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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oo 1.0初始设置  
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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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o 1.0

 

1.1 开机  
将电源线插入路由器的电源端口。

 

1.2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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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Lan口或者是WiFi连接到路由器；

注意：此步骤仅将设备连接到路由器的局域网（Lan），目前您无法访问网络。

为了能正常连接到网络，请根据以下操作步骤完成网络设置。

 

(1) 通过局域网连接  

通过以太网电缆将您的设备连接到路由器的 LAN 端口。

 

(2) 通过 Wi-Fi 连接  

在您的设备中搜索路由器的 SSID 。

注: 路由器底部的标签上印有 SSID和密码，格式如下:

CMCC-XXXX
CMCC-XXXX-5G

其中XXXX是自动生成的，您可以在包装盒或设备标签看到本设备的具体信息。

1.3 访问 Web 管理面板  
打开一个网页浏览器(我们推荐 Chrome，firefox) ，然后访问 http://192.168.10.1。您将被引导到网站
管理面板的初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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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言设置  

您需要选择管理面板的显示语言。目前，我们的路由器支持English, 简体中文。

注意: 如果你的浏览器总是重定向到 Luci ( http://192.168.10.1/cgi-bin/Luci ) ，你可以访问: http://192.
168.10.1/index 而不是 http://192.168.10.1。

  

(2) 管理员密码设置  

管理面板没有默认密码。您必须设置自己的密码，密码必须至少5个字符长。然后，单击“提交”继续。

注意: 此密码用于此 web 管理面板和嵌入式 Linux 系统。它不会改变你的 Wi-Fi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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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面板  

在初始设置之后，您将进入路由器的 web 管理面板。它允许你检查状态和管理路由器的设置。

 

2. 网络  
你可以使用4种连接方式访问互联网: 有线、中继、网络共享。

单击 网络  创建网络连接。

 

2.1 有线  
通过网线将路由器连接到Modem或者是主路由器以访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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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网线插入路由器的WAN口之前，您可单击作为LAN口使用将WAN端口设置成LAN端口，当您的路由
器用作中继器时，您可再拥有一个LAN端口。

 

将网线插入到路由器WAN端口，连接信息将显示在网线部分，DHCP是默认协议。

 

(1) DHCP  

DHCP是默认也是最常用的协议，它不需要任何手动配置信息，点击应用即可。

 

(2) Static  

如果您的运营商（ISP）为您提供一个固定的IP地址，需要手动配置网路信息（IP 地址、子网掩码、网关
等），这时您需要选择Static。

选择Static后，将设置改为您想要的信息，然后点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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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PPoE  

许多运营商（ISP）都需要PPPoE。通常您的运营商会为您提供建立网路连接的 Modem猫和用户名/密
码。
选择PPPoE，然后输入用户名跟密码，点击应用。

 

2.2 中继  
中继是将路由器连接到另一个现有的无线网络。例如您在酒店或者是咖啡厅使用的 免费WiFi。

默认情况下，路由器使用WISP(无线网络运营商)模式工作，该模式创建您自己的 子网，并作为防火墙保
护您免受公共网络的攻击。

在“中继”部位，点击扫描以搜索附近的无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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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表中选择一个SSID,然后输入密码，您可以启用“保存网络”来保存您的无线 网络，最后点击加入。

 

 

2.3 网络共享  
使用USB网线将智能手机与路由器之间的网络共享称为手机共享。

对于智能手机网络共享，请将其连接到路由器的USB端口，然后单击信任以在智能手机中弹出消息时继
续。

IPhone用户：将手机用USB数据线连接到路由器端口，然后再手机“设置”→ “个人热点”打开，然后在弹
出的消息时选择“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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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无线  
在 无线网络中，您可以检查当前状态并更改由路由器创建的无线网络的设置。

无线网络可以通过切换 开/关 按钮来打开或关闭。

Wi-Fi 名称(SSID) : Wi-Fi 的名称。不建议使用 unicode 字符，例如中文。

Wi-Fi 安全: Wi-Fi 的加密方法。

Wi-Fi 密钥: Wi-Fi 的密码，必须至少8个字符长。我们建议您在接收到路由器时更改它。

隐藏 SSID: 显示或隐藏 SSID。

频道: 路由器本身不会选择最好的频道。你需要手动选择一个频道。如你的路由器用作 Wi-Fi 中继器，频
道会根据所连接的无线网络而固定。

速度: 路由器的无线速度。

TX Power (dBm) : 它指定信号强度。默认值为20(最强)。

 

单击“修改 ”更改无线网络的设置。

4. Mesh  
至少需要两个网格支持的路由器才能建立Mesh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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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Mesh网络设置步骤  

(1) 打开主节点电源  

选择一个 Hoo 1.0 作为主节点进行初始设置，然后在主节点的广域网端口和上层路由器/调制解调器的局
域网端口之间进行电缆连接。

(2) 打开子节点电源  

在没有任何以太网电缆连接的情况下打开所有子节点。

(3) 在主节点上启动配对模式  

按住Mesh按钮5秒钟，直到Mesh灯首次加速闪烁。此时主节点处于配对模式。

(4) 在子节点上启动配对模式  

按照步骤3)在子节点上启动配对模式，不需要进行初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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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立Mesh网络  

Mesh网络开始工作时，所有节点的Mesh灯是常亮的。

4.2 Mesh网络建立状态  
在Mesh网络建立后，Mesh图标将取代无线图标。在Mesh模式下将不具备中继器功能。

所有 SSID 包括2.4 Ghz 和5Ghz 都会成为一个，并具有相同的密码。

你可以在 Mesh 客户端中找到设备 MAC 地址、连接点和连接方法。

Mesh网络客户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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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 CLIENTS 中管理所有连接到 mesh 网络的设备。 

4.3 停止Mesh网络  
当你想停止Mesh网络，按住Mesh按钮5秒钟，并释放它，直到Mesh灯第二次加速闪烁。

 

5. 客户端  
在此您可以管理连接路由器的所有客户端。

您可以看到他们的名称、IP、Mac地址和连接方法。

点击右侧按钮可关闭任何不需要的客户端。

启用实时速度和流量统计后，你可以看到所有设备的流量和速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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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单击 设置 为某些客户端设置 QoS。

6. 升级  
点击 UPGRADE  检查任何可用的更新和升级固件。

 

6.1 在线升级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当前的固件版本。如果你的路由器连上了互联网，它会检查是否有更新的固件可供下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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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建议取消选中保留配置。如果您在升级后遇到问题，请重新设置路由器。

 

6.2 本地升级  
点击 Local Upgrade  上传固件文件到路由器。只需将固件文件拖放到指定的区域。

 

官方OpenWrt/LEDE 固件

目前Hoo 1.0只有测试版本3.x固件可用。您可以从我们的网站下载官方固件(https://dl.hoorii.link/firmw
are/)。

Hoo 1.0: https://dl.hoorii.link/firmware/hoo/testing/

根据您的设备型号从文件夹中找到可用的固件，它们位于不同的子文件夹中。

V1/release: 官方HooRii OpenWrt/LEDE 固件。

testing: HooRii OpenWrt/LEDE 的Beta 版本固件。

6.3 自动升级  
您可以启用自动升级。路由器会根据你设定的时间自动搜索可用的更新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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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防火墙  
在防火墙中，您可以设置诸如端口转发、打开端口和 DMZ 等防火墙规则。

 

7.1 端口转发  
端口转发允许远程计算机连接到本地局域网（如 web 服务器、 FTP 服务器等）防火墙后面的特定计算
机或服务。

要设置端口转发，请单击 端口转发并输入所需的参数，或单击添加一条新的配置。

名称： 用户可以指定规则的名称。

协议：用户可以选择TCP/UDP，也可以只选择UDP或者只选择TCP。 

af://n2376
af://n2380


外部区域：选择路由器外部出口。

外部端口： 外部端口号。您可以输入一个特定的端口号或一系列的服务端口(例如100-300)。

内部区域：选择路由器内部入口。

内部IP：选择路由器内部设备IP。

内部端口： 设备的内部端口号。您可以输入一个特定的端口号。如果它与外部端口相同，则保留为空。

协议： 使用的协议，你可以选择 TCP，UDP，或者 TCP 和 UDP。

状态： 激活禁用规则。

 

7.2 打开路由器端口  
路由器的服务，比如 web、 FTP 等，要求它们各自的端口在路由器上打开，以便公开可访问。

若要打开端口，请单击 打开路由器端口  并输入所需参数，或单击 添加一条新的配置。

名称: 用户可以指定的规则的名称。

端口: 要打开的端口号。

协议: 使用的协议，你可以选择 TCP，UDP，或者 TCP 和 UDP。

状态: 激活禁用规则。

 

7.3 DMZ  
DMZ 允许您将一台计算机暴露到因特网上，这样所有的边界数据包将被重定向到您设置的计算机。

单击 DMZ  并启用 开启DMZ . 输入设备的内部 IP 地址(例如192.168.6.100) ，设备将接收所有入站数据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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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用程序  
8.1 文件共享  
您可以将外部USB存储设备或MicroSD卡连接到路由器上使用。

可以在此配置外置存储设备的文件共享功能。

通过LAN共享：可以所有连接的客户端共享外部存储设备的内容。

通过WAN共享：可以从WAN共享外部存储设备的内容。

可写：可以编辑外部存储设备的内容。

 

9. 更多设置  
9.1 管理员密码  
通过管理员密码界面修改密码，密码必须至少为5个字符长。你必须输入你当前的密码才能更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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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局域网IP  
局域网 IP是你用来连接到这个路由器的IP地址。路由器的默认IP地址是192.168.6.1。如果它与你的主路
由器的IP地址冲突，你可以修改它。

 

9.3 时区  
路由器的运行时间将根据路由器本身的时间来记录。因此，建议您选择您所在地区的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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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MAC地址克隆  
当你连接到公共热点时，若你不希望热点发现你真实的MAC地址，或者不希望热点控制人员对你进行上
网限制，请使用MAC地址克隆功能.
例：如果你的智能手机已在网络上注册，则可将智能手机的MAC地址克隆到路由器，以便路由器也可以
连接上网.

 

9.5 自定义DNS服务器  
您可以配置路由器的DNS服务器，以防止DNS泄漏或其他目的。

DNS重绑定攻击保护:某些网络可能需要通过专门的Portal认证。如果无法正常通过Portal认证，请禁用
此选项。

覆盖所有客户端的DNS设置:启用此选项将捕获所有连接的客户端的DNS请求。

Cloudflare的DNS over TLS功能: Cloudflare的DNS over TLS使用TLS安全协议加密DNS查询，这有助
于增加隐私和防止窃听。

Manual DNS Server Settings: Input a custom DNS server man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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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恢复固件  
如果设备出现无法解决的故障，你可以选择恢复到出厂默认设置。恢复出厂设置后，你当前的所有设
置、应用程序和数据都将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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