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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AFGM-SWTG342408S

36 口万兆上联三层管理型 PoE 交换机

【产品概述】

HR-AFGM-SWTG342408S 是 36 口万兆上联三层管理型 PoE 交换机，提供 24 个千兆 PoE 网口+8 个千

兆 SFP 光口（光电复用）+4 个万兆 SFP 光口+1 个 Console 口，符合 IEEE802.3af/at 国际标准，整机功

率 400W，单口最大输出功率 30W，交换容量高达 336Gbps，支持路由、DHCP、VLAN、MAC 地址、

ACL 访问控制、QoS、组播、风暴抑制、IPV4/IPV6 等多种业务功能，具备完善可靠的安全控制策略及网

络保护机制，支持 Web/Telnet/CLI/SSH 等多样化管理维护方式，运行稳定可靠，可作为核心/汇聚层交换

机，广泛应用于中小型企业高安全、高智能接入网络和安防视频监控系统网络。

【主要特点】

 24 个千兆 PoE 网口+8 个千兆光电复用 SFP 口+ 4 个万兆 SFP 光口+1 个 Console 口

 符合 IEEE802.3af/at 国际标准，整机功率 400W，单口功率最大 30W

 存储转发交换机制，整机交换容量高达 336Gbps，包转发率 96Mpps

 三层网络管理，支持路由/DHCP/VLAN/MAC 地址/ACL/QoS 等业务功能

 支持环网功能，极速检测及自愈功能，环网自愈时间≤12ms

 支持 802.1X 认证、ARP 入侵检测、IP 源防护、DoS 防护等安全控制策略

 支持 STP/RSTP/MSTP 生成树协议、动/静态链路汇聚等网络保护功能

 支持 WEB、TELNET、CLI、SSH、SNMP 网络维护管理方式

【应用环境】

 城域光纤宽带网：电信、有线电视、网络系统集成等数，据网络运营商

 宽带专网：适用于金融、政府、石油、铁路、电力、公安、交通、教育等行业专网

 多媒体传输：图像、话音、数据综合传输、适用于远程 教学、会议电视、可视电话等应用

 实时监控：实时控制信号、图像及数据同时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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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常规参数

产品名称 36 口万兆上联三层管理型 PoE 交换机

产品型号 HR-AFGM-SWTG342408S

端口定义

24 个千兆 PoE 电网口

8 个千兆 SFP 光口（光电复用）

4 个万兆 SFP 光口

1 个 Console 口

网络协议

IEEE 802.3

IEEE 802.3u

IEEE 802.w

IEEE 802.1q

IEEE 802.1p

IEEE 802.3x

IEEE 802.3ad

IEEE 802.1ab

IEEE 802.3ab

IEEE 802.3ae

IEEE 802.3af

IEEE 802.3at

PoE 参数

PoE 标准: 满足 IEEE 802.3af/IEEE 802.3at

单口最大：15.4 W (IEEE 802.3af)

单口最大：30 W (IEEE 802.3at)

PoE 兼容性：IEEE 802.3af/at 自适应

PoE 口输出电压：DC 48-55V

PoE 供电线芯：12+/36-

网络传输介质

10BASE-T：Cat3、4、5 类 UTP(≤100 米)

100BASE-TX：Cat5 类以上 UTP(≤100 米)

1000BASE-TX：Cat5 类以上 UTP(≤100 米)

光纤指标
多模光纤：850nm，1310nm 传输距离：550m/2Km

单模光纤：1310nm，1550nm 传输距离：20/40/60/80/100/12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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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指示

PWR
常亮：设备通电

不亮：设备不通电

SYN
闪烁：系统运行正常

不亮：系统未运行

PoE
常亮: 供电正常

不亮：供电异常

LINK
常亮：链路正常

不亮：链路不通

ACT

常亮：无数据传输

闪亮：数据传输

不亮：链路不通

电源 输入电压：AC 100-240V 输出：DC52V7.69A 总功率：400W

外观尺寸

产品尺寸(L×W×H)：440*360*45mm

包装尺寸(L×W×H)：570*450*90mm

产品重量：3.63kg

包装重量：4.39kg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20~50°C

存放温度：-40~85°C

工作湿度：最大相对湿度 90%，无冷凝

存放湿度：最大相对湿度 95%，无冷凝

工作高度：最大 10000 英尺（3000 米）

存放高度：最大 10000 英尺（3000 米）

产品认证 CE、FCC、CCC、RoHS

平均无故障时间 300000 小时

包装清单

1、交换机：1 台

2、说明书：1PCS

3、合格证：1PCS

4、保修卡：1PCS

5、串口线：1 条

6、电源线：1 条

7、挂耳：一对

8、用户光盘：1 张

质保 2 年

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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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容量 336Gbps

包转发率 96Mpps

包缓存 12M

内存容量 256MB

闪存容量 32MB

MAC 地址表 16K

VLANs 4096

巨型帧 9.2Kbytes

二层软件功能

端口管理

使能/禁用端口

Speed、Duplex、MTU 设置

Flow-control 流控设置

端口信息查看

端口镜像 支持端口出入方向、VLAN 镜像

端口限速 支持端口限速，限速粒度由芯片决定

端口隔离 支持端口隔离设置

风暴抑制 支持未知单播、未知组播、广播风暴抑制

链路汇聚
支持静态手工汇聚

支持 LACP 动态汇聚

VLAN

Access

Trunk

Hybrid

支持基于端口、协议、MAC 的 VLAN 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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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GVRP 动态 VLAN 注册

Voice、VLAN

MAC

支持静态添加、删除

MAC 地址学习数量限制

支持动态老化时间设置

生成树

支持 802.1d (STP)

支持 802.1w (RSTP)

支持 802.1s (MSTP)

IGMP-snooping 支持静态添加、删除

三层软件及路由功能

接口配置 支持 SVI 端口

ARP
支持静态 ARP

支持设置 ARP 老化时间

VRRP 支持 VRRP 路由备份

ND 支持 IPv6_ND 配置

路由功能

静态路由

RIP（V1/V2）/ OSPF(V2) /BGP

RIP/OSPF/BGP 支持路由认证功能

RIP/OSPF/BGP 支持路由引入、过滤功能

扩展功能

ACL
基于源 MAC、目的 MAC、协议类型、源 IP、目的 IP、L4 端口号

支持 Time-range 时间段管理

QoS 基于 802.1p(COS)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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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DSCP 分类

基于源 IP、目的 IP、端口号分类

支持 SP、WRR、DRR 调度策略

支持流量限速 CAR

LLDP 支持 LLDP 链路发现协议

用户设置 添加/删除用户

日志 用户登录、操作、状态、事件记录日志

防攻击

DOS 防御

支持对 CPU 保护，限制上送 CPU 报文速率

ARP 绑定(IP、MAC、Port 绑定)

网络诊断 支持 Ping、Telnet、Trace

系统管理 设备复位、配置保存/恢复、升级管理、时间设定等

管理功能

CLI 支持串口命令行管理

TELNET 支持 Telnet 远程管理

WEB 支持二层设置，二三层查看

SSH 支持 SSH V1/2 远程管理

远程升级 支持通过 web 实现版本升级，支持通过本地进行版本升级

【订购信息】

设备型号 描述

HR-AFGM-SWTG342408S 24 个千兆 PoE 网口+8 个千兆光电复用 SFP 光口+ 4 个万兆 SFP 光口

【产品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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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拓扑图】

1、万兆光纤环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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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兆核心+千兆汇聚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