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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介绍

产品概述

SRT830 是一款专为车载应用所设计的 5G BOX 产品，可以实现将 5G 无线信号转换为

千兆以太网、USB 3.1 和Wi-Fi 6 信号，为车载设备及乘客提供稳定且高速的 5G 接入。

产品集成了高通最新⼀代的骁龙 SDX55基带芯片，符合 3GPP Release 15标准，可支

持独立组网（SA）和非独立组网（NSA）两种网络部署，可涵盖全球主要地区和运营商的

5G 商用网络频段，并且向下兼容 3G/4G 多种网络制式，满足移动场景需求。同时集成了

高通最新一代 Wi-Fi 6 芯片 QCA6391，采用 2x2 MIMO，支持 2.4G 和 5G 同时工作，Wi-Fi
最高下载速率可达 1.8Gbps，可有效提升多用户的接入体验。

产品支持硬件和软件看门狗，可适应输入电压 8V~16V 波动，采用车载专用网口，振

动环境下更加可靠稳定，可选配两侧安装配件支持螺丝/粘胶/贴玻璃等多种固定方式，采

用内置散热器设计，可实现-30℃ ~ 70℃温度范围下正常工作，在车载复杂环境下可长时

间稳定工作。

关键特性

5G无线网络 超高速率 超低时延 更加可靠

最新的 5G 网络支持

内置高通骁龙 SDX55基带芯片，符合 3GPP Release 15 标准；

支持独立组网（SA）和非独立组网（NSA）两种网络部署；

5G NR 最大下行速率达 2.1Gbps，最大上行速率达 900Mbps；*

LTE最高可支持 Cat20，最大下行速率达 2Gbps，最大上行速率达 200Mbps；*

⽀持射频MIMO 及接收分集技术，提⾼通讯质量并优化数据传输的速度；

*注：在仪表环境下的实测最高速率

真正全网通，向下兼容 3/4G 网络



可支持独立组网（SA）和非独立组网（NSA）两种网络部署，涵盖全球主要地区和运

营商的 5G 商用网络频段，向下兼容 3G/4G 网络制式，可支持 3/4/5G 自动切换，满足移

动场景需求。

上电自动开机，自动拨号，零配置

最新一代Wi-Fi 6更高速率 更低时延

QCA6391 是高通最新一代 Wi-Fi 6 AP 芯片，采用 2x2 MIMO，可支持上下行 MU-
MIMO、OFDMA 技术、TWT（目标唤醒时间）、BSS Coloring 等新技术，最高下载速率可

达 1.8Gbps，支持Wi-Fi 2.4G 和 5G 同时工作，支持 32 个用户同时接入，有效提升多用户

接入体验。

车载千兆网口 USB 3.1 Type-C接口 接口丰富 可靠性更高

专用车载千兆以太网接口

产品采用了专用车载千兆以太网接口，使用 10 PIN 插针的连接方式，网口四周全部

使用金属进行屏蔽，可更好防电磁干扰。同时网口连接器增加了金属弹性扣，可有效固

定，保证在车载等振动环境下以太网接口的可靠稳定工作。

USB3.1 Type-C 接口

支持 USB3.1 Type-C接口，物理层最高速率可达 10Gbps，满足 5G 产品最高速率要

求。

预留 4 PIN 宝马头接口

预留 4 PIN 宝马头接口，可同时实现供电和 USB2.0 数据通信。

支持软件和硬件看门狗 多重保障 高可用性

支持硬件和软件看门狗，可实现故障自恢复，双重保障设备高可用性。

友好WEB UI交互页面

提供 WEB UI 页面进行网络参数显示及网络/安全等配置，方便简捷。



多种方式固定安装

提供安装配件，可支持两侧打螺丝或背胶固定，也可支持正面贴玻璃等固定方式。



二、产品外观

产品接口

接口 描述

① SIM卡盖

② 状态指示灯：指示开机、网络等状态;

③ 接口指示灯：指示WiFi、网口等状态

④ 宝马头接口（预留）

⑤ USB 接口

⑥ 安装固定配件

⑦ 千兆车载网口连接器

指示灯



指示灯 状态说明

设备上电后红色常亮，开机完成后按以下状态显示：

1) 注册 5G 网络，强信号，蓝色常亮；

2) 注册 5G 网络，弱信号，蓝色闪烁；

3) 注册 4G 网络，强信号，绿色常亮；
状态指示灯

4) 注册 4G 网络，弱信号，绿色闪烁；

5) 注册 3G 网络，强信号，黄色常亮；

6) 注册 3G 网络，弱信号，黄色闪烁；

7) 未注网、无网络连接、SIM 卡错误或被锁，红色闪烁；

8) 软件升级时，紫色闪烁；

1) 网口已连接，蓝色常亮；

接口指示灯
2) WiFi已连接，绿色常亮；

3) 网线和 WiFi 同时连接，黄色常亮；

4) 网口和 WiFi 都没有连接，指示灯不亮；



三、产品功能

首次开机

1) 打开 SIM 卡盖，安装 SIM 卡后，盖好 SIM 卡盖；

2) 连接电源适配器，设备上电后会自动开机；

3) 通过指示灯查看设备状态；

4) 终端通过网线或 Wi-Fi 连接设备；

5) 终端可以访问互联网，也可以登录 web UI 检查和配置设备；

*说明：请不要在设备开机时插拔 SIM 卡，这样会损坏 SIM 卡和设备。

登录设备

打开电脑/手机浏览器，输入设备的网关地址和用户名密码，即可登录 Web UI。

默认网关地址为 http://192.168.1.1，默认用户名/密码为 admin/admin，也可以从设备标签

获取默认的网关地址和用户名密码。

建议及时修改登录名和密码，防止他人随意篡改设备配置。

登录 web UI 后，默认显示首页，此外还有短信和设置页面。

下面会逐一介绍各个菜单和功能。

http://192.168.1.1/
http://192.168.1.1/


首页
点击首页中的图标，可以查看设备的基本信息。

网络信息：点击 图标后，可以查看网络模式、网络状态、连接时间、MAC 地址、

IP 地址等信息。

WiFi 信息：点击 图标，可以查看Wi-Fi 2.4G 和 Wi-Fi 5G 的名称和密码。



连接用户：点击 图标，可以查看当前已连接终端的主机名称、MAC地址和 IP 地

址。



短信

收件箱：点击 图标，可以查看设备接收到的短信。

发件箱：点击 图标，可以查看设备已发送的短信。



草稿箱：点击 图标，可以查看设备中保存的短信草稿。

设置

因特网

移动连接

通过移动连接菜单，可以配置设备的移动网络、数据漫游、网络模式、网络搜索模式和

APN 等参数。

移动网络：打开/关闭 5G/4G/3G 数据业务；



数据漫游：打开关闭数据漫游功能；

网络模式和网络搜索方式，建议设置为自动；

设备支持根据 SIM 卡自动匹配合适的 APN 进行数据业务。如果设备未能自动匹配 APN，
可以点击“新建配置文件”手动创建 APN 进行数据业务。

请联系您的服务提供商获取正确的 APN 信息。



射频参数

通过射频参数菜单，可以查看设备当前网络的基本参数。



无线网络

WLAN 设置

通过WLAN设置菜单，可以设置 Wi-Fi 2.4G 和Wi-Fi 5G 的相关参数。

Wi-Fi 信道和信道带宽，建议设置为自动。



WLAN MAC地址过滤

通过WLANMac 地址过滤菜单，可以配置 Mac 地址过滤的规则，允许或禁止某些 Wi-Fi 终
端接入设备。



网络

DHCP
通过 DHCP菜单，可以配置设备的路由参数。



安全

防火墙

通过防火墙菜单，可以打开/关闭设备的防火墙、IP 地址过滤和MAC 地址过滤。



IP地址过滤

通过 IP 地址过滤菜单，可以配置设备的 IP 过滤规则，包括 LAN IP 地址、LAN 端口、WAN
IP 地址、WANP 端口、协议等

关闭：关闭 IP 地址过滤功能；

白名单：仅允许访问白名单中的网站；

黑名单：黑名单中的网站将不允许被访问；



Mac地址过滤

通过Mac 地址过滤菜单，可以配置Mac 地址过滤的规则，允许或禁止某些 LAN 侧终端接

入设备。

关闭：关闭Mac 地址过滤功能；

白名单：仅允许白名单中的终端上网；

黑名单：黑名单中的终端将不被允许连接设备；



端口转发

通过端口转发菜单，可以使外部终端能够访问 LAN 侧提供的 FTP 或其他服务。



DMZ设置

通过 DMZ 设置菜单，可以允许外部网络通过指定的 DMZ 主机 IP 地址连接内部局域网终

端并与之通信。



系统

SNTP
通过 SNTP 菜单，可以设置网络同步时间、时间同步服务器、时区和夏令时。



PIN码管理

通过 PIN 码管理菜单，可以打开/关闭 SIM 卡 PIN 码。

请联系您的服务提供商获取初始 PIN 码。



设备信息

通过设备信息菜单，可以查看设备名称、软件版本、硬件版本等基本信息。



流量统计

通过流量统计菜单，可以查看流量使用情况，并支持配置月度流量计划。

该页面显示的流量数据由设备侧进行统计，仅供参考。请联系您的服务提供商获取实际流

量使用情况。

系统管理

通过系统管理菜单，可以修改设备 web UI 的用户名和密码。



更新

通过更新菜单，可以检测是否有在线升级版本并进行升级。



重启&恢复出厂设置

通过重启&恢复出厂设置菜单，可以重启设备或将设备参数恢复为出厂默认状态。



退出设备

点击 web UI 右上角的 按钮，可以注销登录。



四、故障排除

当设备出现异常时，请先参考本章内容进行简单的故障排除，这样可以节省您的时间和精

力。如果未能排除故障，请联系您的服务提供商寻求支持。

1. 无法连接 Wi-Fi
问题描述：

终端无法通过 Wi-Fi 连接设备。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设备是否已上电开机；

步骤 2：检查设备Wi-Fi 是否已打开；

步骤 3：检查 Wi-Fi名称和密码输入是否正确；

步骤 4：当以上步骤都检查没问题，可以尝试重启设备或将设备恢复出厂设置；

步骤 5：如果问题仍未解决，请联系您的服务提供商；

2. 访问 web UI 失败

问题描述：

无法通过浏览器访问设备的 web UI 管理界面。

处理步骤：

步骤 1：检查设备是否已上电开机；

步骤 2：检查终端和设备之间的连接（Wi-Fi 或 LAN 口）是否连接正常；

步骤 3：检查浏览器地址栏的输入是否正确；

步骤 4：当以上步骤都检查没问题，可以尝试重启设备或将设备恢复出厂设置；

步骤 5：如果问题仍未解决，请联系您的服务提供商；

3. 联网异常

问题描述：

设备联网异常，不能传输数据业务。

处理步骤：

步骤 1：确认设备是否供电正常；

步骤 2：确认 SIM 卡是否在位；

步骤 3：确认设备是否正常驻留在网上；

步骤 4：当以上步骤都检查没问题，可以尝试重启设备或将设备恢复出厂设置；

步骤 5：如果问题仍未解决，请联系您的服务提供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