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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概述 

  Sun Telecom 的 SUN-IE1000SFPM 系列工业级光纤以太网交换机提供 SFP

插槽及 RJ45电口。电口支持 10Mbps、100Mbps 和 1000Mbps、全双工/半双工

和 MDI/MDIX极性自适，可选配 POE功能。 

  SUN-IE1000SFPM 系列工业级光纤以太网交换机采用铝合金外壳，达到 IP40

防护等级，均满足 CCC，CE/FCC，EN 61000 等标准中各项指标，是工业级应

用的理想选择。 

 

二、 产品特点 

 网管型工业级交换机 

 2 或 4 或 24个 1000Base FX 光口 

 4 个或 8 个或 12 个或 24 个 10/100/1000Base TX 电口 

 遵循 IEEE 802.3 标准 

 每个 POE 端口最大输出功率 15.4W（POE）/30W（POE+） 

 支持广播风暴抑制功能 

 支持 4096 个 VLAN 

 支持 RSTP/STP 网络冗余功能 

 支持 SNMP V1, V2, V3 

 支持 IGMP Snooping 

 提供 WEB/Telnet/Console/SSH/CLI 多种网络管理方式 

 

三、 安装说明 

  此系列交换机支持独立使用，也可安装在 35mm 标准导轨，或是 19 英寸标

准机柜使用。 

 

四、 指示灯说明 

灯号 状态 说明 

PWR 绿灯 交换机供电正常 

SYS 亮 交换机工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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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绿灯亮 
RSTP协议工作，并且交

换机处于Root模式 

绿灯闪烁 
RSTP协议工作，并且交

换机处于Slave模式 

Link（绿） 
亮 接口信号正常 

灭 接口无信号 

Act（黄） 闪 有数据在通信 

 

五、  网管配置 

1. 环境搭建配置 

1.1 正确连接交换机的接口 

1.把电源线一端接入交换机的PWR接口中，另一端接入市电。 

2.将连接电脑的网线接到除Console口之外的任意RJ45接口。 

3.连接好后，检查PWR指示灯以及对应的RJ45接口指示灯是否点亮。 

1.2 设置你的计算机 

1.2.1 Windows XP系统 

请按照下列步骤配置你的电脑 

1. 在桌面上找到网上邻居图标，鼠标右键点击，选择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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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本地连接，右键点击属性 

 

3. 点击Internet协议（TCP/IP），再点击属性按钮 

 

4. 选择使用下面的IP地址，在IP地址栏中输入192.168.1.2，子网掩码输入

255.255.255.0，然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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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确定，关闭窗口。 

 

5. 点击本地连接属性窗口的确定，配置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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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Windows Vista/Windows 7 

1.开始-控制面板 

 

2.点击网络和Internet-查看网络状态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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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窗口最左边的更改适配器设置 

 

4.右键点击本地连接，点击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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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击Internet协议版本4（TCP/IP），然后点击属性按钮 

 

6. 选择使用下面的IP地址，在IP地址栏中输入192.168.1.2，子网掩码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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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255.255.0，然后点 

击确定，关闭窗口。 

 

7.点击确定关闭本地连接属性窗口，配置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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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登录交换机配置界面 

1. 打开浏览器（如IE、Opera、Firefox、Chrome等，特别注意IE必须版本在

8.0以上），在地址栏 

中输入192.168.1.120，点击Enter（键盘回车键）。 

 

2. 在弹出的窗口中输入用户名：admin 密码为空 注意均为小写，按下确认键。

如果需要经常配置交 

换机，可以勾选记住我的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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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认之后成功登录交换机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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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WEB界面状态 

1.4.1 顶部端口状态区 

该区域显示当前设备端口的连接状态。端口显示有RJ45接头时表示对应端口已

连接，端口显示为黑 

色时表示该端口无连接或未启用，鼠标指向时会显示端口的速率和双工状态。 

 

1.4.2 左侧菜单区 

该区域显示当前设备可以使用的配置项目，点击即可以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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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右侧信息显示区 

该区域显示当前选定配置项的信息和可配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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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WEB 界面状态信息及功能配置方法 

2.1 系统 

系统显示的是系统各个方面的状态及配置信息，包括系统信息、CPU负荷、IP

状态、日志、详细日志。 

2.1.1 系统信息 

系统信息界面显示系统的本地信息、硬件信息、时间信息和软件信息。 



                           光纤解决方案提供商                         16/74 

 

 
www.suntelecom.cn • +86-21-60138638 • dcs@suntelecom.cn 

 

点击编辑按钮可以对系统的本地信息进行配置，点击校时后可保存配置并自动

与计算机时间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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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SNTP按钮可以配置时间服务器，实现交换机自动通过网络校对时间的功

能。 

 

2.1.2 CPU负荷 

 
CPU负荷界面显示当前交换机的CPU使用率。 

注意：IE6或IE8浏览器可能需要安装插件才可以正常使用该功能。 

 

2.1.3 IP状态 

IP状态包括交换机目前的IP状态与路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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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底部的编辑按钮，进入IP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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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底部的编辑按钮，进入IP配置。 

在IP接口选项中可以添加、编辑、删除交换机在各个VLAN上的IP地址。 

注意只有VLAN1上的IP可以对交换机进行管理，请不要删除该VLAN上的IP。 

在IP路由选项中可以添加与编辑静态路由表来配置对特定网段的数据进行转

发。建议只做二层交换使用时不要对IP路由进行配置。 

 

2.1.4 日志 

日志服务中可以显示目前交换机中的各种运行信息，并可配置日志服务器进行

日志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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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中可以选择要查看的信息类型（消息、警告、错误），清除级别可以选择

要清除的信息类型。 

点击编辑按钮后可以对日志服务器进行配置（日志服务器需另行配备） 

 

2.1.5 详细日志 

详细日志按照ID显示交换机从加电开机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运行信息。 

输入相应的ID数字可以查看每一条日志的详细信息。 

 

2.2 节能 

2.2.1端口节能 

端口节能可对端口的供电进行管理，优化端口的电力消耗。尤其对延长使用电

池供电机型的续航十 

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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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底部的“交换机EEE配置”按钮，可以对交换机上LED灯的亮度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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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为交换机的系统时间，连接改变时间为100%亮度显示

延时，选中“错误发生时”则只在交换机端口出现错误时才进行亮度改变。 

点击底部的“端口EEE配置”按钮，可以对端口的供电功率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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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界面中可以配置节能优化的偏重点（供电/时延），还可以选取有效PHY

与Perfect选项，使交换机可以根据端口线缆长度来决定供电功率。 

 

2.3 端口保护 

端口保护功能可以监视交换机各个端口所对应内部功能电子元器件的温度，在

温度过高时可以关闭相应端口来保护交换机内部电子元器件不会因为温度过

高而损坏。 

 

点击底部的华氏度/摄氏度选项可以选择温度的显示方式。 

 

点击编辑按钮可以对温度保护选项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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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界面中可以配置4个温度阈值，各个端口可以选择不同的温度阈值来满足不

同的温度要求。阈值温度调整范围为0~255℃。 

 

2.4 端口 

端口配置中显示了交换机端口的运行信息，并可以对端口的工作模式进行配

置。 

2.4.1 交换机流量总览 

流量总览中显示了交换机各个端口的流量状态，并可以对端口的工作模式进行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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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编辑按钮，进入端口配置选项，可以对端口的速率、双工模式、流量控制、

最大数据帧以及冲突处理方式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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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QoS 

QoS选项中显示了当前交换机QoS的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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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QoS配置在后面的章节会详细列出，此处只做显示状态说明 

2.4.3 QCL 

QCL（QoS控制列表）显示了当前QoS队列中的控制状态和冲突状态，并可以选

择显示的类别（混合/静态/冲突）。点击“解决冲突”按钮可以一键解决QoS

中的队列冲突。 

 
2.4.4 详细统计 

详细统计可以显示各个端口的端口统计详细数据，包括各类数据帧的计数，各

类QoS数据包的计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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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安全 

安全选项中可以对交换机的一些安全访问选项进行配置，并且支持远程访问认

证信息的交换。 

2.5.1 交换机 

交换机选项中可以对交换机的登录密码以及访问方式进行配置。 

2.5.1.1 密码 

密码选项可以对交换机的登录密码进行创建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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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1：初次使用时密码为空，修改密码时旧密码留空即可。若想将密码清空，

将新密码留空保存即可。 

注意2：请谨慎设置密码。如果忘记密码导致无法进入机器进行配置，请联系

生产厂家对交换机进行清除密码操作。 

2.5.1.2 认证方法 

认证方法可以对本地和远程登录的方法进行配置，包括串口和WEB模式。 

 

2.5.1.2 认证方法 

认证方法可以对本地和远程登录的方法进行配置，包括串口和WEB模式。 

注意：若同时关闭console及http登录方式，则交换机没有办法再次进行配置，

请谨慎操作。如果误操作 

导致交换机无法进行配置，请联系生产厂家进行处理。 

2.5.1.3 SSH 

该选项控制是否可以通过SSH模式连接到交换机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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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4 HTTPS模式 

HTTPS模式配置可以选择是否以HTTPS安全模式访问交换机，并可以配置HTTP模

式到HTTPS模式的自动重新定向功能。 

 
2.5.2 访问管理及统计 

对登录交换机的数据包进行统计及模式管理。 

 
点击编辑按钮，可以对访问者的IP及访问模式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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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网络 

可以对交换机端口配置远程授权管理模式以及端口ACL（访问控制列表）配置 

2.5.3.1 交换机设置 

显示交换机的安全交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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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2 端口设置 

显示交换机端口的安全及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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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3 交换机NAS设置 

显示各端口与NAS服务器的连接状态。 

 

2.5.3.4 端口NAS设置 

显示端口详细安全状态以及端口认证模式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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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编辑按钮，可以对端口的认证模式（强制认证/不进行认证/通过802.1X模

式进行认证/基于MAC地址认证）进行选择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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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开启生成树（STP）后只能将端口设置为强制认证模式，如需设置为其

它模式请关闭相应端口的 

STP功能。 

2.5.3.5 ACL配置 

可以详细调整交换机端口的数据进出状态，制订多种规则来限制端口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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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端口”按钮可以对交换机各个端口进行详细配置，包括速度限制，数据

进出过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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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速率限制”可以配置多种速率限制模式，并可以选择流量速率与包速率。 

 

点击“ACL”按钮可以对各个端口进行详细的ACL项目配置 



                           光纤解决方案提供商                         38/74 

 

 
www.suntelecom.cn • +86-21-60138638 • dcs@suntelecom.cn 

 
点击“ACL”按钮可以对各个端口进行详细的ACL项目配置 

2.5.4 AAA 

AAA(认证计费授权模式）是交换机配合远程认证服务器（NAS）的一种工作模

式。其中可以配置与统计RADIUS服务器的信息。 

2.5.4.1 RADIUS概述 

该选项可以对RADIUS服务器进行配置。对交换机的AAA模式全局进行配置和添

加编辑删除所支持的 

RADIUS服务器的IP及通讯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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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RADIUS服务器需另行配置，交换机只提供支持这项服务的功能。最多支

持5台RADIUS服务器。 

2.5.4.2 RADIUS详情 

显示RADIUS服务器传回的数据包详细数目及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的数据包详

细数目，并显示所支持的认证服务器主机IP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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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SNMP 

SNM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可以将多个交换机的工作状态上传至SNMP服务器，

并且通过SNMP服务器 

可以对交换机进行简单的功能管理，在交换机数目很多的情况下方便网络管理

人员对整个网络运行状态的监视与管理。SNMP监听主机需另行配置。 

2.5.5.1 系统 

可以配置SNMP功能的开启与关闭，并可以选择所支持的SNMP版本类型

（V1/V2c/V3）和对读写群组标识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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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2 Trap 

可以查看与配置监听SNMP的主机信息参数以及需要监听的信息种类（开关机，

端口通断等）。 

 

点击“添加新入口”按钮可以增加新的监听主机并配置监听参数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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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3 Communities 

可对SNMP V3版本的群组信息进行配置。 

 

2.5.5.4 用户 

可对SNMP V3版本的交换机信息授权方式进行配置、包括ID、名称、安全级别

以及安全信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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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5 组 

对SNMP所支持的组类别进行配置命名 

 

2.5.5.6 视图 

对SNMP V3版本的树形OID表进行配置 

 

2.5.5.7 访问 

对SNMP V3版本的访问授权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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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链路聚合 

将两个或更多端口结合成一个单个的逻辑端口,该逻辑端口以一个更高带宽的

逻辑链路出现。链路聚合一 

般用来连接一个或多个带宽需求大的设备。可以充分利用所有设备的端口及端

口处理能力，增加设备间 

的带宽，并且在其中一条链路出现故障时，可以快速地将流量转移到其他链路，

这种切换为毫秒级。总 

之，链路聚合增加了带宽和可靠性。 

2.6.1 静态设置 

可以设置静态模式的链路聚合模式，包括链路传输参考模式以及端口静态分

组，交换机可支持最大12组 

聚合链路同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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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系统状态及设置 

监视LACP（动态链路聚合）的系统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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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端口状态及设置 

监视LACP的端口状态及端口配置。 

 

点击底部的编辑按钮，可以对需要进行动态链路聚合的端口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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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端口状态统计 

可以对各个端口上通过的LACP侦测数据包进行统计及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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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环路保护 

可以在交换机出现意外环路时（STP配置的正常冗余环路除外），关闭对应端

口来避免在网络中造成广播风暴。选项中可以监视目前的端口状态以及对环路

保护动作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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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底部的编辑按钮，可以对环路保护功能的开启/关闭，检测时延以及环路

发生后的动作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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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生成树 

2.8.1 生成树状态 

显示交换机的STP桥接状态与端口状态概览，并可以对STP模式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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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编辑”按钮，可以对交换机的STP状态进行配置，包括协议版本、优先

级、老化时间、BPDU过滤及保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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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端口状态 

显示交换机各个端口的状态（连通、阻塞、断开），并可以对端口属性进行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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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底部的“编辑”按钮，可以对各个端口进行属性配置，包括端口优先级、

开销、边缘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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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端口统计 

统计各个端口的STP侦测数据包数目及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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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IPMC 

2.9.1 IGMP Snooping（多播侦听） 

交换机支持对多播服务器和路由的侦听以及配套 

2.9.1.1 状态 

显示IGMP信息的监听状态以及对端口的配置 

 

点击底部的“编辑”按钮，可以对侦听功能进行全局配置和端口的详细配置。 



                           光纤解决方案提供商                         56/74 

 

 
www.suntelecom.cn • +86-21-60138638 • dcs@suntelecom.cn 

 

2.9.1.2 分组信息 

显示各个VLAN上支持的组播服务分组信息，并可以对各VLAN上的组播服务进行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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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编辑按钮，可以添加编辑删除各个VLAN上的侦听服务。 

 

2.10 LLDP 

LLDP（链路层发现协议）使以太网网络设备，如交换机、路由器和无线局域网

可以向网络中其他节点公告自身的存在，并保存各个邻近设备的发现信息。例

如设备配置和设备识别等详细信息都可以用该协议进行公告。 

2.10.1Neighbours 

显示LLDP侦测到的各种连接到交换机的设备信息。 

 

2.10.2 EEE 

显示LLDP侦测到的节能设备信息。 

 

2.10.3 LLDP端口信息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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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LLDP功能全局统计信息以及各端口统计信息。并可以对各个端口的LLDP功

能进行配置。 

 

点击“编辑”按钮，可以对交换机的全局LLDP以及各个端口的LLDP模式进行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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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MAC表 

MAC表是交换机的核心功能，它存储了各个端口所连接设备的MAC地址，对数据

的快速转发起关键作用。该界面显示了每个端口所学习的MAC地址，并可以对

每个端口的MAC地址学习老化方式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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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底部的“编辑”按钮，可以对MAC表的学习及老化模式进行配置，并可以

进行静态MAC与端口的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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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VLAN 

VLAN是一种将局域网设备从逻辑上划分成一个个网段,限制交换机上的广播以

及提高数据的安全性。 

2.12.1 VLAN成员 

显示VLAN的成员状态以及对VLAN的添加编辑与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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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编辑”按钮，可以进行VLAN的添加编辑删除操作。 

 

注意：VLAN1与交换机的管理界面相关，尽量不要删除该VLAN。如果出现误操

作，请与生产厂家联系 

进行解决。 

2.12.2 VLAN端口 

显示VLAN端口状态并对VLAN端口属性进行配置。 



                           光纤解决方案提供商                         63/74 

 

 
www.suntelecom.cn • +86-21-60138638 • dcs@suntelecom.cn 

 

点击底部的“编辑”按钮，进入端口属性设置界面，可以对端口的模式、VLAN

标识进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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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QoS 

QoS（Quality of Service，服务质量）指一个网络能够利用各种基础技术，

为指定的网络通信提供更好 

的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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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1端口队列 

对各个端口的优先级队列进行配置，包括QoS队列、DP队列、PCP队列、DEI队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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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端口控制 

可以设置各个端口的流入速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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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3端口规则 

可以查看各个端口的QoS权重。 



                           光纤解决方案提供商                         67/74 

 

 
www.suntelecom.cn • +86-21-60138638 • dcs@suntelecom.cn 

 

2.13.4端口形态 

显示QoS端口整形状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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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5 QoS控制列表 

显示QCL控制规则，并可添加、编辑、删除QCL规则。 

 

2.13.5 QoS控制列表 

显示QCL控制规则，并可添加、编辑、删除QCL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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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QoS规则，可以对端口可通过的数据类型进行详细队列调整。 

 

2.13.6风暴控制 

可以对交换机内的单播、多播、广播数据进行控制。 

 

2.14 端口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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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端口镜像功能进行配置，实现端口数据的监听复制等功能。 

 
2.15 Ping 

此功能可以在交换机中ping内网地址，用于网络排错，网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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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PHY验证 

此功能可以检测到连接到交换机RJ-45接口的线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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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系统重启 

可对交换机进行热重启和强制冷重启。 

 

2.18 出厂默认设置 

用于恢复出厂时的默认设置 

 

2.19 Firmware更新 

此功能用于升级或切换交换机固件，可以解决一些BUG，提高一些性能和增加

一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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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配置 

保存交换机的配置为文件或者上传配置文件到交换机，用于快速恢复交换机功

能。 



                           光纤解决方案提供商                         74/74 

 

 
www.suntelecom.cn • +86-21-60138638 • dcs@suntelecom.cn 

 

 

2.21 POE配置（只有支持POE功能的机型才有此选项） 

显示POE使用状态并可以对端口供电模式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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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编辑”按钮可以对POE的功能参数进行配置，如供电优先级、供电功率

等。 



                           光纤解决方案提供商                         76/74 

 

 
www.suntelecom.cn • +86-21-60138638 • dcs@suntelecom.cn 

 



 

 

 

 

 

 

 

上海浦津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金山工业区夏宁路 666 弄 145 号 

电话: +86 21 60138638   

传真: +86 21 60138635-401 

E-mail: dcs@suntelecom.cn  

http://www.suntelecom.cn    

http://www.suntelecom-cn.com  

http://www.suntel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