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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版权声明 

© 2017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在未经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大华”）事先书面许可的情况下，任何人不能以任何

形式复制、传递、分发或存储本文档中的任何内容。 

本文档描述的产品中，可能包含大华及可能存在的第三人享有版权的软件。除非获得相关权利人

的许可，否则，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形式对前述软件进行复制、分发、修改、摘录、反编译、反汇

编、解密、反向工程、出租、转让、分许可等侵犯软件版权的行为。 

商标声明 

 、 、 、 是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商标

或注册商标。 

 HDMI 标识、HDMI 和 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 是 HDMI Licensing LLC 的商标或

注册商标。本产品已经获得 HDMI Licensing LLC 授权使用 HDMI 技术。 

 VGA 是 IBM 公司的商标。 

 Windows 标识和 Windows 是微软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在本文档中可能提及的其他商标或公司的名称，由其各自所有者拥有。 

责任声明 

 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都不对因本文档中相关内容及描述的产品

而产生任何特殊的、附随的、间接的、继发性的损害进行赔偿，也不对任何利润、数据、商

誉、文档丢失或预期节约的损失进行赔偿。 

 本文档中描述的产品均“按照现状”提供，除非适用法律要求，本公司对文档中的所有内容

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适销性、质量满意度、适合特定目的、不侵犯

第三方权利等保证。 

出口管制合规声明 

大华遵守适用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并且贯彻执行与硬件、软件、技术的出口、再出口及转让相

关的要求。就本手册所描述的产品，请您全面理解并严格遵守国内外适用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 

关于本文档 

 产品请以实物为准，本文档仅供参考。 

 本文档供多个型号产品做参考，每个产品的具体操作不一一例举，请用户根据实际产品自行

对照操作。 

 如不按照本文档中的指导进行操作，因此而造成的任何损失由使用方自己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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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获取到的 PDF 文档无法打开，请将阅读工具升级到最新版本或使用其他主流阅读工具。 

 本公司保留随时修改本文档中任何信息的权利，修改的内容将会在本文档的新版本中加入，

恕不另行通知。产品部分功能在更新前后可能存在细微差异。 

 本文档可能包含技术上不准确的地方、或与产品功能及操作不相符的地方、或印刷错误，以

公司最终解释为准。 



 

前言  III 

前言 

概述 

本文详细描述了全千兆工业级管理型交换机的特性和设备结构。 

适用型号 

名称 型号 

8 电 2 光全千兆工业级管理型交换机 DH-IS5500-8GT2GF 

6 电 4 光全千兆工业级管理型交换机 DH-IS5500-6GT4GF 

8 电 2 光全千兆工业级管理型 PoE 交换机 DH-IS5500-8GT2GF-DPWR 

6 电 4 光全千兆工业级管理型 PoE 交换机 DH-IS5500-6GT4GF-DPWR 

符号约定 

在本文档中可能出现下列标志，代表的含义如下。 

符号 说明 

 

表示有高度潜在危险，如果不能避免，会导致人员伤亡或严重伤害。 

 

表示有中度或低度潜在危险，如果不能避免，可能导致人员轻微或

中等伤害。 

 

表示有潜在风险，如果忽视这些文本，可能导致设备损坏、数据丢

失、设备性能降低或不可预知的结果。 

 

表示静电敏感的设备。 

 

表示高压危险。 

 

表示强激光辐射。 

 表示能帮助您解决某个问题或节省您的时间。 

 表示是正文的附加信息，是对正文的强调和补充。 

修订记录 

编号 版本号 修订内容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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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版本号 修订内容 发布日期 

1 V1.0.0 首次发布 2017.10.20 

2 V1.0.1 更新组网图 2017.11.9 

3 V1.0.2 更新 RESET 描述 201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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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安全须知 

下面是关于产品的正确使用方法、为预防危险、防止财产受到损失等内容，使用设备前请仔细阅

读本说明书并在使用时严格遵守，阅读后请妥善保存说明书。 

使用要求 

 请勿将设备放置和安装在阳光直射的地方或发热设备附近。 

 请勿将设备安装在潮湿、有灰尘或煤烟的场所。 

 请保持设备的水平安装，或将设备安装在稳定场所，注意防止本产品坠落。 

 请勿将液体滴到或溅到设备上，并确保设备上没有放置装满液体的物品，防止液体流入设备。 

 请将设备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场所，切勿堵塞设备的通风口。 

 仅可在额定输入输出范围内使用设备。 

 请勿随意拆卸设备。 

 请在允许的湿度和温度范围内运输、使用和存储设备。 

电源要求 

 请务必按照要求使用电池，否则可能导致电池起火、爆炸或燃烧的危险！ 

 更换电池时只能使用同样类型的电池！ 

 产品必须使用本地区推荐使用的电线组件（电源线），并在其额定规格内使用！ 

 请务必使用设备标配的电源适配器，否则引起的人员伤害或设备损害由使用方自己承担。 

 请使用满足 SELV（安全超低电压）要求的电源，并按照 IEC60950-1 符合 Limited Power Source

（受限制电源）的额定电压供电，具体供电要求以设备标签为准。 

 请将 I 类结构的产品连接到带保护接地连接的电网电源输出插座上。 

 器具耦合器为断开装置，正常使用时请保持方便操作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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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1.1 产品概述 

本产品专为环境严酷的现场传输应用而开发设计。高性能的交换引擎，大缓存，具有传输时延低、

高可靠性等特点；坚固而封闭的全金属外壳设计，低功耗、无风扇，高效的机壳表面散热，可工

作于-40℃～+75℃环境中；电源输入端过流、过压及 EMC（Electro Magnetic Compatibility，电磁

兼容性）防护，能有效地抵抗静电、雷击、脉冲的干扰。双电源备份，为系统的可靠运行提供保

障。 

本产品具有强大的可网管功能，网络管理系统支持 CLI（Command-line Interface，命令行界面）、

Telnet、WEB、基于 SNMP（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简单网络管理协议）的网管软

件。 

1.2 产品特性 

 EMC 高防护设计。 

 PoE 交换机支持 Hi-PoE。 

 数据大缓存，实时传输。 

 宽电压设计。 

 IP40 全金属外壳，全封闭式防尘。 

 -40℃～+75℃的宽温设计。 

 基于 SNMP 的网络管理。 

 满载低功耗。 

1.3 典型应用 

本节以 8 电 2 光全千兆工业级管理型 PoE 交换机为例介绍设备典型的组网场景，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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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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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备结构 

2.1 侧面板 

图2-1 侧面板 

 

表2-1 侧面板说明 

接口 说明 

PWR2/PWR1 电源接口，双电源备份接入。不同型号的设备支持的输入电源电压

不同，如下： 

 DH-IS5500-8GT2GF 和 DH-IS5500-6GT4GF 两个型号支持 DC 

9V-DC 57V 电源输入。 

 DH-IS5500-8GT2GF-DPWR 和 DH-IS5500-6GT4GF-DPWR 两个

型号支持 DC 48V-DC 57V 电源输入。 

RS485 A1B1 和 A2B2，两对 RS485 接口。 

IN G 和 Z，一对报警输入接口。 

OUT NO 和 C，一对报警输出接口。 

 接地柱接口。 

 



 

设备结构  4 

2.2 前面板 

2.2.1 DH-IS5500-8GT2GF 

图2-2 前面板 

 

表2-2 指示灯说明 

指示灯 说明 颜色 设备状态 

PWR1/PWR2 电源状态指示灯。 绿色 表示电源连接正常。 

表2-3 接口说明 

接口 说明 

CONSOLE 系统登录设置接口。 

1/2/3/4/5/6/7/8 8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适应网络接口。 

9/10 2 个 1000M 光纤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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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说明 

RESET 长按 5s 以上，恢复默认配置。 

2.2.2 DH-IS5500-6GT4GF 

图2-3 前面板 

 

表2-4 指示灯说明 

指示灯 说明 颜色 设备状态 

PWR1/PWR2 电源状态指示灯。 绿色 表示电源连接正常。 

表2-5 接口说明 

接口 说明 

CONSOLE 系统登录设置接口。 

1/2/3/4/5/6 6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适应网络接口。 

7/8/9/10 4 个 1000M 光纤接口。 

RESET 长按 5s 以上，恢复默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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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DH-IS5500-8GT2GF-DPWR 

图2-4 前面板 

 

表2-6 指示灯说明 

指示灯 说明 颜色 设备状态 

PWR1/PWR2 电源状态指示灯。 绿色 表示电源连接正常。 

表2-7 接口说明 

接口 说明 

CONSOLE 系统登录设置接口。 

1/2/3/4/5/6/7/8 8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适应 PoE 网络接口。 

9/10 2 个 1000M 光纤接口。 

RESET 长按 5s 以上，恢复默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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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DH-IS5500-6GT4GF-DPWR 

图2-5 前面板 

 
表2-8 指示灯说明 

指示灯 说明 颜色 设备状态 

PWR1/PWR2 电源状态指示灯。 绿色 表示电源连接正常。 

表2-9 接口说明 

接口 说明 

CONSOLE 系统登录设置接口。 

1/2/3/4/5/6 6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适应 PoE 网络接口。 

7/8/9/10 4 个 1000M 光纤接口。 

RESET 长按 5s 以上，恢复默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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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说明 

3.1 安装步骤 

本交换机支持导轨安装。 

将交换机的卡勾挂在导轨上，按压交换机，使卡扣卡入导轨，如图 3-1 所示。 

 

本交换机支持的导轨宽度为 50mm。 

图3-1 导轨装示意图 

 

3.2 接线 

3.2.1 以太网接口 

图3-2 以太网接口管脚编号 

 

10/100/1000Base-T 以太网接口采用标准 RJ45 接口，具有自适应功能，能自动配置到全双工/半双

工运行模式，并支持线缆的 MDI/MDI-X 自识别功能，即与终端设备和网络设备相连接使用直连

网线或交叉网线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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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接口管脚定义 

 

RJ45 接头接线按标准 568B（1-橙白，2-橙，3-绿白，4-蓝，5-蓝白，6-绿，7-棕白，8-棕）。 

3.2.2 Console 接口 

图3-4 Console 接口 

 

Console口如图 3-4所示，使用RJ45-DB9网管线连接设备的Console口与控制计算机的 9针串口。

运行 Windows 系统的超级终端软件即可调用本设备的控制台软件，实现设备的配置、维护和管理

功能。 

RJ45-DB9 网管线线序，如图 3-5 所示。 

图3-5 RJ45-DB9 网管线线序 

 

RJ45-DB9 网管线一端是压线的 RJ45 接头，需插入设备的 Console 口；另一端是 DB9 插头，需插

入控制计算机的 9 针串口。 

接口管脚定义请参见表 3-1。 

表3-1 接口管脚定义 

DB9 管脚 RJ45 管脚 信号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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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9 管脚 RJ45 管脚 信号 描述 

2 3 RXD 接收数据。 

3 2 TXD 发送数据。 

5 5 GND 接地。 

3.2.3 SFP 以太网接口 

 

设备使用激光在光纤线缆上传输信号。激光符合 1 级激光产品的要求，因此设备通电时，切勿直

视 1000Base-X 光口，以免对眼睛造成伤害。 

图3-6 SFP 模块结构 

 

图3-7 SFP 模块安装 

 

操作步骤 

 （建议）在安装 SFP 模块前先佩戴防静电手套，再套上防静电手腕，并确认防静电手腕步骤1

与手套表面有良好接触。 

 将 SFP 模块的拉手向上垂直翻起，卡住顶部卡扣，用手捏住 SFP 模块两侧，轻推入 SFP步骤2

插槽，直至 SFP 模块与插槽紧密接触（可以感到 SFP 模块顶部和底部的弹片卡住 SFP 插

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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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接地 

图3-8 机壳接地端子 

 

设备正常接地是设备防雷、防干扰的重要保障，所以用户必须正常连接接地线，并且在上电前接

地，断电后再断开接地线。 

设备整机盖板有一个接地螺钉，即机壳接地线处，称“机壳地”。将接地线的一端与冷压端子压

接后用接地螺钉固定在“机壳地”处，接地线的另一端可靠地接入大地。 

 

接地线截面积 2.5mm²以上；接地电阻要求﹤5Ω。 

3.2.5 电源端子 

电源端子说明 

图3-9 电源端子 

 

电源端子定义请参见表 3-2。 

表3-2 电源端子定义 

序号 信号名 直流接线定义 

1 - PWR2- 

2 + PWR2+ 

3 - PWR1- 

4 + PWR1+ 

设备通过电源端子连接电源线为设备供电。本系列产品支持冗余电源输入，支持 PWR2 和 PWR1

两路电源，当其中一路电源出现故障时，可选择另一路电源继续供电，提高了网络运行的可靠性。 

 

电源线截面积 0.75mm²以上（接线最大截面积 2.5mm²）；接地电阻要求﹤5Ω。 

操作步骤 

连接电源端子插头和插座的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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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接触任何露出的导线、端子和在产品中标出的危险电压标志部分，以免对人体造成伤害。上

电过程中不要拆卸零件或插拔接头。 

 

与电源连接前，请确认电源供电与设备所标识的供电要求是否相符，以免损害设备。 

 按照图 3-8 步骤将设备良好接地。 步骤1

 从设备上取下电源端子插头。 步骤2

 将电源线的一端按图 3-10 要求插到电源端子插头里并固定电源线。 步骤3

图3-10 端子接线（插头）示意图 

 

 将接好电源线的插头插回设备对应的电源端子插座上。 步骤4

 根据设备所标识的供电要求，将电源线的另一端连接到相应的外置电源供电系统上检查步骤5

设备对应的电源指示灯是否变亮，灯亮则表示电源连接正确。 

3.2.6 告警端子 

图3-11 告警端子 

 

告警端子位于设备侧面板，用于告警输出。设备正常工作时，告警继电器常开端闭合，常闭端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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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当有告警发生时，常开端断开，常闭端闭合。 

 

C 脚为常开开关，NO 脚为常闭开关。设备工作时，C 脚闭合，NO 脚断开；当有告警发生时，C

脚断开，NO 脚闭合。 

继电器的常开端和常闭端通过接线端子输出。继电器对外接口电气参数请参见表 3-3。 

表3-3 继电器对外接口电气参数 

参数 值 

最大电压 AC 125V/DC 60V 

最大电流 2A 

最大功率 60W 

最大绝缘耐压 2kV 

操作步骤 

接线安装的操作步骤如下。 

 取下设备上的告警端子插头。 步骤1

 将告警端子所用的两根线按照上述说明插入到告警端子插头中，并固定好插入的线。 步骤2

 将以接好线的告警端子插头插回设备对应的告警端子插座上。 步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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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快速操作 

本章节简单介绍 VLAN 配置，其他详细配置请参见对应的命令行手册。 

4.1 通过 Console 口首次登录设备 

通过 Console 口登录本地界面是登录设备的最基本的方式，也是配置通过其它方式登录设备的基

础。 

操作步骤 

 PC 断电。 步骤1

 使用产品随机附带的配置口电缆连接 PC 机和设备。先将配置口电缆的 DB-9（孔）插头步骤2

插入 PC 机的 9 芯（针）串口中，再将 RJ-45 插头端插入设备的 Console 口中。 

 

 连接时请认准接口上的标识，以免误插入其它接口。 

 在拆下配置口电缆时，先拔出 RJ-45 端，再拔下 DB-9 端。 

图4-1 将设备与 PC 通过配置口电缆进行连接 

PC

Switch
配置电缆

RS-232 Console口

 

 给 PC 上电。 步骤3

 在 PC 机上运行终端仿真程序，选择与设备相连的串口，设置终端通信参数。这些参数的步骤4

值必须和设备上的值一致，缺省情况如下。 

 波特率：115200 

 数据位：8 

 停止位：1 

 奇偶校验：无 

 流量控制：无 

 

如果 PC 使用的是 Windows Server 2003 操作系统，请在 Windows 组件中添加超级终端程

序后，再按照本文介绍的方式登录和管理设备；如果 PC 使用的是 Windows Server 2008、

Windows Vista、Windows 7 或其它操作系统，请准备第三方的终端控制软件，使用方法

请参照软件的使用指导或联机帮助。 

 设备上电，终端上显示设备自检信息，自检结束后提示用户按【Enter】键，按完后将出步骤5

现用户名和密码输入提示。 

 输入用户名，按【Enter】键。 步骤6

 输入密码，按【Enter】键。 步骤7

 用户按【Enter】键后将出现命令行提示符（SWITCH#），如下所示。此时表示已登录成步骤8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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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5PXX : Init device with JEDEC ID 0xC22018. 

Luton10 board detected (VSC7428 Rev. D). 

 

RedBoot(tm) bootstrap and debug environment [ROMRAM] 

Non-certified release, version 1_31-4752 - built 17:29:35, Jul 29 2017 

 

Copyright (C)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RedBoot is free software, covered by the eCos license, derived from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You are welcome to change it and/or distribute 

copies of it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Under the license terms, RedBoot's 

source code and full license terms must have been made available to you. 

Redboot comes with ABSOLUTELY NO WARRANTY. 

 

Platform: VCore-III (MIPS32 24KEc) LUTON26 

RAM: 0x80000000-0x88000000 [0x80028f20-0x87fdfffc available] 

FLASH: 0x40000000-0x40ffffff, 256 x 0x10000 blocks 

== Executing boot script in 3.000 seconds - enter ^C to abort 

RedBoot> diag -p 

RedBoot> fis load -x linux 

MD5 signature validated 

Stage1: 0x80100000, length 4641272 bytes 

Initrd: 0x80600000, length 188416 bytes 

Kernel command line: init=/usr/bin/stage2-loader loglevel=4 

RedBoot> exec 

Now booting linux kernel: 

Base address 0x80080000 Entry 0x80100000 

Cmdline : init=/usr/bin/stage2-loader loglevel=4  

Active fis: linux 

[    0.374113] vcfw_uio vcfw_uio: UIO driver loading 

[    0.378957] vcfw_uio vcfw_uio: Invalid memory resource 

[    0.384141] iounmap: bad address   (null) 

00:00:00 Stage 1 booted 

00:00:00 Using device: /dev/mtd7 

00:00:01 Mounted /dev/mtd7 

00:00:01 Loading stage2 from NAND file 'n6G5Xw' 

00:00:05 Overall: 4195 ms, ubifs = 748 ms, rootfs 3422 ms of which xz = 0 ms of which untar 

= 0 ms 

Starting application...wuxuwuxu 

Using existing mount point for /switch/ 

system time:2017-10-14 17:59:53 

W icfg 18:00:22 71/icfg_commit_tftp_load_and_trigger#2695: Warning: TFTP get 

bringup-config: Operation timed out. 

 

 

Press ENTER to get started 

 



 

快速操作  16 

Username: admin 

Password:  

SWITCH# 

键入命令，配置设备或查看设备运行状态，需要帮助可以随时键入?。 

4.2 设备默认出厂配置 

通过以下 IP 地址，您可以登录设备的 WEB 界面。 

用户名和密码适用于 WEB 界面和通过 Console 口登录。 

表4-1 默认出厂配置 

参数 说明 

IP 地址 192.168.1.110/255.255.255.0 

用户名 admin 

密码 admin（隐藏） 

4.3 VLAN 配置 

VLAN（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虚拟局域网）在实际应用中使用非常多，它是内部划分多个

网络的基础。VLAN 是逻辑地把多个设备组织在一起的一个网络，而不管设备的物理位置在哪里。

每个 VLAN 都是一个逻辑网络，它具有传统的物理网络的一切功能和属性。每个 VLAN 都是一

个广播域，广播包只能在一个 VLAN 内进行转发，不能跨越 VLAN。 

基于端口的 VLAN 

基于端口的 VLAN 是指在同一台交换机通过控制两个和多个端口间的互通性来实现逻辑工作组

的划分。合理地划分端口 VLAN 可以使网络安全性，带宽利用率得到明显的提高，广播风暴产生

的几率会更小。本系列产品支持 4094 个 VLAN，在创建 VLAN 时，要选择一个 VLAN ID，范围

从 2 到 4094，交换机在缺省的情况下创建了 VLAN1，并且 VLAN1 是不能被删除的。 

应用举例 

组网需求 

有两个用户，用户 1 和用户 2，两个用户由于所使用的网络功能和环境不同，需要分别处于不同

的VLAN中。用户1属于VLAN2，连接交换机端口G1/1（GigabitEthernet 1/1），用户2属于VLAN3，

连接交换机的端口 G1/2（GigabitEtherne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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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VLAN 组网示意图 

Switch

用户2用户1
VLAN2 VLAN3

G1/1 G1/2

 

配置步骤 

交换机的配置如下。 

 创建 VLAN。 步骤1

SWITCH #configure terminal 

SWITCH (config)#vlan 2 

SWITCH (config-vlan)# exit 

SWITCH (config)#vlan 3 

SWITCH (config-vlan)# exit 

 将端口分配到 VLAN 中。 步骤2

SWITCH (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 (config-if)# switchport access vlan 2 

SWITCH (config-if)# exit 

SWITCH (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2 

SWITCH (config-if)# switchport access vlan 3 

SWITCH (config-if)#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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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规格 附录1

附录表1-1 技术规格 

参数 DH-IS5500-8GT2GF DH-IS5500-6GT4GF 
DH-IS5500-8GT2G

F-DPWR 

DH-IS5500-6GT4GF-D

PWR 

端口 

8 个

10/100/1000Base-T 

以太网端口，2 个

1000Base-X 以太网

端口 

6 个

10/100/1000Base-T 

以太网端口，4 个

1000Base-X 以太网

端口 

8 个

10/100/1000Base-T 

以太网端口，2 个

1000Base-X 以太网

端口 

6 个 10/100/1000Base-T 

以太网端口，4 个

1000Base-X 以太网端

口 

PoE 不支持 
支持（1 端口和 2 端口单口最高 60W PoE 供

电，其他电口支持 at/af 标准） 

管理端口 1 个 Console 口 

电口属性 连接器类型：RJ45；支持半双工，全双工，自协商工作模式；支持 MDI/MDI-X 

光口属性 SFP LC 接口；支持 1000Mbit/s 传输速率；支持全双工 

工作温度 -40℃～+75℃ 

工作湿度 5%～95% 非凝结 

输入电压 DC 9V-DC 57V DC 48V-DC 57V 

外形尺寸

（长×宽

×高） 

175mm×134.2mm×53.5mm 

重量 约 1.15kg 

功耗（静

态） 
5.6W 6W 

满载功耗 ≤6W ≤150W 

 

 



 

 

 

【社会的安全 我们的责任】 
SOCIAL SECURITY IS OUR RESPONSIBILITY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1187号 

邮政编码：310053 

客服热线：400-672-8166 

公司网址：www.dahuatech.com 

 

http://www.dahua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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