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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建议也不构成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 

  



2 

前言 

欢迎使用InSwitch IMC 工业以太网光纤收发器产品。《InSwitch IMC 工业以太网光纤收

发器用户手册》主要介绍InSwitch IMC系列工业以太网光纤收发器的技术原理、性能指标、

安装调试等方面的内容，供用户在系统开通、扩容和日常维护时参考，同样适用于用户培训

以及相关技术人员的学习，是广大用户认识和了解InSwitch IMC工业以太网光纤收发器的实

用教材。本手册是以IMC系列中的个别产品为例说明，具体操作时请以实物为准。 
前言部分包含如下内容： 

 读者对象 

 本手册约定 

 资料获取方式 

 技术支持联络信息 

 资料意见反馈 

读者对象 

本手册主要适用于如下工程人员： 

 网络规划人员 

 现场技术支持与维护人员 

 负责网络配置和网络管理人员 

本手册约定 

1 图形界面格式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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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各类标志 

本手册采用醒目标志表示在操作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些标志的意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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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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获取方式 

您可以通过Inhand网站（ www.inhand.com.cn ）获取产品规格书、用户手册、常用工

具和快速手册等最新的产品资料。 

技术支持联络信息 

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科技园启明国际大厦11层西侧 

电话：（8610）6439 1099 << 8417 0010转8005      传真：（8610）8417 0089 

网址：www.inhand.com.cn  

技术支持： support@inhand.com.cn  

上海办事处 

电话： 021-5480 8501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顺义路18号1103室 

广州办事处 

电话：020-8562 9571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棠东东路11号御富科贸园A2座C407室 

成都办事处 

电话：028-8679 8244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399号，天府新谷6栋13层06~08室 

武汉办事处 

电话：027-87163566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东路2号巴黎豪庭11栋2001室 

资料意见反馈 

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产品资料的任何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反馈： 

E-mail：supports@inhand.com.cn  

感谢您的反馈，让我们做得更好！ 

  

http://www.inhand.com.cn/
http://www.inhand.com.cn/
mailto:support@inhand.com.cn
mailto:supports@inha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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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包装清单 

每一台出厂的 I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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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产品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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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C光纤收发器主体 1 台 InSwitch IMC 系列工业以太网光纤收发器 

产品资料 1 套 光盘 

产品保修卡 1 张 保修期为 1 年 

卡轨安装配件 1 个 固定设备 

可选配件 

配件 数量 描述 

电源适配器 1 个 220VAC--24VDC 电源适配器 

光跳线 1 米 客户用于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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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介绍 

1.1 概述 

InSwitch IMC 系列光纤收发器是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专为工业应用而开发的

高性能工业以太网光纤收发器。InSwitch IMC 系列光纤收发器提供了坚固、易用、安全的交

换基础设施。InSwitch I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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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witch IMC 系列光纤收发

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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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C 系列为 InSwitch 非网管型产品。 

1.2 产品特性 

 支持 IEEE802.3/802.3u/802.3x 

 支持自动协商 

 100M 全/半双工 MDI/MDI-X 自适应 

1.3 点对点组网方式 

拓扑图如图 1-1 所示，用户可以实现图中两台 PC 的相互通信。 

 

图 1-1 点对点组网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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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板介绍 

 

 

IMC系列产品有多种面板外观形式，但是安装方法都是一样的，具体面板情况请以实物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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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装 

4.1 安全注意事项 

本产品在设计使用范围内具有良好可靠的性能，但需要避免人为对设备造成的损害或破

坏。仔细阅读本手册，并保存好本手册，以备将来参考用。 

 不要将设备放置在接近水源或潮湿的地方。 

 不要在电源电缆上放任何东西，应将其放在碰不到的地方。 

 为避免引起火灾，不要将电缆打结或包住。 

 电源接头以及其它设备连接件应互相连接牢固，请经常检查。 

 请注意保持光纤插座和插头的清洁。设备工作时，不要直视光纤断面。 

 请注意设备清洁，必要时可用软棉布擦拭。 

 请不要自己修理设备，除手册中有明确指示外。 

 

在下列情况下，请立即断开电源，并与我公司联系。 

 设备进水； 

 设备摔坏或机壳破裂； 

 设备工作异常或展示的性能已完全改变； 

 设备产生气味、烟雾或噪音。 

4.2 安装要求 

 电源要求： 24VDC(12～48VDC),请注意电源电压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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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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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C 光纤收发器产品安装在工业导轨上。 

 检查是否有安装所需的电缆和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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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安装方式与步骤 

4.3.1 导轨式安装 

第一步：将光纤收发器导轨的卡簧适当倾斜压到设备机柜的导轨上 如图 4-1 所示。 

 

图 4-1 导轨式安装 

第二步：将光纤收发器以 60°用力压扣到设备机柜导轨上，扣压装配效果图如图 4-2 所示。 

 

图 4-2 导轨式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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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导轨式拆卸 

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如图 4-3 箭头 1所示，向下压设备使设备下端有空隙脱离 DIN轨。 

第二步：将设备按箭头 2 的方向转动，并同时向外移动设备的下端，待下端脱离 DIN

轨后向上抬设备，即可从 DIN轨上取下设备。 

 

图 4-3 导轨式拆卸 

4.4 保护地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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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提高光纤收发器的整机抗干扰能力，光纤收发器在使用时必须接地，根据使用环境将

地线接到光纤收发器接地螺钉上，如图 4-4 所示。接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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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4 接地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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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电源接线 

IMC 系列非网管型光纤收发器采用 12V～48V 双电源（一组做为主电源，另一组可作为

备用电源）直流供电。光纤收发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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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方法：将端子从光纤收发器上取下，将端子上的锁紧螺钉旋松，将电源线缆插入端

子后将螺钉锁紧。 

前面板电源示意如图 4-5 所示。 

 

图 4-5 电源端子 

4.6 光纤接线 

4.6.1 光纤接线 

IMC 系列光纤收发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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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 接头：塑料方型头，收发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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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接头：圆形螺旋铁头，收发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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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纤分为单模和多模两种，用户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配置。多模光纤通常用于短距离

传输为橙色，单模光纤通常用于长距离传输为黄色。 

4.6.2 光纤的捆扎 

对于出机柜的光纤布线，一定要用塑料的波纹保护套管保护光纤不受损伤。在保护套管

内的光纤尽量保证不互相缠绕，拐弯处做成圆弧形。光纤两端的标签标志要清晰，标签的含

义需要正确反映出机柜和机柜之间、行与行的对应序号以及对应关系。 

光纤在插接好后要进行捆扎，插头附近的光纤或电缆线应按序进行绑扎，不得使光纤或

电缆线互相缠绕，按照图 4-6 所示捆扎，扎好扎带，每列电缆的扎带高低应相同，电缆应保

持顺直，与地面垂直。 

 

图 4-6 光纤捆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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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带在使用时，应视不同的情况使用不同规格的扎带，尽量避免使用两根或两根以上的

扎带连接后并扎，以免绑扎后强度降低，扎带扎好后应将多余部分齐根平滑剪齐，在接头处

不得带有尖刺，如图 4-7 所示，图中打√的为正确的绑扎形式，打×的为错误的绑扎形式（后

同）。 

 

图 4-7 扎带要求 

光纤或电缆绑成束时扎带间距应为电缆束直径的 3~4 倍，如图 4-8 所示。 

 

图 4-8 成束时的扎带 

绑扎成束的光纤或电缆转弯时扎带应扎在如图 4-9 所示的位置以避免在光纤或电缆转

弯处应力过大造成内芯断芯的故障。 

 

图 4-9 成束时扎带的转弯示意图 

柜内光纤或电缆的布放要求如图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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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柜内光纤或电缆的布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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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装后检查 

5.1 光纤收发器安装检查 

机架安装工艺的检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光纤收发器安装要符合有关设计图纸的规定。 

 光纤收发器安装要水平、垂直，偏差应不大于 2 mm。 

 光纤收发器安装是否稳固。 

 安装过程中机框是否变形。 

5.2 布设通讯线缆检查 

通讯线缆布设工艺的检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电源、通讯线缆等各种线缆应分开布放。 

 电缆转弯应均匀圆滑，弯弧外部应保持垂直或水平成直线。 

 光缆尾纤在机柜内绑扎工艺良好无挤压感，出机柜的尾纤要用套管保护。 

 电缆走道及槽位的安装位置应符合施工图的规定，左右偏差不超过 50 mm。 

 布设走道电缆必须绑扎，绑扎后的电缆应互相紧密靠拢，外观平直整齐。 

 所有线缆插接必须牢固，不因受自然重力等原因脱落。 

 所有线缆两端应贴有标签，便于维护。 

5.3 电源线检查 

电源线敷设工艺的检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光纤收发器电源线、地线应采用整段的线料，不得在中间接头。 

 光纤收发器电源端子连接时应保证电源正负极正确、连接牢固，端子接触良好。 

 光纤收发器安装是否稳固。 

 地线及电源线布放时，原则上应与其它电缆分开，在机柜内走线时，应分开绑扎，

不混扎在一束。 

5.4 保护地线检查 

保护地线应该采用整段的线料，不允许在中间接头，联合接地电阻＜5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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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设备初次上电启动 

(1) 在设备上电之前，请对设备进行再次确认检查： 

 确保电源线和接地线均已连接正确。 

 确保供电电压与设备的要求一致。 

(2) 完成检查后，打开设备供电系统开关，对设备上电。 

(3) 设备上电后的正确状态可参见指示灯功能说明表 6-1。 

指示灯功能说明表 6-1 

指示灯名称 灯状态 设备状态 

电源指示灯 

PWR1/PWR2 

亮 光纤收发器设备上电 

灭 光纤收发器设备断电 

百兆光口指示灯 

FX 

亮 光端口连通 

闪 有数据通过 

灭 光端口连接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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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术语表 
术语 解释 

自适应 
针对速度、双工和流控端口所具有的一种自动配置到适宜模式下的一种

特征 

带宽 信道能够传送的信息容量，例如Fast Ethernet 的带宽是100Mbps 

波特率 
表示信令速率的术语，定义是电气或光学传输介质在一秒钟内状态改 

变的次数 

网桥 
一种运行于OSI 七层模型第二层的设备，它可以连接使用同一协议的 

局域网或网段，具有自动学习网络地址和网络配置的功能 

广播 一个数据包被发送到网络上的所有设备 

广播风暴 由网桥环造成的在网桥上无休止地转发广播帧或组播帧的情况 

全双工 
使用光纤收发器建立局域网上节点之间的点对点连接，并允许二者之间

能够同时接收和发送数据包 

半双工 二个节点的通信在同一时刻只能在一个方向上移动，不能同时双向移动 

MDI 
介质相关接口（Medium Dependent Interface），一个以太网端口作为

接收端连接到另外设备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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