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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简介

感谢您购买此款24口千兆+2个千兆SFP口多模式非管理型PoE交换机，在安装和使用本产品之前，请仔细

阅读本手册，以便您正确快速安装及使用产品。

1.1 各类标志

说明、提示、窍门、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

注意、警告、提醒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

1.2 产品概述

此款交换机是全千兆非网管型以太网POE交换机产品，提供24个10/100/1000Mbps自适应RJ45端口、

2个1000Mbps SFP，支持所有端口线速转发。该产品支持手动切换工作模式，可切换为正常模式、端口

隔离模式及网络延长模式。采用存储转发技术，结合动态内存分配，确保有效的分配到每一个端口，同时

具备流量控制保证节点在传送和接收时，尽可能的避免数据包丢失。

24个端口都具有PoE供电功能，支持IEEE802.3at标准，向下兼容802.3af，可作以太网供电设备，能

自动检测识别符合标准的受电设备，并通过网线为其供电。

该产品高集成度设计、操作简单，多种模式可选，适用于各种应用场合，尤其适用于安防监控场合。

1.3 产品特征

 符合IEEE 802.3i、IEEE 802.3u、IEEE802.3ab、IEEE802.3x；

 支持IEEE802.3af、IEEE802.3at标准；

 单个端口功率最大支持30W，总功率最大可以达到370W；

 支持正常模式、端口隔离模式及网络延长模式自由切换；

 流控方式：全双工采用IEEE 802.3x标准，半双工采用Backpressure标准；

 支持MAC地址自学习；

 24个10/100/1000Mbps自适应RJ45端口，支持端口自动翻转（Auto MDI/MDIX）；

 2个1000Mbps光纤端口；

 UTP端口支持自动协商功能，自动调整传输方式和传输速率；

 采用存储-转发体系结构；

 动态LED指示灯，提供简单的工作状态提示及故障排除；

 内置电源，精巧结构设计，适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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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包装内容

打开包装盒，检查包装盒中应有的配件：

 一台24口千兆+2个千兆光口多模式非管理型交换机

 一套安装组件；

 一根电源线；

 一本用户手册。

如果发现包装中任何东西缺失或损坏，请立即联系您的卖家，请保留纸箱包括原始包装材料，并用它

重新打包产品，以防需要返回给我们更换。

1.5 交换机前面板

交换机前面板由一系列的LED指示灯，一个模式切换开关，24个10/100/1000Mbps自适应RJ-45端口和2
个光口组成，如下图1所示：

图1 交换机前面板

LED 指示灯：

交换机前面板的指示灯用于设备工作状态监视，指示灯面板，如下图所示。

图2 LED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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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 面板标识 状态 含义

电源指示灯 PWR
指示灯灭 交换机未上电

绿色常亮 交换机已上电

以太网端口指示灯

(1-24)
Link/Act

指示灯灭 端口未 Link
橙色常亮 端口 10/100M Link Up
橙色闪烁 端口 10/100M 数据收发

绿色常亮 端口 1000M Link Up
绿色闪烁 端口 1000M数据收发

SFP 接口指示灯

(25F~26F)
Link/Act

指示灯灭 端口未 Link
绿色常亮 端口 Link上，但没有数据传输

绿色闪烁 端口 Link上，并有数据传输

PoE状态指示灯

(1-24)
PoE

指示灯灭 对应端口未连接PD或未提供PoE供电

绿色常亮 对应端口已连接 PD且 PoE正常供电

绿色闪烁 PoE电源电路短路或电源电流过载

模式开关：

你可以在此选择交换机的模式，包括默认模式，端口隔离模式，监控模式，网络延长模式。

默认模式（Normal）： 打开流控，端口互通。

流控关闭模式（Flow control off）：所有端口的流控功能关闭。

端口隔离模式（VLAN）：1~24 口之间不能相互通信，但都能与 25F~26F 口进行通信。

模式开关请拨到位，功能才能生效

10/100/1000Mbps RJ-45端口（1~24）：

24个RJ-45端口，均支持10/100/1000Mbps带宽的设备连接，每个端口对应一组PoE指示灯和Link/Act指示

灯。

2个光口（25F~26F）：

交换机的 25F~26F支持 1000Mbps带宽的光纤设备连接，每个端口对应一个 SFP指示灯，

1.6 交换机后面板

交换机后面板包含一个接线柱，一个交流电源接口组成，如下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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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交换机后面板

交流电源接口：

即是三芯交流电源插座，支持输入交流电压范围是100~240V AC，50/60Hz。

请用户在使用中将电源线三芯插头的安全地与大地连接好。

接地柱：

位于电源接口左侧，请使用导线接地，用于雷击保护。



24口千兆+2个千兆 SFP口多模式非管理型 PoE交换机

第 5 页 共 7 页

2 安装和连接交换机

这个部分描述了如何正确安装以及连接您的以太网交换机，请仔细阅读以下内容，按指定步骤进行安装、

连接。

2.1 安装交换机

请按照下面的说明进行安装，避免不正确的操作造成设备损坏和安全威胁。

 把交换机放置在平稳地方或桌面上以防跌落摔坏；

 交换机在正确的电源供电下才能正常工作，请确认供电电压与交换机所标示的电压相符；

 为了保持交换机远离电火花，请不要打开交换机的外壳，即使在不通电的情况下；

 确保有足够的通风空间给交换机散热；

 确保支撑交换机的台面能足够支撑交换机及其配件的重量。

 清洁交换机前，应先将交换机的电源适配器拔除。请勿用湿润的布料擦拭，请勿用液体清洗

2.1.1 桌面安装

当交换机安装在平稳桌面上。请将附带的橡胶脚垫安装于交换机底面的四个角上，然后置于桌面指定位置，

保留足够的通风空间给交换机散热。

2.1.2 机架式安装

交换机可安装在EIA标准尺寸19-英寸机架中，后者可同其它设备一起置于布线室中。安装交换机，请遵循

以下步骤：

A.安装时，将安装支架附于交换机的侧面板（一边一个）并用随货提供的螺丝将其固定。

图4 安装支架

B.然后，用随设备机架提供的螺丝将交换机安装到机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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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安装到机架

2.1.3 给交换机上电

该交换机是通过交流100~240V 50/60Hz的内部高能效电源供电，请按照以下步骤连接：

AC插座：

推荐使用单相三线插座与中性出口或多功能计算机专业的插座。请确认插座接地线完好且能正常工作。

AC电源线连接：

用标配的交流电源线一端插入AC电源插座，一端接到交换机后面板的电源接口。检查电源指示灯是否亮，

如果电源指示灯亮，表明电源连接成功。

2.2 连接计算机（NIC）到交换机

请将网卡插入电脑，安装网卡驱动程序后，将双绞线的一端连接到您的电脑，另一端将连接到交换机的任

意RJ-45口上，交换机和电脑连接距离最大支持100米。一旦连接成功，设备正常上电，则相对应的交换机

端口Link/Act/Speed状态指示器灯工作。

2.3 连接负载到交换机

交换机的1~24端口都支持PoE供电功能，每个端口的最大输出功率是30W。您仅需把支持PoE供电的受电

设备（例如网络电话，网络摄像头，无线终端等）通过网线连接到该交换机上，交换机就能给此受电设备

提供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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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技术规格

硬件规格

标准与协议
IEEE 802.3i、IEEE 802.3u、IEEE 802.3ab、IEEE 802.3x、IEEE 802.3az、
IEEE 802.3at、IEEE 802.3af

端口
24个 10/100/1000Mbps自适应 RJ45端口（Auto MDI/MDIX）
2个 1000Mbps SFP接口

网络媒介

10Base-T：3类或 3类以上 UTP
100Base-TX：5类 UTP
1000Base-T：超 5类 UTP
1000Base-SX:62.5μm/50μm MMF(2m~550m)
1000Base-LX:62.5μm/50μm MMF(2m~550m) Or 10μm SMF
（2m~5000m）

传输方式 存储转发

MAC地址容量 8K
交换容量 52Gbps
包转发率 38.688Mpps
包缓存 4.1Mbit
巨型帧 9216Bytes

工作模式

普通模式 标准模式

流控关闭模式 所有端口的流控功能关闭

端口隔离模式 1~24口之间不能相互通信，但都能与 25F~26F口进行通信

PoE接口（RJ45） 24个符合 IEEE802.3at/af标准 PoE端口

供电引脚 1/2(+),3/6(-)
PoE输出功率 370W

LED指

示

每台 Power：绿色

每端口
Link/Act：绿色，橙色

PoE：绿色

电源 100-240VAC,50/60Hz ,400W
功耗 最大(PoE满载): 421.2W(220V/50Hz)
外形尺寸（L×W×H） 440*208*44mm

使用环境

工作温度：0ºC～45ºC
存储温度：-40ºC～70ºC
工作湿度：10%～90% RH 不凝结

存储湿度：5%～95% RH 不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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