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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RV215W的广域网(WAN)配置 
目标
 
广域网(WAN)是包括清楚的面积的网络。最普遍的广域网是互联网。用户用户或网络能连接到互联
网通过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设置有互联网连接的一个客户端的提供多种方法。RV215W支持自
动DHCP、静态IP、PPPoE、PPTP和L2TP IPv4地址的和自动DHCPv6、静态IP和PPPoE IPv6地
址的。
 
此条款说明如何配置在RV215W的WAN连接。
  
可适用的设备|固件版本
 

RV215W|1.1.0.5 (新的下载)
  

广域网配置
 
自动配置DHCP IPv4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DHCP)是自动地分配IP地址到计算机的网络协议，当连接对网络时。DHCP使用
经常更改IP地址的设备。由于自动配置， DHCP要求很少配置。
 
步骤1.登陆到Web配置工具并且选择网络>广域网>广域网配置。互联网设置页打开：
 

 
Step 2.从互联网连接连接类型下拉列表请选择自动配置- DHCP。
 
步骤3. (可选)在可选设置地区配置以下设置。
 
•主机名—输入RV215W的主机名。主机名提供识别给远程记录在RV215W上的用户。
 
•域名—输入RV215W的域名。
 
•MTU —点击对应于配置希望的方法最大平湖单元的单选按钮(MTU)。MTU是可以在网络发送最大
的数据包的大小。DHCP连接的标准MTU是1500个字节。
 

https://www.cisco.com/c/zh_cn/support/routers/rv215w-wireless-n-vpn-router/model.html#~tab-downloads


–自动— RV215W自动地配置MTU大小。
 
–指南—用户手工配置MTU大小。
 
•大小—如果手工的单选按钮在MTU字段回车单击MTU大小。更小的MTU大小也许是有利的对发送
数据小突发流量的某些应用程序，但是通常默认MTU大小是满足的。
 
步骤4.点击“Save”。
  
静态IP IPv4
 
静态IP地址是长时间分配到设备的地址。静态IP地址主要使用不更改IP地址例如网站做主机或其他
服务在互联网的设备服务。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为RV215W的WAN连接提供一个静态IP地址。
 
步骤1.登陆到Web配置工具并且选择网络>广域网>广域网配置。互联网设置页打开：
 

 
Step 2.从互联网连接连接类型下拉列表请选择静态IP。
 
步骤3.在静态IP设置地区配置以下设置。ISP提供所有这些字段。
 
•Internet IP地址—输入WAN端口的IP地址。
 
•子网掩码—输入WAN端口的子网掩码。
 
•默认网关—输入默认网关的IP地址。
 



•静态DNS 1 —输入主DNS服务器的IP地址。
 
•静态DNS 2 —输入辅助DNS服务器的IP地址。
 
步骤4. (可选)在可选设置地区配置以下设置。
 
•主机名—输入RV215W的主机名。主机名提供识别给远程记录在RV215W上的用户。
 
•域名—输入的域名RV215W。
 
•MTU —点击对应于配置希望的方法最大平湖单元的单选按钮(MTU)。MTU是可以在网络发送最大
的数据包的大小。静态IP连接的标准MTU是1492个字节。
 
–自动— RV215W自动地配置MTU大小。
 
–指南—用户手工配置MTU大小。
 
•大小—如果手工的单选按钮在MTU字段回车单击MTU大小。更小的MTU大小也许是有利的对发送
数据小突发流量的某些应用程序，但是通常默认MTU大小是满足的。
 
步骤5.点击“Save”。
  
PPPoE IPv4
 
在以太网(PPPoE)的点对点协议是创建一个虚拟通道从端点到端点的网络协议。PPPoE要求登录创
建用户和ISP之间的连接。因为用户总是必要没有连接到互联网，这提供额外的安全。ISP提供
PPPoE参数。
 
步骤1.登陆到Web配置工具并且选择网络>广域网>广域网配置。互联网设置页打开：
 



 
Step 2.从互联网连接连接类型下拉列表请选择PPPoE。
 
步骤3.输入ISP提供在用户名字段的用户名。
 
步骤4.输入ISP提供在密码字段的密码。
 
步骤5.点击对应于所需的连通性选项的单选按钮。
 
•根据要求连接—，当有流量存在时，互联网连接只是活跃的。输入连接可以空闲的最大量的时刻
，在互联网连接在最大值空闲时间字段前终止。此选项选择，如果根据连接多久的ISP费用是活跃
的。
 
•保活—互联网连接总是活跃的。在重拨号期限字段输入时间。这是RV215W在重新连接前等待在互
联网连接以后损耗的时间。
 
步骤6。从认证类型下拉列表请选择验证种类ISP提供的PPPoE连接的。
 
•自动协商— RV215W查询ISP服务器确定将使用什么认证方法。RV215W然后发送与正确认证类型



的认证证书。
 
•PAP口令认证协议(PAP)是传送在网络的未加密ASCII密码的认证协议。这是一不安全认证方法。
 
•CHAP质询握手验证协议(CHAP)是通过使用三通的握手验证验证的认证协议。此握手在初始连接和
随机间隔时发生在初始连接以后。
 
•MS-CHAP — MS-CHAP是CHAP Microsoft版本。MS-CHAP在为兼容性设计的格式用Windows
NT产品。
 
•MS-CHAP2 — MS-CHAP2是MS-CHAP分机。MS-CHAP2比MS-CHAP是一更加强的认证方法由
于更加强的加密密钥。
 
步骤7.在服务名称字段进入一服务名称。ISP用于服务名称定义RV215W有访问的种类。ISP提供服
务名称。
 
步骤8. (可选)在可选设置地区配置以下设置。
 
•主机名—输入RV215W的主机名。主机名提供识别给远程记录在RV215W上的用户。
 
•域名—输入RV215W的域名。
 
•MTU —点击对应于配置希望的方法最大平湖单元的单选按钮(MTU)。MTU是可以在网络发送最大
的数据包的大小。PPPoE连接的标准MTU是1492个字节。
 
–自动— RV215W自动地配置MTU大小。
 
–指南—用户手工配置MTU大小。
 
•大小—如果手工的单选按钮在MTU字段回车单击MTU大小。更小的MTU大小也许是有利的对发送
数据小突发流量的某些应用程序，但是通常默认MTU大小是满足的。
 
步骤9.点击“Save”。
  
PPTP IPv4
 
点对点隧道协议(PPTP)是使用作为服务一部分发送由ISP的网络协议。PPTP为数据不提供加密，反
而依靠加密协议MPPE。PPTP使用虚拟专用网络(VPN)提供在不安全的网络的一个安全连接，然而
VPN连接比其他连接选项创建顶上更多的隧道。
 
步骤1.登陆到Web配置工具并且选择网络>广域网>广域网配置。互联网设置页打开：
 



 
Step 2.从互联网连接连接类型下拉列表请选择PPTP。
 
步骤3.在PPTP设置地区配置以下设置。
 
•IP地址—输入WAN端口的IP地址。
 
•子网掩码—输入WAN端口的子网掩码。



•默认网关—输入默认网关的IP地址。
 
•PPTP服务器—输入PPTP服务器的IP地址。
 
步骤4.输入ISP提供在用户名字段的用户名。
 
步骤5.输入ISP提供在密码字段的密码。
 
步骤6.点击对应于所需的连通性选项的单选按钮。
 
•根据要求连接—，当有流量存在时，互联网连接只是活跃的。输入连接可以空闲的最大量的时刻
，在互联网连接在最大值空闲时间字段前终止。此选项选择，如果根据连接多久的ISP费用是活跃
的。
 
•保活—互联网连接总是活跃的。在重拨号期限字段输入时间。这是RV215W在重新连接前等待在互
联网连接以后损耗的时间。
 
第 7 步：从认证类型下拉列表请选择验证种类ISP提供的PPTP连接的。
 
•自动协商— RV215W查询ISP服务器确定将使用什么认证方法。RV215W然后发送与正确认证类型
的认证证书。
 
•PAP口令认证协议(PAP)是传送在网络的未加密ASCII密码的认证协议。这是一不安全认证方法。
 
•CHAP质询握手验证协议(CHAP)是通过使用三通的握手验证验证的认证协议。此握手在初始连接和
随机间隔时发生在初始连接以后。
 
•MS-CHAP — MS-CHAP是CHAP Microsoft版本。MS-CHAP在为兼容性设计的格式用Windows
NT产品。
 
•MS-CHAP2 — MS-CHAP2是MS-CHAP分机。MS-CHAP2比MS-CHAP是一更加强的认证方法由
于更加强的加密密钥。
 
步骤8.在服务名称字段进入一服务名称。ISP用于服务名称定义RV215W有访问的种类。ISP提供服
务名称。
 
步骤9。在MPPE加密字段检查Enable (event)启用Microsoft点对点加密(MPPE)。MPPE是加密在虚
拟私有网络(VPN)连接间转接的数据的功能。
 
步骤10. (可选)在可选设置地区配置以下设置。
 
•主机名—输入RV215W的主机名。主机名提供识别给远程记录在RV215W上的用户。
 
•域名—输入RV215W的域名。
 
•MTU —点击对应于配置希望的方法最大平湖单元的单选按钮(MTU)。MTU是可以在网络发送最大
的数据包的大小。PPTP连接的标准MTU是1460个字节。
 
–自动— RV215W自动地配置MTU大小。
 
–指南—用户手工配置MTU大小。
 
•大小—如果手工的单选按钮在MTU字段回车单击MTU大小。更小的MTU大小也许是有利的对发送
数据小突发流量的某些应用程序，但是通常默认MTU大小是满足的。
 
步骤11.点击“Save”。
 



L2TP IPv4
 
第2层隧道协议是使用作为服务一部分发送由ISP的隧道协议。L2TP为数据不提供加密，反而依靠加
密协议MPPE。L2TP使用虚拟专用网络(VPN)提供在不安全的网络的一个安全连接，然而VPN连接
比其他连接选项创建顶上更多的隧道。
 
步骤1.登陆到Web配置工具并且选择网络>广域网>广域网配置。互联网设置页打开：
 





Step 2.从互联网连接连接类型下拉列表请选择L2TP。
 
步骤3.在L2TP设置地区配置以下设置。
 
•IP地址—输入WAN端口的IP地址。
 
•子网掩码—输入WAN端口的子网掩码。
 
•网关—输入默认网关地址。
 
•L2TP服务器—输入L2TP服务器的IP地址。
 
第 4 步：从版本下拉列表请选择L2TP版本。
 
•版本2 — L2TP标准版本。
 
•版本3 — L2TP新版本。L2TPv3提供附加安全性功能和改善的封装。
 
第 5 步：从Cookie长度下拉列表请选择Cookie大小。此Cookie大小定义了本地唯一Cookie的大小每
经过协商的会话的。
 
步骤6.点击对应于希望的供应商在厂商ID字段的单选按钮。供应商ID给识别对L2TP连接。
 
•标准—此选项，当L2TP连接是从RV215W到非Cisco设备时，使用。这将是多数ISP连接的盒。
 
•Cisco —此选项，当L2TP连接是从RV215W到Cisco设备时，使用。这用于允许用户实现其自己的
L2TP ID。
 
第 7 步：如果厂商ID是Cisco，请在虚拟电路ID字段输入L2TP连接的ID。
 
步骤8.在验证字段点击希望的单选按钮启用或禁用验证。
 
注意：此选项仅是为L2TP版本3. L2TP版本2要求将启用的验证。
 
步骤9.输入ISP提供在用户名字段的用户名。
 
步骤10.输入ISP提供在密码字段的密码。
 
步骤11.点击对应于所需的连通性选项的单选按钮。
 
•根据要求连接—，当有流量存在时，互联网连接只是活跃的。输入连接可以空闲的最大量的时刻
，在互联网连接在最大值空闲时间字段前终止。此选项选择，如果根据连接多久的ISP费用是活跃
的。
 
•保活—互联网连接总是活跃的。在重拨号期限字段输入时间。这是RV215W在重新连接前等待在互
联网连接以后损耗的时间。
 
步骤12。从认证类型下拉列表请选择验证种类ISP提供的L2TP连接的。
 
•自动协商— RV215W查询ISP服务器确定将使用什么认证方法。RV215W然后发送与正确认证类型
的认证证书。
 
•PAP口令认证协议(PAP)是传送在网络的未加密ASCII密码的认证协议。这是一不安全认证方法。
 
•CHAP质询握手验证协议(CHAP)是通过使用三通的握手验证验证的认证协议。此握手在初始连接和
随机间隔时发生在初始连接以后。
 



•MS-CHAP — MS-CHAP是CHAP Microsoft版本。MS-CHAP在为兼容性设计的格式用Windows
NT产品。
 
•MS-CHAP2 — MS-CHAP2是MS-CHAP分机。MS-CHAP2比MS-CHAP是一更加强的认证方法由
于更加强的加密密钥。
 
步骤13。在服务名称字段进入一服务名称。ISP用于服务名称定义RV215W有访问的种类。ISP提供
服务名称。
 
步骤14。在MPPE加密字段检查Enable (event)启用Microsoft点对点加密(MPPE)。MPPE是加密在
虚拟专用网络(VPN)连接间转接的数据的功能。
 
步骤15。(可选)请在可选设置地区配置以下设置。
 
•主机名—输入RV215W的主机名。主机名提供识别给远程记录在RV215W上的用户。
 
•域名—输入RV215W的域。
 
•MTU —点击对应于配置希望的方法最大平湖单元的单选按钮(MTU)。MTU是可以在网络发送最大
的数据包的大小。L2TP连接的标准MTU是1460个字节。
 
–自动— RV215W自动地配置MTU大小。
 
–指南—用户手工配置MTU大小。
 
•大小—如果手工的单选按钮在MTU字段回车单击MTU大小。更小的MTU大小也许是有利的对发送
数据小突发流量的某些应用程序，但是通常默认MTU大小是满足的。
 
步骤16。Click Save.
  
自动配置DHCPv6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版本6 (DHCPv6)是自动地分配IP地址到计算机的网络协议，当连接对网络时。
DHCPv6使用经常更改IP地址的设备。由于自动配置， DHCPv6要求一点对没有配置。
 
步骤1.登陆到Web配置工具并且选择网络> IPv6 > IPv6广域网配置。IPv6广域网配置页打开：
 

 
Step 2.从WAN连接类型下拉列表请选择自动配置-DHCPv6。
 
步骤3.点击“Save”。
  
静态IPv6
 
静态IP地址是长时间分配到设备的地址。静态IP地址主要使用不更改IP地址例如网站做主机或其他
服务在互联网的设备服务。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为RV215W的WAN连接提供一个静态IP地址。
 



步骤1.登陆到Web配置工具并且选择网络> IPv6 > IPv6广域网配置。IPv6广域网配置页打开：
 

 
Step 2.从WAN连接类型下拉列表请选择静态IPv6。
 
步骤3.在ISP提供的IPv6地址字段输入WAN端口的IPv6地址。
 
步骤4.进入ISP定义的WAN端口的前缀长度。
 
步骤5.在ISP提供的网关字段输入默认网关的IPv6地址。
 
步骤6.在ISP提供的静态DNS 1领域输入主DNS服务器的IPv6地址在ISP IPv6网络的。
 
步骤7.在ISP提供的静态DNS 2领域输入辅助DNS服务器的IPv6地址在ISP IPv6网络的。
 
步骤8.点击“Save”。
  
PPPoE IPv6
 
在以太网(PPPoE)的点对点协议是创建一个虚拟通道从端点到端点的网络协议。PPPoE使用的归结
于用户配置方便。ISP提供PPPoE参数。
 
步骤1.登陆到Web配置工具并且选择网络> IPv6 > IPv6广域网配置。IPv6广域网配置页打开：
 



 
Step 2.从WAN连接类型下拉列表请选择PPPoE IPv6。
 
注意：PPPoE设置根据在互联网设置页的IPv4 PPPoE配置定义。
 



步骤3.点击对应于希望的模式在地址模式字段的单选按钮。
 
•动态— WAN端口的IPv6地址自动地分配。
 
•静态— WAN端口的IPv6地址是用户配置的。在IP设置地区配置以下设置。
 
– IPv6地址—在ISP提供的IPv6地址字段输入WAN端口的IPv6地址。
 
– IPv6前缀长度—进入ISP定义的WAN端口的前缀长度。
 
–默认IPv6网关—在网关字段输入默认网关的IPv6地址。
 
–静态DNS 1 —在静态DNS 1领域输入主DNS服务器的IPv6地址在ISP IPv6网络的。
 
–静态DNS 2 —在静态DNS 2领域输入辅助DNS服务器的IPv6地址在ISP IPv6网络的。
 
步骤4.点击“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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