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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首先非常感谢您选择本公司产品！在使用前，请您仔细阅读本用户手册。 

非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复制本书内容的部分或全部，并不得

以任何形式传播。 

由于不断更新，本公司不能承诺该资料与实际产品一致， 同时也不承担由于实际技术参数

与本资料不符所导致的任何争议，任何改动恕不提前通知。本公司保留最终更改权和解释权。 

版权所有©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许可者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本手册图形界面约定 

格 式 意 义 

< > 带尖括号“< >”表示按钮名，如“单击<确定>按钮”。 

“” 带双引号“”表示窗口名、菜单名，如：弹出“新建用户”窗口。 

>> 
多级菜单用“>>”隔开。如“文件>>新建>>文件夹”多级菜单表示“文件”菜

单下的“新建”子菜单下的“文件夹”菜单项。 

 提醒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者设备损坏。 

 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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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包装清单 
每一台出厂的 ISF 产品，都包含了客户现场的常用配件（如标准配件列表），当您收到我

们的包裹后，请仔细检查，如果发现有缺失或者损坏现象，请及时联系映翰通销售人员。 

 此外，映翰通可根据不同现场特点向客户提供可选配件，详情请见可选配件列表。 

标准配件 

配件 数量 描述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1 台 InSwitch ISF 系列交换机 

产品资料 1 套 光盘 

导轨 1 个 固定交换机 

产品保修声明 1 张 保修期为 5 年 

可选配件 

配件 数量 描述 

适配器 1 个 220VAC-24VDC 适配器 

1m 光跳线 1 套 客户用于测试 

壁挂安装配件 1 套 固定交换机 

二、产品介绍 

2.1 概述 
ISF 系列交换机是专为工业应用而开发的高性能、低功耗、环网型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其

提供了坚固、易用、安全的交换基础设施。ISF 系列采用了工业设计，符合工业规范；简化了

工业网络的部署、管理和更换；且在开放标准的基础上提供了很好的网络安全性。ISF 系列交

换机是支持工业以太网应用的理想产品，这其中包括风电、配网自动化、变电站、工厂自动化、

智能交通运输系统(ITS)和其他恶劣环境中的部署。ISF 系列为环网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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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突出特点 
高性能以太网交换技术： 

⚫ 支持IEEE802.3/802.3u/802.3x 

⚫ 支持流控(全双工、半双工流控) 

⚫ 支持自动协商 

⚫ 支持广播风暴保护 

⚫ 存储转发交换方式 

⚫ 10/100M 全/半双工 MDI/MDI-X自适应 

严苛电气环境下可靠、稳定工作： 

⚫ 通过高等级电磁兼容性检测 

⚫ 强电磁干扰下零丢包 

适用于各种恶劣应用环境： 

⚫ 工作温度：-40～85 ℃ 

⚫ 相对湿度：5%～95%（无凝露） 

⚫ IP40 防护等级，全封闭无缝式金属外壳，无风扇散热 

环网技术保证网络稳健： 

⚫ 支持环网，无需配置直接成环，即插即用 

⚫ iRing 以太网环保护协议，全网恢复时间<30ms 

满足工业安装要求： 

⚫ 标准工业 DIN 轨或壁挂式安装 

⚫ 工业用电源端子或 I/O 端子 

⚫ 可涂 PCB 保护涂层 

冗余及告警提高网络可靠性： 

⚫ 双电源冗余输入 

⚫ 电源故障和端口连接中断时可通过继电器进行报警 

VLAN（IEEE 802.1q）： 

⚫ 可通过定制支持 VLAN，简化网络规划工作，限制广播域，增强局域网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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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板与尺寸 

3.1 面板介绍

 

3.2 结构尺寸（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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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装 
安装要求 

⚫ 电源要求: (请注意电源电压等级，电源电压等级以设备上的标签为主) 

 ISF2008D-24VDC(12～48VDC) 

 ISF2016D-24VDC(12～36VDC) 

 ISF3010D-24VDC(12～36VDC) 

 ISF3018D-24VDC(12～36VDC) 

⚫ 环境要求：工作温度-40℃～85℃，存储温度-40℃～85℃，相对湿度5％～95%（无

凝露）。 

⚫ 接地电阻要求：<1Ω。 

⚫ 根据合同配置要求，检查光缆铺设是否到位，光纤接头是否合适。 

⚫ 避免阳光直射，远离发热源或有强烈电磁干扰区域。 

⚫ 检查是否有安装所需的电缆和接头。 

4.1 导轨安装说明 
第一步：将交换机导轨的卡簧以 30 度倾角压到设备机柜的导轨上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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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将交换机以 60 度角用力压扣到设备机柜导轨上，扣压后装配效果图如图所示： 

 

4.2 壁挂安装 

4.2.1 壁挂式式安装 

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把壁挂安装板安装在交换机上，并选择确定好交换机的安装位置。 

第二步：取出螺钉，按图4-1中箭头所示将螺钉固定在安装位置。 

  

图4-1螺钉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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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安装好四个螺钉以后，下拉交换机使其处于图4-2所示位置。 

             

图4-2下拉位置 

4.2.2 壁挂式拆卸 

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用螺丝刀松螺钉，使交换机可以自由上下移动。 

第二步：向上推交换机使其处于图 4-3 所示的位置。 

          

图 4-3 上推位置 

第三步：用手扶住交换机，卸掉四个螺钉，即拆下交换机。如图 4-4 所示。或者不卸掉螺

钉直接拿下交换机也可以。如图 4-5 所示。 

          

图 4-4 拆卸设备         图 4-5 直接拆卸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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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电缆接线 
ISF 交换机板提供了不同类型的光接口，包括 FC，SC，和 ST 接口。所有光接口都是收

发成对出现的。不同类型的光接口需要使用相应型号的光纤接头。 

⚫ FC 接头：圆形螺旋铁头，收发独立。如下图所示： 

 

⚫ SC 接头：塑料方型头，收发独立。如下图所示： 

 

⚫ ST 接头：圆形螺旋铁头，收发独立。如下图所示： 

 

⚫ LC 接头：双联小方型接头，收发独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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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10/100Base-TX 端口 
10/100Base-TX 端口使用 RJ45 接口，所有的此类端口均支持 MDI/MDI-X 自适应，可

通过直连或交叉网线将两端设备的 RJ45 端口相连。 

 

需使用标准的 CAT5 或 CAT5e 类双绞线。 

⚫ RJ45 接口定义 

 

⚫ 10/100Base-T(X) 端口的引脚描述 

引脚 MDI MDI-X 

1 数据发送正端（TD+） 数据接收正端（RD+） 

2 数据发送负端（TD-） 数据接收负端（RD-） 

3 数据接收正端（RD+） 数据发送正端（TD+） 

6 数据接收负端（RD-） 数据发送负端（TD-） 

4,5,7,8 未使用 未使用 

⚫ 100Base-TX 直连接线 

 

⚫ 100Base-TX 交叉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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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100Base-FX 端口 
插接光纤时，请将光纤接头轻轻插入各光接口，切忌粗暴插拔。 

在连接光纤时应保证两端设备以正确的线序连接，即本端端口的 Tx 与对端的 Rx 连接，

本端的 Rx 与对端的 Tx 连接。下面以 SC接口举例光纤接线线序（ST、FC、LC接口和 SC接口

一样）。 

 

 

当两端端口连接好后，如果本端光口对应的光口指示灯是灭的，那可能是线序

不正确，将本端 RX 和 TX 光纤交换即可。 

5.3 1000Base-X, 1000Base-TX SFP

端口 
SFP端口支持千兆SFP光模块（1000Base-X）或者千兆SFP电模块(1000Base-TX)，

用户应该根据具体需求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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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兆 SFP 光模块 

典型的千兆 SFP 光模块如下图。 

 

千兆 SFP 光模块采用 LC 接口，包含接收端口（RX）和发送端口（TX）。 

 

光纤连接步骤： 

第一步：将 SFP 光模块插入 SFP 插槽 

第二步：连接光纤。将本端端口的 RX 与对端端口的 TX 相连，将本端端口的 TX 与对端

端口的 RX 相连，如下图： 

 

 

当两端端口连接好后，如果本端光口对应的光口指示灯是灭的，那可能是线序

不正确，将本端 RX 和 TX 光纤交换即可。 

⚫ 千兆 SFP 电模块 

典型的千兆 SFP 电模块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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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P 电端口连接步骤如下： 

第一步：将 SFP 电模块插入 SFP 插槽 

第二步：用网线将两端端口相连。 

 

需使用 CAT5e、CAT6 或 CAT7 类双绞线。 

5.4 电源 
交换机电源接入方式为端子接入，在使用前需要将电源适配器电源线接到端子上。交换机

提供两路电源冗余接入，交换机使用时可以根据用户需求选择接入其中一路或两路。 

端子排接线示意，如下图 

 

端子示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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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方法： 

第一步：将端子从交换机上取下。 

第二步：将电源线缆插入端子后将螺钉锁紧。 

第三步：将端子安装回交换机，并通过固定螺丝将端子与交换机固定。固定螺钉方法示意，

如下图 

 

5.5 保护地 
整机为金属屏蔽壳体，故在使用时要将工程现场的保护接地线接到整机接地孔上。 

为提高交换机的整机抗干扰能力，交换机在使用时必须接地，根据使用环境将地线接到交

换机接地螺钉上。 

接线方法： 

第一步：将接地螺钉拧下来。 

第二步：将机柜地线的接地环套进接地螺钉上。 

第三步：将接地螺钉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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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告警 
对告警功能的详细描述参见 6.3 告警说明。 

接线方法： 

第一步：将端子从交换机上取下。 

第二步：将告警线缆插入端子后将螺钉锁紧。 

第三步：将端子安装回交换机，并通过固定螺丝将端子与交换机固定。固定螺钉方法示意，

如下图 

 

第四步：根据具体需求把和告警相关的拨码开关拨到正确的位置。拨码开关定义参见 6.2 

拨码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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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功能说明 

6.1 指示灯说明 
在交换机的前面板上有丰富的 LED 指示灯，每个指示灯的定义参见下表。 

指示灯名称 灯状态 ISE 设备状态 

电源指示灯 

PWR1 
亮 电源 1 连接正常 

灭 电源 1 未连接 

PWR2 
亮 电源 2 连接正常 

灭 电源 2 未连接 

告警指示灯 

FAULT 
亮 交换机设备告警 

灭 交换机工作正常 

1000Base-X,10/100/1000Base-T(X) 指示灯 

GX1 

… 

GXn 

亮 端口连通 

闪烁 有数据通过 

灭 端口连接中断 

100Base-FX 指示灯 

FX1 

… 

FXn 

亮 端口连通 

闪烁 有数据通过 

灭 端口连接中断 

10/100Base-T(X) 指示灯 

10/100Base-T(X) RJ45 接口包含黄、绿两个灯。黄灯表示端口速率，绿灯表示端口

连接状态。 

黄灯 
亮 端口连通且为 100M 

灭 端口连接中断或端口协商为 10M 

绿灯 

亮 端口连通 

闪 有数据通过 

灭 端口连接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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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拨码开关 
ISF 系列产品的上面板有 4 位拨码开关，用于控制 4 种功能。每一位拨码开关有 ON 和

OFF 两种状态，ON 状态表示对应功能开启，OFF 状态表示对应功能关闭。在下图中，4 位

拨码开关均处于 ON 状态。 

 

每位拨码开关对应的功能参见下表。 

拨码开关 对应功能 

第 1 位 光端口 1 连接中断告警 

OFF=关闭； ON=开启 

第 2 位 光端口 2 连接中断告警 

OFF=关闭； ON=开启 

第 3 位 广播风暴抑制功能 

OFF=关闭广播风暴抑制；ON=开启广播风暴抑制 

第 4 位 流控 

OFF=关闭流控；ON=开启流控 

 

 

➢ ISF2XXX 型号产品，第 1 位和第 2 位对应 FX1 和 FX2 连接中断告

警。如果使用的型号中没有 FX2 则第 2 位未使用。 

➢ ISF3XXX 型号产品，第 1 位和第 2 位 GX1 和 GX2 连接中断告警。

如果使用的型号中没有 GX2 则第 2 位未使用。 

➢ 如果所使用型号中没有光口，第 1 位和第 2 位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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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告警说明 
ISF 系列产品定义了两种异常事件：光口连接断开和 PWR1 主电源故障。当异常产生或

异常消除时，交换机通过切换继电器来通知用户。继电器提供 3 个触点，一个常开触点，一个

常闭触点，一个公共端。对应关系如下图。 

 

当交换器正常工作时，SAFE 对应的两个端口短路（闭合），FAIL 对应的两个端口开路

（断开）；交换机未上电或工作异常时，SAFE 对应的两个端口开路（断开），FAIL 对应的

两个端口短路（闭合）。继电器告警输出等效一个单刀双掷开关，一般外接直流电源和告警灯

电路，为保障继电器开关正常工作，电路参数必须同时满足：最大电压 220VDC，最大电流

2A，最大切换功率 60W。 

 

 

➢ 端口连接中断告警由可通过拨码开关开启或关闭；PWR1 主电源故障告警

始终开启 

➢ 当存在告警事件时，触发继电器会保持告警状态。当所有告警事件都清除

后，继电器才恢复到正常状态。 

6.4 环网说明 
ISF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可组成单环。采用自身开发的 iRing 以太网环保护协议，无需配置

可直接成环，即插即用。可广泛应用于电力、交通、能源、水处理以及大型工厂自动控制领域

和办公调度领域。 

iRing 以太网环保护协议是由北京映翰通开发的私有环网协议。iRing 以太网环保护协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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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路上的节点角色进行定义，利用控制 VLAN 传输协议报文，相互协同保护环路，使得在环

路发生故障或者恢复时快速倒换，倒换时间在 50ms 以内，同时不会产生闭环。 

iRing 以太网环保护系统能够适用于单环网络拓扑结构，可以有效处理环网中的单点故障

和恢复，拓扑收敛速度快，且与环网上节点数无关；对于环网中的多点故障/恢复，不会产生环

路。 

每个环中必须使用一台 ISM 网管交换机，作为环网保护的主控节点。网络拓扑参见 7.2.1

环型网络 

6.4.1 ISM 网管交换机配置 

单击导航树中的“冗余 >> iRing”菜单，进入“iRing 配置”界面。 

 

参数名称 说明 缺省值 

启用 iRing 是否启用 iRing 协议  

主端口 可指定主端口 FE1/7 

从端口 
可指定从端口。主节点的从端口为阻塞

端口 
FE1/8 

优先级 

交换机根据优先级区分主从节点。MAC

地址最小，为主节点；优先级最低，为

主节点 

（由 ISF 组单环，此处不需配置） 

32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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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从端口”会依据不同的交换机的具体型号，指定默认的主、从端口。 

 

交换机型号 主端口 从端口 

ISM2008D FE 1/7 FE 1/8 

ISM2009D FE 1/7 FE 1/8 

ISM3010D GX1/1 GX1/2 

进入配置界面后，启用 iRing，指定主、从端口（接入单环的两个端口）后，点击“应用

并保存”，即可完成配置。 

6.4.2 ISF 交换机的默认环端口 

交换机型号 主端口 

ISF2008D FX 1/1、FX1/2 

ISF2016D FX1/1、FX1/2 

ISF3010D GX1/1、GX1/2 

ISF3018D GX1/1、GX1/2 

 

 

1.设备默认环端口优先顺序：千兆光口>百兆光口>百兆电口，同类型的端口选

择编号最小的端口。 

2.上表是以个别型号为例说明的，具体请以设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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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组网方式 

7.1 单台设备组网 
确保设备的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 

拓扑图如下： 

 

用户可以实现设备 1、2、3 之间相互通信。 

7.2 多台设备组网 
ISF 系列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可根据用户需求组成环型和星型网络。 

7.2.1 环型网络 

每一个现场站点使用一台 ISF 环网交换机，数据中心必须使用一台 ISM 网管交换机，作

为环网保护的主控节点。 

组网实例，拓扑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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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F 不需任何配置，只需将各个光端口连接成环。作为主控节点的 ISM 网管型交换机需开

启 iRing 环网功能，将主从端口接入单环中。 

7.2.2 星型网络 

InSwitch ISF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提供 10/100Base- T(X)以太网 RJ45 端口，每个端口能

提供专门的链接直接到终端设备，或在终端设备前连接另一个工业以太网交换机/集线器，用做

共享链接。 

组网实例，拓扑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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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InSwitch 产品命名规则 
InSwitch 交换机 ISM 系列、ISF 系列和 ISE 系列的命名规则相似，所以 InSwitch 交换

机命名规则以 ISE3010D 为例进行说明；ISM3028U 命名规则稍有不同，所以单独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