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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用戶的说明 

 

本产品的所有部分，包括配件与软件等，其所有权归华硕公司（以下简称华硕）

所有，未经华硕公司许可，不得任意地仿制、拷贝、摘抄或转译。本用戶手冊

没有任何型式的担保、立场表达或其它暗示。若有任何因本用戶手冊或其所提

到之产品的所有信息，所引起直接或间接的數據流失、利益损失或事业终止，

华硕及其所属员工恕不为其担负任何责任。除此之外，本用戶手冊所提到的产

品规格及信息仅供参考，内容亦会随时更新，恕不另行通知。本用戶手冊的所

有部分，包括硬件及软件，若有任何错误，华硕没有义务为其担负任何责任。 

当下列两种情况发生时，本产品将不再受到华硕公司之保固及服务：(1)该产

品曾经非华硕授权之维修、规格更改、零件替换。（2）产品序号模糊不清或

丧失。 

用戶手冊中所谈论到的产品名称仅做识别之用，而这些名称可能是属于其它公

司的注册商标或是版权。 

产品规格或驱动程序改变，用戶手冊都会随之更新。更新的详细说明请您到华

硕的互聯網浏览或是直接与华硕公司联络。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 2003 华硕電腦 

 

3 



GigaX 系列第二层交换器用戶手册 

华硕的联络信息 
华捷联合信息（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闵行莘庄工业区春东路 508 号 
电话   ：86-21-54421616 
技术支持 
免费技术支持专线 ：800-820-6655（中国地区） 
传真   ：86-21-54420088 
电子邮件  ：tsd@asus.com.cn 
线上讨论区  ：http://netq.asus.com.cn 
中文互联网  ：http://www.asus.com.cn 
 

华硕電腦公司 ASUSTeK COMPUTER INC.（亚太地区）  
地址   ：台湾台北市北投区立德路 150 号 
电话   ：886-2-2894-3447 
技术支持 
电话   ：886-2-2890-7902 
免费服务电话  ：0800-093-456（台湾区） 
传真   ：886-2-2890-7698 
互聯網   ：www.asus.com.tw 
 
ASUS COMPUTER INTERNATIONAL（美国）  
地址   ：44370 Nobel Drive, Fremont ,CA 94538, USA 
传真   ：+1-510-608-4555 
电子邮件  ：tmdl@asus.com 
技术支持 
传真   ：+1-502-933-8713 
电话   ：+1-502-995-0883 
电子邮件  ：tsd@asus.com 
互聯網   ：www.asus.com 
 
ASUS COMPUTER GmbH（德国∕奥地利）  
地址   ：Harkort Str. 25, D-40880 Ratingen, Germany 
电话   ：49-2102-95990 
传真   ：49-2102-959911 
互聯網   ：www.asuscom.de 
线上联络  ：www.asuscom.de/sales 
技术支持 
电话   ：49-2102-95990   ... 主板/其它产品 
   ：49-2102-959910 ... 笔记本電腦 
传真   ：49-2102-959911 
线上支持  ：www.asuscom.de/support 

4 



GigaX 系列第二层交换器用戶手册 

目录 

GigaX 系列............................................................................................ 1 
1 简介 .......................................................................................... 11 

1.1 规格 ........................................................................ 11 
1.2 关于本用戶手冊 .............................................................. 12 

1.2.1 注意事项 ......................................................... 12 
1.2.2 提示符号 ......................................................... 12 

2 開始使用 GigaX ........................................................................ 13 
2.1 產品包裝內容.................................................................. 13 
2.2 前面板 ........................................................................ 14 
2.3 背板 ........................................................................ 16 
2.4 技术规格 ........................................................................ 17 

3 快速安装指南 ............................................................................ 18 
3.1 Part 1 — 硬件安装.......................................................... 18 

3.1.1 将主机放置在平坦的表面 ................................ 18 
3.1.2 将主机安装至 19 吋机架.................................. 18 

3.2 Part 2 — 设置交换器 ...................................................... 19 
3.2.1 连接控制台 ...................................................... 19 
3.2.2 连接至计算机或网络 ....................................... 19 
3.2.3 连接 RPS 模块 ................................................ 19 
3.2.4 连接电源適配器............................................... 19 

3.3 Part 3 — 网管基本设置 .................................................. 21 
3.3.1 通過控制台端口设置 ....................................... 21 
3.3.2 通過 Web 接口设置 ......................................... 23 

4 Web 接口 .................................................................................. 26 
4.1 登录 Web 使用接口 ........................................................ 26 

5 



GigaX 系列第二层交换器用戶手册 

4.2 功能结构 28 
4.2.1 菜单浏览技巧 ..................................................29 
4.2.2 共通按钮及小图标 ...........................................30 

4.3 系统设置（System） ......................................................31 
4.3.1 网管设置（Management） .............................31 
4.3.2 IP 设置（IP Setup） .......................................32 
4.3.3 管理员设置（Administration） ........................33 
4.3.4 重新激活（Reboot）.......................................33 
4.3.5 固件更新（Firmware Upgrade） ....................34 

4.4 实体接口（Physical Interface） .....................................35 
4.5 桥接设置（Bridge） .......................................................36 

4.5.1 生成树（Spanning Tree） ..............................36 
4.5.2 链接聚集(Link Aggregation) ............................37 
4.5.3 镜像（Mirroring） ...........................................40 
4.5.4 静态多重播送（Static Multicast） ...................42 
4.5.5 IGMP 侦查 (IGMP Snooping)..........................43 
4.5.6 流量控制（Traffic Control）............................44 
4.5.7 动态地址（Dynamic Addresses） ..................45 
4.5.8 静态地址（Static Addresses） .......................46 
4.5.9 标记 VLAN（Tagged VLAN）.........................47 
4.5.10 默認端口 VLAN 及 CoS...................................49 
4.5.11 CoS 优先级的对应 ..........................................50 

4.6 简易网络管理通信协议(SNMP).......................................51 
4.6.1 团体表（Community Table）..........................51 
4.6.2 主机表（Host Table）.....................................52 
4.6.3 Trap 设置（Trap Setting）..............................53 

4.7 过滤器（Filters）............................................................54 
4.7.1 过滤组合（Filter Set） ....................................54 
4.7.2 附加过滤组合（Filter Attach） ........................56 

6 



GigaX 系列第二层交换器用戶手册 

4.8 统计图表（Statistics Chart） ......................................... 58 
4.8.1 流量比较（Traffic Comparison）.................... 58 
4.8.2 错误群组（Error Group） ............................... 59 
4.8.3 历史记录图表（Historical Status） ................. 60 

4.9 储存设置（Save Configuration） ................................... 60 
5 控制台接口................................................................................ 62 

5.1.1 激活 ROM 指令模式 ........................................ 64 
5.1.2 激活 ROM 指令 ............................................... 65 

5.2 登入及注销 ..................................................................... 66 
5.3 CLI 指令.......................................................................... 66 

5.3.1 系统指令 ......................................................... 66 
5.3.2 实体接口指令 .................................................. 68 
5.3.3 桥接指令 ......................................................... 69 
5.3.4 简易网络管理通信协议（SNMP） .................. 76 
5.3.5 过滤器指令 ...................................................... 79 

5.4 其它指令 ........................................................................ 83 
6 附录 .......................................................................................... 84 

6.1 重新装回故障风扇 .......................................................... 84 
6.2 简易问题排除.................................................................. 86 

7 



GigaX 系列第二层交换器用戶手册 

图标清单 
圖 1. GigaX 2048/2024 产品包装内容 .....................................13 
圖 2. GigaX2048 前面板 ..........................................................14 
圖 3. GigaX2024 前面板 ..........................................................14 
圖 4. 背板 ........................................................................16 
圖 5. 硬件连接图......................................................................20 
圖 6. 登入及 IP 设置画面 .........................................................22 
圖 7. 登录画面 ........................................................................23 
圖 8. IP 设置 (GigaX 2048) .....................................................25 
圖 9. IP 设置 (GigaX 2024) .....................................................25 
圖 10. 登录画面 ........................................................................26 
圖 11. 首页 (GigaX 2048)..........................................................27 
圖 12. 首页 (GigaX 2024)..........................................................27 
圖 13. 上頁框 (GigaX 2048) ......................................................28 
圖 14. 上頁框(GigaX 2024) .......................................................28 
圖 15. 展开菜单 ........................................................................29 
圖 16. 网管设置 ........................................................................31 
圖 17. IP 设置 ........................................................................32 
圖 18. 管理员设置......................................................................33 
圖 19. 固件更新 ........................................................................34 
圖 20. 实体接口 ........................................................................35 
圖 21. 生成树 ........................................................................37 
圖 22. 链接聚集设置页面 (GigaX 2048) ....................................39 
圖 23. 链接聚集设置页面 (GigaX 2024) ....................................39 
圖 24. 镜像设置页面 (GigaX 2048) ...........................................41 

8 



GigaX 系列第二层交换器用戶手册 

圖 25. 镜像设置页面 (GigaX 2024) ........................................... 41 
圖 26. 静态多重播送 (GigaX 2048) ........................................... 42 
圖 27. 静态多重播送 (GigaX 2024) ........................................... 43 
圖 28. IGMP 侦查 (IGMP Snooping) ......................................... 43 
圖 29. 流量控制 ........................................................................ 44 
圖 30. 动态地址 ........................................................................ 45 
圖 31. 静态地址 ........................................................................ 46 
圖 32. 标记 VLAN (GigaX 2048) ............................................... 48 
圖 33. 标记 VLAN (GigaX 2024) ............................................... 48 
圖 34. 默認端口 VLAN 及 CoS.................................................. 49 
圖 35. CoS 优先级的对应.......................................................... 50 
圖 36. 团体表 ........................................................................ 51 
圖 37. 主机表 ........................................................................ 52 
圖 38. Trap 设置 ........................................................................ 53 
圖 39. 过滤组合 ........................................................................ 54 
圖 40. MAC 模式过滤规则......................................................... 55 
圖 41. IP 模式过滤规则 ............................................................. 55 
圖 42. 附加过滤组合 (GigaX 2048) ........................................... 57 
圖 43. 附加过滤组合(GigaX 2024) ............................................ 57 
圖 44. 流量比较图 (GigaX 2048)............................................... 58 
圖 45. 流量比较图 (GigaX 2024)............................................... 59 
圖 46. 错误群组 ........................................................................ 59 
圖 47. 历史记录图表.................................................................. 60 
圖 48. 储存设置 ........................................................................ 61 
圖 49. CLI 接口 ........................................................................ 63 

9 



GigaX 系列第二层交换器用戶手册 

圖 50. 激活 ROM 指令模式........................................................64 
圖 51. 系统指令 ........................................................................67 
圖 52. 松开螺丝 ........................................................................84 
圖 53. 移除风扇模块 ..................................................................84 
圖 54. 将风扇从风扇模块上移除................................................85 
 

表格清单 
表 1. 前面板标示及 LED 指示灯说明 .......................................15 
表 2. 背板标示说明 ..................................................................16 
表 3. 技术规格 ........................................................................17 
表 4. LED 指示灯.....................................................................21 
表 5. 端口颜色说明 ..................................................................28 
表 6. 共通按钮及小图标...........................................................30 
表 7. 激活 ROM 指令 ...............................................................65 
表 8. 问题解决 ........................................................................86 

10 



GigaX 系列第二层交换器用戶手册 

1 简介 
再次感谢您购买华硕 GigaX 2048/2024 网管交换器。从现在开始您将可以通

過友善且性能优异的使用接口来管理您的局域网络(LAN； local area 
network) 。 

本用戶手冊将提供您安装及设置 GigaX 2048/2024 网管交换器所需的相关

信息。 

1.1 规格 
• (GigaX 2048) 48 個端口 10/100BASE-TX 自动檢测之高速以太网络端口 
• (GigaX 2024) 24 個端口 10/100BASE-TX 自动檢测之高速以太网络端口 
• 两组 10/100/1000BASE-T 自动檢测之 Gigabit 以太网络端口  
• 两组小型可插拔(SFP；Small Form-factor Pluggable ) Gigabit 接口插槽

(GBIC；Gigabit Interface Converter) 
• 10/100BASE-TX 及 10/100/1000BASE-T 端口支持自动 MDI/MDIX 
• 兼容于 802.3u, 802.3z 以及 802.3ab 规格 
• 802.1D 透明桥接/生成树（transparent bridge/spanning tree ）协议 
• 支持 8K MAC 地址快取及硬件控制存在时间 
• 支持 802.3x 流量控制 
• 支持 802.1Q-based 已标记（tagged） 仿真局域网络（VLAN）， 多可

支持 255 个 VLAN 
• 支持 802.1p 服务层级（class of service），支持四个优先级等级 
• 支持 IGMP 偵查功能（IGMP snooping） 
• 支持 802.3ad 链接聚集（link aggregation）为干线（trunking）， 多可

支持 6 组干线 
• 支持端口镜像（Port Mirroring） 
• 支持存取控制菜單（ACL；Access Control List） 
• 支持 RMON 远程网络监制：支持 4 个群组 (1, 2, 3, 9) 
• 支持 SNMP（简易网络管理通信协议） v1, v2 
• 支持 MIB-II（管理信息库-II） 
• 支持电源供应器、风扇及系统温度、电压之 M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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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远程 Telnet 登录 
• 可使用 FTP 更新固件及备份设置 
• 支持控制台端口及 Telnet 指令功能 
• Web GUI 管理接口 
• 端口状态指示灯 
• 系统、备援式电源供应器、风扇状态指示灯 

1.2 关于本用戶手冊 

1.2.1 注意事项 
• 为了方便起见，在本手册中部分 GigaX 网管交换器简称为「本交换器」。 
• 除非有特殊标明，本手册中的图标及 Web 接口图标均适用于 GigaX 2048 

及 GigaX 2024。 

1.2.2 提示符号 
在本用戶手冊中会出现以下的图标及说明文字，请您特别注意这些重点事项，

而这些图标所代表的意义如下： 
 

 
说明 

进一步的信息说明 

 

 
重要 

重点提示说明  

 

 
警告 

禁止不当行为及操作，提醒您在进行某一项操作时要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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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始使用 GigaX 
2.1 產品包裝內容 

您的产品包装将包含以下配备： 
1.一台 GigaX 2024（24個端口）或一台 GigaX 2048（48個端口） Layer 2 交
换器 
2.交流电源线 
3.仿真调制解调器排线(DB9) 
4.机架安装配件组 (两个固定托架及六颗 #6-32 螺丝) 
5.USB 排线 
6.安装光盘 
7.快速安装指南 

1

2
�

3

4

5

6

7

 

圖 1. GigaX 2048/2024 产品包装内容  

13 



GigaX 系列第二层交换器用戶手册 

2.2 前面板 

前面板包含 LED 指示灯可以显示系统、备援式电源供应器（RPS）、风扇

及端口状态。 

 

圖 2. GigaX2048 前面板  

 

圖 3. GigaX2024 前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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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前面板标示及 LED 指示灯说明 

标示 颜色 状态 说明 

亮灯 系统电源开启 绿色 

闪烁 自动测试或是程序下载中 

SYSTEM 

橘色 亮灯 不正常的温度或电压 

绿色 亮灯 电源装置(PSU) 运作正常，且系统具备正常的

备援电源供应  

亮灯 电源装置(PSU) 运作异常，且系统目前由备援

电源供应(RPS) 

RPS 

橘色 

 
熄灭 无电源供应 (system 指示灯也熄灭)，备援电源 

(RPS)运作异常或是未安装 (system 指示灯亮

灯) 

绿色 亮灯 所有的风扇运作正常 FAN 

橘色 亮灯 其中一个或是两个风扇都停止运转 

亮灯 已建立 Ethernet(以太网络)连接 

闪烁 數據通過 Ethernet(以太网络)传输中 

绿色 

熄灭 无 Ethernet(以太网络)连接 

亮灯 有连接，但是端口被手动或是被生成树协议

(Spanning Tree Protocol; STP)关闭。 

10/100 ports 

橘色 

闪烁 端口处于生成树协议(STP) 阻隔(blocking)或
是倾听(listening)/ 学习(learning)状态 

亮灯 RJ-45 或是 SFP 连接中，端口启用 

闪烁 传送接收讯框中 

绿色 

熄灭 未连接 

亮灯 有连接，但是端口被手动或是被生成树协议关

闭。 

10/100/1000 
port status 

 

橘色 

闪烁 端口处于生成树协议(STP) 阻隔(blocking)或
是倾听(listening)/ 学习(learning)状态 

绿色 亮灯 1000Mbps 

亮灯 100Mbps 

10/100/1000 
port speed 

橘色 

熄灭 10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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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背板 

背板包含风扇及电源插座。 

 
圖 4. 背板  

表 2. 背板标示说明 

标示 说明 

Power Connector 电源线接头 

RPS 备援式电源供应器插座 

Console RS-232 串行端口(连接至控制台) 

USB USB 连接端口 (连接至控制台) 

FAN1 – FAN2 两个可抽换式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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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技术规格 

表 3. 技术规格 

尺寸 43.5mm(H) X 444 mm(W) X 265mm(D) 

输入 耗电量 电源供应器 

100-240V AC/2.5A 
50-60Hz 

小于 90 瓦 

输入 输出 备 援 式 电 源 供 应 器
(Redundant Power 
Supply；RPS) 100-240V AC/1.8A 

50-60Hz 
12V DC/12.5A 

 操作中 储存 

温度 -10 to 50℃ (14 to 122
℉) 

-40 - 70 ℃ 
(-40 to 158℉) 

湿度 15% 到 90% 0%到 95% 

环境需求 

海拔 高 达  10,000 ft 
(3,000m) 

40,000 ft 
(12,000m) 

尺寸 电压电流 速度 两个可抽换式风扇 

40 x 40 x 20 mm 12VDC, 0.13A 8200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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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快速安装指南 
本章节主要介绍 GigaX 的基本环境设置。 

Part 1 如何将 GigaX 安装在一个平坦的桌面或机架上 
Part 2 提供基本的硬件设置方式 
Part 3 如何设置 GigaX，在您开始设置之前，请先向您的网络管理员取得

以下的信息： 
本交换器的 IP 地址 
本交换器的默認网关 
本交换器的网络屏蔽 

3.1 Part 1 — 硬件安装 
请将本交换器接上电源，并连接至计算机或网络上。图 5 为硬件连接图标。 

3.1.1 将主机放置在平坦的表面 
将主机放置在一个平坦稳定的表面上，该平面必须足够支撑主机跟其它配件的

重量。 

3.1.2 将主机安装至 19 吋机架 
1. 将固定托架锁在主机的两侧。 

2. 将主机置入机架后，用螺丝将主机锁在机架上。 

 

 

 

 

 

 

 

 

 

 

18 



GigaX 系列第二层交换器用戶手册 

3.2 Part 2 — 设置交换器 
请将本交换器接上電源，并连接至计算机或网络上。图 5 为硬件连接图标。 

3.2.1 连接控制台 

欲连接控制台，可用一条 RS232 (DB9) 排线或是 USB 排线连接交换器，若

您欲使用 Web 管理接口，请用一条网络线将您的计算机连接至交换器上。 

3.2.2 连接至计算机或网络 
请使用网络线连接您的计算机至交换器的连接端口，或使用网络线连接 
hubs/switches 至本交换器的端口。你可以使用交叉式（crossover）或直接式

（straight）的网络线连接你的计算机、hub 或交换器。 

 

1000BASE-T 的端口必须使用 Cat.5 等级的网络线才能达到

1Gbps 的传输速率。 

3.2.3 连接 RPS 模块  
连接您的 RPS 模块到 RPS 插座，并确认 RPS的另一端已连接电源线，并连

接至电源插座上。 

3.2.4 连接电源適配器  
1. 连接交流电源线到主机背板的电源插座，将另一端连接到墙上的电源插

座或延长线。 

2. 依据表 4 内容，检查前面板的 LED 指示灯 ，查看主机是否正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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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机管理 

 

RS-232RPS 模块

USB

Cat 5 网络线 

扩展 hub/switch 

LAN computers 

圖 5. 硬件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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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LED 指示灯 

No. LED 说明 

1 System 稳定的亮绿灯代表装置启用，倘若灯未亮，请

检查电源线是否已经连接主机插座，并检查电

源线另一端是否已连接到有电源供应的插座

上。 

2 Switch ports 

[1] to [50] (2048) 

[1] to [26] (2024) 

稳定的亮绿灯代表交换器的 LAN 功能正常，闪

灯表示正在接收或传送數據至网络上的其它计

算机 

3 RPS 稳定的亮绿灯代表已成功安装 RPS 模块 

4 Fan 稳定的亮绿灯代表所有的风扇运作正常 

 
3.3 Part 3 — 网管基本设置 
硬件安装完成后，您的交换器还需要做一些基本的设置，您可以使用以下方法

来设置您的交换器： 
• Web 管理接口：您可使用具备 Java 功能的浏览器如 IE5.0 或更新版本的

浏览器来管理交换器。 
• 终端机管理接口: 使用控制台端口来管理交换器。 

3.3.1 通過控制台端口设置 
1. 使用本产品所附的 RS-232 排线连接主机后端的 console 插座，这是一

个 DB-9 的公接头，提供數據终端设备（data terminal equipment；DTE）
之连接。将排线上的螺丝锁好固定住，将排线另一端连接到運行终端机

仿真软件（譬如 HyperTerminal 或是 ProComm）的个人计算机上。 

2. 您也可以使用本产品所附的 USB 排线连接到个人计算机上。但是在使用

USB 排线之前，您必须安装本交换器所附之安装光盘内的 USB 驱动程

序，该驱动程序支持 Windows® Me/2K/XP 操作系统。安装驱动程序后，

会产生一个新的仿真 COM Port (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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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依据以下步驟設置您的终端机仿真软件： 

a) 选择适当的串行端口号码 

b) 设置數據波特率(data baud rate) 在 9600 

c) 设置數據格式为无同位检查（no parity）、8 个數據位(data bit)及
1 个停止位(stop bit) 

d) 设置为无流量控制 

e) 设置仿真模式(emulation mode)为 VT1000 

4. 正确设置好终端机之后，您将在终端机上看到“(ASUS)%”的信息。 

5. 输入“login”以进入接口的命令列，默認的用戶名称是“admin”，密码部分

不需输入，按下<Enter>键即可。 

 

您可以随时通過 CLI 来更改密码(参考 5.3.1 系统指令)，为了

避免您的交换器被未经许可的人士使用，建议您尽可能及早

更改您的密码。 

6. 欲指定 IP 地址给交换器，请参考以下步骤： 

a) 输入 “net interface ip sw0 <your ip address> <your network 
mask>”，例如：您的交换器 IP 地址是 192.168.10.1，且网络屏蔽

是 255.255.255.0，您应该输入“net interface ip sw0 192.168.10.1 
255.255.255.0”。 

b) 倘若交换器必须通過网络来管理，就必须要默認网关或是一个固定

的路由。输入“net route static add 0.0.0.0 <your network gateway 
IP> 0.0.0.0 1 为您的路由。如图 6。 

 

圖 6. 登入及 IP 设置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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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通過 Web 接口设置 
欲成功连接您的个人计算机到交换器，您的个人计算机必须具备可以存取交换

器的 IP 网络，也就是说，交换器必须在您的网络具备合法的 IP地址。请洽询

您的网络管理者取得该交换器合法的 IP地址。若您欲更改默認 IP，请参考3.3.1
有关改变默認 IP 地址的方法。由于本产品(交换器)并不支持 DHCP 功能，指

定合法的固定 IP 地址给交换器以使用网页接口有其必要。 

1.第一次使用网页接口不需要用戶名称及密码来登入，因为网页存取验证默

認是关闭的。为确保系统设置的安全性，请启用“System”单元下

“Administration”页面 的验证功能，倘若验证功能关闭，请跳过步骤 2。 

2.本交换器可以连结到任何连接至本网络的计算机，请打开网页浏览器 
(Internet Explorer) 并在地址栏输入以下地址，然后按一下 <Enter>: 

http://192.168.1.1 
 
此为本交换器的出厂默認 IP 地址 
接下来会出现如下图的登录画面： 
 

 
圖 7. 登录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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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你的用戶名称及密码，然后按一下  以进入 Configuration 
Manager，当您第一次登录时请使用以下的缺省值： 
 

默認用戶名称  Admin 

默認密码 无密码 

 

 
你可以自行更改密码 (参考 5.3.1 系统指令)。 

3.欲设置一个新的 IP 地址，请点擊“System”,，然后點擊“IP Setup” (请参考 
Figure 8) ，输入 IP 地址、网络屏蔽以及默認网关，点擊 。 

4.倘若您新的地址跟默認地址不同，浏览器无法更新交换器状态窗口或是重

新取得任何页面，这是正常的状况，请在地址栏重新输入新的 IP 地址，并

按一下 <Enter> ，网页连接随即恢复正常。 
欲激活网页存取验证功能，请点擊菜单列的“Administration”，然后选择

“Enabled” 以激活保护功能。在您点擊  之后会出现登入画面。 

 

 

GigaX 2048 与 2024 的 Web 管理接口除了画面上方的前

面板图标不同之外，其它皆相同(参考下一页图标)。 

在以下的章节中，若此两种机型的显示画面相同，则只会

秀出一个图标 (以 GigaX 2048 的图标为代表)。若此两个

机型显示的画面不同 ，则会分别秀出此二机型的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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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IP 设置 (GigaX 2048)  

 

圖 9. IP 设置 (GigaX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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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eb 接口 
本交换器提供一个 Web 管理接口，让您通過 Internet 来管理交换器。此一管

理接口 佳的支持平台为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5.5 或更新的版本。注

意：不支持 Netscape。 

4.1 登录 Web 使用接口 
1. 请打开 PC 上的网页浏览器，并在地址栏中输入以下连结地址，然后按

一下 <Enter>键 ： 

http://192.168.1.1 
此为交换器的出厂默認 IP地址，接下来会出现一个登录画面，如图 10。 

 

圖 10. 登录画面  

2. 输入您的用戶名称及密码，然后按一下 。 
当您第一次登录时请使用以下的缺省值来登录，您可以随时通過 CLI更改

登录的密码。（参考章节 5.3.1 系统指令） 
 

默認用戶名称:  admin 

默認密码: 无密码 

 

26 



GigaX 系列第二层交换器用戶手册 

当您每次登录时都会出现此一首页画面。请见图 11 及图 12)。 

 
圖 11. 首页 (GigaX 2048) 

 

圖 12. 首页 (GigaX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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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功能结构 
网页通常包含了三个主要的页框，上页框包括交换器 logo 及前面板图标如图

13 及图 14。上页框会一直出现在窗口画面的 上方，且 LED 指示灯会定时

更新。LED 指示灯所代表的意义请参考表 4，表 5 则为端口颜色说明。 

 

圖 13. 上頁框 (GigaX 2048)  

 

圖 14. 上頁框(GigaX 2024)  

表 5. 端口颜色说明 

端口颜色 说明 

绿色 网络联机正常 

黑色 网络未联机 

琥珀色 已联机，但连接端口被手动取消功能或因生成树而无法作用 

 
点擊交换器连接端口图标，右下方页框会出现端口设置菜单。 
左页框菜单如图 15，包括了所有提供交换器设置的功能，这些功能包含在几

个主要项目中，例如 System、Bridge 页面等，你可以点擊各项功能以进行相

关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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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展开菜单  

右框架显示设置页面或统计图表等，详见章节 4.3。 

4.2.1 菜单浏览技巧 
• 欲展开群组功能菜单，请点擊该群组功能名称， 展开后  符号会变为  。 
• 欲关闭展开群组功能菜单，请点擊该群组功能名称，  符号会出现在该群

组功能名称的后面。  
• 欲开启特定的设置页面，请直接点擊所需的菜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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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共通按钮及小图标 
下表说明各个按钮及小图标的功能。 

表 6. 共通按钮及小图标 

按钮/小图标 功能 

 
储存该页面上的任何更改设置 

 
在目前的系统增加新的设置，例如一个静态 MAC 地址或一个防火

墙 ACL 规则等 

 
修改目前状态 

 
修改系统目前设置，例如静态路由或过滤 ACL 规则等 

 删除选项，例如一个静态路由或过滤 ACL 规则等 

 
重新显示目前的页面，以加载新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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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系统设置（System）  
System 页面包括 management（网管设置）、IP setup（IP 设置）、administration
（管理员设置）、reboot（重新激活）及 firmware upgrade（固件更新）等功

能。  

4.3.1 网管设置（Management） 
Management 页面包含了以下的信息： 

Model Name: 产品名称 
MAC Address: 交换器 MAC 地址 
System Name: 用戶指定的系统名称（可修改） 
System Contact（可修改） 
System Location （可修改） 
 

按一下  以储存变更并使其立即生效，按一下  重新加载

设置值，如图 16。 
 

 

圖 16. 网管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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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IP 设置（IP Setup） 
IP Setup 页面包括以下信息： 

IP 地址 
网络屏蔽 
默認网关 
 

按一下  以储存变更并使其立即生效，按一下  重新加载

设置值，如图 17。 

 

圖 17. IP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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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管理员设置（Administration） 
Administration 页面利用 密码保护 来启用或关闭网页存取验证功能。缺省值

为关闭网页存取验证功能。 

按一下  以储存变更并使其立即生效，按一下  重新加载

设置值，如图 18。当您启用密码保护功能时，您必须立即重新登录。 
 

 
您可以随时通過 CLI 更改密码。 

 

圖 18. 管理员设置  

4.3.4 重新激活（Reboot） 
Reboot 页面包含一个  按钮，按一下这个按钮重新激活系统。 
 

 
当您重新激活系统时会停止网络传输并中断 Web 接口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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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固件更新（Firmware Upgrade） 
Firmware 页面包括以下信息： 

Hardware Version：显示硬件版本号码 
Boot ROM Version：显示 boot code 版本 
Firmware Version：显示目前運行的固件版本，当您更新固件时，这个号

码也会更新。 
 

在 firmware 字段中直接输入固件所在位置，或按一下   从窗口中选

择一个固件文件名称。再按一下   更新交换器的固件，请参考图 19。 
 

 

请您点擊 upload 按钮，并成功更新固件之后，重新激活系统，

然后您必须重新登录一次。 

 

圖 19. 固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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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实体接口（Physical Interface） 
Physical Interface 显示实时的 Ethernet 端口状态，你可以进行以下的设置： 

Port: 选择端口以进行设置 
Admin: 关闭/启用端口 
Mode: 设置速率及双工（duplex）模式 
Flow Control: 启用/关闭 802.3x 流量控制 
Port Status Window: 显示各个连接端口的以下信息 

a) Link status: 显示连结状态及双工模式，或中断连结 

b) State: STP 状态 

c) Admin: 启用或关闭此端口 

d) Mode: 连结速率及全双工模式 

e) Flow Control: 启用或关闭 802.3x 流量控制 

选择所需的连接端口号码，并进行相关的设置，然后按一下  按钮，

显示画面会将您所做的设置更新。然而，新的设置值在您选择 “Save 
Configuration” 之前并不会生效。 

 

圖 20. 实体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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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桥接设置（Bridge） 
Bridge 页面功能包括大部分的 layer 2 设置，如 link aggregation、STP 等。 

4.5.1 生成树（Spanning Tree） 
生成树通信协议的设置页面可以实时启用或关闭此功能。这个页面包含了以下

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 root 信息：说明 root 交换器的 STP 设置。 
第二部分为 STP 设置：这里包含了以下几个选项：  

Disable/Enable：启用或关闭 STP。若您的交换器为 root交换器，当您启

用 STP 时，STP 会使用以下的设置。 
Hello Time（问候间隔）：设置生成树通信协议传送组态信息的时间间隔 
Max Age（ 长存在时间）：设置组态信息被系统清除之前存在的时间 
Forward Delay（转寄延迟）：设置系统处于识别和倾听状态的时间 
Bridge Priority（桥接优先级）：设置相对于生成树中其它交换器的优先

级 
第三部分为端口设置：包含了一个显示窗口以显示每一个端口目前的设置值。

按一下  更改 STP 连接端口设置，包含以下项目：  
Port：选择所需的端口编号以进行以下设置。 
Priority（优先级）：指定给用于生成树通信协议之连接端口的优先级 (0 - 
255)。如果生成树通信协议檢测到网络回路，则连接端口优先级越高，被

阻塞的可能性越小。数值越低表示优先级越高。 
Cost（成本）：指定给用于生成树通信协议之连接端口的成本 (1-65536)。
如果生成树通信协议檢测到网络回路，则连接端口成本越高，被阻塞的可

能性越大。 
FastLink（快速连结）：当连结形成时，将立即启用处于转寄状态的端口。

此时，该端口不是生成树的一部份，但将参与以后的生成树解析。 

按一下  使新的设置生效，按一下  重新加载目前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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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生成树  

4.5.2 链接聚集(Link Aggregation) 

在 link aggregation（链接聚集）页面中，本交换器共可建立 6 条干线。  
Show Trunk：选择“Add a new Trunk” 以建立新的干线。或选择一个既有

的干线，它会显示以下的内容项目及连接端口图标。 
Port Selection Criterion（端口选择标准）：在干线中的连接端口之间分配

封包的规则，决定于来源 MAC地址、目的 MAC 地址、来源及目的 MAC
地址、来源 IP 地址、目的 IP 地址或来源及目的 IP 地址。 
Name: 干线名称 
Trunk ID: 用以区别干线名称的号码 
Port Icons: 连接端口图标排列成如同前面板的方式，点擊该条干线中的连

接端口图标，若您再次点擊该连接端口图标，则该连接端口会从干线中删

除。 

按一下  将设置值传送到交换器 (HTTP 服务器)。按一下  重
新加载目前的设置。若要使新的设置生效，请到 “Save Configuration” 页面按

一下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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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须检查实时连接速率及双工模式以确认干线为联机的状态。请至 Physical 
Interface 并检查端口群集实时状态下的连接模式窗口。若所有群集连接端口均

使用同样的速率及全双工模式，代表已成功设置干线。若其中一个连接端口使

用不同的速率或全双工模式，则代表干线设置不正确，请检查连接的端口，并

更改设置值，以使所有群集中的连接端口皆为相同速率及全双工模式。 
 
 

 

• 群集端口必须属于一个相同的八端口群集的端口。Giga 连

接端口可位于同一干线。 
以 GigaX 2048 来说，群集端口为 1 至 8、9 至 16、17 至

24、25 至 32、33 至 40 及 41 至 48。 
以 GigaX 2024 来说，群集端口为 1 至 8、9 至 16、17 至

24。 

• 同一干线的连接端口必须使用全双工模式及相同速率作

业。 

• 同一干线中的连接端口必须设置为自动（auto-negotiation）
模式或 full duplex（全双工）模式，才能拥有全双工联机功

能。若您设置为 full duplex 模式，则其它干线中的连接端

口也必须使用同样的设置，否则此干线将无法正常使用。 

• 同一干线中的连接端口必须有相同的 VLAN 设置。 

• 同一干线中的连接端口被视为单一的逻辑连结，亦即若任

一端口更改设置，其它的端口也必须修改。例如若某一干

线包含了连接端口 1 及 2，若端口 1 更改了 VLAN 设置，

则端口 2 也必须改为和端口 1 相同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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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链接聚集设置页面 (GigaX 2048)  

 

圖 23. 链接聚集设置页面 (GigaX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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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镜像（Mirroring） 

在 Mirroring 菜单中，您可以监视特定连接端口上的信息。交换器可以监控

传送或接收信息、或两者皆可。启用端口镜像时，被镜像端口监控的所有传

送或接收信息都将被转寄至镜像端口，可帮助您监控网络的传输。 

Mirror：选择镜像群集，每一个群集可以包含 24个 Fast Ethernet 端口及

1 个 Gigabit 端口。（仅指 GigaX 2048 机型） 
Mirror Mode：启用或关闭选择群集的镜像功能。 
Monitor Port: 接收所有镜像群集的传输信息备份。 

GigaX 2048具备 2个镜像端口，每一个镜像端口可以监控 24个 Fast 
Ethernet 端口及 1 个 Gigabit 端口。 
GigaX 2024 仅具备 1 个镜像端口，此镜像端口可以监控 24 个 Fast 
Ethernet 端口及 2 个 Gigabit 端口。 

 

 

镜像连接端口不能属于任一干线。 

镜像端口不能视为一般的交换器端口来使用，它无法交换封包或做

地址识别。 

 
按一下  将设置值传送至交换器 (HTTP 服务器)，按一下  重
新加载目前的设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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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镜像设置页面 (GigaX 2048)  

 

圖 25. 镜像设置页面 (GigaX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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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静态多重播送（Static Multicast） 
在此一页面中新增多重播送地址至多重播送表中，本交换器支持 多 256 组 
多重播送地址。新增至多重播送群组的端口，会将来自指定多重播送地址的封

包转寄至该群组中的其它端口。 
Show Group：点擊“Add a new Group” 输入新的群组。或选择既有的群组

地址以显示以下信息： 
MAC Address：选择该多重播送地址 
VLAN：选择 VLAN 群组 
CoS：分配服务层级（Class of Service；CoS）的优先级 

按一下  使新的设置值生效，按一下  重新加载目前的设置。 

 

圖 26. 静态多重播送 (GigaX 2048) 

42 



GigaX 系列第二层交换器用戶手册 

 

圖 27. 静态多重播送 (GigaX 2024)  

4.5.5 IGMP 侦查 (IGMP Snooping) 
使用网际网络群组管理通信协议 (IGMP) 偵聽，您可以将交换器设置为智能转

寄多重播送信息。根据 IGMP 查询和报告信息，交换器仅将信息转寄至请求多

重播送信息的连接端口。这样可以防止交换器将信息广播（broadcast）至所

有端口，从而消除可能对网络效能带来的影响。启用本功能时，交换器会根据 
IGMP封包经过的端口状况来更新多重播送表。然而，若静态多重播送占据所

有 256个表项，IGMP 侦查将无法正常运作，本交换器只能支持 256个 layer 2
多重播送群组。 

 

圖 28. IGMP 侦查 (IGMP Sno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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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流量控制（Traffic Control） 
流量控制可以预防因为广播封包（broadcast packet）、多重传送封包（multicast 
packet）及因目的地址错误的单一传送封包（unicast packet）數據流量过大，

造成交换器频宽的异常负荷，并可提高系统的整体效能。Limit 字段是用来限

制该型态封包的整体传输量。例如，若您勾选 broadcast 及 multicast，则此二

种型态封包的整体传输量将不会超过限制的传输量。 

按一下   储存新的设置，欲使设置值生效请至 “Save Configuration” 

页面，并按一下   即可。 

 

圖 29. 流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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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 动态地址（Dynamic Addresses） 
本页面显示经由端口、VLAN ID或指定的 MAC 地址查询到的动态地址结果。

动态地址是指交换器识别的MAC地址，若超出存在时间将会从地址表中删除。

用戶可以设置存在时间从 10 至 1,000,000 秒。 按一下   储存新的

设置，欲使设置值生效请至 “Save Configuration” 页面，并按一下   

即可。您可以勾选连接端口、VLAN 和 MAC 地址，然后按一下 ，

以便依这些字段查询，地址窗口会显示结果。 

 

圖 30. 动态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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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 静态地址（Static Addresses） 
你可以增加一个 MAC 地址至交换器地址表，此种新增 MAC 地址的方式，不

会由于存在时间功能而被从地址表中清除，此即称为静态地址。 
MAC Address：输入 MAC 地址 
VLAN ID：输入此 MAC 的 VLAN ID（识别码） 
Port Selection：选择属于此 MAC 的端口 
Discard: 当 MAC地址出现在封包中的目的地址、来源地址或二者兼具时，

你可以運行封包过滤。 

当您欲新增一个静态 MAC 地址时，按一下  ，然后你会在地址窗口

中看到一个新的地址，你可以用鼠标点擊欲移除的既有地址，然后按一下 

。按一下  更新 MAC 地址。按一下  储存设置，按一

下  重新加载目前的设置值，欲使设置值生效请至 “Save 

Configuration” 页面，并按一下   即可。 

 

圖 31. 静态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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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 标记 VLAN（Tagged VLAN） 
本页显示 VLAN 群组， 多可以设置 255 个 VLAN 群组，但是您无法移除交

换器默認的 VLAN，这是用来防止交换器发生故障而设计的功能，你可以移除

默認 VLAN 以外的其它 VLAN。 
您可以按一下按钮来指定连接端口为标记或不加标记成员。这里会显示三种不

同的按钮图标： 
“U”： 端口是 VLAN 的成员。连接端口传送的所有封包均不加标记 (即不

携带标记，因此不携带 VLAN 或 CoS 信息)。 
“T” ：端口是 VLAN 的成员。连接端口传送的所有封包均加标记 (即携带

标记，因此携带 VLAN 或 CoS 信息)。 
空白：端口不是 VLAN 的成员。 

若不加标记成员同时属于二个或更多 VLAN群组，会使交换器产生混淆，并导

致流量超过负荷，为了防止这种情形发生，交换器只能允许一个不加标记成员

在同一时间只属于一个 VLAN，此即称为 “PVID” （您可在 “Default Port VLAN 
& CoS” 页面中做设置）。若您要将不加标记成员的连接端口从某一 VLAN 配

置到另一 VLAN，您必须将其从原来的 VLAN删除或在原来的 VLAN中将其更

改为标记成员。 
Show VLAN: 选择一个既有的 VLAN显示其内容或 “Add a new VLAN” 新
增一个 VLAN 群组 
Name: VLAN 名称 
VLAN ID: 当您新增一个 VLAN 时，必须输入 VLAN ID 
Remove VLAN: 移除 VLAN，本项目在新增 VLAN 页面中不会出现 

按一下   储存新的设置，欲使设置值生效请至 “Save Configuration” 

页面，并按一下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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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标记 VLAN (GigaX 2048)  

 

圖 33. 标记 VLAN (GigaX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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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0 默認端口 VLAN 及 CoS 
本页面包含了部分 VLAN 标记相关的设置，包括： 

Port: 选择欲设置的端口 
PVID: Port-based VLAN ID。进入此连接端口的所有不加标记封包均使用

此 PVID 来标记 VLAN 的识别码。 
CoS (Class of Service) value: 进入此连接端口的所有不加标记封包均使

用指定的 CoS。 

按一下  更改端口内容（如图 34 所示），按一下   储存新

的设置，欲使设置值生效请至 “Save Configuration” 页面，并按一下   
即可。 

 

圖 34. 默認端口 VLAN 及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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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1 CoS 优先级的对应 
本交换器的每一个端口均支持四个缓冲优先级等级，亦即每一个 CoS 顺序值

（0-7）可以对应到这 4 个等级其中之一。Queue 4（COSQ4）具有 高的传

送封包优先级。按一下   储存新的设置，欲使设置值生效请至 “Save 

Configuration” 页面，并按一下   即可。

 
圖 35. CoS 优先级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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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简易网络管理通信协议(SNMP) 
此页面提供简易网络管理通信协议 (SNMP)设置，包括 Community Table、
Host Table 及 Trap Setting 。 

4.6.1 团体表（Community Table） 
您可以建立不同的团体并自订存取，在这里输入团体名称，并勾选其是否具有

设置（写入存取）的权力。点擊   永久保存设置或  重新

加载目前的设置。 

 

圖 36. 团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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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主机表（Host Table） 
本页面连结主机 IP 地址至 Community Table 页面里的团体名称。在这里输

入 IP地址并在下拉式菜单中选择团体名称。按一下  永久保存设置

或 重新加载目前的设置。 

 

圖 37. 主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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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Trap 设置（Trap Setting） 
藉由设置 Trap 目的 IP 地址及团体名称，您可以启用 SNMP的 Trap功能，以

传送不同版本的 Trap 封包(v1 or v2c)。按一下  永久保存设置或 

重新加载目前的设置。 
 

 

圖 38. Trap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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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过滤器（Filters） 
本交换器可以通過 Layer 2 至 Layer 4 封包的标题信息来过滤目前流量的型

式。每一个过滤设置包含许多规则，您必须附加过滤设置至目前的端口，使其

可以运作无虞。 

4.7.1 过滤组合（Filter Set） 
你可以通過输入名称、ID 及一个规则的模式来建立过滤组合，本交换器具备

二种模式的设置规则，一种是 MAC 模式，另一种是 IP 模式。只有相同的模

式才能一起组成一个过滤组合。每一种模式的设置项目不同，例如，你可以使

用 IP 模式规则来过滤 FTP 封包。 
当您按下 Filter  Set，过滤设置页会出现（如图 39）。首先，请输入名称、ID

以建立过滤组合，然后按一下  ，其次点擊   按钮选择编辑或删除

设置， 第三，点擊  进入规则页面如图 40或按一下  删除过

滤组合。 您必须依照以下的规则来设置过滤组合： 
• 一个组合由一种型式的规则组成，每一规则拥有相同的过滤选项，以过滤

封包为同一型式。例如，二个过滤封包规则有二个目的 IP 地址，具有相

同的型式，但一个过滤规则的来源 IP 地址与上二个不属于相同的型式。 
• 一个连接端口可同时拥有 4种规则，若超过 4 种，系统会自动取消这个规

则。 

 

圖 39. 过滤组合  

54 



GigaX 系列第二层交换器用戶手册 

Filter Rule 页面提供规则模式的额外选项，一为 MAC规则 (图 40)，一为 IP 规

则(图 41)。若您未在空白字段中输入 MAC地址，表示此一规则不须考虑 MAC
值，而在 IP规则设置中，你可以输入以下任何一信息：来源 IP、目的 IP、 协
议、来源应用端口及目的应用端口。当封包符合此一规则时，Action 字段会

决定此封包应该丢掉或转寄出去。若封包符合二种规则，此封包将会依照规则

表中 先显示的规则運行。 

 

圖 40. MAC 模式过滤规则 

 

圖 41. IP 模式过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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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附加过滤组合（Filter Attach） 
若您没有将过滤组合附加到传送或接收端口，此过滤组合将无法发生作用，请

使用 Filter Attach 页面来附加过滤组合至接收或传送端口。 

按一下   储存设置，欲使新的设置生效，请至 “Save Configuration”页
面按一下   或按一下  重新加载目前的设置。 
附加过滤组合至连接端口： 
• 附加至所有端口（Attach to all ports）：此过滤组合适用系统所有连接端

口 
• 附加至目前端口（Attach to certain ports）：你可以自行指定传送及接收

端口。以 GigaX 2048 来说，传送及接收端口必须为端口 1-24 及 49 或端

口 25 – 48 及 50 
• 从所有端口删除（Detach from all ports）：从附加连接端口删除所有过滤

组合 

 

当您选择 "Attach All" 时，无法从特定连接端口移除过滤组合，

若您欲移除端口，请选择 "Detach All" 。 

 
当过滤组合附加至接收及传送端口时，会视接收、传送端口及封包项目规则来

过滤封包。例如，过滤规则为当接收端口 1 接收到目的 MAC 地址为

00:10:20:30:40:50的封包时，不可传送至端口 2，则当端口 1接收到目的 MAC
地址 00:10:20:30:40:50 的封包时，绝对不可传送至端口 2，在 flooding 的情

况下会传送到端口 2 以外的其它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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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附加过滤组合 (GigaX 2048)  

 

圖 43. 附加过滤组合(GigaX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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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统计图表（Statistics Chart） 
Statistics Chart 页面提供各种不同的网络流量统计图表。你可以设置所需的

时间间隔来重新绘制统计图表，利用这些不同的系统數據统计图表即可监控网

络的流量。大部分的 MIB-II 计数器会显示在这些图表上。 
按一下 Refresh Rate 设置时间间隔，并从交换器取得 新的數據。您可以选

择颜色来辨别统计结果或端口， 后，按一下 Draw 开始绘制图表。每一个新

的图表都会重新显示 新的统计结果。 

4.8.1 流量比较（Traffic Comparison） 
比较图表可以比较所有连接端口的同一种统计數據，在这里设置所要监控的系

统数据类型，然后按一下 Draw，即会定期更新数据及统计图表。 

 

圖 44. 流量比较图 (GigaX 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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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流量比较图 (GigaX 2024)  

4.8.2 错误群组（Error Group） 
选择端口及显示的颜色，然后按一下 Draw， 统计窗口会显示该连接端口所有

需丢弃及错误的计数數據，该數據会定时更新。 

 

圖 46. 错误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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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 历史记录图表（Historical Status） 
历史记录图表可以显示任一连接端口组合的一种统计數據。此图表可显示设置

时间段内的數據，以便于您监视數據随时间变动的情况。由于这个图表是显示

所有的历史记录，因此即使您重新加载數據，旧的数据及图表并不会被删除。 

 

圖 47. 历史记录图表  

4.9 储存设置（Save Configuration） 

欲永久储存设置，按一下 ，成功储存之后新的设置值会立即生效 。 

有时候您可能会需要重新加载交换器设置，此时请按一下  还原出

厂缺省值，当然，在系统重新激活时也会依照此一复原程序。 
 

 

当您选择重新加载出厂缺省值时，您将会永远删除所有的设

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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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储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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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控制台接口 
本章节介绍如何使用控制台接口来设置您的交换器，本交换器提供了 RS232
及 USB插槽来连接您的计算机，您必须在您的计算机上使用终端机仿真软件，

如 HyperTerminal 及 command line interpreter 来设置本交换器。您必须设置

數據波特率（data baud rate）在 9600、8 个數據位(8 bit data)、數據格式为

非同位检查（no parity）及 1 个停止位(stop bit)，并设置为无流量控制。 
当您进入 CLI 模式，输入 “?” 会显示所有可用的指令说明信息，这对不熟悉

CLI 指令的用戶将有非常大的帮助。当系统闲置超过 10 分钟，CLI 模式会关

闭，您必须重新登入。 
为了让用戶更容易操作，所有的 CLI指令设计得非常灵敏，你可以输入指令的

不同类型指令的全名，则此一类型会成为你的工作类型指令。之后，就不需在

次指令之前输入 “sys” 。例如， “sys” 是一个包含许多次指令的指令类型，当

你更改你的工作指令到“sys”，你不需在次指令前输入“sys” 。当你的工作类型

指令为“sys”时，命令列的提示会变成 “(system name)sy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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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開机自我測試　　 
系统在开机时会进行自我测试（POST），用以测试系统内存、LED及交换器

主板上的硬件芯片，这里会显示系统测试结果的信息，你可以忽略这些信息直

到出现 “(ASUS)%”字样。 (详见图 49) 

 

圖 49. CLI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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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激活 ROM 指令模式 
在开机自我测试（POST）期间，你可以按下 <ENTER> 键进入 “Boot ROM 
Command” 模式，如图 50。 
图 50显示交换器的二个固件，一个位于 Slot 0，另一个位于 Slot 1。系统会自

动选择较新版本的固件来激活。输入 “?”  键以显示所有指令的说明信息。 
 

 

虽然某些情况下，指令的使用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我们

强烈建议您，若您不清楚这些指令的功能，请勿任意使用。

 

圖 50. 激活 ROM 指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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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激活 ROM 指令 
在激活模式下输入 “?” 键，以显示所有指令列表： 

表 7. 激活 ROM 指令 

指令 参数 用法 说明 

d Address [,length] 提供地址及长度以轉出並显

示内存内容 
 

p NONE 显示目前激活参数  

g NONE 運行 firmware, 进入 CLI 模
式 

 

b 0 or 1 or a 支持 2 组固件。你可以提供

slot ID 来选择運行那一组固

件或使用”a”自动选择。 自动

选择会運行较新的固件，此

为缺省值 

当您固件更新失败时，您

可以使用这个指令，以旧

的固件激活交换器。成功

更新固件之后再更改为

自动选择模式。 

S 0, 1, 2, 3 设 置 控 制 台 波 特 率 ：
0:9600bps 
1:38400bps 
2:57600bps 
3:115200bps 

终端机仿真必须设置为

相同的波特率 

X NONE 更新固件至交换器 使用 consol 端口更新固

件较慢，但若您中断交换

器的网络连接，仍然可以

用此方式更新固件 

R NONE 安全模式 若组态档案损毁或您忘

记密码，请使用安全模式

登入 CLI 模式，且必须重

新加载组态设置或重新

设置您的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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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登入及注销 
输入 “login” 以登入 CLI 模式，你必须输入正确的用戶名称及密码，第一次登

入时，请输入 “admin” 作为用戶名称，不需输入密码。为了安全性的考量，

当您登入之后请立即更改您的用戶名称及密码。当您忘记用戶名称及密码时，

您必须连络华硕技术支持部门，或者删除所有储存在 Boot ROM Command 
模式的设置。若您选择后者，系统设置值将会全部遗失，您必须重新设置您的

交换器。 
输入 “logout” 安全的离开 CLI 模式，此一动作可以有效保护 CLI模式，下一位

用戶再次登入时必须验证用戶名称及密码。 

5.3 CLI 指令 
本交换器提供所有管理功能的 CLI 指令，此一指令使用说明依类别列表如同

WEB 管理接口一样。你可以依照其架构，并如同使用 WEB 接口一样方便的

设置好你的交换器。  
 

 

永远使用 “?” 以取得可用的指令列表及线上辅助说明 

永远使用 “/” 回到根目录 

输入该指令以取得该指令的 help 信息 

5.3.1 系统指令 

[System Name] 
显示交换器的名称。这是一个 RFC-1213 规范的系统群组的 MIB 对象，并提

供管理端的管理信息。 
CLI 指令 : sys name <system name description> 

若你在系统名称描述栏中输入新的名称，则交换器名称即会更新为此一名称。 

[System Contact] 
显示交换器的详细联系信息。这是一个 RFC-1213 规范的系统群组的 MIB 对

象，并提供管理端的联系信息。 
CLI 指令 : sys contact <system contact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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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在系统數據描述栏中输入新的联系信息，则交换器數據即会更新为此一内

容。 
 

[System Location] 
显示交换器的实体位置。这是一个 RFC-1213规范的系统群组的 MIB对象，，

并提供管理端的位置信息。 
CLI 指令: sys location <system location description>  

在系统位置描述栏中输入位置描述，以更新交换器的实体位置。 

 

圖 51. 系统指令  

[IP Address]  
显示交换器的 IP 地址。此一 IP地址主要是用来管理之用，例如交换器的 http 
服务器、SNMP 服务器、ftp 服务器及 telnet 服务器等网络应用都是使用这个

IP 地址。 
CLI 指令: net interface ip sw0 < IP address> <netmask> 

[Network Mask] 
显示交换器的子网掩码。 

CLI 指令: net interface ip sw0 < IP address> <net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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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ault Gateway] 
显示默認网关的 IP 地址。若此交换器网络包含了一个或多个路由器，则此项

目必须设置。 
CLI 指令: net route static add <destination subnet/IP> <gateway> 
<netmask> <metric> 

[Password Protection is] [Enabled/Disabled] 
若开启密码保护功能，当用戶使用浏览器来连结交换器时，会要求输入用戶名

称及密码。 
CLI 指令 : sys weblogin set <enable/disable> 

[New Password] 
[Verify Password] 
默認的用戶名称为 admin，没有密码，你必须在这里设置密码。 

CLI 指令 : sys users modify <user name, ‘admin’ by default> 
user name (old user name, ‘admin’ by default): <new user name> 
password (old password, ‘asus’ by default): <new password> 

[Reboot] 
使用这个指令来重新激活交换器。 

CLI 指令: sys reboot 

[Upload] 
此功能没有任何 CLI 指令 。请参考 Boot ROM 指令来操作本功能。 

5.3.2 实体接口指令 

[Admin] [Enable/Disable] 
显示端口状态，用戶可以启用或关闭此一连接端口功能。 

CLI 指令 : l2 port admin <port number> <enable/disable> 

[Mode] [Auto/10M-Half/10M-Full/100M-Half/100M-Full/1G-Full] 
显示连接端口目前的速率及双工模式。当您开启连接端口 auto-negotiation 功
能时，会自动檢测速率及双工模式。 

CLI 指令 : l2 port autoneg <port number> <enable/disable> 
CLI 指令 : l2 port speed <port number> <10/100/1000> 
CLI 指令 : l2 port duplex <port number> <full/ha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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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 Control] [Enable/Disable] 
显示端口的 IEEE802.3x 流量控制设置。此一流量控制只能在全双工模式下运

作。 
CLI 指令 : l2 port flow <port number> <enable/disable> 

[Reload] 
恢复此一端口先前的设置值。 

CLI 指令 : sys l2 port retrieve 

5.3.3 桥接指令 

[Spanning Tree is] [Enabled/Disabled]  
设置交换器的生成树协议（Spanning Tree Protocol；STP） 

CLI 指令 : l2 stp <start/stop> 

[Hello Time] 
[Forward Delay] 
[Max Age] 
[Bridge Priority] 
显示目前 STP 桥接参数设置、 

CLI 指令 : l2 stp bridge set 
Hello Time (1..10 seconds):[old Hello Time] <new Hello Time> 
Max Age (6..40 seconds):[ old Max Age] <new Max Age> 
Forward Delay (4..30 seconds):[ old Forward Delay] <new Forward 
Delay> 
Bridge Priority (0..65535):[ old Bridge Priority] <new Bridge Priority> 

[Priority] 
[Cost] 
[FastLink] [Enable/Disable] 
显示目前 STP 端口的参数设置。 

CLI 指令 : l2 stp port set 
Port Settings (all,…):[all] <select a port number, or just type ‘all’ to 
iteratively config> 
Port <port number> Priority (0..255):[old port Priority] <new port Priority> 
Port <port number> Path Cost (1..65535):[old port Path Cost] <new port 
Path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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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 <port number> FastLink (enable/disable):[old port FastLink] <new 
port FastLink> 

[Reload] 
恢复先前储存的设置值。 

CLI 指令 : l2 stp retrieve 
CLI 指令 : l2 stp bridge retrieve 
CLI 指令 : l2 stp port retrieve 

[Show Trunk]  
显示连接端口聚合为干线设置。用戶可以使用特定的群组 ID、群组名称、端

口选择标准（rtag）及其端口成员来建立一个新的干线。 
CLI 指令 : l2 trunk show <trunk id> 

[Create Trunk] 
使用特定的干线 ID、干线名称、连接端口选择标准（rtag）及其端口成员来建

立一个新的干线。 “rtag” 是指干线内封包分配的标准。 
Rtag 说明: 

1: 依来源 MAC 地址选择连接端口 
2: 依目的 MAC 地址选择连接端口 
3. 依来源及目的 MAC 地址选择连接端口 
4. 依来源 IP 地址选择连接端口 
2: 依目的 IP 地址选择连接端口 
3. 依来源及目的 IP 地址选择连接端口 
CLI 指令 : l2 trunk create <trunk id> <rtag (1-6)> <trunk name> <port list> 

[Add/Remove Trunk] 
可以增加或删除干线群组的成员。 

CLI 指令 : l2 trunk add <trunk id> <port list> 
CLI 指令 : l2 trunk remove <trunk id> <port list> 

[Reload] 
恢复先前干线储存的设置。 

CLI 指令 : l2 trunk retr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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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gaX 2048 专属指令 

[Mirror] [Mirror 1/Mirror 2]  

[Mirror Mode] [Enable/Disable] 

[Monitor Port] [port number] 
显示交换器的镜像设置。用戶 多可以建立二个镜像端口，镜像 ID 1 可指定

端口 1-24及 Gigabit 端口 49 作為監控端口、輸入端口或輸出端口。镜像 ID 2 
則可指定端口 25-48 及 Gigabit 端口 50。GigaX 2024 仅具备 1 个镜像端口，

此镜像端口可以监控 24 个 Fast Ethernet 端口及 2 个 Gigabit 端口。 
CLI 指令 : l2 mirror create <mirror id (1 or 2)> <monitor port no> 
<enable/disable> 
CLI 指令 : l2 mirror ingress <mirror id (1 or 2)> <port list> 
CLI 指令 : l2 mirror egress <mirror id (1 or 2)> <port list> 
CLI 指令 : l2 mirror remove <mirror id (1 or 2)> <ingress/egress> <port 
list> 

** GigaX 2024 专属指令 

[Mirror Mode] [Enable/Disable] 

[Monitor Port] [port number] 
显示交换器的镜像端口设置。 

CLI 指令 : l2 mirror create <monitor port no> <enable/disable> 
CLI 指令 : l2 mirror ingress <port list> 
CLI 指令 : l2 mirror egress <port list> 
CLI 指令 : l2 mirror remove <ingress/egress> <port list> 

[Reload] 
恢复先前储存的设置。 

CLI 指令 : l2 mirror retrieve 

[Show Multicast Group]  
显示多重播送群组表中的静态多重播送群组。 

CLI 指令: l2 mcast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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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Multicast Group]  
依 MAC 地址、VLAN ID、服务层级（CoS）、VLAN 端口成员及其未标记连

接端口成员来增加或修改静态播送群组。注意，在多重播送群组表中，MAC
地址及 VLAN ID 的组合是不可重复的。 

CLI 指令: l2 mcast set  
mac address [format: xx:xx:xx:xx:xx:xx]: <multicast mac address> 
vlan id [1 by default]: <vlan id> 
cos [0-7, 0 by default]: <Class of Service > 
port list [format: 1 2 3 4-50/* for all ports]: <vlan port list> 
untagged port list  [format: 1 2 3 4-50/* for all ports]: <untagged port list> 

[Remove Multicast Group] 
依指定的MAC地址和VLAN ID，从多重播送群组表中删除静态多重播送群组。 

CLI 指令 : l2 mcast delete  
mac address [format: xx:xx:xx:xx:xx:xx]: <multicast mac address> 
vlan id: <vlan id> 

[Reload] 
恢复先前储存的设置值。 

CLI 指令 : l2 mcast retrieve 

[IGMP is] [Enabled/Disabled] 
若有需要，用戶可以开始或终止 Layer 2 IGMP 侦查。 

CLI 指令 : l2 igmp <start/stop> 

[Reload] 
恢复先前储存的设置值。 

CLI 指令 : l2 igmp retrieve 

[Broadcast] [Enabled/Disabled]  

[Multicast] [Enabled/Disabled] 

[Destination Lookup Failure] [Enabled/Disabled] 
用戶可以启用流量控制功能以限制广播（broadcast）、多重播送（multicast）
及因传送目的错误导致的系统负荷 。 

CLI 指令 : l2 rate set <1: bcast/2: mcast/3: dlf> <enable/dis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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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 
显示交换器目前的速率限制。用戶可以更改此一限制速率，此一速率适用于所

有前述的流量控制内容。 
CLI 指令 : l2 rate limit <limit rate> 

[Reload] 
恢复先前储存的设置值。 

CLI 指令 : l2 rate retrieve 

[Aging Time]  
设置 MAC 地址可存在 ARL(Address Resolution Logic) 的时间。 

CLI 指令 : l2 arl age [aging time value] 

[Query by Port] 
依据连接端口号码来查询 ARL 表。 

CLI 指令 : l2 arl port <port number> 

[Query by VLAN ID] 
依据 VLAN ID 来查询 ARL 表。 

CLI 指令 : l2 arl vlan <vlan id> 

[Query by MAC Address] 
依据 MAC 地址来查询 ARL 表。 

CLI 指令 : l2 arl mac <mac address> [vlan id] 

[MAC Address] 

[VLAN ID] 

[Port Selection] 

[Discard] [none/source/destination/source & destination] 
用戶可以藉由 MAC 地址、VLAN ID、连接端口号码、trunk ID 及放弃标准来

增加或修改静态 ARL 表项。 
CLI 指令 : l2 arl static <mac> <vlan id> <port no> <trunk id> <discard: 
0-3> 

[Re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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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 ARL表项可藉由 MAC地址及其 VLAN ID来删除。上二项组合在 ARL表

中被视为一个特定的表项。 
CLI 指令 : l2 arl delete <mac address> <vlan id> 

[Reload] 
恢复先前储存的设置值。 

CLI 指令 : l2 arl retrieve 

[Show VLAN]  
显示交换器目前的 VLAN 信息。 

CLI 指令 : l2 vlan show <vlan id> 

[Name] 

[VLAN ID] 
用戶可以提供特定的 VLAN ID、VLAN 名称及其端口成员以建立新的 VLAN。

這裡的端口成員是指已標記的端口，若要将 VLAN连接端口成员设为未标记连

接端口，可利用 CLI 指令 utportadd 来达成。用戶可利用 CLI 指令来增加或删

除 VLAN 中的某些端口成员。 
CLI 指令 : l2 vlan create <vlan id> <vlan name> <port list> 
CLI 指令 : l2 vlan add <vlan id> <port list> 
CLI 指令 : l2 vlan remove <vlan id> <port list> 
CLI 指令 : l2 vlan utportadd <vlan id> <untagged port list> 

[Remove VLAN] 
用戶可完成地删除现存的 VLAN。 

CLI 指令 : l2 vlan delete <vlan id> 

[Reload] 
恢复先前储存的设置值。 

CLI 指令 : l2 vlan retrieve 

[PVID] 
指定某一 VLAN ID 及其相关端口成员来设置此端口的默認 VLAN。 

CLI 指令 : l2 port vlan <vlan id, 4095 to disable the port-based vlan> <port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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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 Value] 
指定连接端口的服务层级（Cos）顺序值（0-7）。 

CLI 指令 : l2 port priority <CoS> <port list> 

[Reload] 
恢复先前储存的设置值。 

CLI 指令 : l2 port retrieve 

[Priority] [CoS Queue] 
用戶可以设置服务层级（Cos）顺序值（0-7）。本交换器支持四个缓冲优先

级等级（Queue 1-4），亦即每一个 CoS可以指定这 4个等级其中之一。Queue 
4 具有 高的传送封包优先级。 

CLI 指令 : l2 cos map <queue id (1-4)> <cos (0-7)> 

[Reload] 
恢复先前储存的设置值。 

CLI 指令 : l2 cos retr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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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简易网络管理通信协议（SNMP） 

[Community Name] [Set]  
您可以建立不同的团体并自订存取，在这里输入团体名称，并勾选其是否具有

设置（写入存取）的权力。 
CLI 指令 : snmp community add 
New community string: <new community string> 
Get privileges: [y, always turn on by default] 
Set privileges? (y/n):[n] <set privilege, y for ‘yes’; n for ‘no’> 
CLI 指令 : snmp community set 

用戶可以修改团体表内容及其权力。 
Community entry (table index): <entry id to config> 
Community string (old community string): <new community string> 

这个动作会修改所有主机的团体名称，从 'old community' 改为 'new 
community'。 

Are you sure? (y/n):[y] <y for ‘yes’; n for ‘no’> 
Get privileges: [y, always turn on by default] 
Set privileges? (y/n):[n] <set privilege, y for ‘yes’; n for ‘no’> 
CLI 指令 : snmp community delete 

用戶可以删除团体表中的项目。 
Community entry (table index): <entry id to delete> 

'delete community'这个动作会删除所有主机的某一团体。 
Are you sure? (y/n):[y] <y for ‘yes’; n for ‘no’> 

[Reload] 
恢复先前储存的设置值。 

CLI 指令 : snmp community retrieve 

[Host IP Address] [Community]  
主机内容包含了主机 IP 地址、网络屏蔽及其所属团体。 

CLI 指令 : snmp host add 
Host IP/Subnet: <IP address> 
Netmask: <netmask> 
Community: <community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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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指令 : snmp host set 
用戶可以藉由重新输入 IP 地址、网络屏蔽及其所属团体，在此表中修改主机

内容。 
Host table entry (table index): <entry id to config> 
Host IP/Subnet (old IP address): <new IP address> 
Netmask (old netmask): <new netmask> 
Community (old community string): <new community string> 
CLI 指令 : snmp host delete 

用戶可以从主机表中删除主机内容。 
Entry id (table index): <entry id to delete> 

[Reload] 
恢复先前储存的设置值。 

CLI 指令 : snmp host retrieve 

[Trap Version] [v1/v2c]  

[Destination] 

[Community for Trap] 
Trap 项目中包含了 SNMP 版本 (目前支持版本 1 及 2c)、目的 IP 地址及远程

团体字符串。 
CLI 指令 : snmp trap add 
SNMP version? (1/2c):[1, by default] <snmp version> 
Destination IP: <IP address> 
Community: <community string> 
CLI 指令 : snmp trap set 

用戶可以藉由修改 SNMP 版本、目的 IP 地址及团体名称来修改 Trap 表。 
Trap table entry (table index): <entry id to config> 
SNMP version? (1/2c):[old snmp version] <new snmp version> 
Destination IP (old IP address): <new IP address> 
Community (old community string): <new community string> 
CLI 指令 : snmp trap delete 

用戶可以从 Trap 表中删除某一项目。 

Trap table entry (table index): <entry id to 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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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oad] 
恢复先前储存的设置值。 

CLI 指令 : snmp trap retr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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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过滤器指令 

[New]  
指定一个特定的 ACL（Access Control List；存取控制清单） ID及名称来新建

一个过滤组合。 
CLI 指令 : filter set new <acl id> <acl name> 

[Remove] 
删除指定一个特定的 ACL ID。 

CLI 指令 : filter set delete <acl id> 

[Edit] 

[Rule Mode] [MAC Rule] 

[Action] [Permit/Deny] 

[Source MAC] 

[Destination MAC] 

[Add] 
用戶可以为过滤组合增加一个新的 MAC 地址规则。此一过滤规则和 ICMP、 
TCP 或 UDP 协议及其同意或拒绝的动作相关。用戶也可以使用 CLI 指令

dstmac 及 srcmac 来指定过滤规则的 MAC 地址 (来源或目的) 。 
CLI 指令 : filter rule new <set id> <rule id> <protocol: 
ICMP/TCP/UDP/any> <action: permit/deny> 
CLI 指令 : filter rule dstmac <set id> <rule id> <type: (any/[mac 
address])> 
CLI 指令 : filter rule srcmac <set id> <rule id> <type: (any/[mac 
address])> 

79 



GigaX 系列第二层交换器用戶手册 

[Rule Mode] [IP Rule] 

[Action] [Permit/Deny] 

[Source IP] [Type/IP, Mask] 

[Destination IP] [Type/IP, Mask] 

[Source Port] [Type/Port] 

[Destination Port] [Type/Port] 

[Protocol] [ICMP/TCP/UDP/ANY] 

[Add] 
用戶可以为过滤组合增加一个新的 IP地址规则。此一过滤规则和 ICMP、 TCP
或 UDP 协议及其同意或拒绝的动作相关。用戶也可以个别使用 CLI 指令

dstip/srcip 及 dstport/srcport 来指定过滤规则的 IP 地址 (来源或目的) 。 
CLI 指令 : filter rule new <set id> <rule id> <protocol: 
ICMP/TCP/UDP/any> <action: permit/deny> 
CLI 指令 : filter rule dstip <set id> <rule id> <type: (any/[ip] [subnet])> 
CLI 指令 : filter rule srcip <set id> <rule id> <type: (any/[ip] [subnet])> 
CLI 指令 : filter rule dstport <set id> <rule id> <type: (any/[port])> 
CLI 指令 : filter rule srcport <set id> <rule id> <type: (any/[port])> 

[Rule Mode] [MAC Rule] 

[Action] [Permit/Deny] 

[Source MAC] 

[Destination MAC] 

[Modify] 
修改 MAC 过滤规则。 

CLI 指令 : filter rule modify <set id> <rule id> <protocol: 
ICMP/TCP/UDP/any> <action: permit/de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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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指令 : filter rule dstmac <set id> <rule id> <type: (any/[mac 
address])> 
CLI 指令 : filter rule srcmac <set id> <rule id> <type: (any/[mac 
address])> 

[Rule Mode] [IP Rule] 

[Action] [Permit/Deny] 

[Source IP] [Type/IP, Mask] 

[Destination IP] [Type/IP, Mask] 

[Source Port] [Type/Port] 

[Destination Port] [Type/Port] 

[Protocol] [ICMP/TCP/UDP/ANY] 

[Modify] 
修改 IP 过滤规则。 

CLI 指令 : filter rule modify <set id> <rule id> <protocol: 
ICMP/TCP/UDP/any> <action: permit/deny> 
CLI 指令 : filter rule dstip <set id> <rule id> <type: (any/[ip] [subnet])> 
CLI 指令 : filter rule srcip <set id> <rule id> <type: (any/[ip] [subnet])> 
CLI 指令 : filter rule dstport <set id> <rule id> <type: (any/[port])> 
CLI 指令 : filter rule srcport <set id> <rule id> <type: (any/[port])> 

[Rule Mode] [MAC Rule] 

[Action] [Permit/Deny] 

[Source MAC] 

[Destination MAC] 

[Delete] 
删除 MAC 过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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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指令 : filter rule delete <set id> <rule id> 

[Rule Mode] [IP Rule] 

[Action] [Permit/Deny] 

[Source IP] [Type/IP, Mask] 

[Destination IP] [Type/IP, Mask] 

[Source Port] [Type/Port] 

[Destination Port] [Type/Port] 

[Protocol] [ICMP/TCP/UDP/ANY] 

[Delete] 
删除 MAC 过滤规则。 

CLI 指令 : filter rule delete <set id> <rule id> 

[Rule List] 
显示过滤组合及过滤规则设置。 

CLI 指令 : filter rule show <set id> <rule id> 

Attach 
附带过滤组合至输入/输出连接端口以启用过滤功能。 

[Filter ID] 
显示过滤设置。 

CLI 指令 : filter show 

[Ingress Port] 
将某一输入连接端口加到此过滤组合。 

CLI 指令 : filter apply ingress <filter set id> <any/none/[port number]> 

[Egress Port] 
将某一输出连接端口加到此过滤组合。 

CLI 指令 : filter apply egress <filter set id> <any/none/[port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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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oad] 
恢复先前储存的设置。 

CLI 指令 : filter retrieve 

5.4 其它指令 

sys uptime: 显示系统激活时间 

sys date: 显示目前的數據及时间 

sys settime: 设置现在时间 

net ping: ping 远程的主机 

net route show: 显示路由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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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录 

6.1 重新装回故障风扇 

 
当您要从交换器后端移除风扇模块时，请关闭交换器电源。 

 
当交换器后端面板任何一个的风扇发生问题时，您可以非常轻松地依照以下的

步骤来移除并更换风扇： 

1. 请用螺丝起子松开后端面板上用以固定风扇模块的螺丝。 

 

圖 52. 松开螺丝  

2. 小心地取出风扇模块，如下图所示。 

 

圖 53. 移除风扇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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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心地从二个风扇电源插头上拔出风扇电源线。 

4. 松开固定在风扇模块上的螺丝，移除有问题的风扇。 

 

圖 54. 将风扇从风扇模块上移除  

5. 将新的风扇装回风扇模块，并用螺丝固定在模块上，确认风扇电源线靠

近模块底部。 
依照同样的方式安装好另外一个风扇。 

6. 连接风扇电源线至电路板上正确的插头，当您面对后端面板时，FAN 1
在左边。 

7. 将风扇模块安装在机壳上，确认风扇电源线没有被模块或机壳绊住。 

8. 用螺丝将模块锁在机壳上，并再次检查风扇模块没有被电源线缠绕住。 

风扇规格： 
尺寸：40 x 40 x 20 mm 
电压及电流：12VDC, 0.13A 
速率：8200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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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简易问题排除 
以下列表为一些在安装及使用交换器时常见的共通性问题，以及建议的问题解

决方式，供您参考。 

表 8. 问题解决 

问题 建议处理方式 

LED 指示灯问题 

开启交换器电源之

后系统指示灯未亮

起  

确认电源线是否正确连接在交换器上，且另一端是否正确连接在墙上

或延长线的电源插座上。 

安装好备援式电源

供应器之后，RPS 指
示灯未亮起  

确认备援式电源供应器连接线是否正确连接在备援式电源供应器上，

且电源线是否正确连接。 

确认该备援式电源供应器符合其所提供的标准。 

风扇指示灯的琥珀

色灯号闪烁 
检查交换器后端的风扇是否正常，若有任何问题，请参考章节 6.1 的

说明重新装回故障风扇。 

连接好网络线之后

网络指示灯未亮起 
确认网络线是否已正确连接在LAN交换器/hub/PC及该交换器上。 并
确认 PC 及 hub/交换器的电源已开启。  

确认您使用的网络线是否正确，例如 100 Mbps 网络(100BaseTx) 须
使用 Cat.5 等级的网络线，10Mbps 网络可使用较低等级。 

网络存取问题 

计算机无法存取同

一网络内的其它主

机  

检查网络线是否正常且网络指示灯是否亮绿灯。 

若指示灯亮琥珀色灯号，请检查该端口是否无作用。若您启用生成树

协议(STP)，您可能需要暂时中断一小段网络。 

计 算 机 无 法 显 示

WEB 管理接口 
1.确认您的交换器电源已开启且端口正常，交换器的默認 IP 为

192.168.1.1。 

2.若您的计算机无法正常存取此一交换器，请更改交换器的 IP 为您

可存取的 IP。  

3.在您的计算机 Ping 交换器的 IP，若还是无法联机，请重复步骤 2。

4.若 ping 连接正常，但 Web 管理接口仍无法显示，请连接 RS232
或 USB 进入控制台管理接口，并检查过滤规则或静态 MAC 地址设

置是否阻碍 WEB 數據传递。 

Web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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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建议处理方式 

忘记/遗失登录 WEB
管理接口的用戶名

称或密码 

若您还未更改默認 ID 及密码，请在 ID 栏中输入“admin” ，无须输入

密码即可登入。 

请用 RS232 或 USB 联机登入终端机模式，并使用“sys user show” 指
令，以显示遗失的信息。 

部分页面无法完整

显示 
确认您所使用的 Internet Explorer 版本为 v5.5 或更新版本，不支持

Netscape。此外必须在浏览器上勾选支持 Javascript® 功能才行。 

Ping 交换器的 IP 地址，以确定联机是否正常。若联机不正常，请重

新检查您的网络设置。  

新的设置值无法保

留 
确认是否已在 Save Configuration 页面按下  按钮，才会

储存所有的设置值。 

控制台接口 

在终端机接口无法

显示文字 
默認的數據波特率（ baud rate）为 9600、无流量控制、8 个數據位

（8 bit data）、无同位检查（no parity check）及一个停止位（stop 
bit） 

请更改您的终端机仿真器设置值为上述的数值，若您使用 USB 接口

连接交换器，请务必先安装 USB 驱动程序。  

检查连接线是否正常、无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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