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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dware Installation

LTE3316-M604

4-a

2

4G LTE-A 室內無線路由器

Network Connection

4-c

Accessories 配件 (Optional選配)

Using Ethernet Cable

安裝外接式 4G LTE-A天線(此為選配件，不包含於標準出貨項目)。

Using SSID

RESET

POWER

DC IN

LAN1/WAN

LAN2

LAN3

LAN4

LEDs
亮起 - IP 連線已就緒但無流量
閃爍 - 正在傳輸 IP 流量

PHONE

Internet

POWER ON

WiFi 2.4G (SSID) : Zyxel_XXXX
WiFi 5G (SSID) : Zyxel_XXXX_5G
WiFi Key : XXXXXXXXXXXXX
RESET

POWER

DC IN

LAN1/WAN

LAN2

LAN3

LAN4

亮起 - 4G 網路已就緒
閃爍 (緩慢) - 3G 網路已就緒

WiFi
Zyxel_XXXX

3

使用您的手機掃描位於產品底部標籤的QR code
條碼，可取得WiFi名稱(SSID)與WiFi密碼。

LTE

Configure LTE3316

亮起 - 良好

http://192.168.1.1

http://192.168.1.1

開啟/關閉無線WiFi功能

Using WPS
LTE3316

3

1-a

User Name: admin
Password: 1234
(default)

within

Power Outlet

2 minutes

Modem / Router

亮起 - 普通

5

WAN
4-b

亮起 - 乙太網路 WAN 連線就緒

Connect

PHONE

WiFi

User Name admin
Password

Signal
Strength

亮起 - 不良
閃爍 (緩慢) - 無訊號

按下WPS按鍵(WiFi快速開關)去開啟或關閉WiFi功能。

閃爍 (快速) - 正透過 2.4 GHz WiFi 傳輸資料

WLAN
WPS

1234
Login

閃爍 (快速) - 正透過 5 GHz WiFi 傳輸資料

WPS
setup

1-b Optional
SIM

亮起 - 電話未掛上
閃爍 - 正有來電
熄滅 - 電話已掛上

Voice
WPS
*詳細的LEDs指示，請參閱末頁的LEDs說明。

Press for 5 seconds

WPS

Wizard

Android Only

Press for 2 seconds
Turn On WiFi

閃爍 (快速) - 韌體升級

SIM

Micro SIM

Quick Start Guide

Micro SIM

ENGLISH | 繁體中文

Power

* 將SIM卡(Micro-SIM卡)插入SIM卡插槽。SIM卡晶片面(金屬接觸面)

On - Power is on
Blinking - Starting up

WLAN
WPS

Step Wizard

Blinking (slow) - Connecting to a 2.4GHz
WiFi client via WPS
Blinking (slow) - Connecting to a 5GHz
WiFi client via WPS

Step 1
Step 2
Step 3

WLAN
WPS

閃爍 - 重設

On - 2.4 GHz WiFi ready
On - 5 GHz WiFi ready

朝下，並注意左上有缺角處為插入方向。

安全警告

EN

為了您的安全，請先閱讀以下警告及指示:
• 請勿將此產品接近水、火焰或放置在高溫的環境。
• 避免設備接觸
• 任何液體 - 切勿讓設備接觸水、雨水、高濕度、污水腐蝕性的液體或其他
水份。
• 灰塵及污物 - 切勿接觸灰塵、污物、沙土、食物或其他不合適的材料。
•切勿重摔或撞擊設備，並勿使用不正確的電源變壓器。
若接上不正確的電源變壓器會有爆炸的風險。
•請勿將設備解體。
•請勿阻礙設備的散熱孔，空氣對流不足將會造成設備損害。
•請插在正確的電壓供給插座(如:北美/台灣電壓110V AC，歐洲是230V AC)。
•假若電源變壓器或電源變壓器的纜線損壞，請從插座拔除，若您還繼續插電使用
，會有觸電死亡的風險。
•請勿試圖修理電源變壓器或電源變壓器的纜線，若有毀損，請直接聯絡您購買的
店家， 購買一個新的電源變壓器。
•請勿將此設備安裝於室外，此設備僅適合放置於室內。
•請勿隨一般垃圾丟棄。
•請參閱產品背貼上的設備額定功率。
•請參考產品型錄或是彩盒上的作業溫度。
•無線資訊傳輸設備忍受合法通信之干擾且不得干擾合法通信；如造成干擾，應立即
停用，俟無干擾之虞，始得繼續使用。
•無線資訊傳輸設備的製造廠商應確保頻率穩定性，如依製造廠商使用手冊上所述正常
操作，發射的信號應維持於操作頻帶中
•使用無線產品時，應避免影響附近雷達系統之操作。
•高增益指向性天線只得應用於固定式點對點系統。
依據 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
第十二條 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可，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
得擅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
第十四條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擾
現象時，應立即停用，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減少電磁波影響，請妥適
使用。
此產品支援LTE頻段為: B1/3/7/8/28/38/41(B41 支援 2545~2655 MHz)

European Union - Disposal and Recycling Information

The symbol below means that according to local regulations your product and/or its
battery shall be disposed of separately from domestic waste. If this product is end of
life, take it to a recycling station designated by local authorities. At the time of
disposal, the separate collection of your product and/or its battery will help save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sure that the environment i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41163
RoHS

1-a
1-b

繁中

1-a
1-b

Use an Ethernet cable to connect the LAN1/WAN port to a
broadband modem or router.
(Optional) Insert your SIM card for LTE WAN backup.
Check that the LTE3316 is turned off. Insert your SIM
card(Micro-SIM card) to the SIM card slot for LTE network
access as shown, and put the cover back in place after the
installation.
Warning: If you are using a Nano-SIM card, insert it
correctly and securely into a SIM card adapter to avoid
possible damage to the LTE3316.
使用乙太網路線，將 LAN1/WAN 埠連接到寬頻數據機或路由器。

(可選擇) 插入SIM卡啟動LTE WAN做為連線備案。確認 LTE3316 電源
已關閉。將 SIM 卡 (Micro-SIM 卡) 插入 SIM 卡插槽以便存取 LTE 網
路，安裝後請將插槽蓋置回原位。
警告：如果使用 Nano-SIM 卡，請將該卡妥善插入 SIM 卡轉接卡，避免
LTE3316 受到可能的損壞。

EN

繁中

2 Use the included power adapter to connect the power
socket to a power outlet.
Press the POWER button to turn on the LTE3316.
3 Check that the LED lights are already on.

2 使用內附的電源變壓器, 選用合適的插頭, 並將其連接至電源插座。
按下 POWER (電源) 按鈕以開啟 LTE3316。
3 確認 LED 燈號亮起。

EN 4-a Find the WiFi name (SSID) and enter the WiFi password.
4-b To initiate WPS to set up a secure WiFi connection between
the LTE3316 and a wireless client, press the WPS button for
longer than five seconds. Press the WPS button on the
client within 2 minutes.

繁中 4-a 找出 WiFi 名稱 (SSID) 並輸入 WiFi 密碼。
4-b 若要使 WPS 設定 LTE3316 與無線用戶端之間的安全 WiFi 連線，請按
住 WPS 按鈕超過 5 秒。在 2 分鐘內按下用戶端上的 WPS 按鈕。

EN

4-c
5

繁中 4-c

5

Use an Ethernet cable to connect a computer to LAN2,
LAN3, or LAN4 of the LTE3316.
Connect your computer or laptop to LAN2, LAN3, or
LAN4 of the LTE3316 using an Ethernet cable. Open the
web browser from your computer and enter the default
management IP address (192.168.1.1). Enter the user
name admin and password 1234, then click Login. The
home screen appears. Click the Wizard icon to change
the default WiFi settings in Step 3 set up WiFi.

使用乙太網路線，將電腦連接到 LTE3316 的 LAN2、LAN3 或
LAN4。
使用乙太網路線，將電腦或筆記型電腦連接到 LTE3316 的 LAN2、
LAN3 或 LAN4。
開啟電腦網頁瀏覽器，並輸入預設的管理 IP 位址 (192.168.1.1)。
輸入使用者名稱 admin 和密碼 1234，然後按一下 Login (登入)。隨即
會出現首頁畫面。按一下 Wizard (精靈) 圖示，在 Step 3 (步驟 3)「
設定 WiFi 」變更預設的 WiFi 設定。

Troubleshooting

亮起 - 1000 Mbps LAN 連線就緒
閃爍 - 正以 1000 Mbps 的速度傳輸資料

電源及硬體連接

- 檢查硬體連接和 LED 的運作情況。請參閱〈 Hardware Installation〉和
〈 LEDs〉。
- 請確定已正確連接電源插座。

LTE3316 存取及登入

- 請確認您使用的是正確的 IP 位址。

• 預設的 IP 位址是 192.168.1.1。

• 如果忘記已變更的 IP 位址，則必須將 LTE3316 重設為原廠預設值。要執行這項
操作，請按住 RESET (重設) 按鈕 5 秒以上。
- 請確認您的網際網路瀏覽器未封鎖彈出視窗，並且啟用 JavaScripts。

亮起 - 10/100 Mbps LAN 連線就緒
閃爍 - 正以 10/100 Mbps 的速度傳送資料

LAN

*緩慢： LED 每秒閃爍一次。
快速： LED 每 0.5 秒閃爍一次。

Package Contents

- 確認您已輸入正確的使用者名稱及密碼。預設的密碼為 1234。若仍無法運作，則
您必須將 LTE3316 重設為原廠預設值。要執行這項操作，請按住 RESET (重設)
按鈕 5 秒以上。

LTE3316-M604

乙太網路線

乙太網路 WAN 連線
- LAN1/WAN 連接埠應連接到寬頻數據機或路由器。

電源變壓器

快速安裝指南

- LTE3316 所連接的寬頻數據機或路由器，應使用 ISP 所提供的網際網路資訊。

WiFi 連線

- 請確認 LTE3316 已啟用無線網路。
- 請確認 (您電腦上安裝的) 無線網卡可正常運作。

3G/LTE 連線

- 請確認已將 LTE SIM 卡插入 SIM 卡插槽，再開啟 LTE3316。

- 登入網頁設定介面 (預設的使用者名稱及密碼分別為 admin 和 1234)。

- 請確認 LTE SIM 卡帳戶處於有效狀態，並使用效期內的資料傳輸方案。

- 如果使用預付 SIM 卡，請插入另一個 LTE 裝置，以檢查這張 SIM 卡是否仍可使
用。如果該 SIM 卡可在另一個 LTE 裝置上正常運作，請聯絡 LTE3316裝置供應商
。如果該 SIM 卡無法運作，請聯絡您的服務供應商。
- 安裝 3G/LTE 外接天線，增強行動網路訊號。

QC

問券回函卡
安全警告說明卡
保修卡

* 設備採壁掛安裝時, 請勿超過2米限高
See the User's Guide at www.zyxel.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including customer
support and safety war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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