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易用+高效：思科 200 系列交换机评测 

    成熟的网络设备，需要稳定的表现；广泛应用的网络设备，需要易用和

节能的支持；而优秀的网络设备，需要将这两点结合。思科公司生产的网络产品

不乏经典之作，作为目前中小企业广泛应用的交换设备，思科 200系列交换机可

以帮助企业获得优异的网络安全和性能，为用户提供可靠的解决方案共享网络资

源。 

 

    本次参与评测的设备为思科 SG 200-50 交换机，作为一款拥有 50 接口的

交换设备，其简单易用的配置页面减少了网络部署、管理和故障处理的时间，全

千兆接口为高速数据交换提供了保证。 

 
思科 SG 200-50交换机 

    我们拿到这款设备后的第一感觉是分量够足，相比于同级别其它厂商的

产品，思科 SG 200-50 交换机可谓用料充足，外观设计保留了传统的样式，50

个接口细节彰显精致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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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设计 

 

微型千兆光模块（mini-GBIC）扩展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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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科 SG 200-50提供了更多的端口，使得网络接入更加灵活可控。其中

的微型千兆光模块（mini-GBIC）扩展插槽，用于交换机千兆光纤上联。交换机

拥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在跨楼层或跨业务连接交换机时变得更简单。 

  

散热区域 

    良好的散热模块可以保证设备长时间稳定运行，在测试过程中，思科 SG 

200-50 的声噪表现比较中庸，经过长达 7小时的测试过程后，机身温度仍旧“温

和”。 

    内部管理简介 

    连接到 PC端，打开默认管理地址 192.168.1.254，输入默认用户名密码

（均为 cisco）。每次登录后设备都会提示密码更改，并告知用户密码强度状态，

从安全角度讲，此处细节可看出思科在产品设计上的用心。 

  

登录管理界面 

    登录后会看到初始设置、快速通道和设备状态几大分类，方便用户快速

配置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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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主界面 

    当然，通过左侧的分类列表，可以进入 System Summary查看更详细的系

统信息，包括端口状态、主机信息等。 

 
系统信息概览 

    左侧的列表清晰的显示了设备功能：包括了端口管理、Vlan配置、MAC、

IP地址管理、安全设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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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类 

    关于应用功能的配置和使用不再赘述，接下来在评测中需要的项目再行

配置，下面开始测试思科 SG 200-50交换机的性能和功耗。 

    评测环境和评测方法 

    评测环境：思博伦概念实验室 

    吞吐量和网络延迟是企业网络最看重的两个方面，因此我们将主要从这

两个方面测试思科 SG 200-50交换机，看看它的性能能否胜任企业网络的需求。 

  测试设备介绍： 

  此次测试由中关村在线和思博伦概念验证实验室（SPOC）共同完成，本次测

试的硬件为本次测试采用了 Spirent SPT-2000A，板卡为 CM-1G-D4，测试软件为

TestCenter V3.0，采用了 RFC2544标准测试，Frame Size（bytes）分别为：64、

128、256、512、1024、1280、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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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环境 

  思博伦概念验证实验室（Spirent Proof of Concept， SPOC）全球网络将

为客户提供业界领先的测试设备、解决方案和专业化服务能力，使设想变为现实。

遍布全球的实验室网点，将为您提供全新的测试设备和领先的测试技术进行您所

需要的测试验证，无论是一致性测试、功能测试、还是性能测试，都需要具备数

以百计的千兆以太网或万兆端口，思博伦概念验证实验室将帮助客户缩短开发周

期、改善质量并加快产品投放市场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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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博伦概念验证实验室（SPOC）可提供全系列的测试产品，包括 Spirent 

TestCenter、Avalanche、Landslide、Abacus 等全新测试平台。思博伦全面的

测试设备组合能够帮助客户进行全系列的应用测试，从以太网上的光纤通道

（FCoE）到运营商以太网、再到 WiMAX，可谓包罗万象。 

 

  思博伦评测中心 

  思博伦概念验证实验室（SPOC）除了提供全面测试设备与方法，同时它还是

一个协作中心，允许客户在思博伦提供的优良环境中汇聚资源，设计并开发全新

的测试解决方案，以应对全新的、令人兴奋的测试挑战。通过协作，不仅可以改

善生产效率、缩短产品投放市场的时间，还可以在持续发展的技术环境中探讨共

同感兴趣的测试话题。 

    吞吐量与延迟测试结果 

    我们选择了 12 口进行 Full Mesh全网状拓扑方式测试，配置参数如下： 



 

Full Mesh方式 

 

RFC2544吞吐量测试 

 

 

http://detail.zol.com.cn/picture_index_616/index6150587.shtml
http://detail.zol.com.cn/picture_index_616/index6150602.shtml
http://detail.zol.com.cn/picture_index_616/index6150587.shtml
http://detail.zol.com.cn/picture_index_616/index6150602.shtml


 

 

视频 

    测试结果如下： 

 

吞吐量测试结果 

    通过测试发现，思科 SG 200-50交换机的吞吐量达到了限速水平，完全

理论输出，表现优异。 

 
延迟表现 

    与此同时，延迟的表现也非常不错，并且符合线性预估结果。  

 
吞吐量测试结果与理论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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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表现结果 

    广播风暴安全测试 

  Storm Control可以用来控制网络中报文发送数量，防止数据风暴产生。由

于网络中存在正常的报文，而恶意的报文广播会影响网络效率。通过过滤和峰值

设置，可以既能接收到正常报文，而且不会收到数据风暴影响。 

  首先将第七个端口的 Storm Control功能打开，通过速率峰值设置为 8000，

STC配置流的目的地址为广播地址 FF:FF:FF:FF:FF:FF，然后设置仪表每秒发送

数据包为 10000，如果 Storm Control可以生效，则只能通过 8000的数据，并

且会抓到广播包。 

 

打开第七端口的 Storm Control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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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发送广播包 

    虽然仪表打入了 10000bps的数据包，但由于经过第七端口后经过 Storm 

Control过滤只有 8000bps 广播包，所以此时对任意接口流量监控，都得到

8000bps左右的数据流。 

 

端口接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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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 Wireshark 抓包结果显示，通过数据流为广播包形式。测试结果成

功，说明思科 SG 200-50交换机 Storm Control 功能有效。 

 

抓包结果 

    功率测试及总结 

    在倡导低碳绿色的今天，一款网络设备是否也具备节能功能显得非常重

要，毕竟交换机设备是不间断运行，对电能的持续消耗较高。 

    我们在测试功耗方面，采用了思博伦电能表 GTester，控制软件 iTest4.0

绿色测试解决方案进行。首先将仪表与设备连接，然后进入管理界面，在 Port 

Management-Green Ethernet-Port Settings中，将节能功能打开。 

 

端口节能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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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博伦电能表 GTester 

    在 12端口 1000Mbps，Full Mesh模式下，测得功率为 0.0305KW。 

 

节能模式下功耗（点击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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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端口节能功能 

    关闭节能功能后，功耗为 0.03148KW，相差 0.98W。 

 

关闭节能后功耗（点击放大） 

    千万不要小看这 0.98W，当设备常年负载，并且像思科 SG 200-50 级别

的设备，在一个公司内部可能会用到很多台，面向中小企业庞大的用户群体，所

节省的电能还是很可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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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SG 200-50交换机 

    作为一款智能型网络交换设备，SG 200-50交换机很好的秉承了思科扎

实严谨的作风，性能优异，管理丰富，在安全和绿色节能上也有不错表现，全千

兆多接口为用户提供了更灵活的网络解决方案。 

    当然，思科公司作为网络市场的深耕者，还一直注重产品的发展性。在

200系列交换机中加入了很多未来元素。比如全系交换机支持 IPv6标准，以满

足政府和服务供应商需求；支持巨型帧（10K），适用需要大量传输数据的局域

网络环境，除此之外还具备颗粒度精细的速率限制、风暴抑制、IGMP snooping

等技术应用，潜移默化地增强了 200系列交换机的生命力。 

思科 200系列交换机的性能与品质已经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的业

务需要，无论是高速的终端和服务器连接，还是需要将数据、语音、视频和无线

服务整合起来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思科 200系列交换机都能够满足你的需求。经

济实用、智能、卓越的性能、可靠的安全以及绿色节能等特质让思科 200 系列交

换机在网络应用中更显明星本色。高效的部署和省心的管理让用户可以把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业务拓展中去，面对国内庞大的中小企业市场，相信思科 200

系列交换机会大有可为。 

新浪网：http://tech.sina.com.cn/h/2011-04-13/06101715211.shtml  

搜狐网：http://digi.it.sohu.com/20110418/n280316260.shtml 

腾讯网： http://digi.tech.qq.com/a/20110418/001040.htm 

网易网： http://tech.163.com/digi/11/0418/13/71U6IRAA001618J1.html 

http://digi.it.sohu.com/20110418/n280316260.shtml
http://digi.it.sohu.com/20110418/n280316260.shtml
http://digi.it.sohu.com/20110418/n280316260.shtml
http://digi.tech.qq.com/a/20110418/001040.htm
http://digi.tech.qq.com/a/20110418/001040.htm
http://tech.163.com/digi/11/0418/13/71U6IRAA001618J1.html
http://tech.163.com/digi/11/0418/13/71U6IRAA001618J1.html
http://detail.zol.com.cn/picture_index_616/index6151110.shtml


华东在线：

http://www.cnhuadong.net/system/2011-4-18/content_27738.shtml 

科易网：http://news.k8008.com/news_177160.html 

邦商网：http://www.reaboy.com/?thread-1410-1.html 

深圳 IT：http://www.szit.com.cn/article/?09/2225603.html 

朝闻天下：http://www.zwtxnews.com/info/2011_04/18/30306.html 

跨国商务资讯网：http://www.chinacdy.com/show.php?contentid=8337 

株洲资讯网：http://www.0733news.com/plus/view.php?aid=3165 

帮考网  http://news.bangkaow.com/news/20110418/149769.html 

京城信息网 http://www.jingchengnet.com/news/cjxw/2011/0418/4515.html 

分媒新闻专线 http://www.rimmedia.com/ShowArticle.aspx?id=10456 

企业资讯网 http://www.71xw.com/html/cppc/201104/1813583.html 

河南网 http://www.he-nan.com/show-41486.html 

28商机网

 http://ft.28.com/html/shouyeshangbuwenzilian-20/20110418/18328.sh

tml 

贵州网 http://www.cngzw.cn/show.php?contentid=9685 

风尚网 http://www.luxe.cc/plus/view.php?aid=36040 

商讯中国网 http://www.4006767747.com/plus/view.php?aid=2323 

丰台网 http://fengtai.678114.com/Html/News/IT/20110418B0B44EB4.htm 

青年网 http://ent.qnrwz.com/read.php?tid=24&displayMode=1 

西南商务 http://www.xnswt.com/xnsw/Shownews.asp?ID=4570 

国际在线 http://gb.cri.cn/30524/2011/04/18/5291s3221846.htm 

新民网 http://tech.xinmin.cn/3c/2011/04/18/10304433.html 

优佳网 http://www.ujwang.com/bencandy.php?&fid=68&id=9620&NeedCheck=1 



明通新闻专线 ：http://www.mtw.hk/news/3831.htm 

乐购传媒：http://www.lgo100.com/a/ycxz/jyfx/2011/0418/6108.html 

株洲资讯： http://www.0733news.com/plus/view.php?aid=3156 

资讯中国：http://www.cn3gsky.com.cn/plus/view.php?aid=11900 

华夏品牌网：http://www.hxppw.com/html/news/201104/5493.html 

中国消费向导网：http://www.58yan.com/plus/view.php?aid=412 

中小企业信息网：http://www.qiye.gov.cn/ruanwen/201104/832.shtml 

成都七彩网：http://www.cd7.cn/plus/view.php?aid=11805 

和平论坛：

http://forum.china.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6090&extra= 

中国 3g行业门户：http://3g-sky.com.cn/article/1805.htm 

中国北京网：http://www.cnbjw.cn/2011/0418/2918.html 

007 在线：

http://www.fj007.com/news/news_html/20114/2011415130348_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