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法1. 使用手机设置

2 创建管理员密码：设置路由器

的管理员密码。

创建管理员密码

设置密码  |     ●  ●  ●  ●  ●  ●

确认密码  |     ●  ●  ●  ●  ●  ●

确定

6 完成设置。

路由器设置已完成

由于无线参数已更改，您的设备与路由器

的连接已断开，请重新进行无线连接。

无线名称：TP-LINK_HyFi_XX   

无线密码：XXXXXXXX

新添加的HyFi设备：

Ext_XXXX

5 需添加扩展器，则参照本指南

背面的“3 添加扩展器”操作。

不需添加扩展器，则点击“跳

过添加新设备”。

上一步 下一步

添加新设备

跳过添加新设备>

请将扩展器上电，并点击下一步

手机连接路由器的Wi-Fi，打

开浏览器登录tplogin.cn。
1

扫一扫，快速登录

方法2. 使用电脑设置

1 电脑通过有线或无线（Wi-Fi）方式连接上路由器。

使用浏览器访问tplogin.cn，设置路由器的管理员密

码。 

tplogin.cn

为保护设备安全，请务必设置管理员密码

确认密码

设置密码

6-15位数字、字母（区分大小写）、符号的组合（空

格除外），避免使用有规律的纯数字或字母，以提升密

码的安全等级，如83$a56Dfc2%9

注意：确认提交前请记住并妥善保管密码，后续配置设备时需使用该密码进

入配置页面，如遗忘，只能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设备的所有参数。恢复

出厂设置方法：在设备通电情况下，按住Reset按钮保持5秒以上。

确认 

2 在左栏选择“设置向导”，单击“下一步”。选择上

网方式，若不清楚上网方式可选择“让路由器自动选

择上网方式”，单击“下一步”。　

3 填写上网参数。对于宽带拨号用户，下图中的上网账

号即宽带账号，上网口令即宽带密码。

提示：若忘记上网参数，请咨询您的网络服务商。

 

5 单击“完成”或“重启”，完成设置。

图示以单击“完成”为例。

如需添加扩展器，请见本指南背面的“3 添加扩展器”。

上一步

设置向导

设置完成，单击“完成”退出设置向导。

提示：若路由器仍不能正常上网，请点击左侧“网络参数”进入“WAN
口设置”栏目，确认是否设置了正确的WAN口连接类型和拨号模式。

完  成

1 连接路由器

提示：请将HyFi无线路由器安装在电源插座附近，以便接通和断开电源。

小区宽带上网

网线接口

网线接WAN口

连接网络1 连接电源2

为保证路由器性能，请务

必插在墙插上使用。

HyFi无线路由器

宽带拨号上网

Modem（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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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

光纤/电话线

互联网

无线(Wi-Fi)连接

有线连接

搜索并连接路由器的无线网络(Wi-Fi)。

默认无线名称(Wi-Fi名称)请见路由器底部的标贴，默认无密码。

手机、平板、电脑连接到路由器3

网线接LAN1或LAN2口

或
或

快速安装指南
HyFi无线路由器

物品清单： HyFi无线路由器 快速安装指南 保修卡 有毒有害物质声明 路由器参数记录标贴

2 设置路由器

3 上网设置：填写上网参数，此

处以宽带拨号上网为例。

若忘记上网参数，请咨询您的网络

服务商。 

上网设置

上网方式  |     宽带拔号上网

宽带账号  |     

宽带密码  |     

下一步

4 无线设置：设置无线名称和

密码（Wi-Fi名称和Wi-Fi密

码）。

无线设置

无线名称  |     TP-LINK_HyFi_XX

无线密码  |     ●  ●  ●  ●  ●  ●  ●  ●

上一步 下一步

图中HyFi无线路由器及标贴以TL-H28RD为例。

4 在SSID框设置Wi-Fi名称，在PSK密码框设置Wi-Fi

密码。

设置向导-无线设置

上一步 下一步

本向导页面设置路由器无线网络的基本参数及无线安全。

无线安全选项：

SSID：

不开启无线安全

PSK密码：

（8-63个ASCII码字符或8-64个十六进制字符）

为保障网络安全，强烈推荐开启无线安全，并使用WPA-PSK/WPA2-PSK 
AES加密方式。

WPA-PSK/WPA2-PSK

设置向导-上网方式

PPPoE （ADSL虚拟拨号 )

动态IP（以太网宽带，自动从网络服务商获取IP地址 )

静态IP（以太网宽带，网络服务商提供固定IP地址 )

本向导提供三种最常见的上网方式供选择。若为其它上网方式，请点击
左侧“网络参数”中“WAN口设置”进行设置。如果不清楚使用何种上
网方式，请选择“让路由器自动选择上网方式”。

让路由器自动选择上网方式 （推荐 )

上一步 下一步

此处不需要进行任何设置。

IP地址：

子网掩码：

网关：

首选DNS服务器：

备用DNS服务器： （可选）

设置向导-静态IP

设置向导

请在下框中填入网络服务商提供的ADSL上网帐号及口令，如遗忘请咨询
网络服务商。

上网帐号：

上网口令：

确认口令：

请在下框中填入网络服务商提供的基本网络参数，如遗忘请咨询网络服
务商。

上一步 下一步

上一步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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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已购买TP-LINK的HyFi扩展器，按以下步骤操作，即可实现家庭无线信号全覆盖。

3 添加扩展器

常见问题解答

更多问题，可登录http://service.tp-link.com.cn查看视频教程和设置文档。

无法打开路由器的管理界面（tplogin.cn）怎么办？

请分别从以下方面进行检查： 

若使用计算机配置，请确保计算机为“自动获得IP地址”和“自动获得DNS服务器地址”。

若通过无线(Wi-Fi)连接登录，请确保上网设备已连接上路由器的Wi-Fi；若通过有线连接登录，请确保计算机连接的是路由器的LAN口，且对应LAN口左
上方的状态指示灯已亮起。

若使用计算机配置，请打开IE浏览器，在菜单栏选择“工具”>“Internet选项”，然后单击“连接”按钮，确认选择“从不进行拨号连接”，单击“局域
网设置”，确认所有选项均无勾选。

请尝试关闭并重新打开浏览器、清除浏览器缓存或者更换不同的浏览器。

请更换另一台上网设备进行尝试，若为有线连接方式，也可尝试更换网线。

如果经过上述操作仍无法解决问题，请将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并重新配置。

Wi-Fi无法连接怎么办？

请分别从以下方面进行检查：

请确认您的设备Wi-Fi功能处于正常状态，如Wi-Fi开关已经打开、可以搜索到Wi-Fi信号。

请确认无线路由器设置正确，Wi-Fi名称请尽量不要使用中文或者特殊字符。 

请确认进行Wi-Fi连接时，选择的Wi-Fi名称和填写的Wi-Fi密码正确（注意区分大小写）。

如果经过上述操作仍无法解决问题，请将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并重新配置。

如何将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

在通电状态下，取一针状物按压Reset键5秒钟，系统状态指示灯开始快速闪烁后松开，即成功恢复出厂设置。

注意：恢复出厂设置后路由器的配置参数将被全部清除，需要重新对路由器进行配置。

请查看扩展器的指示灯状态，若不亮，则其电源插座可能松动或接触不良。

添加带有Config按键的扩展器时，请确保每一轮只添加一个扩展器。

带滤波器的排插有可能导致HyFi产品无法使用。不建议用在排插上，请尽量插在墙插上使用。

请确保每台HyFi无线路由器搭配使用的HyFi扩展器数量不超过7台。

路由器与扩展器必须在同一电表下使用，且它们之间的电力线距离在300米以内。

请确保该扩展器未被添加过。登录tplogin.cn，在路由器电脑版界面左栏单击“HyFi扩展器”，单击“扩展器列表”，查看列表下是否有该扩展器名称，如
果有，则表明它已被添加，因而无法再次搜索和添加它。

若经上述步骤后仍无法添加扩展器，建议将扩展器恢复出厂设置后重新添加 （有Reset按键） ；或将扩展器重新拔插上电后重新添加 （无Reset按键）。

添加HyFi扩展器不成功怎么办？

若无法确定选择的上网方式和填写的上网参数是否正确，请联系您的网络服务商。

路由器设置完成后，无法上网怎么办？

请分别从以下方面进行检查：

请确保路由器的网线连接已按照步骤“1 连接路由器”连接正确。

请检查路由器设置过程中，选择的上网方式是否符合您的实际线路环境以及填写的上网参数是否正确。如何判断上网方式可参照下表：

宽带拨号上网

固定IP地址

自动获得IP地址

宽带帐号和密码

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DNS服务器

网络服务商没有提供任何参数

（不用路由器时计算机不需要进行设置即可直接上网）

开通网络时，网络服务商提供的上网参数 上网方式

提示：排插可能会影响HyFi产品的性能，推荐使用墙插。

将已加入扩展器安插到需要的位置(已加入扩展器可随意拔插，无需再进行设置)。3

电 线

HyFi
扩展器

图示以TL-H28RD为例

使扩展器进入搜索路由器状态。不同类型扩展器操作方法不同。1

将一个或多个扩展器插到路由器附近的

插座上。

无Config按键

HyFi

WAN

LAN

提示：该类扩展器每一轮添加只能添加一个扩展器。

1） 将一个扩展器插到路由器附近的插座上。

2） 约15秒后，扩展器的指示灯开始慢闪，按一下
其Conf ig按键，指示灯快闪（即进入搜索路由
器状态，该状态维持2分钟，超时需重按）。

有Config按键

HyFi

WAN

LAN

Config

Reset

Config

Reset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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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1. 使用手机加入

进入手机“添加新设备”界面，依照下图指示操作。

将扩展器加入到路由器网络中。2

完成

添加新设备

正在搜索中，请稍候……

Ext_XXXX 加入

上一步 下一步

添加新设备

跳过添加新设备>

请将扩展器上电，并点击下一步

方法2. 使用电脑加入

使用浏览器登录tplogin.cn后，依照下图指示操作。

已加入

运行状态

设置向导

网络参数

无线设置

HyFi扩展器

·扩展器列表

·添加新设备

DHCP服务器

·

·

+

+

-

+

添加新设备

请将扩展器上电，并点击下一步

下一步

帮  助

添加新设备

正在搜索中，请稍候…

完  成

帮  助

26%

ID
1

名称
Ext_XXXX

MAC
0C-82-68-4F-48-4E

状态
加入 已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