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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208 
工业级 8口以太网PoE交换机 

DS208 
工业级 8口以太网交换机 

DP208是一款非管理型工业8口全千兆以太网交换机。8口支持802.3af/at 
PoE以太网供电，可提供设备的供电。坚固耐用的IP40设计，可以承受恶
劣的环境和宽温度（-40至70°C）的使用。精巧的尺寸适用于空间有限的
机柜。非管理型8端口全千兆以太网交换机DP208设计用于接受46至57 
VDC的宽电源输入范围，DS208的电源输入范围为9.6至60VDC。DP208
和DS208符合重工业EMC标准。DP208和DS208都具有高效电源管理的
省电设计. 

・概述 

 1 x 产品本体 
 1 x 4针 可拆卸端子 

 1 x 本体上的导轨夹 

 1 x 快速安装指南  

可选配件(详细信息请参考数据表) 

・包装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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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 BS QoS 

ON [ON] Enable Broadcast 

Storm Protection Function 

[ON] Enable Quality of Service 

Function 

OFF [OFF] Disable Broadcast 

Storm Protection Function 

[OFF] Disable Quality of 

Service Function 

DIN导轨安装 

将DIN导轨夹的上端从其上侧插入DIN导
轨的背面，轻轻地将DIN导轨夹的底部推
入导轨。DIN导轨即安装进其轨道。DIN
导轨应当符合EN50022标准。使用错误的
导轨可能导致安装危险。 

电源输入线连接 

1) 将电源线正负极分别与接线端子中
V+、 V-和V+ 触点连接。 

2) 拧紧导线固定螺丝。 

3) 将电线连接到合适的直流开关电源。
输入直流电压应在功率输入范围内。 

4) DP208:48/54 VDC (46~57VDC, 
50~57VDC 建议用于IEEE802.3at) 

5) DS208:12/24/48 VDC 
(9.6~60VDC) 

接地线连接 

为了避免噪声或电击造成的系统损坏，在
连接设备之前，将接地线与接线端子的
GND触点直接连接，然后拧紧线夹螺丝。 

DIP Switch Setting 
In addition, the DS108 Series switches have 
DIP switches for enabling or disabling 
broadcast storm protection, providing 
another level of data transmission quality for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The table below 
shows how the DIP-switch pin number is 
assigned to broadcast storm protection and 
quality of service function. 

型号名 描述 

DP208 工业 8口全千兆简易以太网 PoE交换机 

DS208 工业 8口全千兆简易以太网交换机 

・安装 

・外观 

Fiber Ports (SC/ST) 
DS108 Series switches are equipped with fiber ports. To connect the 
fiber port, remember to link the Tx (transmit) port to the Rx (receive) 
port of the receiving device, and the Rx (receive) port to the Tx 
(transmit) port of transmitting device. 
Warning: Be careful when connecting the fiber port, wrong 
connection will cause the fiber port not working properly. 
The picture below shows the fiber ports SC and ST appearance. 

DP208 

Duplex ST type Fiber port 

Duplex SC type Fiber port 

Attention: Visible  laser radiation.  
Be careful! Do not stare into beam. 

DS208 

LED 状态 描述 

电源 
绿色亮 直流电源接入 

绿色灭 无直流电源接入 

以太网端口
(Port 1-8) 

绿色亮  链接已建立 

绿色闪烁 数据包传输/接收 

绿色灭 链路未激活 

PoE LED 
1~8 
(DP208) 

橘色亮 PoE 正在供电 

橘色灭 PoE 未使能 

LED 指示灯 

全千兆PoE以太网端口 
・8口 100/1000MBase-T 
    IEEE 802.3 af/at PoE 
・LINK/ACK LED 
・PoE LED 

整合电源端子 
・1 x 4针 接线端子 
      3针 电源输入 
      1针 接地 

电源LED指示灯 

导轨夹 

千兆以太网端口 
・8-port 100/1000MBase-T 
・LINK/ACK LED 

整合电源端子 
・1 x 4针 接线端子 
      3针 电源输入 
      1针 接地 

电源LED指示灯 

导轨夹 

 在将直流电源模块连接到接线端子之前，关闭直流输入电源。不
要打开直流电源模块的电源，并确保所有的连接都已经建立好，
然后打开直流电源为交换机供电。 

 在闪电活动期间，切勿安装设备或布线。 
 DIN导轨应符合DIN EN50022标准。 使用错误的DIN导轨可能导

致安装危险。 

・安全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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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 

在中波动光，你可以通过在线服务表单来获得技术支持。提交的问题均
存储在中波动光的服务器中，以便于为中波动光团队成员分配任务和监
控服务状态。如果遇到任何问题，请随时发邮件给support@womtek.cn。 

中波动光保留在不提前通知的情况下更改本快速安装指南和产品硬件的
权利。 用户有责任确定是否有任何更新或修改。 
产品由不可预见的事件造成的损坏（如洪水、火灾等），环境和大气干
扰，电力线的干扰和浪涌、主机故障和病毒、错误的电源输入和布线、
错误的接地和使用不当、滥用及未经授权的更改或修复等其它外部因素
造成的损坏，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免责声明 

・质量保证 

所有中波动光产品均提供5年全球质保，确保我们的客户产品在工艺或材
料方面不存在任何缺陷，且都符合中波动光的规格，或者是由买方提供
和接受的规格。 
对于有缺陷的产品，在保质期内是维修还是更换由中波动光决定。客户
必须在将有缺陷的产品退回给中波动光进行维修之前，获得退货授权
（RMA）批准代码。客户同意预付运费，使用原始的或等效的集装箱，
并承担产品在运输途中丢失或损坏的风险。维修或更换的产品的保修期
自修理或更换之日起九十（90）天内，或在原产品保修期的剩余时间内，
以较长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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