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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与原理 

对于精简版的树莓派，只有 WiFi 无线模块，没有有线模块，在没有键盘鼠标，没有显示器的情况下，为其配置 WiFi 网络，接入路由器

概念比较抽象。这篇文章的目的是给大家讲明白这个连接原理和过程，只需要设置一遍后，我们就会掌握在没有网线的情况下

原理相近的例子：路由器配置，智能家电 WiFi 管理页面 
 
原理与过程： 
1 先用手机或电脑的 WiFi，连接上树莓派的自建 WiFi 热点（AP）， 
2 网页方式对树莓派（MMDVM）进行添加的 WiFi 配置参数，重启使树莓派，让树莓派接入家庭 WiFi 网络，并获得 DHCP IP 地址

3 手机或电脑连接家庭路由器，访问树莓派（MMDVM），进行 MMDVM 的相关配置。 
 
基本概念名词解释： 
WiFI AP：树莓派自建的 2.4G/5G WiFi 热点网络，这是树莓派程序控制的，一个 WiFi 设备只有两种模式其中之一，AP 模式或者网卡模式

路由器：连接互联网的设备 
MMDVM 热点：这里指使用树莓派 ZW 版本（零代带 Wifi） ，树莓派 3B/4B，不包括使用外置 USB WiFi 的 2 代，NanoPi（全志

HTTP 访问: 浏览器打开 IP 地址， 
浏览器: 系统自带的浏览器，不能用 360 浏览器，QQ 浏览器，解释会有问题 
IP 扫描工具： Android，iOS 推荐安装 Fing ，电脑看附录的下载地址 
. 
 
物理连接 
 

....................................................................................... 1 

........................................................................................ 1 

............................................................................ 2 

................................................................................................. 2 

.............................................................................................. 2 

..................................................................................... 3 

............................................................................................ 4 

................................................................................................ 4 

接入路由器，对没有树莓派使用经验的玩家来说，

我们就会掌握在没有网线的情况下，为 MMDVM 配置网络的方法。 

地址。 

模式或者网卡模式 

全志），香橙派，外接 MMDVM 板搭建装置。 

 



第一步，启动热点 等待 WiFi AP 生成 

给热点供电，树莓派 0 可以用 5V1A 及以上，树莓派 3B/4B 用 5V2A， 
启动过程大约需要 1 分钟至 3 分钟， 
经历的过程  
1，系统初始化， 
2，搜索并尝试加入已配置的 WiF 网络， 
3，生成 WiFi AP 自建一个管理用的网络热点， 
4，等待终端加入 WiFi 网络 
 
时长和以下因素有关： 
树莓派硬件配置， 
已经配置的 WiFi 列表数量 
 

 

第二步，打开手机的网络设置，加入 WiFi AP 

查看无线网络的 WiFi 节点 Pi-Star_Setup 
密码是：raspberry 
 
已知问题：部分 Android 设备无法加入没有互联网连接的 AP 热点，如部分小米手机 
 

 
 

第三步，使用浏览器访问热点，添加家庭 WiFi  

加入无线网络 Pi-Star-Setup 后，使用浏览器打开 AP 的固定地址，有两种方法， 
1， http://192.168.50.1 
2， http://pi-star 
 
网页打开，输入认证信息，区分大小写 
用户名：pi-star 
密码：raspberry 
 
添加家庭 WiFi 配置，SSID，PSK（密码） 
不支持隐藏的 WiFi， 



不支持中文名的 WiFi SSID 
注意加密方式，有些是不支持的 
部分 iOS13 创建的 WiFi 热点，苹果做了限制，屏幕待机后，无法连接，这是已知问题 
 
 
保存并重启，重启可以断电或者网页里面重启 
 

 
 

 

第四步，正常连接 MMDVM 热点 

分几种情况 
1，从 BI7JTA.cn （本博）购买的成品，已刷 Pi-Star 最新镜像，预配置屏幕输入，屏幕会显示内容，如 IP 地址， 
2，自行刷的系统，第一次启动并没有选择 Modem 类型和屏幕类型，不会有 IP 地址等显示。 
 
对于屏幕可以显示 IP 地址的，直接访问 IP 地址，如我们看到的地址是 192.168.1.100 
1， http://192.168.1.100 
2， http://pi-star （也可以直接访问） 
 
网页打开，输入认证信息，区分大小写 
用户名：pi-star 
密  码：raspberry 
 
如果以上的方法均无效，则要使用局域网 IP 扫描工具，手工找到 IP 地址 
 
注意：192.168.50.1 是热点的 AP 地址，如果重启后，屏幕显示此地址，或者显示 Unknow address，或者还存在 Pi-Star-Setup 的无线网络，则说明第三步没有添加成功，

没有成功连接你设置的 WiFi 网络，需要重新回到第三步。 
 



 

视频演示 

今日头条，西瓜视频，抖音，B 站，搜索 BI7JTA 

附录： 

局域网 IP 扫描工具下载地址： 
Android，iOS  http://www.fing.com   
Windows:  Advanced_IP_Scanner (自行搜索） 

MAC: LanScan  
 
下载方法：谷歌，百度，各应用商店搜索 Fing  
 
 
更多使用技巧，请关注本博微信号和小站 

 

（完） 

 
原创：BI7JTA , 小站 www.bi7jta.cn 微信 QQ 38091476，转载请保留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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