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说明书

思科精睿 (Cisco Small Business)

思科以太网交换机
目录
• 思科 SF 100D-05、SF 100D-08、SF 100D-16 或 SG 100D-08 以
太网交换机
• 壁挂套件
• 电源适配器

欢迎
感谢您选择思科 SF 100D-05、SF 100D-08、SF 100D-16 或 SG 100D-08
非管理型桌面以太网交换机，它是一种思科精睿 (Cisco Small Business) 网
络通信设备。

绿色节能技术
思科 SG 100D-08 交换机支持绿色节能技术。它可以进入睡眠模式、关闭不
使用的端口和根据需要调整电源。这样可以提高能源效率，帮助企业实现更低
能耗并节省资金。

流量优先级
流量优先级能够提供服务质量 (QoS) 功能；所有接收的数据包都将进行 QoS
优先级编码检查。交换机将读取优先级级别并基于该优先级级别转发数据包。
例如，高负载期间，语音和视频流量将获得比数据流量更高的优先级。（交换
机的配置遵守 802.1p 标签框架。）这可以确保时间性强的流量能够获得最高
级别的服务。
要使用非管理型桌面以太网交换机上的 QoS 功能设置语音或视频流量的优先
级，请在配置连接设备时将流量控制设置为 off （关闭）。否则流量控制可能
会向交换机发送暂停帧，从而阻塞端口上已进入队列的高优先级 QoS 数据
包。在某些设备 （如某些 IP 电话和 IP 照相机）上，流量控制可能无法配置。

巨型帧支持
思科 SG 100D-08 交换机支持高达 9,000 字节的帧 （称为巨型帧）。在传输
大型文件 （例如多媒体文件）期间，巨型帧支持允许在每个数据包中存在更
大的载荷，从而可以提高网络吞吐量并降低 CPU 占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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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思科非管理型桌面以太网交
换机

非管理型桌面以太网交换机可以放置平面上或安装到墙壁上。请勿在存在以下
情况的环境中部署设备：
环境温度过高 — 环境温度不得超过 104 华氏度 （40 摄氏度）。
通风不佳 — 不得阻塞侧面板以防过热。
机械过载 — 应该保持设备水平、固定和安全以防止其滑动或移动出原位置。
电路过载 — 接通设备电源不得造成电路过载。

壁挂
开始之前，您需要准备 2 枚墙板螺丝钉以用于安装非管理型桌面以太网交换
机。我们建议使用钉头宽度最小为 0.16 英寸 （4 毫米）、钉杆直径最小为
0.06 英寸 （1.5 毫米）的螺丝钉。

对由于壁挂不牢固而造成的损坏，思科不承担任何责任。

警告

要在墙上安装非管理型桌面以太网交换机，请执行以下步骤：
步骤 1 确定您要将非管理型桌面以太网交换机安装在何处。确保墙面光滑、

平整、干燥且坚固。

步骤 2 在墙面上钻两个定位孔。两枚螺丝钉之间的距离应为：

•

思科 SF 100D-05 = 1.70 英寸 （43.0 毫米）

•

思科 SF 100D-08, 思科 SF 100D-16，
思科 SG 100D-08 = 2.58 英寸 （63.5 毫米）

壁挂槽是位于非管理型桌面以太网交换机底部面板上的两个十字槽。
步骤 3 向每个孔中插入一个螺丝钉，在墙面和螺丝钉头基部之间至少留出

0.1 英寸 （3 毫米）的距离。

步骤 4 将非管理型桌面以太网交换机举起，使其上的壁挂槽位于螺丝钉的上

方，然后向下滑动非管理型桌面以太网交换机，直至螺丝钉牢牢地嵌
入壁挂槽内。

步骤 5 按照连接网络设备中的说明将非管理型桌面以太网交换机连接到其他

设备。

有关其他信息，请参阅快速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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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网络设备

以下图解是典型网络配置的一个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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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网络设备 （例如网关或其他交换机）连接至您的非管理型桌面以太网交
换机，您需要为每台设备准备一条适当的双绞线 (TP) 电缆。我们推荐对千兆
连接使用 5 类电缆或更好的电缆。

注意

如果从一台非管理型的级联交换机到其他交换机的向上传输从一个端
口移动到另一个端口，需要 30 到 60 秒才能恢复全面的网络运行。
这是正常的预期行为。

要将非管理型桌面以太网交换机连接至网络设备 （例如打印机或工作站），请
执行以下步骤：
步骤 1 将以太网电缆 （推荐使用 5 类电缆或更好的电缆）连接至计算机、打

印机、网络存储器或其他网络设备的以太网端口。
步骤 2 将网络以太网电缆的另一端连接至已编号的非管理型桌面以太网交换

机以太网端口。
如果连接的设备处于活动状态，端口的 LED 会亮起。
步骤 3 对于您想连接至非管理型桌面以太网交换机的每台设备重复执行步

骤 1 和步骤 2。
步骤 4 将电源适配器连接至交换机和电源，并打开电源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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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请确保您使用的是交换机附带的电源适配器。使用其他电源适配
器可能会损坏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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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非管理型桌面以太网交换机
的配件

本部分内容介绍了非管理型桌面以太网交换机的配件。

LED
LED 位于交换机的前面板上。

System LED — （绿色）此 LED 会在交换机接通电源时亮起并保持亮起状
态。此 LED 处于关闭状态时表示没有设备通过电缆连接到端口，或有设备连
接到端口，但是电缆或该连接设备出现问题。
LINK/ACT LED — （绿色）每个 LED 都会在通过与之对应的端口建立连接时
亮起。 LED 会在与之对应的端口处于活动状态时闪烁。此 LED 处于关闭状态
时表示没有设备通过电缆连接到端口，或有设备连接到端口，但是电缆或该连
接设备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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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锁和电源开关
本部分内容介绍了非管理型桌面以太网交换机上的端口、锁和电源开关。

以太网端口 — 非管理型桌面以太网交换机配有用于有线网络通信的自动侦
测、以太网 (802.3) RJ-45 端口。
电源端口 — 电源适配器的附着位置。
安全锁 — 您可以在其中附加安全锁以防交换机被盗的安全槽。
电源开关 — 打开或关闭非管理型桌面以太网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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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索引

资源

地址

思科精睿客户支持中心

www.cisco.com/web/CN/smallbusiness

思科精睿用户协议

www.cisco.com/web/CN/smallbusiness

思科精睿产品兼容性和安全提示

www.cisco.com/web/CN/smallbusiness

思科精睿产品保修条款

www.cisco.com/web/CN/smallbusiness

思科精睿产品渠道合作伙伴中心

www.cisco.com/web/CN/partners

思科精睿 （Cisco Small
Business）产品服务热线

8008888168 （固定电话）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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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6282616 （移动电话）

此为 A 级产品，在生活环境中，该产品可能会造无线电干扰，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用户对其干扰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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