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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iNode 智能客户端（以下简称 iNode 客户端）是一款多功能接入软件，可以和以太网交换机、路由

器等设备共同组网，再配合 iMC EIA/EAD，实现对接入用户的身份认证和安全检查。iNode 客户端

支持的认证协议包括： 

• 802.1X 协议 

• Portal 协议 

• SSL VPN 协议 

• 无线协议 

本文主要介绍 iNode 客户端的安装、简单使用和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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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 

2.1  支持的Windows操作系统 

• Windows XP 

• Windows Server 2003 

• Windows Vista 

• Windows 7 

• Windows 8 

2.2  安装iNode Client 

本文仅以 Windows XP 为例，其他系统安装过程类似。 

(1) 启动安装向导 

联系管理员获取 iNode 客户端安装程序。 

使用拥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登录Windows操作系统。双击启动安装程序，进入 图 2-1 所示的安装向

导。单击<下一步>按钮，开始安装iNode客户端。 

图2-1 启动安装向导 

 

 

(2) 接受许可证协议条款 

在 图 2-2 中，选择“我接受许可证协议中的条款”并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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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许可证协议确认 

 

 

(3) 设置安装路径 

缺省的安装路径为“C:\Program Files\iNode\iNode Client”，如 图 2-3 所示，也可以单击<更改>按
钮选择iNode客户端的安装路径，如 图 2-4 所示。确定安装路径后，单击<下一步>按钮。 

 

iNode 客户端的安装路径只能包含英文字母、数字和除“/”、“\”、“:”、“*”、“?”、“"”、

“<”、“>”、“|”以外的英文字符。 

 

图2-3 选择安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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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选择安装路径 

 

 

(4) 开始安装 

如 图 2-5 所示，单击<上一步>按钮可以返回之前的页面更改安装设置；单击<安装>按钮开始进行

iNode客户端的安装。安装过程需要一定时间，安装过程如 图 2-6 所示。 

图2-5 安装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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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安装过程 

 

 

(5) 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后，如图 2-7 所示，选择立即重启计算机，单击<完成>按钮，退出安装向导。也可稍后手

动重启。 

图2-7 安装完成 

 

 

(6) 重新启动计算机，完成 iNode 客户端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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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iNode客户端进行认证 

3.1  启动iNode客户端 

启动 iNode 客户端有两种方式： 

• 双击桌面上的快捷方式  

• 从开始菜单选择“程序 > iNode > iNode 智能客户端 > iNode 智能客户端”，启动 iNode 客户

端。注意：Windows 开始菜单中的路径因操作系统版本和风格设置不同而略有差异。 

iNode客户端界面如 图 3-1 所示。界面中显示了iNode管理中心中定制的各种连接。可定制的连接包

括Portal连接、802.1X连接、SSL VPN连接和无线连接。以下将以Portal连接为例介绍使用iNode客
户端认证的过程。 

图3-1 iNode 客户端界面 

 
 

3.2  Portal认证方式举例 

3.2.1  直接使用预置的Portal连接进行认证 

用户可以使用预置的 Portal 认证连接直接进行认证，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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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Portal连接”展开Portal认证区域，如 图 3-2 所示。 

图3-2 展开 Portal 认证区域 

 
 

(2) 点击“服务器”对应的 链接，即可自动搜索Portal服务器。如果搜索到Portal服务器，则会

显示如 图 3-3 所示的Portal认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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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配置 Portal 认证区域 

 

 

(3) 输入用户名、密码，选择服务类型后，单击<连接>按钮，即可发起Portal认证。认证通过后如

图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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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认证通过 

 

 

3.2.2  新建Portal认证连接并进行认证 

如果未预置 Portal 认证连接，则需要新建 Portal 连接后进行认证。具体方法如下： 

(1) 点击iNode客户端右下角的“管理窗口”图标 （如 图 3-5 所示），进入iNode管理平台窗口

（如 图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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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管理窗口”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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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iNode 管理平台窗口 

 

 

(2) 点击界面右侧的“增加新场景”图标 ，增加新的场景，如 图 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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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增加新场景 

 

 

(3) 设置场景名称，缺省为“我的新场景”。 

 

场景名称唯一，不能重复。 

 

(4) 双击“Portal连接”图标 ，打开Portal新建连接向导，如 图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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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Portal 新建连接向导 

 
 

(5) 选择连接类型和协议类型，本例以普通连接和 IPv4 协议为例进行说明。单击<下一步>按钮，

iNode 客户端自动获取 Portal 服务器信息，如所示。 

图3-9 iNode 客户端连接 Portal 服务器 

 
 

(6) 无论是否成功连接Portal服务器，都将自动进入帐户信息配置窗口，如 图 3-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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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帐户信息配置窗口 

 
 

(7) 如果网络中存在Portal服务器，则服务器IP地址会自动获取。输入用户名、密码，选择服务类

型，单击<完成>按钮，返回iNode管理平台窗口，此时“Portal连接”图标变为 ，如 图

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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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iNode 管理平台窗口 

 

 

 

如果不想保留刚创建的 Portal 连接，可双击“Portal 连接”图标 ，弹出对话框提示“您确定要

删除这个连接吗？”，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将其删除。 

 

(8) 单击场景名称右侧的<保存>按钮，Portal 普通认证连接的场景创建完毕。 

(9) 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发起 Portal 认证： 

• 在管理平台窗口中，直接双击该 Portal 连接的图标即可发起认证。 

• 点击窗口右上角的“网络接入”图标 ，返回 iNode 客户端主窗口。点击“服务器”对应的

链接，自动搜索到 Portal 服务器后，在 Portal 认证区域输入用户名、密码，选择服务类型，

然后单击<连接>按钮，即可发起 Portal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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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卸载iNode 
(1) 启动卸载程序 

从开始菜单选择“程序 > iNode > iNode智能客户端 > 修复或卸载iNode智能客户端”，启动卸载程

序，iNode客户端会自动关闭。如 图 4-1 所示，选择“除去”，单击<下一步>按钮开始卸载。 

图4-1 卸载页面 

 

 

(2) 确认卸载 

在卸载开始前，会弹出卸载确认页面，如 图 4-2 所示，选择<是>开始卸载。 

图4-2 卸载确认 

 
 

(3) 用户信息确认 

开始卸载后，会弹出用户信息确认页面，选择是否保留用户之前创建连接时的相关信息，如图 4-3
所示，如果用户想重新安装iNode客户端，推荐选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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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删除确认 

 
 

(4) 卸载完成 

卸载完成后，如 图 4-4 所示，选择立即重启计算机，单击<完成>按钮完成iNode客户端的卸载。也

可稍后手动重启。 

图4-4 卸载完成 

 

 

(5) 重新启动计算机，完成 iNode 客户端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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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常见问题 
1. 在Windows Vista、Windows 7 或Windows 8 中安装iNode，相比Windows XP有何不同？ 

在Windows Vista、Windows 7 或Windows 8 中安装iNode时，可能会弹出如 图 5-1 所示页面，这

是由于系统开启了用户帐户控制造成的，请选择<是>即可，其他步骤相同。 

图5-1 用户帐户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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