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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取得nbnTM的预约日期和时间。

  我已取得Optus的预约日期和时间（此项不适
用于自行安装的客户）。

  如果我当天不在，我已安排一名可信赖的年满
18岁人士在场。

 �我已取得房东或“业主委员会”的许可（如需
要）。

如果我的居所设有警报系统，我已联系返回 
基地（back-to-base）防盗警报器或医疗警报
器的服务供应商，核实与Optus NBN 的兼容
性，并可放心进行有关安装。

我明白nbnTM和Optus将需安装哪些设备，以
提供nbnTM连接，我已计划好两者的设备安装
在什么地方。
 �如果我选择“自行安装”一项：我已填写第4页
的问卷，确定符合条件，并已找出合适位置安
装有关设备。

如果我需要重新安排nbnTM预约，我明白我需
要提前至少两个营业日通知有关安排。

为您提供的 
简短核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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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吗？和过去不同，一些使用全国宽带网络（National Broadband 
Network，简称全国宽带网）的电话服务在停电时便无法打通。这表示
您不能通过固定电话线打出或接收电话，包括打给000服务的紧急电
话。Optus 建议保持手机处于完全充电状态，以便随时使用......以防万一。

您的nbnTM安装预约

时间: 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

您的 OPTUS 安装预约

时间: 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

需要更改您的预约？
请致电 1300 300 427 联系我们。

请记得提前至少48小时通知我们，不然，可能收取消费。

（自行安装无需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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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actually require an uninterrupted telephone line for
things like back-to-base or medical alert alarm, talk to your
alarm provider to see if NBN is suitable

我们已制备一块模板，显示NBN接线箱的大小，您可用来规划一下，希

望在家中什么地方安装接线箱。不妨将模板剪下，尝试放在不同地点，以便在“快
乐安装日”到来前选出合适位置！务必向nbnTM 安装人员指明您选好的位置。

到目前为止，您应已经：

• 下订单。

• 通过短信收到nbnTM和 Optus 技术人员的预约时
间（如您选择自行安装，便无需Optus的约）。

这本简便手册向您说明下一步需要做的事情。您
可预先做好几项简易的工作，使安装过程顺利完
成。

请妥善保存本手册，以便随时取用（特别是选择
自行安装时）。阅读手册后如果仍有疑问，可浏
览optus.com.au/support或致电1300 300 427联系我
们。

已预订
服务？
检查。
现在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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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步 获得安装NBN的许可：
如果您是业主，并住在物业内，那便好
办了，您可以轻易说出“同意”安装。但如
果您不是业主，则需在nbnTM安装任何设

备之前，获得业主的许可（如适用，包括

业主委员会）。

对不起！没有许可，不能安装NBN

第2步 作好nbn TM
的准备——在

nbn T M的安装预约前，必须考虑您希望
该公司的设备安装在家中什么地方。为
避免安装时出现任何混乱情况，可遵循以
下简单规则：

1. 在可能的情况下，NBN接线箱应安置
在Optus WiFi 调制解调器和主电脑所
在的同一房间内，以确保最佳接收效
果。

2. NBN接线箱应安置在屋内，而不是另
一座建筑物（例如储物棚屋或车房）
内。

3. NBN接线箱应位于容易接触的地方，
这样有问题时，您便能检查指示灯。

4.  不要选择温差变化极大，容易积聚湿
气、蒸气，污垢或尘埃的地方。

5.  确保设备四周有通风空间，而且位于人
流较少的地方，保证设备不会遭到碰
撞。

6.  考虑安全问题——如果您有幼童或宠
物，请确保所有设备均安装在他们触不
到的地方。

7.  您可能会长期使用NBN服务，因此，
应考虑家居将来可能的布局。

第3步 安装NBN—— nbnTM

会在您的家居内外安装设备。请谨记，
这包括标准安装，但如果您的家居在安
装时出现棘手问题，需要额外工作，便可
能收取额外费用。
技术人员也可能需要移动少许家具，以

完成安装。之后便会在您家居墙壁上钻
通一个小洞。他们同时会安装一些零星
东西，因此，预料到时会发出一点钻孔
声和扬起少许尘埃。他们在完工时会加以

在大多数情况下，nbnTM会在技术人员离

开前激活接线箱。但有时可能要花长一点

时间。在技术人员离开前，请确保他们向

您确认安装状况。在宽带网接通前，请勿

尝试自行安装，如您有任何疑问，请致电
1300 300 427联系我们。

第4a步 Optus的优质专业安装
服务——一旦nbnTM完成其工作，Optus 
公司便可进行安装，完成连接服务。我们
到访时，会提供Optus WiFi调制解调器。

第4b步 自行安装——自行安装
套件会连同您所需要的一切，以及安装
说明送来，按照说明安装就如同1, 2, 3那

样容易！您要做的就是确保在另一页的核
对单上勾选所有方框。

您需要做什么

清理。



 nbnTM的安装人员已确认NBN接线盒有效  

 确保NBN接线盒和Optus WiFi调制解调器位于同一房间内 

两者相距不应超过1.5米

您无需返回基地的防盗警报器

您无需医疗警报器

咚，咚......
您或一名年满 18 岁人士需在场，以便技术人员到访。在场人士会被问及nbnTM

的设备安装在什么地方——请记住，您的 WiFi 调制解调器也需要安置在附近。

请谨记一点：务要查看技术人员的身份证件，才可以让他们入内——越小
心越好。

简短摘要

安装前 我们会在开始安装前，在您的预约前2至3个营业日
通过短信提醒您。 

快乐安装日！ nbnTM和Optus派来的工作人员（如果您未选择自行安
装）都会致电联系，让您知道他们正在前来。每个安
装预约平均花4至5小时，如果工作棘手，可能需要更
长时间。

自行安装 如您选择在nbnTM完成其工作后，采用Optus公司的
自行安装计划，请参阅用户指南（连同调制解调器一
起送来）了解详细安装步骤。

如果您需要重新安排
时间

我们明白计划可能有变，当您一知道需要重新安排预
约时，请尽快致电1300 300 427联系我们（请提前至
少48小时通知，以免支付取消费用）。

自行安装核对单



和�          设备

的详细说明
nbnTM 提供什么
nbnTM 提供：房屋连接装置、纤维壁装插座和NBN接线箱；从街道网络敷设室外电缆至
房屋连接装置。这些设施属nbnTM所有。当NBN接线箱安装和激活后，他们的工作便告
结束。

OPTUS提供什么
Optus WiFi调制解调器和导线——详情请参阅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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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安装NBN？
技术人员会在您家居一处外墙安装一个“房屋连接装置”。这正是“最先进”的光纤电缆从

街道连接到您家居的位置。

提供的室内设备包括：

•  NBN纤维璧式插座 ——这可将外面的房屋连接装置接入屋内，有点像膝盖
骨连接大腿骨那样......

• NBN接线箱 ——为新的互联网和电话连接提供一个基点。而安装接线箱的最佳位
置是在您现有的互联网连接同一房间内，并与您希望安装的Optus WiFi调制解调
器位置相距不超过1.5米，二者必须在主要电表箱或配电板所在的同一建筑物内。

•  OPTUS WIFI调制解调器 ——与NBN接线箱连接（通常使用第一个端口——请检
查您的安装信件以确定是否属实），详见图1和Optus调制解调器用户指南。

图1

电话

NBN接线箱

电源适配器
OPTUS WIFI 

调制解调器（后方）
电脑（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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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快乐安装日当天天气恶劣怎么办？

如果天气极不稳定，安装接通装置意味

着技术人员会有危险，我们会重新安排

另一天安装，而不会收取额外费用。我

们相信您会明白其中的原因。

我现有的调制解调器和设备怎么办？
连接超高速NBN服务，需要使用
Optus的新设备，即Optus WiFi

调制解调器，我们会提供给用户。

我需安装任何导线和电源插座吗？

大部分小巧器件都可轻易连接WiFi运作，

但要连接诸如互联网电视和电话，则安

装导线是个不错的主意。

您一旦同意nbnTM安装全国宽带网接线

箱的位置，便可安排安装任何导线或电

源插座。

务必检查所选用的布线电工是否获得澳

大利亚通讯及媒体管理局（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注册处认证。

请勿忘记，您希望在家中安装多少个室

内网络连接点都可以，如您选择专业或

优质安装服务，可包括一个安装数目。

我可连接哪些装置和多少装置到NBN？ 
您可以通过以太网连接多达4个装置到调

制解调器，而通过无线网络则连接多少

个装置都可以。不过请记住，调制解调

器的容量有限，因此越多装置同时共享

连接，则每个装置分配的流量越少，连

接速度可能会受影响。

我需要请另一位供应商在屋内布线吗？

视您的需要而定，如果您让Optus安装，

这可能包括在您的安装内。

常见问题



我现有的电话和互联网服务会受到干扰

吗？只需从旧连接拔出电脑和电话插

头，插进新的Optus WiFi调制解调器即

可。

我有一个监控中的家居保安系统。  
它会影响NBN吗？大多数家居保安系统

都与NBN兼容——您只需向警报系统服

务供应商核查，确保系统与NBN兼容。

如果安装人员毁坏了我的财产怎么办？

这当然不好，但意外时有发生。如果 
在极不可能的情况下，n b n T M 或 我

们 造 成 任 何 损 坏 ， 请 致 电  1300 300 
427联系Optus，我们会跟进有关事件，

将问题解决。 

接入NBN后，如果出现停电，我能使
用电话吗？不能。但身边备有一部完

全充电的手机和一些蜡烛以防万一，

倒是个好主意。互联网也将无法运

行，那就干脆拿起“猜猜画画”在烛

光之下玩玩吧！

都明白
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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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取得全国宽带网的预约日期和时间。

我已取得Optus的预约日期和时间（此项不适
用于自行安装的客户）。

如果我当天不在，我已安排一名可信赖的年满
18岁人士在场。

我已取得房东或“业主委员会”的许可（如需
要）。

如果我的居所设有警报系统，我已联系返回基
地（back-to-base）防盗警报器或医疗警报器
的服务供应商，核实与Optus全国宽带网的兼
容性，并可放心进行有关安装。

我明白全国宽带网络公司和Optus将需安装哪
些设备，以提供全国宽带网连接，我已计划好
两者的设备安装在什么地方。

如果我选择“自行安装”一项：我已填写第4页
的问卷，确定符合条件，并已找出合适位置安
装有关设备。

如果我需要重新安排全国宽带网预约，我明白
我需要提前至少两个营业日通知有关安排。

为您提供的
简短核对单



OPTUS 
全国宽带网络
安装前指南手册

我们随时协助您接入和使用NBN。

想谈谈NBN吗？

•  请登陆www.optus.com.au/support查看我们的
NBN客户支持专区

•致电1300 300 427联系我们

•到附近的Optus营业厅一看

如何查看互联网使用量和管理您的
OPTUS账户
利用“我的账户”(My Account) 页面，便无需在
电话轮候。这个操作容易的网站可让您每天24
小时上网查阅账户，观看使用量，网上付账和
使用其它服务。

注册“我的账户”只需三个简易步骤：

1.  登陆 optus.com.au/MyAccount 页面，点击
“现在注册”（Sign up now）。

2.  输入您的Optus的服务（这可能是一个电话号
码，Optus的手机号码或互联网用户名）便可
开始，然后按指示注册。

3.一经注册，便可登入“我的账户”，请选择  
Optus NBN 服务，查看月度使用量和计划详情。

搬家
如您即将搬家，必须将NBN设备留下，因为
这属于nbnTM所有。但请记得取回您的Optus 
的装置！

请致电1300 300 427联系Optus，我们会尽快协
助您安排搬迁事宜。

OPTUS 提供持续
支持



 

OPTUS  
全国宽带网络  

安装前指南手册

我们随时协助您接入和使用全国宽带网。

想谈谈全国宽带网吗？

•  请登陆www.optus.com.au/support查看我们的
全国宽带网客户支持专区

• 致电1300 300 427联系我们

• 到附近的Optus营业厅一看

如何查看互联网使用量和管理您的
OPTUS账户
利用“我的账户”(My Account) 页面，便无需在
电话轮候。这个操作容易的网站可让您每天24
小时上网查阅账户，观看使用量，网上付账和
使用其它服务。

注册“我的账户”只需三个简易步骤：

1.  登陆 optus.com.au/MyAccount 页面，点击�
“现在注册”（Sign up now）。

2.  输入您的Optus的服务（这可能是一个电话号
码，Optus的手机号码或互联网用户名）便可
开始，然后按指示注册。

3.    一经注册，便可登入“我的账户”，请选择
Optus的全国宽带网服务，查看月度使用量和
计划详情。

搬家
如您即将搬家，必须将全国宽带网设备留下，
因为这属于全国宽带网络公司所有。但请记得
取回您的Optus的装置！

请致电1300 300 427联系Optus，我们会尽快协
助您安排搬迁事宜。

OPTUS 提供持续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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