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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产品概述

1.1 产品介绍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是一款工业级、网管型、冗余以太网交换机。支持8个端口，

其中2个百兆电口，3个百兆 SFP 光口，3个千兆SFP光口，所有的端口均可作为冗

余环网口。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提供高级管理功能，例如：SW-Ring、虚拟局域网、

Trunking、服务质量（Quality of Service）、速率控制、端口镜像，故障报警和

固件在线升级。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采用标准的工业4级设计，能够满足各种工业现场的要求。

在结构安装方面，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采用卡轨安装。采用业内优秀的网络方案，

提供 7.6Gbits 背板带宽，主要在变电站综合自 动化系统、水处理监控系统、智

能交通系统及其他主要的工业自动化项目中应用。

1.2 性能特点

针对工业应用设计：

� 工业4级设计

� 双电源备份，无方向输入设计

� 支持2路电源告警输入，1路告警输出

� 支持端口链路及环网故障/异常本地告警指示

� 高强度波纹式外壳，IP30等级防护

� 24VDC电源输入（12～36VDC）

� -25～70℃工作温度

� DIN-rail导轨式或壁挂式安装

工业以太网性能：

� 支持7路10Base-T/100Base-TX 接口，个千兆SFP光口

� 支持自主研发的SW-Ring冗余环网专利技术，自愈时间<20ms

� MAC地址表8K

� 支持Web页面配置

� 支持基于IEEE802.1Q VLAN，有效地控制广播域

� 支持QoS-IEEE802.1p 端口优先级功能

� 支持端口汇聚，增加传输带宽，提高带宽利用率

� 支持端口镜像，可用于在线调试、监控网络数据状态

� 支持端口带宽限制功能，优化带宽利用

� 支持广播风暴抑制

� 支持IGMP 静态多播过滤，用于过滤以太网协议中的多播流量

� 支持配置文件的导入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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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技术指标

技术：

� 标准：IEEE802.3、IEEE802.3u、IEEE802.3x、IEEE802.1Q、IEEE802.1p 、

IEEE802.1d、IEEE802.1w

� 系统背板带宽：7.6G

� MAC 地址表：8K

� 最大功率：9W

接口：

� RJ45口：10Base-T/100Base-TX 自适应，全双工/半双工自适应或强制工作

模式，支持MDI/MDI-X

� 光纤接口：1000BaseSX/LX/LHX/ZX（LC 接口形式）

100BaseSX/LX/LHX

� 指示灯：支持电源、链路连接状态、系统故障告警、10M/100M速率、设备运

行指示

继电器：

� 触点最大耐压为：DC30V

� 触点最大电流为：1A

电源：

� 24VDC 电源输入（12VDC～36VDC），冗余输入

� 输入最大电流：0.67A

� 支持双电源备份、无方向输入

� 连接方式：插拔式3位接线端子

机械特性：

� 外壳：IP30 等级保护，波纹式高强度金属外壳

� 安装：DIN 卡轨式或壁挂式安装

� 尺寸（高×宽×深）：卡轨式：136mm×52mm×105mm

机架式：44mm×484mm×268mm

工作环境：

� 工作温度：-25～70℃(宽温T 型号：-40～75℃)

� 存储温度：-45～85℃

� 相对湿度：5%～95%（无凝露）

通过认证：

� EMI： CISPR (EN55022) class A

� EMS： EN61000-4-2 (ESD)，Level 3

EN61000-4-3 (RS)，Level 3

EN61000-4-4 (EFT)，Level 3

EN61000-4-5 (Surge)，Level 3

EN61000-4-6 (CS)，Level 3

EN61000-4-8，Level 5

� 冲击：IEC 60068-2-2

� 自由落体：IEC 60068-2-32

� 震动：IEC 6006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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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硬件描述

2.1 面板设计

1U 机架式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指示灯定义：

名称 描述

PWR
亮：电源正常

灭：电源输入不正常或无电源输入

RUN
均匀闪烁：网管 CPU 运行正常

常灭或常亮：网管 CPU 没有正常运行

CUE

LINK

亮：以太网端口已建立网络连接

闪烁：以太网端口有数据正在发送或接收

灭：以太网端口没有建立网络连接

LNK1
亮：第 1 个光纤端口连接正常

灭：第 1 个光纤端口光路收无光

LNK2
亮：第 2 个光纤端口连接正常

灭：第 2 个光纤端口光路收无光

LNK3
亮：第 3 个光纤端口连接正常

灭：第 3 个光纤端口光路收无光

SDY 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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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描述

接口序号 接口名称 接口描述

② 100M 以太网接口 提供 1-7 个 100M 以太网接口,RJ45

③ 光纤接口 提供 1-3 个光纤传输接口

④ 1000M 以太网接口 提供 1 个 1000M 以太网接口,RJ45

⑤ RS232 数量接口 提供 1 个 RS232 数据接口,RJ45

产品后面板示意图

接口描述

接口序号 接口名称 接口描述

① AC220V 交流 220V 电源输入

② PGND -48V GND 直流-48V 电源输入

卡轨式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正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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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定义：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产品前面板的LED指示灯能显示系统运行和端口的工作

状态，便于发现并解决故障，其指示的具体意义如表所示。

LED 指示 状态说明

PWR1(绿灯) 亮 电源PWR1 连接运行正常

灭 电源PWR1 未连接或运行不正常

PWR2(绿灯) 亮 电源PWR2 连接运行正常

灭 电源PWR2 未连接或运行不正常

Run(绿灯) 亮/灭 设备异常

闪烁 设备正常运行中

LNK(绿灯) 灭 设备链路未连接

闪烁 设备链路正常

ALM(红灯) 亮 电源、端口链路告警

灭 电源、端口链路无告警

LNK1（8）、LNK2（9）、

LNK3（10）(绿灯)

亮 1000BaseSFP 光纤接口已建立有效网络

连接

闪烁 1000BaseSFP 光纤接口处于网络活动状

态

灭 1000BaseSFP 光纤接口没有建立有效网

络连接

LNK5、LNK6、

LNK7(绿灯)

亮 100BaseSFP 光纤接口已建立有效网络连

接

闪烁 100BaseSFP 光纤接口处于网络活动状态

灭 100BaseSFP 光纤接口没有建立有效网络

连接

以太网RJ45 端口状态LED 每个RJ45 端口具有两个LED 指示灯，LNK为端口链接

指示灯，SPD为端口速率指示灯。

SPD (橙灯) 亮 100M 工作模式（100Base-TX）

灭 10M 工作模式（10Base-T）

LNK（绿灯) 亮 端口已建立有效的网络连接

闪烁 端口处于网络运行状态

灭 端口未建立有效的网络连接

卡轨式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上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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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继电器连接

继电器的接入端子位于设备的上面板，端子为设备告警继电器的一组常开触

点，在正常无告警状态时为开路状态，当出现任何告警信息时为闭合状态。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产品支持1路继电器告警信息输出（支持电源告警信息和

网络异常告警输出），可外接告警灯或告警蜂鸣器，也可外接其他开关量采集设

备，以便在出现告警时能及时提醒操作人员。

2.3 电源输入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产品支持24V 直流电源供电（12～36VDC），且具有冗余

电源输入功能，提供PWR1和PWR2 两对输入端子，可以单个使用，也可以外接两

套独立的直流电源供电系统，使用两对端子同时引入设备，在任何一套电源系统

出现故障时，设备可以不间断正常运行，提高了网络运行的可靠性。该电源具有

无方向输入功能，反接后设备仍可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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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设置开关

上面板提供4位拨码开关进行功能设置（ON为使能有效），第1位为恢复出厂

设置，第2位为程序升级使能；第3位为保留，第4位为串口服务器恢复出厂设置。

改变拨码开关状态，都要重新上电。

2.5 RS232 接口

2.6 通信接口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支持5路快速以太网接口（2路RJ45和2路SFP 接口形式）

和3路千兆以太网接口（SFP接口形式）。

网线的制作一定要按照标准执行，如下图所示：

1000BaseSFP 光口(mini-GBIC)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的1000BaseSFP 光纤接口采用的千兆mini-GBIC 光纤传

输，可根据不同的传输距离选择不同类型的光纤传输。光纤接口需成对使用，TX

口为光发端，连接另一个远程交换机光接口的光收端RX；RX口为光收端，连接同

一个远程交换机同一个光口的光发端。光纤接口支持掉线指示，可以有效提高网

络运行的可靠性。

建议：为所用光纤的两端标上标签（如下图所示：A-A、B-B，另也可标：A1-A2、

B1-B2），以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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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设备安装

安装之前要确认设备的运行环境：电源电压、安装空间、安装方式等。请仔细确

认如下安装要求：

1. 检查是否有安装所需的电缆和接头。

2. 根据合理配置要求，检查线缆是否到位（不大于100m）。

3. 产品不提供安装组件，用户需准备所选安装类型的组件：螺丝、螺母和工具

等，确保可靠安装。

3. 电源要求：冗余24V 直流电源供电（12～36VDC）。

4. 环境要求：工作温度为 -25～70℃；

相对湿度为5%~95% 。

DIN卡轨式安装

采用35mm 标准DIN卡轨式安装，在大多数工业应用上非常方便，其安装步骤如下：

� 检查是否具备DIN-rail 导轨安装工具配件（本产品已提供安装配件）。

� 检查DIN 导轨是否固定结实，是否有安装本产品的合适位置。

� 将产品配件DIN 卡轨连接座的下部卡入DIN 轨内（下部带弹簧支撑），然后

将连接座的上部卡DIN 卡轨（下部卡入少许，稍微用力保持设备平衡卡入上部）。

� 将DIN 轨卡入DIN 轨连接座后，检查并确认产品可靠地安装到DIN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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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缆布放

线缆的布放要符合如下条件：

� 电缆布放前须核对所有电缆的规格、型号和数量是否和要求相符。

� 电缆布放前需检查线缆是否有破损，是否有出厂记录和质量保证等证明其质

量的凭证。

� 所需布放线缆的规格、数量、路由走向、布放位置等均符合施工要求，布放

长度应根据实际位置而定。

� 所布线缆中间不得有断线或中间有接头。

� 线缆在走道内应顺直排放整齐，拐弯均匀、圆滑、平直。

� 线缆在槽道中，应顺直，不得越出槽道，以免档住其它进出线孔，在线缆出

槽道部位或线缆拐弯处应予绑扎、固定。

� 用户电缆与电源线分开布放。电缆、电源线、地线同槽布放时，不能交迭、

混放。线缆过长时，必须将线缆规则地盘放在走线架中间，不能压在其它线缆上。

� 尾纤布放时，要防止光缆打结并应尽量减少转弯，且转弯半径不能太小（转

弯过小会导致链路严重损耗）。绑扎应松紧适度，不得过紧。在走线架上布放时，

应和其它线缆分开放置。

� 线缆两端应有相应标识，标识内容要简洁明了，以便维护。

第三章 Web 管理功能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支持WEB管理功能，可以通过Web界面非常直观地管理和维

护设备。在配置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之前，请确保在您的计算机上安装了必要的软

件并合理的配置了网络。

对用户计算机的最低配置要求如下：

� 安装操作系统（如Windows XP/2000等）

� 安装以太网卡

� 安装Web浏览器（微软IE6.0）

� 安装并启动TCP/IP协议

3.1 网络设置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默认的IP地址是：192.168.1.254,子网掩254.254.254.0。

通过Web来访问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时，交换机和计算机的IP必须在同一个局域网

络当中。可以修改计算机的IP地址或修改交换机的IP地址，确保它和交换机的IP

同在一个局域网络中，具体操作可以参照步方法1或方法2。

方法1：修改计算机的IP地址。

� 拨码开关1置ON，重新上电后拨码开关1置OFF。让设备恢复出厂设置。（设

备的IP地址可能被修改，此步骤可以让设备的IP地址还原成默认值）

� 点击开始->控制面板->网络连接->本地连接->属性->Internet协议

（TCP/IP）设置PC的IP地址为：192.168.1.X（X是除254外，2到253中的任一值）。

� 点击确定后IP地址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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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Windows系统操作页面如下图3-1

（图3-1）

方法2：通过我公司的Blue_eyes管理软件，修改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的IP地址。

� 在计算机上安装产品附带的Blue_eyes管理软件。

� 进入Blue_eyes管理界面，点击搜索设备图标 搜索设备。

� 搜索到设备后，把鼠标光标移动到设备上，点击右键，修改设备的IP地址，

使设备的IP地址与计算机在同一局域网内。

3.2 启动与登录

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里输入http://192.168.1.254，敲击回车键；或者在

Blue_eyes管理界面鼠标光标移动到设备上，点击右键，点击Web设备。出现登录

界面如图3-2

（图3-2）

输入正确的用户名与密码后，即可登录成功（默认的用户名是“admin”，密码

http://192.168.1.254%EF%BC%8C%E6%95%B2%E5%87%BB%E5%9B%9E%E8%BD%A6%E9%94%AE%E4%B9%8B%E5%90%8E%E5%87%BA%E7%8E%B0%E7%99%BB%E5%BD%95%E7%95%8C%E9%9D%A2%E5%A6%82%E5%9B%BE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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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admin”）。该交换机的WebServer将提供三次机会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如连

续三次输入错误，浏览器显示错误信息。

用户名和密码区分大小写。如不清楚设备IP地址，可以通过本公司Blue_eyes管

理软件自动搜索获得。（另附）

3.3 典型配置

进入Web配置页面后出现如图3-3所示界面，显示系统状态的信息。此界面我

们可分为3个区域：1、标题区、2.菜单栏、3.配置区三部分。单击菜单栏中的菜

单项，可以进入相应的界面，配置区显示设备状态信息并可进行数据配置。

（图3-3）

标题区

在标题区中页面的左上角显示的恒捷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右上角

显示的是当前时间，如图3-4：

（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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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单

主菜单包括八个部分：系统状态、端口配置、二层特性、链路备份、远程监

控、端口统计、网络诊断和系统管理。

菜单项 页签 页面功能

系统状态 系统信息 显示设备信息和端口信息，如：软件版本、IP 地

址等

端口配置 端口设置 显示和配置交换机各端口的基本信息，如连接状

态、速率模式、流控状态等

带宽管理 设置端口出入报文的最大速率

二层特性 VLAN 显示802.1Q VLAN 的列表，并对802.1Q VLAN 进

行配置和管理

QoS 设置802.1p，端口优先级等

静态组播 设置静态组播MAC 地址及其对应的端口

链路备份 快速环网 设置快速环网端口及环网类型

端口汇聚 设置端口的汇聚组

远程监控 告警设置 设置继电器告警类型

端口统计 接收帧统计 接受帧的数量与类型

发送帧统计 发送帧的数量与类型

网络诊断 端口镜像 设置镜像端口和采集端口

系统管理 设备管理 设备IP，网关，DNS 等信息

用户密码 进行用户名和密码更改操作

系统信息 设备型号，CPU 等相关参数设置或查看

文件管理 进行交换机软件升级，获取、保存或恢复交换机

的配置

WEB 超时处理

当用户长时间没有操作Web网管时，系统超时将注销本次登录（但本次登录

以来所作的配置改动仍保留在Web配置页面上）。超时后，若用户想对Web配置页

面做任何操作，系统将给出提示并返回到登录对话框，用户如需继续操作必须重

新登录。

配置区

配置区有设备信息和端口信息。

设备信息主要显示HJ-IES工业以太网的基本信息，包括：设备型号、设备名

称、设备描述、设备编号、硬件版本、软件版本、MAC地址、联系方式，如图3-5

所示：

（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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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型号： IES0307B

硬件版本： V3.0.0

设备名称： IES0307B

软件版本： 1.0.0 build20110802R

设备描述：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MAC 地址：00.22.6F.01.44.96

设备编号： 2009122800001

联系方式： www.zjhjtx.com

其中设备型号、硬件版本、软件版本、MAC地址都不能修改。设备名称、设

备描述、设备编号以及联系方式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修改或定制，如若要修改请参

照设备信息一节。

端口信息栏中可以看到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共有10个端口，工作中的设备，可

以通过系统状态栏的端口信息查看各端口状态。

例如：在下图中可查看到端口3连接状态是LINK且端口状态为FULL，速率为

100M，端口类型为电口。如图3-6所示：

（图3-6）

连接状态：LINK（连接）或LOS（断开）

端口状态：FULL（全双工）或HALF（半双工）

速 率：10M或100M

接口类型：电口或光口

3.4 端口配置

���� 端口设置

端口设置的主要功能作用：

� 强制设置各端口的速率模式和双工模式；



15

� 启用或者禁用各端口；

� 各端口是否允许流量控制。

该页面显示了端口的基本的信息，各信息的含义如下表所示。

配置项 含义

端口号 对应端口的名称，与面板上的标识相对应。

端口类型 显示当前端口类型（电口或光口）。

速率模式 显示端口配置的速率或自动协商。

双工模式
有自协商（AUTO）、全双工（FULL）、半双工（HALF）三种模式

可供选择，缺省为自协商模式。

端口启用
配置端口开启或关闭，勾选方框为开启对应端口。如某端口设置

为关闭状态，则不能转发数据。缺省为开启。

流控控制
选择是否对端口进行流量控制，只有在当前端口为开启状态时才

能进行流量控制。缺省为关闭。

端口设置界面图，如图3-7所示：

（图3-7）

1、光口的速率模式、双工模式、流量控制不可设置。其默认为全双工，流量控

制关闭。此功能与端口信息里的端口状态保持一致。

2、当一端为自动协商，另一端为强制速率设置时，按照以太网标准协商速率为

响应速率的半双工模式。

���� 带宽管理

带宽管理主要是对数据入口带宽和出口带宽进行限制，以达到节约网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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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

单击[端口设置/带宽管理]菜单进入到如下所示页面，可以看到各端口出入

限速的情况。

� 出口带宽配置：

“----”代表不限速,其余选择对应速率即限速。

例如下图：限制端口5的出口速度为8Mbps。只需在端口5对应的出口速度设置下

拉框选择8Mbps即可，端口5做为接收方时带宽仍为100Mbps，而从端口5转发出来

的数据带宽限制为8Mbps。如图3-8所示：

（图3-8）

� 入口带宽配置：

入口带宽限制包类型有4种，分别为：

� All frames (所有种类的数据包)；

� Broadcast&Multicast$flood unicast frames （广播，组播，或者泛洪单

播）；

� Broadcast&Multicast only （广播和组播）；

“----”表示不限制，低优先级队列带宽（L）可设置128k、256k、512k、

1M、2M、4M、8M，普通优先级队列带宽（N）是低优先级队列带宽的一倍或者两

倍，中等优先级队列带宽（M）是普通优先级队列带宽的一倍或者两倍，高优先

级队列带宽(H)是中等优先级队列带宽的一倍或者两倍。

如设置低优先级队列带宽为256k，普通优先级队列带宽可设置为256k或

512k，以此类推。如图3-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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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入口带宽与CoS 优先级相关。优先级队列是根据QoS 设置得到的（如QoS 分

类设置有检查CoS 优先级），否则入口速率按照缺省端口优先级进行转发。CoS 优

先级有四个队列：Low，Norm，Medium，High。（详细情况见二层属性中的QoS。）

3.5 二层特性

� VLAN（虚拟局域网）

VLAN（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的中文名为“虚拟局域网”。VLAN

是一种将局域网设备从逻辑上划分成一个个网段，从而实现虚拟工作组的新兴数

据交换技术。这一技术的出现，主要为了解决交换机在进行局域网互连时无法限

制广播的问题。这种技术可以把一个LAN划分成多个逻辑的LAN——VLAN，每个

VLAN是一个广播域，VLAN内的主机间通信就和在一个LAN内一样，而VLAN间则不

能直接互通，这样，广播报文被限制在一个VLAN内。

◎ VLAN 的优点

VLAN 的主要优点在于提供了一个网络分段系统，比传统网络具有更高的灵

活性。

VLAN 可以划分广播域，有效的抑制了广播风暴。使用VLAN 还有其他一些优

点：

VLAN 给网络中设备的重新定位带来了方便：在传统网络中，管理员要花大

量的时间处理设备的迁移和变化，如果用户转移到一个不同的子网，必须手动升

级每个终端的地址。而通过VLAN 设置，假入VLAN 中的一个终端迁移到另一个网

络中的一个端口，只需要在原先的VLAN 中指明那个新端口，不需要重新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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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具有更高的安全性能：每个VLAN 中的设备只能和处在同一个VLAN 中的

设备通信。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交换机支持基于802.1Q 的VLAN划分，通过识别报

文中的Tag标记（包括802.1p 优先级和VLANID等信息）来对报文进行处理。

带802.1q的帧是在标准以太网帧上插入了4个字节的标识，其中包括：2字节

的TPID、3位的Priority、1位的CFI和12位的VLAN ID。

TPID：报文的协议标识符，用来判断数据帧是否带有802.1q VLAN Tag。缺省取

值为0x8100。

Priority：报文的优先级，取值0到7，7为最高优先级，0为最低优先级。

CFI：MAC 地址封装的规范格式指示符字段，取值为 0 表示 MAC 地址以标准格

式进行封装，为 1表示以非标准格式封装。缺省取值为 0。

VLAN ID：标识该报文所属 VLAN 的编号，取值范围为 0～4095。由于 0 和 4095

为协议保留取值，所以 VLAN ID 的取值范围为 1～4094。

◎ 端口工作模式

在使用VLAN功能的过程中，交换机的端口可以工作不不同的模式下，本系列

交换机的端口工作模式有两种：Access模式、Trunk模式。

VLAN功能中相关名字解释如下：

PVID：Port Vlan ID，也就是端口的虚拟局域网ID号。

TAG：VLAN标签。

VLAN条目：VID与其中的成员。

Access 端口模式：

� Access 模式的交换端口往往只能属于1 个VLAN，通常用于连接普通计算机

的端口；

� 交换机Access 端口接收到以太网帧后，按照端口的PVID 加上VLAN Tag（如

果以太网帧带VLANTag，则覆盖以太网帧VLAN Tag）；以太网帧从Access 端口发

送出去，带不带VLAN Tag 由VLAN条目决定。

Trunk端口模式：

� Trunk模式的交换端口可以属于多个VLAN，能够发送和接受多个VLAN的数据

报文，通常使用在交换机之间的级联端口上；

� 交换机Trunk端口接收到以太网帧后，需要判断该以太网帧是否带有VLAN

Tag，如果以太网帧带VLAN Tag，则不改变其原有的VLAN Tag；如果以太网帧不

带VLAN Tag，则给以太网帧临时加上该端口的VLAN Tag，然后进行转发，帧从Trunk

端口发送出去，带不带VLAN Tag由VLAN条目决定。

◎ VLAN的操作方法

进入VLAN配置界面，根据配置的目的，首先选择端口类型，端口类型分Access

和Trunk两种，然后设定PVID，最后根据PVID添加VID及其成员，VLAN条目中，成

员类型有UnModilfied、UnTagged、Tagged和----”四种形式可选。

UnModilfied：表示该端口是VLAN成员，出去的帧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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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agged ：表示该端口是VLAN成员，出去的帧无标记；

Tagged ：表示该端口是VLAN成员，出去的帧加标记；

“----” ：表示该端口不是VLAN成员。

创建VLAN，步骤如下：

1、进入VLAN 配置界面，首先选择端口类型，如Access 或Trunk

2、在[PVID]文本框中输入该端口缺省的PVID

3、在[VID]文本框中输入指定的VLAN

4、设置各端口的成员类型，Unmodify，Untagged，Tagged

5、单击[添加]按钮，添加VLAN 条目到列表中。最后单击[保存]按钮并重启设备，

新建VLAN 完成。

修改VLAN，步骤如下：

此操作可对已有的VLAN 进行重新配置，改变端口成员类型和成员数量等。步骤

如下：

1、进入VLAN 配置界面，首先在VLAN 条目列表中选择需要修改的VLAN 条目，如

VLAN1。

2、VLAN1 的成员类型会显示在当前VLAN 条目设置选项中，按照新建VLAN 的步

骤进行设定端口成员类型。

3、单击[添加]按钮，提示VLAN 条目是否覆盖，选择[确定]，如图3-11。把添加

后的VLAN 条目添加到列表中。最后单击[保存]按钮并重启设备，修改VLAN 完成。

（图3-11）

删除VLAN，步骤如下：

此操作可对已有的VLAN 进行删除操作。步骤如下：

1、首先在VLAN 条目列表中选择需要删除的VLAN 条目，如VLAN2。

2、选定后，点[删除]按钮，再点[保存]，即完成删除VLAN 操作。如图3-12：

（图3-12）

◎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出厂缺省VLAN：

一个新的或恢复过出厂设置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包含一个单独的VLAN，即默

认的VLAN，如图3-13。

默认 VLAN 有以下定义：

1、所有的端口的PVID 都为1。

2、所有的端口的端口类型都为Access。

3、所有的端口都位于这个VLAN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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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典型实例VLAN配置：

假设交换机端口3、4、5 要满足如下要求，Port 3 与Port 5 互通，Port 4 与

Port 5 互通，Port 3 与Port4 不能互通，VLAN 应做如何设置？（暂不考虑其

它端口的VLAN 设置）

我们做如下分析，Port 3 和Port 5 能互通，其端口一定都属于某个VLAN 的成

员，同样，Port 4 与Port 5 互通，Port 4 和Port 5 也属于同一VLAN 成员，

Port 3 和Port 4 则属于不同的VLAN。如下图3-14和3-15 所示：

1、Port 3 的PVID 为2，Port 4 的PVID 为3，Port 5 的PVID 为4，端口类型均

为Access。

2、添加VLAN2、VLAN3、VLAN4，其成员分别3 和5、4 和5、3，4 和5。成员类型

为Untagged。

（图3-14）

（图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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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单环VLAN配置：

1、必须配置设备一个端口为管理口，管理口需与CPU 端口处于同一个VLAN。下

图设置端口1 为管理口。

2、已配置成环网口的端口其VLAN 端口类型必须为Trunk，并带Tag。下面为设置

端口6、7 为环网口。环网口一般设置成Trunk 类型，带Tag，并加入所有VLAN 成

员。如图3-16、3-17 所示；

（图3-16）

（图3-17）

1、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产品VLAN配置最多支持64个VLAN条目，VID取值范围为

1~4094，管理口指能管理和配置交换机的端口，必须和CPU端口同属一个VLAN。

2、 建议至少配置一个端口与CPU端口处于同一个VLAN,用作管理口。把管理口

和CPU端口用VLAN隔离开来可以防止CPU向各端口发送管理数据包，影响通信。

3、 配置好VLAN后应该保存配置，重启交换机后所配置的VLAN才生效。

���� 静态多播过滤

Internet 工作组管理协议简称IGMP，是为设备提供静态MAC 地址转发功能。

静态地址表中一个多播MAC 地址对应一个端口，如果设置，则所有发给这个地址

的数据只会转发给该端口，其它端口无法收到数据。静态地址是不会老化的MAC

地址，一旦被加入，这个地址表项在被删除之前将一直有效，而不受最大老化时

间的限制。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提供静态组播地址转发功能，最多支持配置15条静态多播

过滤。发给组播地址的数据只要是该组播组的成员都能收到，其它成员无法收到。

实例：在静态地址表中设置了端口 3、4、5对应的 MAC地址为03-00-00-00-00-01，

设置完成后，发给这个多播MAC地址的所有数据帧（目的地址是

03-00-00-00-00-01的数据帧）只传递给这些端口。静态多播地址的设置需要正

确输入MAC地址和这个MAC地址对应的端口。



22

（图3-18）

配置通过按钮<添加><删除><保存>用来添加、删除和保存静态MAC地址。如

上图3-18所示，配置显示端口3端口4和端口5为组播地址03-01-01-01-01-01的成

员。在输入静态MAC地址时，输入必须合法，且第2位为奇数，否则会有警告提示。

如图3-19所示：

（图3-19）

� QoS服务质量

QoS（Quality of Service，服务质量）是网络的一种安全机制, 是用来解

决网络延迟和阻塞等问题的一种技术。它评估服务方满足客户服务需求的能力。

在正常情况下，如果网络只用于特定的无时间限制的应用系统，并不需要QoS，

比如Web应用，或E-mail设置等。但是对关键应用和多媒体应用就十分必要。当

网络过载或拥塞时，QoS能确保重要业务量不受延迟或丢弃，同时保证网络的高

效运行。

通常所说的QoS包括传输的带宽、传送的时延、数据的丢包率等。是指在网

络中可以通过保证传输的带宽、降低传送的时延、降低数据的丢包率以及时延抖

动等措施来提高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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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支持的队列机制包括：权重比（Weighted Fair）和严格

优先级调度。

权重比是指，当某个端口发生拥塞的时，该端口按照队列优先级High，

Medium，Normal，Low的8:4:2:1的流量比例来发送报文。若端口发送速率小于带

宽，各优先级队列的报文可正常发送；若端口一直保持满速率发送，则各优先级

队列中的报文，未发送部分会被丢弃。

严格优先级调度：是指最高优先级的报文处理完后，才能处理下一个优先级

的报文，这样等上一个优先级的报文转发完后，依次转发低等级的报文，若一直

等到低优先级队列满，高优先级队列里的报文还没有转发完毕，则低优先级队列

里的报文被丢弃；但若高优先级队列的发送速度没有达到其端口的线速，则其它

较低一级的优先级报文依次发送，但是其数据可能会由于带宽不足而丢失。端口

总是在保证高优先级队列报文全部通过的情况下，才允许低优先级的报文通过。

具体操作如下图3-20：

（图3-20）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的QoS功能有三种方式：端口优先级，CoS优先级，ToS优

先级。

� 端口优先级

端口优先级主要支持8个优先级队列，优先等级由低到高分别是0、1、2、3、

4、5、6、7，一般缺省优先级为0

如下图3-21

（图3-21）



24

当使用端口优先级时，端口会根据数据包的标签来确定其优先级是什么，如

果其优先级高，则先转发；如果优先级低，则后转发。例如：2条线路上的数据A

和B必须从一条路线进行转发，因为带宽不够，所有可以根据这2条路上进过的端

口进行优先级设置，如果希望数据A先通过，可设置转发数据A的端口为优先级比

转发数据B的端口的优先级高即可。

� CoS优先级：

<CoS-TAG>为802.1Q的VLAN优先级标记，所以CoS优先级与VLAN标签相关，如

果端口有数据包，则数据包需要带CoS或VLAN标记。CoS优先级分配了8个优先级

标记，分别取值为0，1，2，3，4，5，6，7。每个优先级标记有四种优先级队列

可供选择：优先级Low，优先级Normal，优先级Medium，优先级High。

当转发数据进入端口后，端口会检查数据的CoS值，并给对应的数据进行列

队，数据被放到优先级不同的4个队列中，在转发时优先级高的优先转发出去。

（初始的优先级队列都为：Low）。

当进入端口的数据包带Tag，启用VLAN且启用基于VLAN的优先级标记替代时，

进入端口的数据包先通过基于VLAN的优先级标记替代后，再进行CoS优先级映射，

最终转发出去。

当进入端口的数据包带Tag，但不启用VLAN的优先级标记替代时，进入端口

的数据包直接进行CoS优先级映射，最终转发出去。

CoS优先级设置方法：

例如：开启CoS功能，并设置队列映射，配置队列Low对应优先级为0、1；队

列Normal对应优先级为2、3；队列Medium对应优先级为4、5；队列High对应优先

级为6、7；详细操作如图3-22，3-23：

（图3-22）（开启CoS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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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

� ToS优先级（基于DiffServ的流量优先级）

DiffServ 体系规定每一个传输报文将在网络中被分类到不同的类别，分类

信息被包含在了IP 报文头中，DiffServ 体系使用了IP 报文头中的ToS（Type Of

Service）中的前6 个比特来携带报文的分类信息。该定义只有低6 位有效，是

一个大小不超过63 的数。DSCP 优先级值有64 个（0-63），0 优先级最低，63 优

先级最高。

ToS优先级设置方法：

例如：开启ToS 功能，并设置优先级队列映射，开启ToS 功能与开启CoS 相

同，设置ToS 优先级队列见下图3-24、3-25

（图3-24）(开启ToS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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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5）

3.6 链路备份

���� SW-Ring

在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络中具备通信冗余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具备冗余功能可

以保护重要的链接以免出错，当网络断开时可自行恢复使网络正常运行，使网络

停止运行的时间减至最小。

通信冗余功能允许以太网中的冗余环在线缆断开或损坏的时候启用备用数

据链路。对于工业应用来说这是很重要的特点，因为花费很长的时间来定位断开

或损坏的线缆可能会对工业应用带来巨大的损失。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是通过SW-Ring技术来支持通信冗余功能的。SW-Ring技术

为断开的以太网络提供自动恢复重连机制，在网络中断或网络产生故障时，它有

链路冗余、自恢复能力,网络断开自恢复时间少于20毫秒。SW-Ring技术专为高可

靠性的工业控制网络应用而开发设计。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每个端口都可以用做环网口，与其它交换机相连。当网络

连接发生中断时，故障报警用的继电器将被激活，SW-Ring冗余机构启用备份链

路，迅速恢复网络通信。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支持最多2个环网组，每个组设置2个端口为环网口，同一

端口不能属于多个环网。Hello_time设置是定时向网络发送探测包的时间间隔，

其单位为ms，即多少毫秒发送一次，主要目的是查看网络连接状况，通过CPU向

相邻的设备发送探测包，如收到对方发送的数据包后，返回一个确认包，确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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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连接正常。如设置此项有可能影响解环时间，建议高级用户使用。

IEM7010支持三种环网配置方案：SWRing V1、SWRing V2和SWRing V3。SWRing

V1可配置单环、支持一个环网组；SWRing V2可配置单环和相切环、耦合环等环

路结构，支持2个环网组；SWRing V3可配置单环、相切环、耦合环、Chain、

Dual_homing等多种复杂的环路结构，支持2个环网组。设置环网时每个组设置2

个端口为环网口，同一端口不能属于多个环网。

初始的快速环网界面，如图3-26 所示：

（图3-26）

初始界面显示冗余协议是禁用的，要使用环网功能可通过冗余协议配置来选

择。如图3-27所示，在[设置]区域冗余协议对应的下拉菜单里有3种SWRing算法

（即：RingV1、Ring V2和RingV3）。

� SW-Ring的启用方法

� Ring V1 的启用方法，如图3-27所示：

第一步：在快速环网配置中选择设置区域；

（图3-27）

第二步：在设置区域里选择启用Ring V1，在Ring V1的端口列表里选择环网口，

通常Ring V1的环网口设置为G1端口和G2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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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8）

第三步：点击设置，重启设备即可生效。

� Ring V2的启用方法：

Ring V2配置界面如下图3-29所示，Ring V2 支持2个环网组，可配置单环和相切

环。

（图3-29）

1. Ring V2 单环配置

第一步：在设置区域选择启用Ring V2；如图3-30所示：

（图3-30）

第二步：启用环网组1（或者启用环网组2），输入网络标识（支持0-255纯数字），

在端口列表里选择环网口，如图3-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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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1）

第三步：点击设置，重启设备即可生效。

Ring V2 还可以设置Hello_time。Hello_time是向网络发送探测包的间隔时

间，通过探测包查看网络连接状况，其单位为ms，即多少毫秒发送一次，如设置

此项有可能影响解环时间，建议高级用户使用。

Ring V2 相切环配置

相切环基本结构如下图3-32所示：

相切环组合（图3-32）

操作方法如下：

第一步：选择Ring V2，并启用环网组1和环网组2；在端口列表里选择环网

组1的环网口为 G1 端口和 G2 端口；环网组2的环网口为 5 端口和 6 端口；开

启Hello_time为10*100ms（Hello_time可以不开启，若开启，设置的时间不能使

得Hello包发送太快，否则会严重影响CPU处理速度）。第二步：设置105号设备

的环网组1的环网口为端口G1和端口G2，网络标识为1；设置105号设备的环网组2

的环网口为端口5和端口6，环网标识为2；具体配置如图3-33。

（图3-33）

第三步：设置设备106，107，108的环网组1的环网口为端口G1和端口G2，网络标

识为1；设置设备101，102，103，104的环网组2的环网口为端口5和端口6，环网

标识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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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用网线将设备101-105五台设备的端口5、6依次顺接组成单环，用网线

将设备105-108四台设备的端口G1、G2依次顺接组成单环，相切环组合完毕。

第五步：结合各设备的VLAN，相切环就能正常工作，一般105号设备的VLAN配置。

如下图所示：

（图3-34）

（图3-35）

Ring V2 耦合环配置

第一步：在设置区域选择启用Ring V2；如图3-36所示：

（图3-36）

第二步：启用环网组1和环网组2；（Hello_time可以不开启，但设置的时

间不能使得Hello包发送太快，否则会严重CPU处理速度）；

第三步：设置105、106号设备的环网组1的环网端口为端口G1和端口G2，网

络标识为1，环网类型为单环；设置环网组2的环网端口为端口G3，环网标识为3，

环网类型为耦合环，如图3-37：

（图3-37）

第四步：设置100、101 号设备的环网组1的环网端口为端口G1 和端口G2，

网络标识为2，环网类型为单环；设置环网组2的环网端口为端口G3，环网标识为

3，环网类型为耦合环，如图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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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8）

第五步：设置设备107，108，109 的环网组1 的环网端口为端口G1 和端口

G2，网络标识为1，环网类型为单环；设置设备102，103，104 的环网组1 的环

网端口为端口G1 和端口G2，环网标识为2，环网类型为单环。

第六步：用网线将设备100-104 五台设备的端口G1、G2 依次顺接组成单环，

用网线将设备105-109 四台设备的端口G1、G2 依次顺接组成单环，再用网线连

接设备106 号的端口G3 和设备101 号的端口G3，设备105 号的端口G3 和设备

100 号的端口G3，耦合环组合完毕。

第七步：结合各设备的VLAN，相切环就能正常工作，一般105、106、100、

101 号设备的VLAN 配置，如图3-39，3-40 所示：

（图3-39）

（图3-40）

� Ring V3的启用方法：

Ring V3 配置界面如下图3-41所示：

（图3-41）

第一步：在快速环网配置中选择设置区域；

第二步：Ring V3 支持2个环网组，支持单环Single、耦合环Couple、链Chain

和Dual_h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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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2）

第三步：启用环网组1（或者启用环网组2），输入网络标识（支持0-255纯

数字），在环网端口1和2选择需要设置成环网的端口，选择需要配置的环网类型，

如图3-43所示：

（图3-43）

Ring V3中单环配置与Ring V2类似，以下主要说明耦合环Couple、链Chain 和

Dual_homing。“Chain”称为链，是通过一种先进的软件技术增强用户构建任何

类型的冗余网络拓扑结构的灵活性。链实际上是将已设置成环网的多台交换机设

备级联，然后将两端接入到以太网网络中。

“Dual Homing”是其中两个相邻的环共用一个交换机。这种类型的配置是

多环集中管理的理想选择。

链和Dual Homing 的启用方法与单环和耦合环一样，只需在[环网类型]中选

择对应的选择项即可。

1. Ring V3 耦合环配置

耦合环基本架构如下图3-44 所示，其中控制端口设备105 和设备106 相连

的两个口，同样设备100和设备101 相连的两个口也称之为控制端口。

（图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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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法：

1、启用环网组1 和环网组2；（Hello_time 可以不开启，但设置的时间不

能使得Hello 包发送太快，否则会严重CPU 处理速度）；

2、设置105、106 号设备的环网组1 的环网口为端口G1 和端口G2，网络标

识为1，环网类型为Single；设置环网组2 的耦合端口为端口G3，控制端口为G2，

环网标识为3，环网类型为Couple，如图3-45：

（图3-45）

3、设置100、101 号设备的环网组1 的环网口为端口G1 和端口G2，网络标

识为2，环网类型为Single；设置环网组2 的耦合端口为端口G3，控制端口为端

口G2，环网标识为3，环网类型为Couple，

（图3-46）

4、设置设备107，108，109 的环网组1 的环网口为端口G1 和端口G2，网络

标识为1，环网类型为Single；设置设备102，103，104 的环网组1 的环网口为

端口G1 和端口G2，环网标识为2，环网类型为Single。

5、用网线将设备100-104 五台设备的端口4、5 依次顺接组成单环，用网线

将设备105-109 四台设备的端口G1、G2 依次顺接组成单环，再用网线连接设备

106 号的端口G3 和设备101 号的端口G3，设备105号的端口G3 和设备100 号的

端口G3，耦合环组合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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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ing V3 链配置

链基本架构如下图3-47 所示：

Chain（图3-47）

操作方法：

1、启用环网组1；（Hello_time 可以不开启，但设置的时间不能使得Hello 包

发送太快，否则会严重CPU 处理速度）

2、设置100、101、102 和103 号设备的环网组1 的环网端口为端口G1 和端口

G2，网络标识为1，环网类型为Single。设置107、108 和109 号设备的环网组1 的

环网端口为端口G1 和端口G2，网络标识为2，环网类型为Chain；如图3-48、3-49：

（图3-48）

（图3-49）

3、用网线将设备107-109 三台设备的端口G1、G2 依次顺接级联，用网线将设备

100-103 四台设备的端口G1、G2 依次顺接组成单环，再用网线连接将设备107

号的端口G1和设备109号的端口G1 分别连到设备102和103的普通端口，链组合

完毕。

1、环网组1和环网组2的环网端口不能相同。

2、环网组1和环网组2的网络标识不能相同且只能为0-255的数字。

3、Ring V1、Ring V2和Ring V3不能兼容

4、Hello_time不能设置太大或者太小，太小会导致Hello包发送频繁，容易引

起广播风暴，发送太慢则影响解环。

5、已设置成环网口的端口不能再进行聚合设置。

6、要想单环网能正常工作，各设备的环ID必须相同，网络标识必须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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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_time必须相同，环网口可以不同。

7、耦合环必须是两个单环相邻的两台和对方相邻的两台设备组成。

���� 端口汇聚

TRUNK的主要功能就是将多个物理端口（一般为2－4个）绑定为一个逻辑的

通道，使其工作起来就像一个通道一样。将多个物理链路捆绑在一起后，不但提

升了整个网络的带宽，而且数据还可以同时经由被绑定的多个物理链路传输，具

有链路冗余的作用，在网络出现故障或其它原因断开其中一条或多条链路时，剩

下的链路还可以继续维持端口的正常工作。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提供链路聚合功能，它允许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端口作为

单个逻辑链路作为一组链路聚合，用来提升带宽和链路冗余。Trunking 组的流

量会根据选路算法均衡分配到各个成员端口中去。当一个物理连接不能通讯或出

现故障时，当 Trunking 组中的一个或几个端口连接断开的时候，这些端口的流

量会转移到 Trunking 中其他链接正常的端口中去，即具备链路冗余备份功

能。下面是一个使用链路聚合的案例图3-50所示：

（图3-50）

上图在两个交换机之间通过一个链路聚合组建了一个计算机网络，配置链路

聚合功能需要通过下图的Web 页面。如图3-51所示：

(图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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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一共支持三组Trunking组，操作方法简单：选择启用，在端口列表里选

择需要聚合的端口，选择设置，重启后生效。已设置为环网口的端口不能再设置

成聚合端口。每个Trunking组最少两个端口成员，最多四个。一个端口不能同时

存在于两个Trunking 组。

Trunking 成员的行为都是一致的，所以这里的各个配置子项（端口属性，VLAN

属性等）对于同一Trunking 组内各成员都是相同的。

3.7 远程监控

� 告警设置

告警分为：电源告警，环网告警，端口告警。其功能主要是：当设备处于异常状

态时，能及时的通知管理员，并快速修复设备，避免过大损失。继电器告警输出

类型：常闭/常开，如选择常闭时，当有告警时，告警灯亮，继电器处于打开状

态。

� 电源告警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提供两路电源供给，当一路电源出现问题，另外一路电源能马

上供电，双电源热备份。选择启用电源告警时，当电源状态异常，设备会输出告

警信号，提示电源工作异常。

� 端口告警

端口告警主要是端口掉线告警，启用端口告警，当端口出项异常状态时，设备会

输出一个信号，提示设备不正常工作。

� 初始状态下，继电器输出类型为常闭，此时告警灯灭，没有告警。

� 当设备产生告警，告警灯亮，继电器断开。

(图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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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3）

3.8 端口统计

端口统计的作用是统计一定时间内经过端口的数据包，包括发送包和接收。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支持端口统计功能，能统计端口接受与发送包的数量及类型。

以下是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接受帧类型与发送帧类型的统计：

� 接收帧统计

帧 名 注 释

InUnicasts 有效单播数据帧

InBroadcasts 有效广播数据帧

InPause 有效流控暂停帧数

InMulticasts 有效多播数据帧不含InBroadcasts）

InFCSErr FCS校验错误帧数（完整数据）

AlignErr FCS校验错误帧数（数据不完整

InGoodOctets 接收到有效数据字节数（含FCS）

InbadOctets 接收到的无效数据字节数（含FCS）

Undersize 小于64字节有效数据帧数

Fragments 碎片帧（小于64字节，FCS无效）

In64Octets 64字节帧数（含无效帧）

In127Octets 65-127字节帧数（含无效帧）

In255Octets 128-255字节帧数（含无效帧）

In511Octets 256-511字节帧数（含无效帧）

In1023Octets 512-1023字节帧数（含无效帧）

InMaxOctets 1024-1518或1522字节（802.1Q）帧数（含无效帧）

Jabber 接收到无效超大帧（大于1518或1522）

Oversize 接收到有效超大帧（大于1518或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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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scards 丢弃的有效帧数（由于缓存、流控等）

InFiltered 过滤掉的有效帧（由于VLAN等）

� 发送帧统计

3.9 网络诊断

� 端口镜像

端口镜像就是将被监控端口上的数据复制到指定的监控端口，对数据进行分

析和监视。以太网交换机支持多对一的镜像，即将多个端口的报文复制到一个采

集端口上。用户可以指定受监控的报文的方向，如只监控指定端口发送的报文。

该设备采用端口镜像组的方式来配置端口镜像功能。每个端口镜像组包含一个采

集端口，和一组镜像端口。镜像总带宽应该小于采集端口带宽。在企业中用端口

镜像功能，可以很好的对企业内部的网络数据进行监控管理，在网络出现故障的

时候，可以做到很好地故障定位。

操作方法：启用端口镜像，选择采集端口，选择镜像端口，采集端口可以采

集到镜像端口的收发数据，最后选择采集数据：全部数据或者出口数据，选择设

置。如图3-54、3-55所示：

帧 名 注 释

OutUnicasts 输出单播数据帧

OutBroadcasts 输出广播数据帧

OutPause 输出流控暂停帧数

OutMulticasts 输出多播数据帧

OutFCSErr 输出无效FCS帧

OutOctets 输出字节数（含FCS）

Out64Octets 输出64字节帧数

Out127Octets 输出65-127字节帧数

Out255Octets 输出128-255字节帧数

Out511Octets 输出256-511字节帧数

Out1023Octets 输出512-1023字节帧数

OutMaxOctets 输出1024-1字节帧数1518或1522字节（802.1Q）帧数

Collisions 输出时发生冲突数

Late 输出帧在64字节后发生冲突数

Excessive 输出不成功帧数（半双工流控尝试16次以上）

Multiple 输出成功帧数（发生1次冲突以上）

Single 输出成功帧数（发生1次冲突）

Deferred 输出成功帧数（对方忙，延迟发送成功）

OutFiltered 输出过滤掉帧

OutDiscards 输出丢弃帧（由于缓存、流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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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4）

(图3-55)

镜像端口的总带宽不应超过采集端口的带宽。

3.10 系统管理

� 设备地址：

IP 地址

IP 地址是分配给连接在Internet 上的设备的一个32 比特长度的地址。IP

地址由两个字段组成：网络号码字段（net-id）和主机号码字段（host-id）。

设备默认IP 地址192.168.1.254。

子网掩码掩码是一个IP 地址对应的32 位数字，这些数字中一些为1，另外一些

为0。原则上这些1和0可以任意组合，不过一般在设计掩码时，把掩码开始连续

的几位设置为1。掩码可以把IP 地址分为两个部分：子网地址和主机地址。IP 地

址与掩码中为1 的位对应的部分为子网地址，其它的位则是主机地址。A 类地址

对应的掩码为254.0.0.0；B 类地址的掩码为254.254.0.0；C 类地址的掩码为

254.254.254.0。

默认网关

主机里的默认网关通常被称作默认路由。 默认路由（Default route），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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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IP 数据包中的目的地址找不到存在的其它路由时，路由器所选择的路由。目

的地不在路由器的路由表里的所有数据包都会使用默认路由。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出厂设置IP为：192.168.1.254。子网掩码为：

254.254.254.1。默认网关192.168.1.1。如图3-56：

（图3-56）

� 设备重启

您可以远程重启以太网交换机。单击[系统管理/设备管理]菜单项，进入重

启界面，如图3-57所示：

（图3-57）

单击<重启>按钮，确认后，设备重启，20秒后单击菜单栏返回到Web网管登

录的界面。重启前请先保存配置，否则重启后，未保存的配置信息将丢失。

� 用户密码

单击[系统管理/用户密码]菜单项，下图为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更改用户名和

密码的初始界面，用户可以通过此功能修改用户名和密码。如图3-58所示：

（图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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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法：

� 通过初始用户名和密码：用户名：admin 密码：admin 进入工业以太网交换机WEB

界面，单击功能菜单选项里的全部展开，选择用户密码，用户进入初始的用户密

码界面。

� 在用户名处和密码处填写新的用户名和新的密码，并在确认密码里进行确认。

� 选择设置，界面弹出“用户密码即将生效”对话框，选择确认，此时界面需要重

新输入新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WEB访问。

修改后的用户名和密码用户必须记住，如果不幸忘记，请通过拨码开关进行恢

复出厂设置，恢复出厂设置有的用户名和密码都为：admin。

� 系统信息

在设备信息界面中我们可以查看到设备的型号、设备的名称、设备描述、设

备编号、联系方式，通过此功能可以任意修改以上选项，选择设置后重启生效。

下图3-59为初始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的设备配置信息。

（图3-59）

� 设备名称

为标示网络中的每个设备，给设备取一个不同的名称，支持中文输入，最长

不超过16 个字节

� 设备描述

对设备一个概要描述，最长不超过16 个字节

� 设备编号

描述设备安装的位置，支持中文输入，最长不超过30 个字节

� 文件管理

如下图为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文件管理界面，文件管理共有4个功能：恢复出

厂设置、下载配置文件、上传配置文件、系统升级。如图3-6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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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0）

� 恢复出厂默认设置 （此操作需谨慎）

单击<开始>按钮。恢复出厂设置后的IP地址为192.168.1.253.并且所有配置都恢

复的出厂状态，缺省配置在交换机自动重启后生效。恢复缺省配置后，登录密码

会被恢复成出厂配置，登录时请使用缺省的密码：admin。

� 下载配置文件

单击<下载>按钮，确定后，系统将弹出对话框提示将交换机当前配置保存到.cfg

类型的文件中，方便日后通过该文件恢复交换机配置。

� 上传配置文件

单击<浏览>按钮，选择正确的.cfg文件后再单击<上传>按钮，确定后，.cfg文件

中保存的配置信息自动恢复到交换机，并自动重启。

� 更新固件（系统升级）

单击<浏览>按钮，选择要上载文件的位置。 单击<开始升级>按钮。 提示"升级

过程中禁止断电"，确认后开始烧写flash。自动重启,升级完成后将自动开启刷

新页面。

1、恢复出厂设置后，必须更改设备的IP地址，否则当其它设备也恢复出厂设置

后，会产生IP地址冲突

2、不要随便对设备升级，当设备需要升级时，必须确定升级文件是否正确，否

则容易损坏设备的软件

3、升级文件类型必须为bin，在升级过程中不要做任何操作，防止升级失败。

升级过程请勿操作交换机，禁止点击交换机Web页面，如果误操作导致升级中断，

请重启交换机后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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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串口服务器 Web 管理功能

4.1 模式配置

4.1.1 串口配置

串口配置菜单：

串口配置菜单 可选数据 功能描述

串口工作模式 全双工/半双工

波特率 300-115200（10个可选波特率）

校验码 None,Even,Odd,Mark,Space

数据位 5,6,7,8

停止位 1,2

串口数据帧 1-1024

字符间隔 1-500

CtrlBreak 缺 省 输

出时间
0-60000

进入的Web 界面，单击[模式配置/串口配置]，在菜单对应的下拉框里选择

需要的配置。串口配置Web 界面如图4-1所示。

（图4-1）

与串口设置有关选项： [串口工作模式]、[波特率]、[校验码]、[数据位]、

[停止位]、[串口数据帧]和[字符间隔]，CtrlBreak 缺省输出时间。这些配置选

项的含义解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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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口工作模式：类似于以太网全双工和半双工模式

波特率：这是一个衡量通信速度的参数。它表示每秒钟传送的bit 的个数。

例如300 波特表示每秒钟发送300 个bit。

校验码：串口通信中一种简单的检错方式。有四种检错方式：偶、奇、高和

低。

数据位：这是衡量通信中实际数据位的参数。当计算机发送一个信息包，实

际的数据不会是8 位的，标准的值是5、6、7 和8 位。

停止位：用于表示单个包的最后一位。典型的值为1，1.5 和2 位，该产品

停止位的值为1 位，2 位。

串口数据帧：串口数据转以太网数据的帧长，在设定的时间范围内，数据大

于或等于设定帧长时进行转发，可设置值1-1024。

字符间隔：当串口发送数据不足一个数据帧长时的等待时间，超过此等待时

间仍无数据时则进行发送。

CtrlBreak 缺省输出时间：用于设置CtrlBreak 缺省输出时间的长短。

4.1.2工作模式配置

工作模式配置菜单：

工作模式配置菜单 可选数据 功能描述

会话数 1-4

工作模式 TCP Client

TCP Server

UDP

TcpAuto

本地端口 1-65535

目的地址

目的端口 1-65535

连接模式 立即连接

数据触发

连接保活 0-65535 s

会话数：串口服务器的每个串口可支持1-4 个会话。会话是指串口服务器从

串口收到的数据通过socket 传向以太网。一个以上的会话数，表示串口服务器

从串口收到的数据通过一个以上的socket 送向以太网。会话数采用勾选使能，

勾选会话数对应列的选框。

1、TCP client（客户端）

作为TCP Client 端时，串口服务器主动去连接以太网上的TCP/IP 的网络设

备，如PC。需要通过设置告诉串口服务器在条件符合时，连接哪个网络地址和TCP

端口号。建立socket 后，串口服务器将把从相应串口收到的数据通过socket 传

出，反之，从socket 收到的数据会被送到相应串口。

与TCP Client 有关设置选项： [目的地址]、[目的端口]、[连接模式]和[连接

保活]。这些配置选项的含义解释如下：

[本地端口]

此项设置与TCP Server 模式相关。

[目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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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口服务器要连接的IP 地址或域名地址，两者都可以对应Internet 上的主机地

址。

[目的端口]

串口服务器要连接的TCP 端口号。

[连接模式]

串口服务器在何种情况下发起连接。包含立即连接和数据连接两种情况：

立即连接：表示串口服务器一上电开始工作就去连接，即使连接断开也会马上重

连。

数据触发：表示串口服务器相应的串口一收到数据，串口服务器就发起连接。

[连接保活]

设置自动断开的空闲时间，如果在设置的时间内无数据传输，串口服务器将断开

连接。单位为秒，如果设置为“0”，表示无论空闲时间多长，串口服务器从不

主动断开连接。该项的设置范围为0-65535秒。默认为300秒。

下图4-2为TCP Client模式的配置界面，会话数1设置成路由可达的本地地

址”192.168.1.168”，串口连接的目的端口为主机”192.168.1.168”的31000

端口，连接方式为立即连接，连接保活时间为300秒，注意单纯的TCP Client、

TCP Server、UDP或者TCPAuto模式请勿开启RealCom。会话数3设置成路由可达的

Internet地址”www.test.com”（此时选择的是域名）串口连接的目的端口为主

机”www.test.com”的31002端口，连接方式为立即连接，连接保活时间为300

秒。然后点提交，配置成功。

（图4-2）

2、TCP server(服务端)

串口服务器作为TCP Server，被动被连接，一个最关键的参数就是[本地端口]，

与其他设置相关联，需要搭配设置。

[本地端口]

串口服务器提供的能被其它TCP/IP 结点连接的TCP 端口，该TCP 端口与串口服

务器的相应串口相关联。

下图为TCP Server 模式的配置界面，会话数1 设置本地端口为30000，外部TCP

端口通过此端口跟串口服务器发生连接。连接保活时间为300 秒。然后点提交，

配置成功。如图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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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3．UDP(udp 模式)

在UDP 工作模式下，串口服务器既是server 端，也是client 端。与udp 相关的

配置选项有[本地端口]、[目的地址]和[目的端口]。都可支持点对点和组播方式

的UDP。配置方式与TCP 模式类似。

4．TCP Auto

此模式下，串口服务器可以为服务器端或客户端。设置此模式前，务必确保相关

参数是否设置正确。当开启服务器模式时，客户端模式自动断开。

5．RealCom

RealCom 模式支持TCP Server、UDP 和TcpAuto 三种类型，选择RealCom 对应下

的开启或者关闭为此功能的使能，开启RealCom 后，用户可通过windows 自带的

超级终端进行连接。如图4-4 所示

（图4-4）

4.1.3 AT 命令

通过配置“进入AT 命令模式方式”，用户就能与所配置的进入方式进入AT 命令

模式。

进入AT 命令模式有3 种方式：方式一、I/O 口触发，方式二、Ctrl+Break 触发，

方式三、特征字符串触发(Hex)。

图表

进入AT命令模式的方式 操作说明 功能描述

I/O 口触发 通过硬件方式进入AT命令模式

CtrlBreak 触发 该模式启用时，按Ctrl+PauseBreak能进

入AT命令模式

特征字符串触发(Hex) 用超级终端或串口助手输入相应的字符

串能进入AT命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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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口触发]

通过触发相应引脚，就能进入AT 命令配置模式。默认情况下，24 脚是高电平，

当给它输入一个低电平时，就能通过I/O 口触发进入AT 命令模式。

[Ctrl+Break 触发]

打开超级终端，按“Ctrl+PauseBreak”组合键，就能进入AT 命令模式。

打开NPM301 的Web 页面，单击[配置模式/AT 命令配置]，进入AT 命令配置页面，

启用方式二。如图4-5所示。

[特征字符串触发(Hex)]

通过串口助手或超级终端向串口发送(16 进制发送)预先设定好的特征字符，就

能进入AT 命令模式。

通过配置“特征字符串触发(Hex)”中的“特征字符”。启用方式三。如图4-5，

设置两种方式Ctrl+PauseBreak 和特征字符串触发(Hex)，任一一种触发方式均

可进入AT命令模式。

(图4-5)

设置完“进入AT 命令模式方式”后，再打开超级终端执行AT 命命令。方法如下：

打开计算机，在计算机Windows 界面上点击[开始/所有程序/附件/通讯]，运行

终端仿真程序，建立新的连接。以Windows XP 的超级终端为例，如图4-6所示

在“名称”文本框中键入新建连接的名称，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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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设置串口参数。如 图4-7所示，在串口的属性对话框中设置波特率为

115200bit/s，数据位为8，奇偶校验为无，停止位为1，数据流控制为无。单击<

确定>按钮，进入[超级终端]窗口。

（图4-7）

如图4-8所示界面， 再按“Ctrl+Break”组合键，同时需敲回车键直至屏幕

出现闪烁光标。此时方可通过超级终端输入AT 配置命令。具体命令格式及配置

方法参照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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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4.2 系统工具

系统工具菜单 菜单下功能 功能描述

文件管理 恢复出厂设置

配置文件

设备升级

设备重启

用户密码 更改用户密码

4.2.1 文件管理

此功能菜单包括以下五项功能：恢复出厂值、下载配置文件、上传配置文件、

系统升级、重启设备。文件管理Web界面如图4-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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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1、恢复出厂值

点击“系统工具” 标签。

点击“文件管理”子标签。

选择“恢复出厂值”栏目。

点击<开始>按钮。

警告"恢复出厂配置文件导致以前的配置被覆盖出厂设置的默认IP 地址是

“192.168.1.254”，请确认

是否进行该操？”

将开启一个新页面，输入“192.168.1.254”将进行新的配置。

2、下载配置文件

点击 “系统工具” 标签。

点击 “文件管理”子标签。

选择 “下载配置文件”栏目。

点击<下载>按钮。

选择文件保存的目录和名称。

3、上传配置文件

点击“系统工具” 标签。

点击“文件管理” 子标签。

选择“上传配置文件”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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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浏览>按钮，选择要上载文件的位置。

点击<上传>按钮。

更新完成后将自动开启一个新页面到"系统状态"。

4、系统升级

点击“系统工具”标签。

点击“文件管理”子标签。

选择“选择升级文件”栏目。

点击<浏览>按钮，选择要上载文件的位置。

点击<开始升级>按钮。

提示“升级过程中禁止断电”，确认后开始烧写flash。

升级完成后将自动开启一个新页面到“系统状态”。

5、重启设备

单击<重启>按钮，确认后，设备重启，20 秒后单击菜单栏返回到Web 网管登录

的界面，重启前请先保存配置，否则重启后，未保存的配置信息将丢失。

升级文件类型必须为.bin。在升级过程中不要做任何操作，防止升级失败。升

级过程请勿操作设备，禁止点击设备Web 页面，如果误操作导致升级中断，请

重启设备后再试。

6.3.2 用户密码

单击[系统工具/用户密码]菜单项，下图为NPM301 更改用户名和密码的初始界

面，用户可以通过此功能修改用户名和密码，如图4-10所示：

操作方法：

一、通过初始用户名和密码：用户名：admin 密码：admin 进入WEB 界面，单击

功能菜单选项里的全部展开，选择用户密码，用户进入初始的用户密码界面。

二、在用户名处和密码处填写新的用户名和新的密码，并在确认密码里进行确认。

（图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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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输入完成后，单击设置，提示密码修改成功，页面自动转到设备信息页面。

4.3 AT 命令

4.3.1 AT 命令概述

AT 命令为用户提供一个标准的配置接口，主要用于用户使用单片机等嵌入式设

备或用户自己编写配置软件对NPM301 模块进行配置，用于对页面的一个辅助设

置，它能通过虚拟串口对该设备进行相应的设置。

4.3.2 使用AT 命令类型

NPM301 模块支持的AT 命令是一个标准的接口，AT 命令不区分大小写，且总是

以“AT”开头，以“\r\n”（回车换行）结尾，命令和返回值及参数说明的格式

都是固定的， AT 命令有3种形式：

无参数形式命令

它是一种单纯的命令，格式是AT+空格+<command>\r\n，如退出配置模式等：AT+

空格+QUIT\r\n。

查询命令

它是用来查询该命令的配置状况，格式是AT+空格+<command>?\r\n，如：

AT+NAME？\r\n。

带参数命令

它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格式，它为命令提供了强大的灵活性，主要用于设置参数，

格式是AT+空格+<command>=<>,<>,<>,<>,<>…r\n，如：

AT+IP=192.168.1.254\r\n。

类型 条件 返回值

错误信息 未登录 No Login！ ERROR

命令不是以“AT”开头 Not Supported!

ERROR

使用“AT+LOGIN”登录时，密码错误 ERROR

命令不存在 Not Supported!

ERROR

设置参数时，当输入的参数类型不对（如需

要数字，但是输入的是字母）或都输入的参

数的值超过范围（如需要的值小于256，但输

入的值大于256）时

ERROR

设置参数时，当输入的参数数目小于需要的

参数时

ERROR

对只读属性参数进行设置时 Not Supported!

ERROR

正确信息 查询命令，读取该命令的当前值 查看到的正确参数

OK

参数设置成功时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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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AT 命令格式

按照上面4.1.3节中介绍的三种进入AT 命令模式的方式能进入，方式一、I/O 口

触发，方式二、CtrlBreak 触发，方式三、特征字符串触发(Hex)。

输入正确的用户密码，如输入“at login=admin”并按回车就能进入AT 命令模

式，（注：出厂设置用户名、密码都是“admin”），进入AT 命令模式后就能通

过AT 命令设置相应的功能。

AT指令 AT指命用法说明 AT命令参数说明 功能描述

LOGIN AT+空格+login=“N” N为长度不大于30个字符

的字符串，它是26个大小

写字母，10个阿拉伯数字

的组合，它区分大小写

只有输入正确的密码

才能进入AT命令配置

模式

QUIT AT+空格+QUIT 退出AT操作，不重启设

备，设置操作不生效

适合应用于只查询参

数

ETH AT+空格+ETH=“N” N从“0-N”N是网卡数减1，

一般支持多网卡时用

配置系统的网卡，支持

多

网卡时用AT+空格+ETH？ 读取当前使用的网卡

COM AT+空格+COM=“N ” N为相应的串口号 配置系统的串口号，多

串口时用AT+空格+COM？ 读取当前串口号

SES AT+空格+SES=“N” N表示会话数，N的取值范

围是0

—3，一共4个会话数，默

认值为0

设置、查看当前的会话

数

AT+空格+SES？ 读取当前会话数

ECHO AT+空格+ECHO=“N” N取值为0，1。N为1时，

支持回

显，为0时，不支持回显

设置输入的AT命令是

否

显示

AT+空格+ECHO？ 读取当前是否支持回显

DEF AT+空格+DEF 无参数 恢复出厂设置状态，在

AT

命令、面面中的所有的

配

置都将恢复到出厂设

置状态

RBT AT+空格+RBT 无参数 重启设备

SAVE AT+空格+SAVE 无参数 保存当前的配置参数，

将

配置的参数写入flash

或者

eeprom

VER AT+空格+VER 无参数 显示该设备的软件、硬

件

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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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AT+空格+TYPE=“N” N可由大小写字母，汉字，

特殊字符，下划线，中划

线等组合成的长度不大

于30个字符的字符串，它

区分大小写

设置、查看设备描述信

息

AT+空格+TYPE？ 读取当前设备描述信息

NAME AT+空格+NAME=“N” N可由大小写字母，汉字，

特殊字符，下划线，中划

线等组合成的长度不大

于30个字符的字符串，它

区分大小写

设置、查看设备名称信

息

AT+空格+NAEM？ 读取当前设备名称信息

MAC AT+空格+MAC？ 显示该设备MAC地址 只能用于查看该设备

的

MAC地址，应该不能随

便

修改MAC的地址（安全

考

虑）

IPM AT+空格+IPM=“N” N值为0,1，0表示动态获

取IP地址方式，1表示静

态IP方式

设置、查看IP的动态，

静

态模式

AT+空格+IPM？ 读取当前IP工作 (动态、

静态)模式

IP AT+空格+IP=“N” N为合法的IP地址，它可

设置成八进制，十进制，

十六进制的IP格式，显示

时都是十进制的格式

设置、查看设备的IP

地址，

保存这个IP地址作为

配置

地址，生效与否跟IP

模式

有关

AT+空格+IP？ 读取当前的IP地址

MASK AT+空格+MASK=“N” N为合法的MASK地址，读

取当前

的IP地址，它可设置成八

进制，

十进制，十六进制的IP格

式，显示时都是十进制的

格式

设置、查看设备的

MASK(即子网俺码)地

址，

保存这个NETMASK地址

作为配置地址，生效与

否跟ip模式有关

AT+空格+MASK？ 读取当前的MASK地址

GATE AT+空格+GATE=“N” N为合法的IP地址，读取

当前的IP地址，它可设置

成八进制，十进制，十六

设置、查看设备的网关

地

址，保存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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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制的IP格式，显示时都

是十进制的格式

GATEAWAY地址作为配

置地址，生效与否跟IP

模

式有关

AT+空格+GATE？ 读取当前的GATE(网关)

地址

DNSM AT+空格+DNSM=“N” N取值为0，1，0表示DNS

工作模

式为静态，1表示DNS工作

模式为动态

设置、查看设备DNS的

工

作模式，DNS模式的修

改

跟IP的模式有关联（保

存

配置，生效与否跟IP

模式

有关）

AT+空格+DNSM？ 读取设备DNS工作模式

DNSA AT+空格+DNSA=“N” N为合法的IP地址, 读取

当前的IP地址，它可设置

成八进制，十进制，十六

进制的IP格式，显示时都

是十进制的格式

设置、查看设备DNS服

务

器地址，DNS地址的修

改

跟DNS的模式有关联

（保

存配置，生效与否跟

DNS

模式有关）

AT+空格+DNSA？ 读取当前DNS服务器地址

SESE AT+空格+SESE=“N” N取值为0,1，0表示会话

使能无

效， 1表示会话数使能有

效

设置、查看会话数，只

有

控制会话数能使有效

与

否，只有会话数使能有

效

时，才能对会话数过行

设

置

AT+空格+SESE？ 读取当前会话数使能状

态

WM AT+空格+WM=“N” N值为0,1,2,3，0表示UTP

模式，1表示Tcp Server

模式，2表示TcpClient模

式，3表示Tcp Auto模式

本设置只有在工作类

型

为 Real COM、SOCKET

和Pair Connection类

型下，

才需要设置工作模式。

AT+空格+WM？ 读取当前状态的工作模

式

SESS AT+空格+SESS？ 读取为0时，表示没链接，

为1时，表示已链接

读取会话链接后的信

息

LP AT+空格+LP=“N” N值为“1—65535”之间

的整数，

包括1和65535

设置、显示本地端口号

信

息

AT+空格+LP? 读取本地端口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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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F AT+空格+DAF=“N” N值为0,1，值为0表示当

前为IP地址，值为1表示

当前为域名地址

设置、显示当前会话数

的

地址格式

AT+空格+DAF？ 读取当前目的地址的格

式（IP地址格式，域名格

式）

DIP AT+空格+DIP=“N” 只有DAF=0时，才能设置

DIP的

值，N为合法的IP地址

设置、显示当前串口数

据

位的长度

AT+空格+DIP？ 读取目的IP地址, 读取

当前的IP地址，它可设置

成八进制，十进制，十六

进制的IP格式，显示时都

是十进制的格式

PT AT+空格+PT=“N” N取值为0,1,2,3, 它们

分别表示为0:none

1:even 2:odd

3:space 4:mark

设置、显示当前校验位

（0:none 1:even

2:odd

3:space 4:mark）

AT+空格+PT? 读取当前校验位信息

SB AT+空格+SB=“N” N值为0,2，它们分表示

0-1bit 2-2bit

设置、显示当前停止位

信

息（0-1bit 2-2bit）AT+空格+SB? 读取当前停止位信息

LEN AT+空格+LEN=“N” N为字符串长度，取值范

围1—

1024，包括1，1024

设置、显示当前串口数

据

帧信息

AT+空格+LEN? 读取串口数据帧长度

DLY AT+空格+DLY=“N” N为字符串长度，取值范

围1—

500，包括1，500

设置、显示当前串口字

符

间隔信息

AT+空格+DLY? 读取字符间隔作息

UN AT+空格+UN=“N” N值为用户名，其值为26

个大小写字母，10个阿拉

伯数字组合而成，它区分

大小写

设置用户名

PWD AT+空格+PWD=“N” N值为用户密码，其值为

26个大小写字母，10个阿

拉伯数字组合而成，它区

分大小写

设置用户密码

AIMC AT+空格+AIMC=“N” N值为0,1，值为0表示

CtrlBreak触发未启用，

值为1表示CtrlBreak触

发启已用，只有值为1时，

按

“Ctrl+Break”才能进入

设置、显示当前

CtrlBreak

触发状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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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终端

AT+空格+AIMC? 读取CtrlBreak触发状态

AIMS AT+空格+AIMS=

“0/1+

空格+xx-xx-xx”

xx的取值为01-1F，当格

式为“0+空格+xx-xx-xx”

时，当只要求关闭该功能

时，格式可简写为“0+空

格+0”即可，要清0时，

可把xx全设为0（必需全

为0）；当格式为“1+空

格+xx-xx-xx”时，表示

开启特征字符串触发模

式，并设置特征字符

设置、显示特征字符串

触

发模式

AT+空格+AIMS? 读取当前特征字符串触

发信息

CBOT AT+空格+CBOT=“N” N值为CtrlBreak缺省输

出时间，它的取值范围

0-60000

设置、显示CtrlBreak

缺省

输出时间

AT+空格+CBOT? 读取CtrlBreak缺省输出

时间

：在使DEF 命令恢复出厂设置时，通常要配合SAVE，RBT 使用，否则DEF

设置不生效。

：首次进入AT 命令模式时，要输入密码，进入AT 命令模式后，如再

次输入错误的密码登录时，被强制退出，只能再次进入，如果在AT 命令模式中5

分钟内不做任何操作，系统会强制用户退出AT命令模式，只能重新登录才能进入

AT 命令模式，AT 与AT 命令之间有且只有一个空格，AT 命令是区分大小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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