把電腦的 IP 位置再改回【自動取得 IP 位置】。 

 

螢幕左下角【開始】 程式集【控制台】【網路狀態及工作】【變更介面卡設定】 

【區域連線】按右鍵 【內容】【通訊協定第 4 版】【內容】【自動取得 IP】 

【確定】【確定】。            詳細步驟、圖示請再參考第 1 點。 

 

 

 

17. 補充說明二：設定中華電信、Seednet 用戶【PPPoe】使用者名稱、密碼。 

【LAN Settings】Operation Mode 選擇【Gateway】點選【WAN Settings】 

 IP Configuration Type 選擇【PPPOE】輸入使用者名稱、密碼【Save】。 

備註：點選【LAN Settings】選項確認 DHCP Server 仍然維持是【Server】。 

 
Save 



18. 補充說明三：請再參考上圖 

【AA 發訊端】若設定為【Gateway】模式，【AA】本身就改變為路由器功能， 

 無法單獨接網路線進入【AA】設定畫面，需經由【BB】網路再連到【AA】。 

 不然就需要使用無線裝置連接方式，不能用網路線接到【POE 埠】開啟畫面。 

 

19. 辦公室環境實測上傳/下載速率： 

中華電信機房中華電信數據機 

上網總流量：上傳 32.78Mbps，下載 20.62Mbps。 

   中華電信數據機電腦網路介面 

   電網總流量：上傳 32.07Mbps，下載 15.88Mbps。 

   電腦網路介面測速筆電(舊款) 

   軟體測速結果：上傳 30.84Mbps，下載 15.35Mbps。 

   (室內環境測試請用黑色小天線測試，設備的天線增益大，在室內使用測試會較不客觀) 

 

   

崴海尼可網路科技 製作 

2017/4/23 更新設定內容 

中華光世代 Modem 

實測上傳/下載速率 

速率幾乎沒有衰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