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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GWN76xx 无线接入点系列可以通过 Web 访问或指令进行本地和远程管理，提供更大的灵活性以及安全的登

录会话。现在GWN7600 和 GWN76XX 接入点的各种功能和操作可以通过提供友好用户界面的 Web GUI 或通

过 SSH 访问的指令进行管理

SSH 是一种安全协议，用于通过指令和基于文本的界面连接到远程主机。一旦通过身份验证和连接，终端

上的所有键入命令都会发送到远程设备并在那里执行。

GWN76xx 上的 CLI（指令操作界面）提供对许多高级诊断命令和配置的访问，并允许发现/配对附近的接入

点、管理连接的客户端、管理网络组和 SSID、维护和更新 AP。

本指南将描述使用命令行管理 GWN76xx 接入点，并将使用 Putty 工具作为 SSH 客户端控制台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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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准备

通过本指南，用户可以熟悉 GWN76xx 系列，了解如何配置 GWN7600 和 GWN76XX AP，以及 SSH 基础知识。

本文档中的信息基于以下软件和硬件:

 GWN76XX 系列AP的版本不低于1.0.3.21。

 安装有PuTTY 工具的PC或者笔记本电脑。

注意: 在本文档中，我们将使用 PuTTY 客户端工具来验证/运行/保存配置，用户可以使用任何第三方客户

端通过 SSH 登录和管理 AP。

我们场景中的部署图如下:

图 1: 操作指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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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并连接AP

发现AP

一旦 GWN76xx 通电并连接到 LAN 网络，您可以使用 GWNDiscoveryTool 发现它，以获取将用于SSH访问的

AP 的 IP 地址。

有关如何发现您的 GWN76xx 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产品用户手册:

http://www.grandstream.com/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GWN76XX_usermanual_1.pdf

连接AP

Secure Shell (SSH) 为 CLI 提供安全身份验证和安全通信。 第一步是运行 SSH 客户端应用程序（在我

们的例子中是 PuTTY）并设置以下内容:

 主机名或IP地址: GWN76xx’IP地址, (ex: 192.168.6.96)。

 端口: 22, 这是 SSH 协议的默认端口。

 连接类型: 选择为SSH

设置应该类似于下图:

图 2: Putty SSH 配置

完成后，您可以按 Open 启动 SSH 会话并打开控制台。

http://www.grandstream.com/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GWN7610_usermanual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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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CLI

登录CLI

按下 Open 开始会话后，登录提示将出现在 CLI 上，输入“admin”，然后输入 AP 管理员密码:

图 3: CLI 登录

主菜单

验证完成并验证后，SSH 客户端将连接到 GWN76xx，并显示以下主菜单:

图 4: CLI 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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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单包括以下部分:

表1: CLI 主菜单

菜单 描述

状态
显示设备的状态信息，例如固件版本、IP 地址、链接速度、正常运行时间和用户

数。

接入点 本节主要是发现/配对其他接入点。

SSIDs
当使用 GWN76xx 作为主接入点时，用户可以创建不同的 SSID 并添加 GWN76xx

从接入点。

客户端 访问连接到 GWN76xx 区域的客户端列表

禁用客户端 显示被阻止连接的客户端列表。

DHCP 编辑默认 DHCP 服务器或添加新 VLAN

Mesh 扫描并更改接口（2.4GHz/5GHz）和级联数

Email 设置 SMTP 设置

维护 AP的部署和维护

Debug
用于管理和监控连接到网络组的客户端以及调试和故障排除的工具

退出 输入“x”将退出会话.

注意: 如果您是第一次连接GWN76xx，或者设备恢复出厂设置，主菜单将不会显示以上选项，并且这些选项

大部分都将被隐藏。在这种情况下，主菜单仅显示状态、客户端和将 GWN76xx 设置为主站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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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GWN76xx 首次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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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

状态
设备状态

取消 / 配对设备

接入点

SSIDs

配对的设备

发现的设备

SSIDs 列表

添加 / 编辑 SSIDs

禁用客户端

修改客户端名称

客户端
客户端列表 添加禁止客户端MAC

禁用客户端

DHCP

Mesh

Email

维护

Debug

禁用客户端列表

DHCP 列表

扫描/启用无线接口

/无线级联数

配置 SMTP设置

Ping / 路由跟踪

NAT 表

系统日志

添加 / 编辑 VLAN

编辑默认DHCP 服务器

管理员密码

用户密码

Syslog 服务器

Syslog 等级

NTP 服务器

国家码

时区

升级协议

固件服务器

配置文件服务器

Syslog 等级

认证配置文件

XML配置文件密码

开机自动获取固件

检查新固件

频段利用率

图 6: CLI 配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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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CLI示例

示例1: 管理接入点

此部分将显示区域中所有已配对和发现的接入点，并允许配对连接到同一网络的 GWN76xx 接入点。

在主菜单上按 2 选择接入点，将显示以下选项:

[1] 配对设备

选择配对设备并按“1”将进入以下界面:

图 7: 配置设备

上面的界面显示了配对的AP，对应的类型/MAC地址/IP地址/状态/正常运行时间和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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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列出的设备中选择一个设备，然后您将拥有一个可在所选 AP 上执行的操作的列表，以下屏幕截

图显示了从上述列表中选择设备 3 (GWN7600) 时可用的详细信息，然后选择 配置（选项 1）:

图 8: 配对设备配置

除了配置选项，用户还可以选择 CLI 上显示的其他选项，例如按“2”将显示设备客户端，按“p”将取消

配对 AP，“b”将重新启动设备等等。

[2] 发现设备

此部分列出已发现的 AP，单击 [2] 显示 GWN76XX 网络中已发现的接入点，将出现以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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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发现的设备

您可以通过按相应的数字选择发现的设备，在上面的屏幕截图中按选项 3 将显示以下消息，表明配对成功:

已配对的设备将在已配对设备部分列出，然后您可以进入设备的相关配置选项。

示例 2: 维护操作

此部分主要用于维护目的，它允许维护 GWN76xx 的正常工作和更新，您可以参考用户手册了解更多关于

GWN76xx 维护选项的详细信息。

在主菜单中，按“9”进入维护选项，显示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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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维护

维护菜单下有几个选项可用，这些选项在用户手册中有详细说明。 例如，一旦选择选项“1”，将提示用

户更改管理员密码，并逐渐显示以下消息:

注意: CLI 上的任何配置更改都需要保存，因此每次更改后 CLI 上始终显示两个选项，以便用户保存或放

弃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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