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S3228  
PoE 从未如此强大 

全端口支持 PoE+供电，更加安全的 PoE供电模式，超长供电距离。 

为无线覆盖、安防监控提供极佳的产品体验。 
 

 

 

 

 
 

 

 

 

 

 

 

 

 

 

 

 

 

 

 

 

 

 

 

 

★全端口支持 PoE+                 ★PoE受电保护 

★双输出电源设计        ★250米超长供电距离                      

★即插即用          ★PoE Delay                        

★无线、监控远程管理                   ★安全保护，从内至外 

★绿色节能                             ★全面的质量检测                               

应用场景 

主要特性 

无线网络覆盖 安防监控 

门禁系统 停车场 DDC 控制器 

信息发布系统 



 

 

全端口支持 PoE+  

网月科技企业级 PoE+交换机全端口支持 PoE+，实际部署中可接驳

更多功率达到 30W（如主流的 200 万像素球机）的高功率 PoE 受电设

备。 

 

PoE受电保护 

① 受电检测 

网月科技企业级 PoE+交换机会自动检测接入终端是否为

PoE受电设备，如检测到非 PoE 受电设备接入，则会自动停止供

电，端口只起到数据传输作用，即保护接入终端安全又可实现

PoE及非 PoE 设备混接。 

② 电流过载保护 

网月科技企业级 PoE+交换机可自动检测整机及单口 PoE

输出电流状态，如某个终端出现短路等异常状态，超出设定值，

则自动执行过载保护，停止对终端供电，保证正常设备运行。 

③ 浪涌保护 

PoE 受电设备在开关机时，会产生较高的浪涌电压，导致线缆

上的电压过高，容易损坏 PoE交换机或导致受电启动异常。网月科

技企业级 PoE+交换机内置浪涌保护装置，限定每个端口的输出电压

为 54V，不仅保护 PoE交换机的安全，配合 PoE Delay 功能可保证所有 PoE设备的正常启动。 

 

双输出电源设计 

普通交换机主板和 PoE 供电模块采用电源单输出设计，

当 PoE 受电设备增多，宽裕电源功率随之减少，易造成主板

供电功率不足，影响设备运行稳定性。网月科技企业级 PoE+

交换机采用电源双输出设计，主板和 PoE 供电模块分别采用

各自独立的电源输出线路，主板供电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影

响，给设备全面的稳定性保护。 

 

产品特性 



250米超长供电距离 

普通 PoE 供电设备只能提供 100 米的供电距离，多数

空旷环境下的 PoE 供电应用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网月科技

企业级 PoE+交换机支持 L-PoE功能，可将 PoE 供电距离延

长至 250米，满足远距离 PoE供电需求。 

 

即插即用 

网月科技企业级 PoE+交换机性能稳定，具备全面的内外安全保护，插

电即可使用，且全部采用高性能芯片和完善的硬件架构设计，所有端口均

支持限速转发，保护无线覆盖、监控安防等设备的稳定运行。 

 

PoE Delay 

网月科技企业级 PoE+交换机支持 PoE Delay（延

迟供电）功能，可分批次给接入设备供电。可避免同

一交换机下大量高功率 PoE 终端同时启动时，由于瞬

间的浪涌电压影响，造成的终端无法启动问题。 

 

无线、监控远程管理 

网月科技企业级 PoE+供电交换机具备强大的远程管

理功能，使用网管计算机即可实现对设备的远程重启，

大大提高设备维护效率。 

 

安全保护，从内至外  

网月科技企业级 PoE+供电交换机支持端口限速、广播控制、MAC地址

绑定、TCP/UDP协议过滤等安全防护功能，可阻断非法数据及恶意攻击侵

占网络带宽，保护交换机自身和接入设备的数据安全。 

网月科技企业级 PoE+供电交换机所有端口均经过 DC/AC 端口耐压测

试，可保证设备正常运行中出现电压突变或雷击等情况发生时的设备安全。 

 

 

 



绿色节能 

网月科技企业级 PoE+供电交换机支持绿色节能模式，交换

机会实时监测所有端口状态，如果端口状态为 down，则系统会

自动停止对该端口供电，进入节能模式，即节省能源，又保证

正常设备的稳定运行。 

  

全面的质量及安规检测 

网月科技企业级 PoE+供电交换机在出厂检

验过程中，经过三温测试（常温、低温、高温），

防雷测试，跌落测试，供电测试，-5~45℃宽温

可靠性测试，90-264V AC宽电压测试，回波损

耗测试，供电极限测试，直流/交流端口耐压测

试，数据包长度测试等多道工序，并经过 3C、

FCC、CE等安规检测，全面保证设备质量。 

 

 

 

 

 

 

 

 

 

 

 

 

 

 

 

 

 

 



 

 

 
产品型号 MS3228 

参数规格 

背板带宽 56Gbps 

包转发率 48Mpps 

级联端口 4 个 1000Mbps SFP 

PoE 供电端口 24 个 1000Mbps RJ45(100/1000 Base-T Ethernet) 

外形尺寸 mm 441*310*44（19寸） 

外壳材质 金属 

整机电源功率 400W 

单口 PoE功率 最大 35W 

电源 AC 100~240V 

重量 kg 5.2 

工作温度 0~50℃ 

存储温度 -40~70℃ 

工作湿度 10% ~ 90% RH (无凝结) 

存储湿度 10% ~ 90% RH (无凝结) 

端口结构 非模块化 

交换方式 存储转发 

是否可网管 可网管 

PoE 供电标准 802.3af/at 

端口流量图 支持 

端口流量统计 支持 

端口状态显示 支持 

转发表  支持，可设定静态 MAC转发模式，动态转发模式及老化时间 

系统负载 支持 

DHCP保护 支持 

MDIX/MDI切换 支持 

PoE 管理 支持，可设定电源总功率、温度保护、输出电压 

PoE 供电优先级 支持 

端口供电管理 支持，可手动关闭供电 

PoE 定时重启 支持 

端口 PoE功率限制 支持 

PoE 供电状态显示 支持 

PoE 设备管理 支持，可设定设备最小供电功率 

组播 VLAN 支持 

LLDP 支持 

环路检测 支持 

三元绑定 支持，IP/MAC/Port 

端口分组 支持 

产品规格 



端口隔离 支持 

MAC 限制 支持 

AP 保护 支持 

端口镜像 支持 

端口汇聚 支持 

端口限速 支持 

风暴控制 支持 

VLAN 支持，802.1Q VLAN、语音 VLAN、MAC VLAN 

VLAN表 4K 

Web 管理 支持 

配置文件 支持，可保存当前配置，还原配置 

固件升级 支持 

系统时间 支持 NTP 

端口防雷 支持 

 

 

 

 
型号 描述 

MS3228 网月 MS3228 企业级 PoE+供电交换机 

机柜安装组件 一套（短） 

快速安装指南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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