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572 中文说明书

一、 产品功能介绍

序号 名称 功能说明

1 SIM 卡槽 使用标准的 SIM 大卡

2 TF 卡槽 支持 32GB 的 T-Flash 卡

3 充电输入 MicroUSB 充电输入接口

4 电量输出 对外输出电量 USB 接口

5 信号指示灯
红灯常亮：不识别或 SIM 被锁定；红灯闪烁：无信号

蓝灯信号强，粉色灯信号弱，蓝灯闪烁正在注册网络

6 RESET 孔 长按 5 秒设备可恢复出厂默认设置

7 开关键 长按 3-5 秒设备开机，开机后长按 3-5 秒设备关机

8 电量指示灯 充电时对应电量的指示灯闪烁，充满灯常亮

二、 产品使用方法

2.1 SIM 卡的安装（插拔 SIM 卡请在关机状态下完成）

使用标准的 SIM 卡，芯片朝正面，，缺口向下插入 SIM 卡槽，



听到咔嚓一声，视为安装成功，如下图

2.2 TF 卡的安装（可选，在关机状态下插拔 TF 卡，支持 32GB）如

图

2.3 长按开机键 5 秒，信号红灯亮起设备开机。

2.4 在 手 机 、 笔 记 本 等 终 端 设 备 上 搜 素 本 设 备 的

SSID:MIFI7_xxxxxx,输入密码：88888888 连接。

2.5 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192.168.1.1 点确定进入后台网关，网关

登陆界面右上角有语言选项（EN/中文），根据需要切换。

输入登录密码:admin 点登陆进入后台管理网关（如下图）



2.6 WiFi 的配置修改

WiFi 名称（SSID）的修改

WiFi 名称可以使用字母大小写、数字或者它们的组合，请勿使

用汉字或者符号（设备会显示乱码，部分手机电脑等设备会出

现乱码，影响您的正常使用）；

WiFi 密码的修改

更改的密码要符合密码的规则，否则修改失败，密码必须是由



8 位的纯数字、纯字母或者字母数字的组合组成，不能有空格、

符号等特殊符号，否则修改失败，密码修改完点提交后，设备

自动重启后，就可以连接上网了。

更改密码后电脑会记录原来的密码，导致连接错误，以 win7 为例，

单击 WiFi 图标，出现 WiFi 序列，

在菜单底部有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点击进入，找到管理无线网络选

项进入，找到更改了密码的 WiFi 账号，选择删除，然后重新连接

WiFi 就 OK，手机上直接选择遗忘，或者苹果手机多输入一次密码

会提示错误，然后重新输入新密码连接。

2.7 WiFi——WiFi 连接管理，可以查看已连接设备信息

2.8 流量——可以查看流量使用情况



2.9 系统管理——修改登录密码、系统信息、系统操作等

2.9-1、登录管理（修改登录网关密码，默认密码 admin）

2.9-2、系统操作（可以恢复出厂设置、关闭系统、重新启动设

备）

2.9-3、系统信息（可以查看设备的 IMEI 号、流量使用总量等）

2.10 短信管理——接收、编辑、发送信息



2.11 本 MIFI 设备除了可以供带有无线上网功能的手机、平板、笔

记本电脑等提供 WiFi 上网功能外，还可以通过 USB 线连接没有无

线网卡的一台台式电脑提供上网，用 USB 线连接台式电脑，电脑会

自动安装驱动， (XP 系统需要下载驱动程序安装,WIN7 以上版本系

统自动安装驱动) 驱动安装完成后即可上网。

2.12 给 MIFI 设备充电

12.1、 使用标准 5V-1A/2A 的适配器为设备供电；

12.2、 连接电脑为设备充电（边充电边上网）

2.13 充电宝功能



本设备内置优质电芯，除了可以供自身使用外，还可以为手机、

平板等电子产品提供应急供电，输出电压为 5V-1A.

2.14 恢复出厂设置

方法一：参照 9-2 系统操作里的恢复出厂设置恢复

方法二：用取卡针插入 RESET 孔长按 5 秒，信号灯闪烁 2 次，

设备重启即恢复出厂设置成功（适用于忘记登陆密码或者忘记

wifi 密码，无法连接 wifi 时使用）

2.15 TF 卡的使用

先连接上本 MIFI 的 wifi，然后在浏览器地址栏内输入

ftp://192.168.1.1 点确定进入 TF 卡管理后台，输入默认用户

名 admin 密码 admin 点登录进入，如下图



三、简单故障排除

客户端 不能正常的接入因特网：操作步骤：

3.1 确保 SIM 卡没有停机,或者 SIM 的 PIN 码没有被锁定。

3.2 检查电源状态，确保 MiFi 开启。

3.3 检查信号强度，确保 MiFi 所在区域被通信网络覆盖。如果无网

络信号，您可能处于地下室或建筑物中的网络盲区。移至其它地区接

收信号。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您可能处于网络未覆盖区，可以要求您

的网络服务供应商提供网络服务范围

3.4 检查网络类型，确保网络类型与当地服务供应商的要求一致。网

络类型默认为自动模式，若无特殊要求，不需要更改。

四、安全注意事项

使用设备前请仔细阅读这些注意事项以确保正确地使用设备。

4.1 通用注意事项

 在接近存储燃油、化学物品或爆炸物品等场所时，请遵守法



律、法规及相关标志。

 请将设备放在儿童难以触及的地方，以免儿童将其当成玩具，

造成人身伤害。

 以免您的设备受到损伤，您的设备只能使用本公司指定的电

池、充电器等配件。使用其它的电池、充电器可能会造成电

池漏液、过热、爆裂、起火等故障。

 请勿在弱信号或高精度电子设备附近使用设备。设备无线电

波干扰可能引起这些电子设备的误操作和其它问题。尤其在

以下设备附近需特别注意：助听器、起搏器和其它医疗电子

设备、火灾探测器、自动门以及其它自动控制装置等。对设

备的影响请咨询该设备制造商或当地销售商。

 请勿将设备置于高温、高湿度或有大量粉尘的地方，否则可

能会引起设备故障。

 在飞机起飞前请关闭设备。为防止对飞机通信系统的干扰，

在飞行中禁止使用本设备。在飞机起飞时使用，应按照安全

规定征得机组人员许可。

 在设备工作时，请勿触碰设备的内置天线区域，否则将影响

设备性能。

4.2 使用设备的注意事项

 您只能使用原配的或经厂商认可的配件。如果使用任何未经

认可的配件，都有可能影响设备的使用性能，违反本产品的

保修条款以及国家关于通信终端产品的相关规定。



 避免在金属结构附近或发出电磁波的装置附近使用本设备，

那样可能会影响信号的接收。

 不要拆卸或改装设备，否则会造成设备的损坏、漏电和电路

故障。

 避免设备受潮及水或其它液体进入设备，造成设备短路、漏

电和其它故障。

4.3 使用电池的注意事项

 请勿拆卸或改装电池，否则会导致电池漏液、过热、爆裂和

起火。

 不要将旧电池扔进一般生活垃圾中。在有明确规定废旧电池

处理的地方请按照规定的指示处理。

 请勿在火边或加热器旁等高温地方使用或放置电池，否则会

导致电池漏液、过热、爆裂和起火。

 如果电池在使用、充电或保存过程中出现异常升温、变色、

变形等现象，请停止使用并更换新电池。

 设备电池的使用寿命都是有限的。电池的使用时间在频繁的

充电中渐渐缩短。多次充电无效时，说明电池寿命已尽，应

该更换指定型号的新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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