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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简介 

感谢您购买此款24口千兆+4个光电复用口二层管理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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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款交换机是一款二层管理PoE交换机产品，提供24个10/100/1000Mbps自适应RJ45端口及4个千兆光电

复用端口；支持所有端口线速转发，可为您提供更大的网络灵活性。支持基于端口的VLAN ACL，轻松实

现网络监控、流量监管、优先级重标记以及数据转发控制；支持传统的STP/RSTP/MSTP二层链路保护技

术，极大提高链路的容错、冗余备份能力，保证网络的稳定运行；支持基于时间段的ACL控制，轻松实现

对时间精确控制访问的需求；支持基于端口和基于MAC的802.1x认证，轻松设定用户访问权限；完善的

QOS策略以及丰富的VLAN功能，易于管理维护，24个RJ45端口具有PoE供电功能，支持IEEE802.3at/af

标准，可作为以太网供电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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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配置，即

插即用，可灵活扩展家庭、办公室网络而不受电力线布局限制；满足中小企业、智能小区、酒店、办公网

及园区网的组网及接入要求。 

1.3 产品特征 

➢ 符合IEEE 802.3i、IEEE 802.3u、IEEE 802.3ab、IEEE802.3x、IEEE802.3z、IEEE802.3ad、

IEEE802.1P、IEEE802.1Q、IEEE802.3at、IEEE802.3af 标准； 

➢ 单个端口功率最大支持30W，PoE总功率最大可达370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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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0/1000M自适应RJ45端口，4个光电复用端口，所有电口支持端口自动翻转（Auto 

MDI/MDIX） 和自动协商功能，自动调整传输方式和传输速率； 

➢ 采用存储-转发体系结构； 

➢ 支持SNMP/RMON/TELENT管理及Web管理; 

➢ 支持广播风暴控制； 

➢ 支持QoS、端口镜像、端口汇聚、访问控制； 

➢ 动态双色LED指示灯，提供简单的工作状态提示及故障排除； 

➢ 内置400W高性能开关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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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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光电复用口二层管理型Po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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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t按键，24个10/100/1000Mbps自适应RJ-45端口，4个千

兆Combo端口和Console端口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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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换机未上电或通电异常 

绿色常亮 交换机正常上电 

系统指示灯 SYS 
指示灯灭 系统未启动 

绿色闪烁 系统正常 

以太网端口指示灯 

(1-24，25-2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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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口指示灯 

(25-28S) 
Link/Act/Speed 

指示灯灭 端口未 Link 

绿色常亮 端口 1000M Link Up 

绿色闪烁 端口 1000M 数据收发 

POE 状态指示灯 PoE 

指示灯灭 
对应端口未连接 PD 或未提供 PoE

供电 

黄色常亮 
对应端口已连接PD且PoE正常供

电 

黄色闪烁 
PoE 电源电路短路或电源电流过

载 

复位键（Reset）：  

保持设备开机并按下按钮约6秒钟，该系统恢复出厂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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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端口对应一个Link/Act/Speed指示灯。 

4个光电复用端口（25S~28S、25T~28T）： 

交换机的25S~28S支持1000Mbps带宽的光纤设备连接，与对应RJ45端口（25T~28T）形成一个Combo

口，同一时刻Combo口的两个端口只能使用一个。 

控制端口（Console）： 

用于连接串行一台计算机或终端实行监控和配置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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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交换机后面板 

交换机后面板包含一个接线柱和交流电源连接器组成，如下图3所示： 

 

图3 交换机后面板 

接地柱： 

位于电源接口左侧，请使用导线接地，用于雷击保护。 

交流电源连接器： 

即是三芯交流电源插座，支持输入交流电压范围是100~240VA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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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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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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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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登录交换机                              

3.1 切换到终端节点  

使用标准的5类或超5类网线（非屏蔽/屏蔽）把交换机和网络设备连接起来，如下所述结束节点，交换机端

口会自动适应（MDI / MDI-X、速度、双工）匹配设备进行连接。 

 

图6 PC连接到交换机 

一旦连接成功，请参阅LED指示灯规格，相对应的交换机Link/Act状态指示器灯工作，则链路可用。 

3.2 如何登录交换机 

由于交换机提供基于Web的管理登录，您可以手动配置计算机的IP地址，登录到交换机。交换机的默认设

置如下所示。 

参数 默认值 

默认 IP 地址  192.168.1.1  

默认用户名 admin 

默认密码 admin 

您可以通过以下步骤登录到交换机的配置窗口：  

1.将交换机连接到计算机的网卡接口。 

2.交换机通上电源。 

3.检查计算机的IP地址是否是该网段中：192.168.1.xxx（“xxx”的范围2~254），如192.168.1.100。 

4.打开浏览器，输入http://192.168.1.1，然后按“Enter”键。出现交换机登录窗口，如下图所示。 

http://192.16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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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出厂默认用户名admin，密码为admin），然后点击“登录”，就可登录到交换机配置

窗口。（语言：可在页面右上角点击“切换语言”切换到英文）。 

 

 

 

 

 

 

 

 

 

 

 

 

 

 

 

 

 

 

 

 



24 口千兆+4 个光电复用口二层管理型 PoE 交换机 

 第 9 页 共 74 页 

 

 

 

 

 

 

 

 

4 WEB 配置指南 

交换机Web配置界面由3个主要区域组成，顶部区域为状态栏，左边区域为功能菜单栏，右边区域为主配

置窗口。在功能菜单栏中选择不同的功能，可以在主配置窗口中修改所有的设置。 

 

 

点击左边的菜单树能展开相应子菜单链接，点击某一子菜单，展开该子菜单下的配置项，对其进行配置 

点击保存链接  将会保存本次登录设备对设备的配置 

点击状态链接  可查看端口状态信息 

点击注销链接  将退出到登录界面 

4.1 基本设置 

展开此设置项，您可以进行系统信息、一般设置、IP设置和端口设置等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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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系统信息 

点击“基本设置”>“系统信息”，点击此设置项后，可以查看系统基本信息，并配置IP地址及系统名称。 

 

【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IP 地址 交换机管理 ip 地址 

系统名称 系统的名称 

【使用指导】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行配置系统信息。 

4.1.2 一般设置 

点击“基本设置”>“一般设置”，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查看或配置系统信息。如查看系统描述，系统对象

ID等系统信息，配置系统名称，系统定位，系统联系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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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系统名称 交换机名称 

系统联系 包括联系的公司和相关网址等 

【使用指导】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行配置系统信息。 

 

【配置举例】 

➢ 将系统名称设为“Switch”。 

1. 点击“基本设置”>“一般设置”进入页面。 

2. 输入系统名称；Switch。 

3. 点击更改。 

 

4.1.3 IP 设置 

点击“基本设置”>“IP设置”，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配置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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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1 Vlan 接口 

点击“基本设置”>“IP设置”>“Vlan接口”，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设置Vlan接口。 

 

【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接口 

可选以下两种： 

vlan 接口 

supervlan 接口 

Vlan 号 Vlan 标号 

接口名 接口的名称 

主 ip 用户登录的安全 IP 地址 

4.1.3.2 Vlan 接口配置 

点击“基本设置”>“IP设置”>“Vlan接口配置”，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设置Vlan接口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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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接口名 接口的名称 

Vlan 号 Vlan 标号 

【配置举例】 

➢ 将IP地址设置为“192.168.2.1”。 

1. 点击“基本设置”>“IP设置”>“Vlan接口配置”进入页面。 

2. 将IP地址设置为”192.168.2.1”。 

3. 点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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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端口设置 

点击“基本设置”>“端口设置”，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配置端口相关参数。 

端口状态指示了本交换机的 24 个 10/100/1000Mbps RJ45 端口，4 个 千兆Combo端口的工作状态，

其中标识 1-24 的端口是 10/100/1000Mbps RJ45 端口，标识 25-28 的端口是千兆Combo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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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端口 端口号 

状态 可设置端口状态设置为 disable 使端口关闭，默认状态为打开 enable  

连接 “down”为未连接状态，“up”为连接状态 

优先级 可设置端口优先级，优先级取值为 0-7 

速率设置 

可选择模式有以下几种： 

10/100/1000Mbps 以太网端口： 

full-10 

half-10 

auto-10 

full-100 

half-100 

auto-100 

full-1000 

half-1000 

auto-1000 

auto 

1000MbpsSFP 光口 

full-1000 

方式 

可选择方式有以下几种： 

auto 

slave 

master 

实际速度 端口的实际速率 

端口描述 可对端口进行文字描述 

【配置举例】 

➢ 配置端口 1 的相关参数，状态“enable”，优先级为“1”，速率设置为“auto”，方式为“auto”，端口描述填

入“端口 1”。 

 

1. 点击“基本设置”>“端口设置”进入页面。 

2. 配置端口1的相关参数，状态“enable”，优先级为“1”，速率设置为“auto”，方式为“auto”，端口描述填入“端

口1”。 

3. 点击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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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高级应用 

展开此设置项，您可以进行VLAN、MAC地址转发、环路检测、生成树协议、带宽控制、广播风暴控制、

镜像、链路聚合、POE设置、过滤规则、策略控制、队列调度、组播、IPV6组播、DOS攻击保护、DHCP 

Snooping设置、SNTP设置、LLDP协议、AAA设置、EEE设置和ARP安全防护等设置。 

 

4.2.1 VLAN 

点击“高级应用”>“VLAN”，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配置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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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VLAN （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 ）即虚拟局域网，是一种通过将局域网内的设备逻辑地而不是物理地

划分成一个个网段从而实现虚拟工作组的技术。IEEE 于 1999 年颁布了用以标准化 VLAN 实现方案的

IEEE 802.1Q 协议标准草案。 

VLAN 技术允许网络管理者将一个物理的 LAN 逻辑地划分成不同的广播域（或称 VLAN），每一个 VLAN

都包含一组有着相同需求的计算机工作站，与物理上形成的 LAN 有着相同的属性。但由于它是逻辑地而

不是物理地划分，所以同一个 VLAN 内的各个工作站无须被放置在同一个物理空间里。一个 VLAN 内部的

广播和单播流量都不会转发到其他 VLAN 中，从而有助于控制流量、减少设备投资、简化网络管理、提高

网络的安全性。下面为 VLAN 特征： 

4.2.1.1 VLAN 状态 

点击“高级应用”>“VLAN”>“VLAN状态”，点击此设置项，您可以查看VLAN状态。 

 

【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VLAN 状态 查看到设备配置的所有 VLAN 

按 VID 搜索

VLAN 
输入 VID 来查看指定 VLAN 

【配置举例】 

➢ 查看 VID 为“1”的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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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高级应用”>“VLAN”>“VLAN状态”进入页面； 

2. 输入VID为”1”； 

3. 点击搜素。 

4.2.1.2 VLAN 端口设置 

点击“高级应用”>“VLAN”>“VLAN 端口设置”，点击此设置项，您可以配置 VLAN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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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全局 GVRP

开关 

开启全局 GVRP 功能 

 

PVID 可修改端口的 PVID，默认端口 PVID 为“1” 

接受帧类型 

接受帧类型： 

All 

Tagged only 

Untagged only 

端口模式 

端口模式： 

Hybrid 模式端口在 VLAN 内既可以是 tag 成员也可以是 untag 成员且

可以为多个 VLAN 的成员端口 

Trunk 模式端口在 VLAN 内只能是 tag 成员且可以为多个 VLAN 内的

成员端口 

Access 模式端口在 VLAN 内只能为 untag 成员且该端口只能在一个

vlan 内 

端口 GVRP 
可选择开启或关闭端口 GVRP，动态 VLAN 学习功能，端口模式必须

为 Trunk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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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入口检查 

开启端口过滤功能。如端口设置只接收 Tagged 类型的报文，若

Ingress Check 功能开启则当端口收到 untagged 类型的报文时就会

丢弃该类型报文，反之可转发。默认端口过滤功能开启。 

VLAN 状态 返回 VLAN 状态页面 

【使用说明】 

根据端口转发报文时对 tag 标签的处理方式不通，可以将端口分为三种类型 

Access 端口：端口只能属于一个 vlan，一般用于连接终端设备。 

Trunk：端口可以接收和发送多个 vlan，缺省 vlan 的报文发送时不带 tag，其它 vlan 发送时带 tag，用于

交换机互连的端口。 

Hybrid 端口：端口可以接收和发送多个 vlan，可以允许多个 vlan 发送时带 tag 或不带 tag。 

4.2.1.3 静态 VLAN 

点击“高级应用”>“VLAN”>“静态VLAN”，点击此设置项，您可以配置静态VLAN。 

 

【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VLAN 列表 VLAN 组 ID 

名称 VLAN 组名称 

【配置举例】 

➢ 对VLAN成员进行增删改操作 



24 口千兆+4 个光电复用口二层管理型 PoE 交换机 

 第 21 页 共 74

页 

 

1. 点击“高级应用”>“VLAN”>“静态VLAN”进入页面； 

2. 添加一条新VLAN， VID为120包含非untag成员端口1-4。tag成员端口5-8 用户可以通过点击端口号下

面的白色区域修改端口成员；其中添加操作同修改; 

3. 点击添加。 

4.2.2 MAC 地址转发 

点击“高级应用”>“MAC地址转发”，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配置MAC地址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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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MAC 类型 

MAC 类型： 

静态 MAC 

动态 MAC 

黑洞 MAC 

永久 MAC 

添加 添加 MAC 地址(只能为单播地址), VID, MAC 类型,端口(Port) 

端口号 
在端口号区域中，通过勾选复选框关闭端口的 MAC 学习功能,默认 MAC

学习功能打开 

【使用说明】 

黑洞MAC：如果在一台交换机上配置一台PC的MAC地址为黑洞MAC，那么这台PC发出来的包都会被交

换机丢弃，不会转发到网络中。 

4.2.3 环路检测 

点击“高级应用”>“环路检测”，点击此设置项后，可检测环路。环路监测（Loopback Detection）通过环路

监测数据包检测交换机连接的网络中是否存在环路，当检测出环路时根据用户设定处理相应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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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检测时隔

（秒） 
设置环路监测的时间间隔 

恢复时间 设置被阻塞环路端口的自动恢复时间 

4.2.4 生成树协议 

点击“高级应用”>“生成树协议”，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配置生成树协议。STP（Spanning Tree Protocol，

生成树协议）是IEEE 802.1D网桥协议的一部分，它的主要功能是从拓扑中清除第2层环路。 

 

4.2.4.1 生成树协议状态 

点击“高级应用”>“生成树协议”>“生成树协议状态”，点击此设置项，您可以查看生成树协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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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全局生成树 开启或关闭全局生成树 

根路径花费 用以决定各端口到根的路径花费 

发送周期

（秒） 发送的周期 

最大老化时

间 端口在该时间内未收到报文，会发起拓扑改变 

转发延时 端口的状态切换时间 

拓扑改变次

数 拓扑变化的次数 

【使用说明】 

在生成树中，端口状态有5种： 

⚫ Dis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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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不参与帧的转发、，MAC地址学习和生成树运算。当端口通过管理手段被Disable时，端口状态变为

Disabled状态。当端口在Disabled状态时，可通过管理手段Enable端口，端口状态变为Blocking状态。 

⚫ Blocking 

端口不进行帧的转发，不进行MAC地址学习，但接收BPDU和参与生成树的运算。当网桥初始化后，端口

进入Blocking状态，或者端口处于Disabled状态时通过管理手段进行端口Enable后，端口进入Blocking状

态。 

通过生成树的运算，端口能够从Listening、Learning或者Forwarding状态进入Blocking状态。 

⚫ Listening 

端口不转发帧，不进行MAC地址的学习，但接收BPDU和参与生成树的运算，接收到的BPDU需要提交用

来发送。当生成树决定此端口需要参与帧的转发时，端口从Blocking状态转变为Listening状态。 

⚫ Learning 

端口不转发帧，但进行MAC地址的学习并且接收BPDU和参与生成树的运算，接收到的BPDU需要提交用

来发送。当协议定时器到时，端口从Listening状态转变为Learning状态。 

⚫ Forwarding 

端口转发帧，进行MAC地址的学习并且接收BPDU和参与生成树的运算，接收到的BPDU需要提交用来发

送。当协议定时器到时，端口状态从Learning状态变为Forwarding状态。 

在生成树中，网桥的端口只有属于根端口或者指定端口时，才能够参与帧的转发，其余端口状态都为

Blocking状态。 

4.2.4.2 生成树配置 

点击“高级应用”>“生成树协议”>“生成树配置”，点击此设置项，您可以配置生成树。 

 

【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生成树模式 

生成树模式： 

IEEE 兼容的生成树 

快速生成树 

多生成树 

全局生成树状 开启或关闭全局生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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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态 

【使用说明】 

全局启动生成树后，默认所有端口都会参加生成树拓扑的计算，如果管理员希望某些端口不参与生成树的

计算，也可以进入到指定端口的配置模式下使用no spanning-tree来禁用该端口的生成树功能。 

【配置举例】 

配置生成树模式为“快速生成树”，开启全局生成树。 

 

4.2.4.3 兼容/快速生成树协议 

点击“高级应用”>“生成树协议”>“兼容/快速生成树协议”，点击此设置项，您可以配置兼容/快速生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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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使能 
复选框表示开启端口 STP 功能(默认开启), 配置端口

优先级(默认为 128)和端口路径花销(默认 20000) 

桥接优先级 设置桥接优先级，默认桥实例优先级为 32768 

发送周期 发送的周期 

最大老化时间 端口在该时间内未收到报文，会发起拓扑改变 

转发时延 端口的状态切换时间 

端口优先级 设置端口实例优先级，默认为 128 

【配置举例】 

➢ 如图2-3网络中，S-switch-A为核心交换机，作为根桥，S-switch-B作为指定网桥，S-switch-B和

S-switch-C连接的链路为备份链路，当S-switch-B、S-switch-A、S-switch-C连接的链路出现故障的时

候，则备份链路起作用。生成树的默认模式就是RSTP，故启动RSTP的时候只需打开全局生成树开关

即可，RSTP的时间参数都采用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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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switch-A配置: 

    配置端口Ethernet0/0/1和端口Ethernet0/0/2为trunk端口。 

  配置S-switch-A的网桥优先级为0，保证S-switch-A为根桥。 

  全局启动RSTP。 

2. S-switch-B配置: 

配置端口Ethernet0/0/1和端口Ethernet0/0/2为trunk端口。 

配置 S-switch-B 的网桥优先级为 4096，保证 S-switch-B 为指定桥，并配置端口 Ethernet0/0/1 和端

口 Ethernet0/0/2 路径花费为 10。 

  全局启动RSTP。 

3. S-switch-C配置: 

   配置端口Ethernet0/0/1和端口Ethernet0/0/2为trunk端口。 

配置端口Ethernet0/0/1和端口Ethernet0/0/2路径花费为10，保证S-switch-B和S-switch-C连接的链路

为主链路。 

 全局启动RSTP。 

4.2.4.4 多生成树协议 

点击“高级应用”>“生成树协议”>“多生成树协议”，点击此设置项，您可以配置多生成树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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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发送周期 发送的周期 

最大老化时

间 端口在该时间内未收到报文，会发起拓扑改变 

转发时延 端口的状态切换时间 

最大跳数 设置 BPDU 支持在生成树域中传输的最大跳数 

配置名称 填写配置名称 

修订号 配置修订号 

实例 配置实例 

桥优先级 设置桥接优先级，默认桥实例优先级为 32768 

VLAN 范围 配置 VLAN 范围 

端口优先级 设置端口实例优先级，默认为 128 

路径花费 用以决定各端口到根的路径花费 

4.2.5 带宽控制 

点击“高级应用”>“带宽控制”，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配置带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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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1 Mbit/s = 1000 Kbit/s = 1000 / 8 KB/s = 125 KB/s 。即 1M 带宽对应的理论速率是 125KB/s 。 

【配置举例】 

➢ 配置输入速率为 64kbps，128kbps。 

 

1. 点击“高级应用”>“带宽控制”进入页面。 

2. 配置输入速率为64kbps，128kbps。 

3. 点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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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广播风暴控制 

点击“高级应用”>“广播风暴控制”，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配置广播风暴控制。 

 

【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广播 
广播速率限制（范围：64-32000000， 单位：pps， 必须设置 64

的倍数， 默认值：49984） 

组播 
组播速率限制（范围：64-32000000， 单位：pps， 必须设置 64

的倍数， 默认值：0） 

单播 
单播速率限制（范围：64-32000000， 单位：pps， 必须设置 64

的倍数， 默认值：0） 

【使用说明】 

广播风暴是指网络上的广播帧由于不断被转发导致数量急剧增加而影响正常的网络通讯，严重降低网络性

能。广播风暴的判断标准为一个端口是否在短时间内连续收到许多个广播帧。风暴抑制是指用户可以限制

端口上允许接收的广播流量大小，当该类流量超过用户设置的阈值后，系统将丢弃超出流量限制的广播帧，

防止广播风暴的发生，从而保证网络的正常运行。 

本交换机可以对三种常见的广播帧（广播包、组播包、UL 包）进行限制。 

【配置举例】 

➢ 配置端口 1 的广播速率限制为 6400pps，组播速率限制为 3200pps，单播速率限制为 3200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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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高级应用”>“广播风暴控制”进入页面； 

2. 广播风暴控制模式选择基于报文数，配置端口 1的广播速率限制为 6400pps，组播速率限制为 3200pps，

单播速率限制为 3200pps； 

3. 点击应用。 

4.2.7 镜像 

点击“高级应用”>“镜像”，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配置镜像。 

 

【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使能 开启端口镜像功能， 监控配置目的镜像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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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监控端口 
设置监控端口，将源端口的流量数据进行复制转发到报文分析器分析报

文情况转发给监控端口 

镜像 复选框即配置镜像源端口 

说明 配置镜像报文的方向，三种方向: 入口，出口，双向 

【配置举例】 

➢ 开启端口镜像功能， 配置监控端口为端口 8，源端口为端口 7，镜像报文的方向为双向。 

 

 

 

1. 点击“高级应用”>“镜像”进入页面； 

2. 开启端口镜像功能， 配置监控端口为端口 8，源端口为端口 7，镜像报文的方向为双向； 

3. 点击应用。 

4.2.8 链路聚合 

点击“高级应用”>“链路聚合”，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配置链路聚合。 

 

4.2.8.1 链路聚合状态 

点击“高级应用”>“链路聚合”>“链路聚合状态”，点击此设置项，您可以查看全局汇聚组信息，可查看汇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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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开启端口、同步端口、聚合 ID、标准（负载均衡的方法）、以及汇聚组的状态。 

 

4.2.8.2 链路聚合设置 

点击“高级应用”>“链路聚合”>“链路聚合设置”，点击此设置项，您可以配置汇聚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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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汇聚组号 将端口添加指定汇聚组中 

端口LACP模式 配置端口的汇聚方式(静态模式/主动模式/被动模式)。 

【使用说明】 

端口汇聚是将多个物理端口聚合在一起形成 1 个汇聚组，以实现流量的负载均衡以及链路的冗余备份。 

同一个汇聚组中端口的基本配置必须保持一致，基本配置主要包括 STP、QoS、VLAN、端口属性等相关

配置。 

在同一台交换机上，如果一个汇聚组内某个端口的这些特性被修改，则同一个汇聚组内其余端口都自动同

步修改。 

按照汇聚方式的不同，端口汇聚可以分为静态汇聚和动态 LACP 汇聚。 

端口的 LACP 协议模式有三种： 

⚫ 静态模式（on）：不运行 LACP 协议 

⚫ active 模式：active 模式下端口主动发起 LACP 协商 

⚫ passive 模式：passive 模式下端口只响应 LACP 协商 

当与另一台设备对接时，只能静态与静态对接，active 可以与 active 或 passive 对接，Passive 只能与 active

对接。 

4.2.8.3 链路聚合控制协议 

点击“高级应用”>“链路聚合”>“链路聚合控制协议”，点击此设置项，您可以配置链路聚合控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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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系统优先级 配置汇聚组系统优先级，默认 32768（优先级范围 1-65535） 

【使用说明】 

在动态 LACP 方式下，根据系统 ID 来选择主从交换机。系统 ID 由系统优先级和本地 MAC 地址组成。 

【配置举例】 

➢ 在如图 SW1 与 SW2 1-12 端口分别运行动态 LA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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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W1 配置： 

   SW1 的 1-12 端口加入到汇聚组 10 中。 

   汇聚组模式设置为主动。 

2. SW2 配置： 

   SW1 的 1-12 端口加入到汇聚组 2 中。 

   汇聚组模式设置为主动。 

4.2.9 POE 设置 

点击“高级应用”>“POE 设置”，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配置 PoE。 

 

4.2.9.1 POE 设置 

点击“高级应用”>“生成树协议”>“POE 设置”，点击此设置项，您可以对全局 PoE 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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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最大功率 可对交换机 POE 供电功率进行限制 

 

【配置举例】 

配置 PoE 的最大功率为 360W. 

 

4.2.9.2 POE 端口设置 

点击“高级应用”>“生成树协议”>“POE 端口设置”，点击此设置项，您可以对某个端口的 PoE 功能进行设置。 

 

【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使能 将端口 POE 供电开启、关闭，默认为开启 

标准 可配置 ieee802.3af、ieee802.3at 模式，默认 ieee802.3at 模式 

优先级 可配置优先级 low、critical、high，默认优先级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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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最大功率 可对交换机 POE 供电功率进行限制  

【配置举例】 

配置端口 1 的 PoE 功能 

 

4.2.10 过滤规则 

点击“高级应用”>“过滤规则”，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配置过滤规则。 

 

【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使能 激活设置的规则 

二层 
可指定 VLAN、优先级、以太网类型、源目 MAC 地址及其端口号、DSCP

值与 IP 协议 

三层 可指定源目 IP 与协议端口号 

4.2.11 策略控制 

点击“高级应用”>“策略控制”，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配置策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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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激活 激活设置的策略 

过滤规则（s） 需要匹配已设置的分类规则 

参数 可对带宽、输出端口、优先级、dscp、cos 参数进行设置 

4.2.12 队列调度 

点击“高级应用”>“队列调度”，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配置队列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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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方式 
五种队列模式： 

SPQ，WRR，SP+WRR，WFQ，SP+WFQ 

4.2.13 组播 

点击“高级应用”>“组播”，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配置组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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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1 组播状态 

点击“高级应用”>“组播”>“组播状态”，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查看到设备的所有组播组。包括静态配置的

与通过 IGMP-snooping 协议所学习到的组播。 

 

4.2.13.2 组播设置 

点击“高级应用”>“组播”>“组播设置”，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设置组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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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IGMP-Snooping 是用来监听主机和路由器之间的 IGMP 报文，设备可以根据 IGMP 报告报文、IGMP 离开

报文而动态地创建、维护和删除组播地址表，从而使得设备接收到组播业务报文后依据各自的组播地址表

项进行转发，减少风暴，提高带宽利用率。 

IGMP-Snooping 是二层组播的基本功能，可以实现组播数据在数据链路层的转发和控制。当主机和上游三

层设备之间传递的 IGMP 协议报文通过二层组播设备时，IGMP-Snooping 分析报文携带的信息，根据这

些信息建立和维护二层组播转发表，从而指导组播数据在数据链路层按需转发。 

【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使能 打开 IGMP-snooping 功能 

查询器 打开 IGMP-snooping 定时查询器功能 

主机超时时

间 
配置动态组播老化时间（默认 300s） 

IGMP 路由

端口转法 
可以打开路由转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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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最大组限制 配置端口最大学习组播报文数（默认 507 个） 

快速离开 
开启端口快速离开功能（即当端口收到 IGMP 离开报文时，马上将端口

从改组播组中删除） 

组播 vlan 配置组播默认 VLAN 

IGMP 过滤

配置 

配置端口引用组播预览，引用组播预览后端口就只能学习到组播预览所

允许的组播组、不能学习到组播预览所禁止的组播组 

4.2.13.3 IGMP Snooping 禁止 VLAN 

点击“高级应用”>“组播”>“IGMP Snooping 禁止 VLAN”，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预览所禁止的组播组、

不能学习到组播预览所禁止的组播组。 

 

【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Vid Vlan 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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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4 IGMP 过滤配置 

点击“高级应用”>“组播”>“IGMP 过滤配置”，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可添加删除修改组播预览功能。 

 

【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配置 ID 可为 1-128 

配置限制 预览规则可为准入(permit)或拒绝(deny) 

输入格式 预览地址可配置为 IP 或 MAC 两种选择 

【配置举例】 

➢ 组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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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启 igmp-snooping 功能 

2. 将不同的端口分别加入到不同的 VLAN 中 

3. 主机向交换机发送 report 报文，交换机学习到组播组 

4. 组播源路由器向交换机发送查询报文，交换机将学习路由端口表项 

5. 组播源路由器向交换机发送组播业务数据流，交换机会相应的分发到主机上 

4.2.14 IPv6 组播 

点击“高级应用”>“IPv6 组播”，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配置 IPv6 组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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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4.1 IPv6 组播状态 

点击“高级应用”>“组播”>“IPv6 组播状态”，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查看到设备的所有组播组。包括静态

配置的与通过 MLD 协议所学习到的组播。 

 

4.2.14.2 IPv6 组播设置 

点击“高级应用”>“组播”>“IPv6 组播设置”，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设置 IPV6 组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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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使能 打开 MLD snooping 功能 

查询器 打开 MLD snooping 定时查询器功能 

主机超时时

间 
配置动态 IPv6 组播老化时间（默认 300s） 

MLD 路由端

口转发 
可以打开路由转发功能 

最大组限制 配置端口最大学习 IPv6 组播报文数（默认 1020 个） 

快速离开 
开启端口快速离开功能（即当端口收到 IGMP 离开报文时，马上将端

口从 IPv6 组播组中删除） 

IPv6 组播

vlan 
配置 IPv6 组播默认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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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举例】 

 

4.2.14.3 MLD Snooping 禁止 VLAN 

点击“高级应用”>“组播”>“MLD Snooping 禁止 VLAN”，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预览所禁止的 IPv6 组播

组、不能学习到 IPv6 组播预览所禁止的 IPv6 组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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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Vid Vlan 的 ID 

 

4.2.15 DOS 攻击保护 

点击“高级应用”>“DOS 攻击保护”，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配置 DOS 攻击保护。DoS（Denial of Service，

拒绝服务）攻击是指攻击者利用网络协议实现的缺陷，耗尽被攻击对象的资源，使目标计算机或网络无法

提供正常的服务或资源访问甚至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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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dos 攻击控

制 
通过开启相应报文的丢弃行为，对 dos 攻击进行控制 

4.2.16 DHCP Snooping 设置 

点击“高级应用”>“DHCP Snooping”，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配置 DHCP Snooping。出于安全性的考虑，

网络管理员可能需要记录用户上网时所用的 IP 地址，确认用户从 DHCP Server 获取的 IP 地址和用户的

MAC 地址的对应关系。交换机可以通过 Dhcp-snooping 功能监听 DHCP 广播报文，记录用户的 IP 地址

信息。 

 

4.2.16.1 DHCP Snooping 设置 

点击“高级应用”>“DHCP Snooping 设置”>“DHCP Snooping 设置”，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设置 DHCP 

Sno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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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DHCP 

Snooping 开

关 

开启或关闭 DHCP Snooping 服务 

信任 

开启或关闭 DHCP Snooping 端口信任属性状态 

信任端口连接 DHCP 服务器或其他交换机的端口，不信任端口连接用户或

网络 

不信任端口将接收到的 DHCP 服务器响应的 DHCP-ACK 和 DHCP-Offer

报文丢弃；而信任端口接收到的 DHCP 报文将被正常转发，从而保证了用

户获取正确的 IP 地址。 

最大学习数 最大学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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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6.2 IP 源保护 

点击“高级应用”>“DHCP Snooping 设置”>“IP 源保护”，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基于端口的 IP 地址，MAC

地址，端口和 VLAN ID，手动实现四元绑定功能。 

 

 

【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禁止未绑定

的主机访问
可开启或关闭禁止未绑定的主机访问网络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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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网络 

【使用说明】 

若要访问交换机应绑定与交换机同网段的 IP 地址。ARP 检测防私有静态 IP 地址时，静态表项

IP+MAC+Port+VLAN ID。 

4.2.17 SNTP 设置 

点击“高级应用”>“SNTP 设置”，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配置 SNTP。交换机系统的时间可以有两种方式

实现，一种是作为 sntp client 从 sntp server 自动同步时间；另一种是管理员自己配置。 

简单网络时间协议（SNTP）用于在网络设备之间的时间同步。通常情况下，网络中存在一台 SNTP 服务

器，并为多个 SNTP 客户端提供参考时间，最终在所有网络设备之间实现时间同步。 

 

【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SNTP 客户

端使能 
开启或关闭 SNTP 客户端 

SNTP 客户

端模式 

有四种模式可供选择： 

broadcast 

anycast 

multicast 

unicast 

SNTP 客户 设置 SNTP 客户端向 SNTP 服务器发送请求的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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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端轮询间隔 

SNTP 客户

端重发次数 

当客户端发送请求后在一定时间内没有收到回应就会重新发送请求，直

到重传次数超过设定值 

SNTP 客户

端重发间隔 
设置 SNTP 客户端向 SNTP 服务器重新发送请求的时间间隔 

SNTP 服务

器地址 
设置 SNTP 服务器地址 

有效服务器

列表 

在 SNTP 客户端上配置合法服务器列表后，客户端则只接收那些源地址

在合法服务器列表中的报文，提高了安全性 

【使用说明】 

SNTP 可工作在四种方式下：单播、广播、组播和任意播。 

在单播方式下，客户端主动向服务器发送请求，服务器接收到请求后，根据本地时间构造回应报文发回客

户端。 

在广播和组播方式下，服务器定时发送广播或组播报文给客户端，客户端被动的接收服务器的报文。 

在任意播方式下，客户端先主动地使用本地广播地址或组播地址发送请求，这时网络中的服务器都会回应

客户端，客户端选择回应报文先被收到的服务器作为服务器，丢弃其他服务器发来的报文，选举出服务器

后，工作模式与单播一样。 

在所有模式下，客户端收到回应报文后解析报文来获取当前标准时间，并通过一定算法计算出网络传输延

时和本地时间补偿，通过这些数据来校准当前时间。 

4.2.18 LLDP 协议 

点击“高级应用”>“LLDP 协议”，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设置 LLDP。LLDP(Link Layer Discovery Protocol，

链路层发现协议)是 IEEE 802.1AB 中定义的第二层发现协议。通过采用 LLDP 技术，在网络规模迅速扩大

时，网管系统可以快速掌握二层网络拓扑信息和拓扑变化信息。 

LLDP 基本原理如下：网络中设备向其邻接设备发出其状态信息的通知，并且所有设备的每个端口上都存

储着自己的信息，如果本地设备有状态发生变化，还可以向与它直接连接的近邻设备发送更新的信息，近

邻的设备会将信息存储在标准的 SNMP MIB 库。网络管理系统可以从 SNMP MIB 库查询出当前第二层的

连接情况。需要注意的是，LLDP 只是一个远端设备状态信息发现协议，它并不能完成网络设备配置和端

口控制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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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8.1 LLDP 状态 

点击“高级应用”>“AAA 配置”>“LLDP 状态”，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查看 LLDP 状态。 

 

4.2.18.2 LLDP 设置 

点击“高级应用”>“AAA 配置”>“LLDP 设置”，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配置 LL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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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当端口的 LLDP 工作模式发生变化时，端口将对协议状态机进行初始化操作。 

发送机制： 

当端口工作在 TxRx 或 Tx 模式时，设备会周期性地向邻居设备发送 LLDP 报文。如果设备的本地配置发

生变化则立即发送 LLDP 报文，以将本地信息的变化情况尽快通知给邻居设备。但为了防止本地信息的频

繁变化而引起 LLDP 报文的大量发送，每发送一个 LLDP 报文后都需延迟一段时间后再继续发送。 

接收机制： 

当端口工作在 TxRx 或 Rx 模式时，设备会对收到的 LLDP 报文及其携带的 TLV 进行有效性检查，通过检

查后再将邻居信息保存到本地，并根据 TTL（Time To Live，生存时间） TLV 中 TTL 的值来设置邻居信息

在本地设备上的老化时间，若该值为零，则立刻老化该邻居信息。 

【配置举例】 

➢ SW1 与 SW2 之间通过 1 端口直连，然后分别开启 lldp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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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高级应用”>“LLDP协议”>“LLDP设置”进入页面。 

2. 开启 SW1 和 SW2 的 lldp 功能。 

3. 点击确认。 

4.2.19 AAA 设置 

点击“高级应用”>“AAA 设置”，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设置 AAA。 

 

4.2.19.1 AAA 设置 

点击“高级应用”>“AAA 配置”>“802.3X”，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配置 802.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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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EAP 认证模

式 

EAP 本地终结 

EAP 续传 

静默时间 
同一用户连续登录失败次数超过允许的值时，在一定的时间内不允许

其尝试登录 

激活 

激活： 

关闭 

端口认证（多主机） 

端口认证（单主机） 

MAC 认证 

端口控制模

式 

端口控制模式： 

自动 

开启认证 

关闭认证 

重认证 
用户认证通过后，可以配置端口立即进行重认证或者周期性进行重认

证 

重认证时间 重认证的时间范围：10-3600 秒 

最大用户数 最大用户数范围：1-100 

4.2.19.2 Radius 域配置 

点击“高级应用”>“AAA 配置”>“Radius 域配置”，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配置 Radius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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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激活 开启或关闭 Radius 域 

域名 设置 Radius 域名 

Radius 服务

器名 
设置 Radius 服务器名 

允许最大用

户连接数 
允许最大用户连接数范围：1-640 

【使用说明】 

客户端在认证时需要提供用户名和密码，用户名中一般包括该用户 ISP 信息，域和 ISP 一一对应，域最主

要的信息就是该域的用户到哪一个 RADIUS 服务器认证和计费。 

4.2.19.3 远程认证 

点击“高级应用”>“AAA 配置”>“远程认证”，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配置远程认证。 

 

【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远程认证模 远程认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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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式 本地认证 

Radius 认证 

Tacacs+认证 

4.2.19.4 TACACS+服务器配置 

点击“高级应用”>“AAA 配置”>“TACACS+服务器配置”，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配置 TACACS+服务器。 

 

【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认证类型 

认证类型： 

ASCII 认证 

MD5 认证 

明文认证 

主服务器抢

占时间 

主服务器抢占时间范围： 

0-1440 分钟 

4.2.19.5 RADIUS 服务器配置 

点击“高级应用”>“AAA 配置”>“RADIUS 服务器配置”，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配置 RADIUS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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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Radius 下

发端口优先

级 

此功能开启后，如果用户认证通过后会修改该用户所在端口的 PVID 

H3C Cams

兼容特性 

在此特性下可以通过 radius attribute client-version 来配置发送客户端的

版本信息到 RADIUS 服务器。在此特性下可以通过 uprate-value/ 

dnrate-value 来配置上行带宽/下行带宽在 Vendor Specific 属性名中的属

性号 

Radius 下

发端口带宽

控制 

此功能开启后，如果用户认证通过后会修改该用户所在端口的带宽控制。 

4.2.20 EEE 设置 

点击“高级应用”>“EEE 设置”，EEE 页面可以开启/关闭接口 energy-efficient-ethernet 功能。如下图： 



24 口千兆+4 个光电复用口二层管理型 PoE 交换机 

 第 63 页 共 74

页 

 

4.2.21 ARP 安全防护 

点击“高级应用”>“ARP 安全防护”，页面可设置防 arp 泛洪相关配置 ARP 协议是基于网络中的所有主机或

者网关都为可信任的前提制定的，因此在实际复杂的网络中，此过程存在大量的安全隐患，从而导致针对 

ARP 协议的欺骗攻击非常常见。网关仿冒、欺骗网关、欺骗终端用户和 ARP 泛洪攻击均是在学校等大型

网络中常见的 ARP 攻击。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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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全局配置 可全局开启/关闭防 arp 攻击及对攻击者处理策略、攻击阀值配置。 

端口速率限

制配置 
可设置具体接口的 arp 报文限速，超过则认为受到了攻击。 

ARP 防攻

击表项显示 
可以查看 arp 攻击表项。 

4.3 管理 

展开此设置项，您可以进行管理与维护、访问控制、诊断、日志等设置。 

 

4.3.1 管理与维护 

点击“管理”>“管理与维护”，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可对设备进行升级和重启等 

 

【配置举例】 

（一）固件升级 

 

（二）重启设备或将设备恢复出厂设置后再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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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OAM 检测，可对虚拟电缆进行检测 

 

4.3.2 访问控制 

点击“管理”>“访问控制”，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可对 snmp、设备管理用户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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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1 SNMP 

点击“管理”>“访问控制”>“SNMP”，点击此设置项，您可以配置团体名，访问权限以及 trap 主机的 ip 地址。 

 

【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团体名称 团体字符串，相当于 NMS 和 Snmp 代理之间的通信密码 

访问权限 
只读：指定 NMS（Snmp 主机）对 MIB 的变量只能读，不能修改 

读写：指定 NMS（Snmp 主机）对 MIB 的变量只能读，也可修改 

版本 可指定版本：v1，v2c，v3 

IP 地址 设置 trap 主机的 ip 地址 

【使用说明】 

可以配置多个不同的 Snmp 主机用于接收陷阱消息。触发陷阱消息的时间有：端口的 Linkup/LinkDown， 

设备的 cold-start（掉电重启）/ warm-start（热重启）。 

【配置举例】 

4.3.2.2 用户 

点击“管理”>“访问控制”>“用户”，点击此设置项，您可以添加用户，设置安全级别、认证方式、加密、组、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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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用户名 Snmp 用户名 

安全级别 

指定安全级别： 

noauth 

auth 

pri 

认证 

指定安全级别： 

MD5 

SHA 

加密模式 DES 加密协议 

组 用户组名 

密码 加密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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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3 用户信息 

点击“管理”>“访问控制”>“用户信息”，点击此设置项，您可以修改 admin 用户/密码，管理用户可以添加/删

除用户， 更改用户密码等. 最多可添加 15 个用户。 

 

【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用户权限 0：游客 1：用户 2-15：操作员 

【配置举例】 

➢ 更改管理员“admin”的密码为“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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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管理”>“用户信息”； 

2. 输入用户 admin 的旧密码，设置的新密码，在确认密码的输入框再次输入设置的新密码； 

3. 点击更改。 

➢ 添加新用户“Anne”。 

 

1. 点击“管理”>“用户信息”； 

2. 添加新用户“Anne”； 

3. 点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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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诊断 

点击“管理”>“诊断”，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可对 snmp，可对系统日志进行显示与清除。 

 

【配置举例】 

如：显示系统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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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日志 

点击“管理”>“日志”，点击此设置项后，您可以全局开启日志功能和相应模块的日志功能，设置日志服务器

的 ip 地址和日志级别。 

 

4.3.4.1 Syslog 设置 

点击“管理”>“日志”>“Syslog 设置”，点击此设置项，您可以全局开启日志功能和相应模块的日志功能。 

 

【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模块 

指定模块： 

local use 0-7 

kernel 

userlevel 

mail 

system 

sercurity_1-2 

sysogd 

lineprinter 

Network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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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uucp 

clock_1-2 

ftp 

logaudit 

logalert 

4.3.4.2 Syslog 服务器设置 

点击“管理”>“日志”>“Syslog 服务器设置”，点击此设置项，您可以可设置日志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日志级别。 

 

【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服务器地

址 

日志服务器地址 

日志级别 

指定日志级别： 

Level 0 

Level 0-1 

Level 0-2 

Level 0-3 

Level 0-4 

Level 0-5 

Level 0-6 

Level 0-7 

【使用说明】 

 开启日志开关，设置 syslog 服务器，系统日志将自动推送到服务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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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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802.3x，IEEE802.3z，

IEEE802.3ad，IEEE802.1P，IEEE802.1Q IEEE802.3at,IEEE802.3af 

网络媒介 

10Base-T：3 类或 3 类以上非屏蔽双绞线 

100Base-TX：5 类非屏蔽双绞线 

1000Base-T：超 5 类非屏蔽双绞线 

1000Base-SX:62.5μm/50μm MMF(2m~550m) 

1000Base-LX:62.5μm/50μm MMF(2m~550m) 或 10μm SMF

（2m~5000m） 

传输方式 存储转发 

背板带宽 56Gbps 

包转发率 41.66Mbps 

包缓存 4.1Mbit 

MAC 地址表 8K 

巨型帧 9KB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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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370W 

端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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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个光电复用端口 

1 个 RJ45 Console 串口 

LED 指示 

每个端口 

10/100Mbps Link/Act: 橙色 

1000Mbps   Link/Act：绿色  

               PoE ：黄色 

每台 
Power(电源)：绿色   

SYS(系统灯）：绿色 

电源 AC 100-240V/50-60Hz 400W 内置开关电源 

功耗 最大(端口满载）: 430W(220V/50Hz) 

外形尺寸（L×W×H） 440*208*44mm 

使用环境 

工作温度：0℃～45℃ 

存储温度：-40℃～70℃ 
工作湿度：10%～90% RH 无凝结 

存储湿度：5%～90% RH 无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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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规格 

基本管理 

⚫ 支持Telnet、SSH远程管理 

⚫ 支持SNMP 

⚫ 支持cluster，配置集群网管 

 

端口特性 

⚫ 支持端口隔离 

⚫ 支持端口环路检测功能 

⚫ 支持ULDP 

⚫ 支持LLDP 

⚫ 支持Port Channel配置 

⚫ 支持LED shut-off 

⚫ 支持Jumbo packet 

 

VLAN和MAC地址 

⚫ 支持基于MAC/协议 /IP子

网/策略/端口的VLAN 

⚫ 支持Dot1q tunnel 

⚫ 支持GVRP 

⚫ 支持VLAN-translation 

⚫ 支持支持MAC地址自动学

习和老化 

⚫ 支持源MAC地址过滤 

 

STP 

⚫ 支持STP 配置 

 

QoS 

⚫ 支持WRR、WDRR队列调

度算法 

⚫ 支持灵活QinQ操作 

三层转发及路由协议 

⚫ 支持三层转发 

⚫ 支持ARP配置 

⚫ 支持静态路由、OSPF、RIP

配置 

⚫ 支持IPv4、IPv6 路由 

 

DHCP 

⚫ 支持DHCP中继 

⚫ 支持DHCP Server 

⚫ 支持DHCP Snooping 

 

组播协议 

⚫ 支持DCSCM配置 

⚫ 支持IGMP Snooping 

⚫ 支持IPv6 组播、MLD配置 

 

安全功能 

⚫ 支持ACL 

⚫ 支持802.1x、Radius认证 

⚫ 支持AM 

⚫ 支持IPv6安全RA配置 

⚫ 支持MAB配置 

⚫ 支持SSL 

⚫ 支持防Dos攻击保护 

 

可靠性 

⚫ 支持MRRP 

⚫ 支持ULPP 

 

流量监控 

⚫ 支持端口镜像 

⚫ 支持sFlow 

网络时间 

⚫ 支持SNTP 

⚫ 支持NT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