Ｃｒｙｐｔｏ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

１００－２４０ ＶＡＣ
０．２５Ａ

Ｍａｘ ｔｏ １．７Ａ

６０ＭＨ／ｓ ± ５％
４．５Ｗ （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ｕｓｂ ｃｈａｒｇｉｎｇ ）

Ｔｈｅ Ａｎｔｒｏｕｔｅｒ Ｒ１－ＤＡＳＨ ｗａ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ｍｉｎｅ ｉｎ Ａｎｔｐｏｏｌ’ｓ Ｓｏｌｏ ｍｏｄｅ． Ｗｈｅｎ ｙｏｕｒ
Ａｎｔｒｏｕｔｅｒ Ｒ１－ＤＡＳＨ ｆｉｎｄｓ ａ ｂｌｏｃｋ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ｒｅｗａｒ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ｙｏｕｒ
ｃｈａｎｃｅｓ ｙｏｕ ｎｅｅｄ ｔｏ ｋｅｅｐ ｙｏｕｒ ｄｅｖｉｃｅ ｏｎ 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ｎｅｅｄ ｓｏｍｅ ｇｏｏｄ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ａｎｄ ｌｕｃｋ！ Ｉｆ ｙｏｕ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ｄ ｙｏｕｒ Ｒ１－ＤＡＳＨ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ｉｔｍａｉｎ．ｃｏｍ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ａｌｌ ｙｏｕ ｎｅｅｄ ｔｏ ｄｏ ｉ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ｔ ｗｉｌｌ ｓｔａｒｔ ｍｉｎｉｎｇ．
Ｏｎ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ｉｃｅ ｉ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ｌｏｇ ｉｎｔｏ ａｎｔｐｏｏｌ．ｃｏｍ ｕｓ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ｂｉｔｍａｉｎ．ｃｏｍ ｃｒｅｄｅｎｔｉａｌｓ．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ｔｒｏｕｔｅｒ ｏ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ｕｂａｃｃｏｕｎｔ ｌｉｓｔ． Ｈｅｒｅ ｙｏｕ ｃａｎ ｓｅｅ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ｙｏｕｒ Ｒ１－ＤＡＳＨ． Ｙｏｕ ｃａ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ｂｙ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ｔｒｏｕｔｅｒ－＜ｄｅｖｉｃｅ ｍａｃ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ｎ ｙｏｕｒ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Ｔｈｅｎ， 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ｕｓ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ｏｐｅｎ ａ ｂｒｏｗｓｅｒ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ＩＰ ａｄｄｒｅｓｓ
１９２．１６８．２００．１ ｔｏ ｔｈ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ｂａｒ． Ｔｈｅ ｌｏｇ ｉｎ ｓｃｒｅｅｎ ｗｉｌｌ ａｐｐｅａｒ ａｎｄ ｙｏｕ ｃａｎ ｌｏｇ ｉ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ｕｓｅｒ ｎａｍｅ 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ｒｏｏｔ．

Ｃｌｉｃｋ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ｈｏｏｓｅ
８ ｏｒ ｍｏ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ＵＳＢ Ｃｈａｒｇｅｒ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ｙｏｕ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Ｒ１－ＤＡＳＨ ｗｉｌｌ ｓｔｏｐ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ＵＳＢ
ｃｈａｒｇ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ｕｓｅ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ｅｔｈｅｒｎｅｔ ｃａｂｌｅ（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ＩＳＰ），ａｎｄ ｌｏｇ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ｌｉｃｋ Ｎｅｔｗｏｒｋ ＞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 ＷＡＮ（ａｓ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ｂｅｌｏｗ）。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ｔｏ ＰＰＰｏＥ， ｔｈｅｎ ｃｌｉｃｋ “Ｓｗｉｔｃｈ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Ｓａｖ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ｙ． Ｅｎｔｅｒ ｙｏｕｒ
ＩＳＰ－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ａｔ “ＰＡＰ／ＣＨＡＰ 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ｅｎｔｅｒ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ａｔ “ＰＡＰ／ＣＨＡＰ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 ｔｈｅｎ ｃｌｉｃｋ “Ｓａｖｅ ＆ Ａ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ｅｎｊｏｙ ｓｕｒｆ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ｆｔｅｒ ｏｎｅ ｍｉｎｕｔｅ．

５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ｐｏｏ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ｙｏｕｒ ｐｏｏ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１． Ｓｃａｎ ｔｈｅ ＱＲ ｃｏｄ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１－ＤＡＳＨ ｌａｂｅｌ ｕｓｉｎｇ ａｎｙ ＱＲ
ｓｃａｎｎｅｒ． Ａ ｐｏｐ ｕｐ ｗｉｌｌ ａｐｐｅａｒ ａｎｄ ｙｏｕ ｍａｙ 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ｍａｉ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ｏ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ｙｏｕ ｗｉｓｈ ｔｏ ｓｗｉｔｃｈ． Ａ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ｍａｉｌ ｗｉｌｌ ｂｅ ｓ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ｅｍａｉ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ｐｏｏ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Ｖｅ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ｏｏ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ｂｙ ｃｌｉｃｋ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ｎｋ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ａｉｌ．
２． Ｌｏｇ ｉ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１－ＤＡＳ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ａｒ， ｃｌｉｃｋ
Ｍｉｎｅｒ＞Ｒ１－ＤＡＳＨ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ｍａｉ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ｏｏｌ
ｙｏｕ ｗａｎｔ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ｌｏ Ｕｓｅｒ＂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ｃｌｉｃｋ ＂Ｓａｖｅ ＆ Ａｐｐｌｙ＂．

Ｐｌｅａｓｅ ｍａｋｅ ｓｕｒｅ ｙｏｕｒ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ｏｏ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ｓ ｖａｌｉ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ｉｘ ｍｏｎｔｈ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ａｎｔｙ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ｐｐｌｙ ｉ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ｄ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ｓｉｘ ｍｏｎｔｈｓ ｐｒｉｏｒ．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ａｎｔｙ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ｏｖｅｒ ｒｅｐａｉｒ，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ｒ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ｆ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ａｍａｇ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ｆｉｒ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ａｕｓ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ａｂｕｓｅ ｏｒ ｍｉｓｕｓ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ｒ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Ｂｉｔｍａ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ａｎｔｙ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ｏｖｅｒ ｃｏｓｍｅｔｉｃ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ｂｕｔ ｎｏ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ｓｃｒａｔｃｈｅｓ，
ｂｒｏｋｅｎ ｏｒ ｄｅｎｔｅｄ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Ｂｉｔｍａ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ｌ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ｗｗｗ．ｂｉｔｍａｉｎ．ｃｏｍ＞ｓｕｐｐｏｒｔ

１００－２４０ ＶＡＣ
０．２５Ａ

１．７Ａ

６０ＭＨ／ｓ ± ５％
４．５Ｗ （ 不带ＵＳＢ负载充电 ）

蚂蚁路由器Ｒ１－ＤＡＳＨ采用特有的ｓｏｌｏ挖矿模式，一旦ｓｏｌｏ成功，您将得到一比客观的
达世币奖励（手续费１％）！获得这笔巨额奖励需要持续保证设备正常运行，也需要过
人的运气，祝您好运！在官网下单购买的Ｒ１－ＤＡＳＨ设备，您只需保证设备电源和网络
正常，即可开始挖矿。设备正常运行后，您可以用比特大陆账号登录到ｗｗｗ．ａｎｔｐｏｏｌ．ｃｏｍ，
在“当前子账户”中找到“蚂蚁路由器”选项，在该页面下，您可以看到Ｒ１－ＤＡＳＨ的
挖矿状态。Ｒ１－ＤＡＳＨ通电后，您可以使用电脑在无线网络列表中找到ａｎｔＲｏｕｔｅｒ－｛设
备ｍａｃ地址｝的ｓｓｉｄ并连接，打开浏览器，输入地址１９２．１６８．２００．１，使用用户名ｒｏｏｔ
密码ｒｏｏｔ登陆Ｒ１－ＤＡＳＨ的设备管理后台。

依次点击Ｎｅｔｗｏｒｋ ＞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建议选择ＷＰＡ－ＰＳＫ／ＷＰＡ２－ＰＳＫ Ｍｉｘｅｄ
Ｍｏｄｅ，然后在Ｋｅｙ输入框中设定密码并保存。

ＵＳＢ充电器（手机平板可用）

为了确保您的使用体验，ＵＳＢ充电接口使用时，Ｒ１－ＤＡＳＨ会停止挖矿功能。

将Ｒ１－ＤＡＳＨ连接网线（网线另一端接入运营商提供的网口），然后登陆Ｒ１－ＤＡＳＨ管理后
台，依次选择导航栏中的 Ｎｅｔｗｏｒｋ ＞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 ＷＡＮ（参见下图）。

将Ｐｒｏｔｏｃｏｌ改为ＰＰＰｏＥ，并单击Ｓｗｉｔｃｈ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在ＰＡＰ／ＣＨＡＰ ｕｓｅｒｎａｍｅ处输入运营商提
供的用户名，在ＰＡＰ／ＣＨＡＰ ｐａｓｓｗｏｒｄ处输入运营商提供的密码，点击Ｓａｖｅ ＆ Ａｐｐｌｙ，稍等
片刻就可以上网了。

功能５

快捷更换设备的矿池账号

Ｒ１－ＤＡＳＨ有两种方式更换设备的矿池账号：
１．扫描Ｒ１－ＤＡＳＨ标签上的二维码，在弹出的网页上输入
想要更换的矿池账号邮箱，点击确认，设备原有矿池账号
的邮箱会收到一封确认邮件，点击邮件中的确认链接后，
重启设备，更换设备的矿池账号成功。

２．登陆Ｒ１－ＤＡＳＨ管理后台，在导航栏中依次点击“Ｍｉｎｅｒ” ＞ “Ｒ１－ＤＡＳＨ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在Ｓｏｌｏ Ｕｓｅｒ一栏中输入您有更换的矿池账号邮箱，然后点击“Ｓａｖｅ ＆ Ａｐｐｌｙ”。

更换矿池账号前请确保您的矿池账号有效。

400-890-8855
周一至周六 8:00 - 21:00

售前客服二维码 售后客服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