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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端产品，⼯程商⾸选品牌

深圳市腾狐物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狐）是⼀家专注于企业级WiFi⽹络产品研发、⽣产、销售
的应⽤层⽆线⽹络设备供应商，公司总部位于深圳市⻰岗区坂⽥，员⼯总数超过150⼈，公司拥有专业先
进的测试设备、测试环境，产品⽣产流⽔线化，对质量及操作要求层层把控，严格把关，产品研发过程始终
遵循国际最⾼标准，产品质量控制体系达到⾏业领先⽔平。

作为⼀直以创造客⼾价值为⼰任的企业，腾狐深知，企业级WiFi⾏业的秘密就是：产品稳定性和服务
⽀持！

因此，为使⽤⼾获得更好的⽆线使⽤体验，腾狐从产品研发到售后服务的每⼀个环节都投⼊了⼤量
精⼒和成本。对于产品和服务�追求极致是腾狐的⼀贯态度。

腾狐⼀直专注于企业级⽆线应⽤领域，致⼒于为客⼾提供稳定，安全，快速的⽹络环境，为更好的服
务客⼾，腾狐将公司⽅向细分为三个应⽤领域。
⼀、企业办公⽹络

传统办公⽹络，由于布线复杂繁琐，设备陈旧等问题，已经远远满⾜不了如今的办公上⽹需求，严重
影响企业办公效率，尤其对于移动电商企业，稳定的⽆线⽹络更是不可或缺的⼀环。

腾狐的企业办公⽆线产品和解决⽅案能帮助企业完整解决⽆线及有线⽹络覆盖，解决企业接⼊⼈
数，⽹络认证，上⽹安全性，办公与访客隔离等各种问题，提⾼办公效率，满⾜单位或公司⽇常办公需要，
并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和可扩展性。
⼆、商业场所⽹络

随着移动互联⽹的发展，⼈们对商业WiFi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腾狐凭借着丰富的⾏业经验，已经为各
种类型的商业场所（酒店、商场、KTV、游乐场、餐馆等）做了⼤量商⽤⽆线解决⽅案，⽬前是国内最专业的
商⽤WiFi服务商之⼀。在产品功能⽅⾯，可实现流量控制，微信认证，短信认证，⼴告推送，云端管理等⽹络
功能，充分满⾜客⼾多样化需求。
三、园区计费⽹络

腾狐⽹络认证计费系统采⽤新⼀代⽹络架构技术，为校园宿舍、⼯⼚宿舍、出租房等场所提供稳定，
⾼性能的宽带计费⽹络，收费形式灵活多样，可⽀持刮刮卡充值，⽀付宝/微信在线充值等⽅式，显著提⾼
运营效率，节省运营成本。

园区⽆线覆盖是最难覆盖的场景之⼀，其并发数⾼、视频下载数据量⼤、⼲扰严重是该场景覆盖下三
⼤最棘⼿的问题，腾狐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不断完善的⽹优技术及丰富的⽹优经验，针对园区覆盖三⼤
痛点，各个击破，成功做到上⽹并发数万⼈以上。
四、OEM/ODM服务

腾狐为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伙伴提供硬件及软件的OEM/ODM服务，以及提供专业的技术⽀持服务。
在未来的⽇⼦⾥，腾狐愿与全球合作伙伴⼀起成⻓，共同发展。

售后服务&零⻛险承诺：
1对1服务：所有售后技术问题责任到⼈，专⼈负责，确保问题妥善解决
⽅案部署：免费提供⼯程⽅案，全程项⽬技术服务指导
技术培训：定期给代理商和⼯程商开展专业的技术培训

ABOUT�US关于我们



产品类型

吸顶式AP

产品型号 产品图⽚ 接⼝类型 ⼯作频段 ⽆线速率 供电/功耗 产品特性内置天线 建议带机量

1个RJ45⼝ 2.4GHz 300Mbps 2x5dBi 30
》�产品功耗8W
》�国标802.3af协议
》�⽀持48V�POE供电

》�⽆线吸顶式AP
》�发射功率可调节
》�⾼通芯⽚
》�64M内存,16M闪存
》�适⽤于酒店/商场/KTV/宿舍/�餐馆/咖啡厅

XSD100-V2

2.4GHz 402个RJ45⼝
1个DC电源⼝XSD200 300Mbps 2x5dBi

》�产品功耗8W
》�国标802.3af协议
》�⽀持48V�POE供电
》�⽀持12V/1.5A�DC供电

》�⼤功率吸顶式AP
》�发射功率可调节
》�⾼通芯⽚
》�64M内存,16M闪存
》�适⽤于酒店/商场/KTV/宿舍/�餐馆/咖啡厅

XS600 2.4GHz
/5.8GHz

600Mbps 4x5dBi 60
》�产品功耗13W
》�国标802.3af协议
》�⽀持48V�POE供电
》�⽀持12V/1.5A�DC供电

》�802.11ac双频吸顶AP
》�发射功率可调节
》�⾼通双芯⽚
》�128M内存,16M闪存
》�适⽤于会议室/演唱会/宿舍/餐馆/咖啡厅

2个RJ45⼝
1个DC电源⼝

XS800 1001200Mbps 4x5dBi
》�产品功耗17W
》�国标802.3at协议
》�⽀持48V�POE供电
》�⽀持12V/1.5A�DC供电

2.4GHz
/5.8GHz

》�802.11ac双频吸顶AP
》�发射功率可调节
》�⾼通三芯⽚
》�128M内存,16M闪存
》�适⽤于会议室/演唱会/宿舍/餐馆/咖啡厅

2个RJ45⼝
1个DC电源⼝

瘦
AP

胖
AP

188*188*40(mm)

T200-V3
1个LAN⼝
1个WAN⼝
1个DC电源⼝

2.4GHz 300Mbps 2x5dBi 50
》�产品功耗8W
》�⽀持24V�POE供电
》�⽀持12V/1.5A�DC供电

》�⼤功率吸顶式AP
》�发射功率500mw
》�⾼通芯⽚
》�128M内存,16M闪存
》�适⽤于酒店/商场/KTV/宿舍/餐馆/咖啡厅

XS800-V3
1个LAN⼝
1个WAN⼝
1个DC电源⼝

2.4GHz
/5.8GHz

1001200Mbps 4x5dBi
》�产品功耗17W
》�国标802.3at协议
》�⽀持48V�POE供电
》�⽀持12V/1.5ADC供电

》�802.11ac双频吸顶AP
》�发射功率1000mw
》�⾼通三芯⽚
》�128M内存,16M闪存
》�适⽤于会议室/演唱会/宿舍/餐馆/咖啡厅158*158*44(mm)

产品类型 产品型号 产品图⽚ ⽆线速率 供电/功耗 产品特性内置天线 建议带机量

⾯板AP

⼯作频段接⼝类型

MS200 2个RJ45⼝
⼀个电话⼝ 2.4GHz 300Mbps 2x2dBi 32

》�产品功耗＜5W
》�国标802.3af协议
》�⽀持48V�POE供电

》�⾼通芯⽚
》�64M内存,16M闪存
》�发射功率可调节
》�适⽤于酒店客房/家庭

MS400

86*86*40(mm)

1个RJ45⼝
⼀个电话⼝

》�⾼通芯⽚
》�64M内存,16M闪存
》�发射功率可调节
》�适⽤于酒店客房/家庭

2.4GHz 300Mbps 2x2dBi 30
》�产品功耗＜5W
》�国标802.3af协议
》�⽀持48V�POE供电

产品类型 产品型号 产品图⽚ ⽆线速率 供电/功耗 产品特性内置天线 建议带机量

⼾外AP

⼯作频段接⼝类型

262*88*57(mm)

EW300 2个RJ45⼝
1个DC电源⼝ 2.4GHz 300Mbps 14dBi

定向天线 40

》�⼤功率定向⼾外CPE
》�发射功率可调节
》�建议覆盖距离300⽶以内
》�⾼通芯⽚
》�64M内存,8M闪存
》�适⽤于⼴场/公园/⼩区/村庄等

》�产品功耗8W
》�国标802.3af协议
》�⽀持48V�POE供电
》�⽀持12V/1.5A�DC供电

EW320 2.4GHz 602个RJ45⼝
1个DC电源⼝

300Mbps 2x5dBi
》�产品功耗8W
》�国标802.3af协议
》�⽀持48V�POE供电
》�⽀持12V/1.5A�DC供电

》�⼤功率全向⼾外CPE
》�发射功率可调节
》�建议覆盖距离200⽶以内
》�⾼通芯⽚
》�64M内存,16M闪存
》�适⽤于⼴场/公园/⼩区/村庄等262*88*57(mm)

QWA500 1个RJ45⼝ 40

玻璃钢天
线8dBix2;
扇区天线
14dBix1
（可选）

》�产品功耗8W
》�国标802.3af协议
》�⽀持48V�POE供电

》�基站型⼤功率⼾外AP
》�发射功率可调节
》�建议覆盖距离100-500⽶
》�⾼通芯⽚
》�64M内存,16M闪存
》�适⽤于⼴场/公园/⼩区/村庄等

2.4GHz 300Mbps

150*234*80(mm)

QWA510 2.4GHz 300Mbps 601个RJ45⼝

玻璃钢天
线8dBix2;
扇区天线
14dBix1
（可选）

》�产品功耗8W
》�国标802.3af协议
》�⽀持48V�POE供电

》�基站型⼤功率⼾外AP
》�发射功率可调节
》�建议覆盖距离100-500⽶
》�⾼通芯⽚
》�128M内存,16M闪存
》�适⽤于⼴场/公园/⼩区/村庄等150*234*80(mm)

158*158*30(mm)

86*86*40(mm)

XSD100-V3

XS600-V3

158*158*30(mm)

185*185*46(mm)

热
卖

热
卖

热
卖

1个RJ45⼝ 2.4GHz 300Mbps 2x5dBi 30 》�产品功耗8W
》�⽀持24V�POE供电

》�⽆线吸顶式AP
》�发射功率可调节
》�⾼通芯⽚
》�64M内存,16M闪存
》�适⽤于酒店/商场/KTV/宿舍/�餐馆/咖啡厅

2个RJ45⼝
1个DC电源⼝

2.4GHz
/5.8GHz

600Mbps 4x5dBi 60
》�产品功耗13W
》�⽀持24V�POE供电
》�⽀持12V/1.5A�DC供电

》�802.11ac双频吸顶AP
》�发射功率可调节
》�⾼通双芯⽚
》�128M内存,16M闪存
》�适⽤于会议室/演唱会/宿舍/餐馆/咖啡厅

188*188*40(mm)

185*185*46(mm)

158*158*44(mm)

瘦
AP

瘦
AP

MD200 1个RJ45⼝ 2.4GHz/
5.8GHz

750Mbps 2x3dBi 40
》�产品功耗＜5W
》�国标802.3af协议
》�⽀持48V�POE供电

》�⾼通芯⽚
》�64M内存,16M闪存
》�发射功率可调节
》�适⽤于酒店客房/家庭

热
卖

86*86*35(mm)

Mesh-X1 1001200Mbps 4x5dBi
》�产品功耗17W
》�国标802.3at协议
》�⽀持48V�POE供电
》�⽀持12V/1.5A�DC供电

2.4GHz
/5.8GHz

》�免布线组⽹
》�⾼通三芯⽚��128M内存，16M闪存
》断⽹⾃愈，智能规避⽹络堵塞
》多跳⽹络设计，⾃动找寻最佳路径
》�适⽤于家居/别墅/中⼩企业/餐馆/咖啡厅/商超

2个RJ45⼝
1个DC电源⼝

158*158*44(mm)

新
品

Mesh
系
列

QWA700 1200Mbps 1002.4GHz
/5.8GHz

》�产品功耗17W
》�国标802.3at协议
》�⽀持48V�POE供电

》�802.11ac双频⼾外AP
》�发射功率可调节
》�⾼通三芯⽚
》�128M内存,16M闪存
》�适⽤于⼴场/公园/⼩区/村庄等

玻璃钢天
线8dBix4;
扇区天线
双频17dBi
（� 可选）215*280*82(mm)

1个RJ45⼝

热
卖

热
卖

热
卖

热
卖

热
卖

热
卖



产品类型 产品型号 产品图⽚ ⽆线速率 供电/功耗 产品特性内置天线 建议带机量

⼾外AP

⼯作频段接⼝类型

⼾
外
⽹
桥

EW450S
1个LAN⼝
1个WAN⼝
1个DC电源⼝

5.8GHz 14dBi
定向天线

450Mbps 32
》�标配24V�1A�POE供电
》�标配12V/1.5A�DC供电
》�24V�⾮标协议
》功耗8W

》�802.11ac⽆线协议
》�瑞昱芯⽚，点对点⽆线传输
》�适⽤于⽆线监控传输
》�监控传输有效距离2-4km
》�64M内存，8M闪存��262*88*57(mm)

EW500S
1个LAN⼝
1个WAN⼝
1个DC电源⼝

5.8GHz 900Mbps 16dBi
定向天线 32

》�标配24V�1A�POE供电
》�标配12V/1.5A�DC供电
》�24V�⾮标协议
》功耗10W

》�802.11ac⽆线协议
》�瑞昱芯⽚，点对点⽆线传输
》�适⽤于⽆线监控传输
》�监控传输有效距离3000⽶
》�64M内存，16M闪存��262*88*57(mm)

QWA500S 1个WAN/LAN
⾃翻转⼝ 40

玻璃钢天
线8dBix2;
扇区天线
14dBix1
（可选）

》�产品功耗8W
》�⽀持24V�POE供电

》�基站型⼤功率⼾外AP
》�发射功率500mw
》�建议覆盖距离200-500⽶
》�⾼通芯⽚
》�64M内存,16M闪存
》�适⽤于⼴场/公园/⼩区/村庄等

2.4GHz 300Mbps

QWA510S 2.4GHz 300Mbps 601个WAN/LAN
⾃翻转⼝

玻璃钢天
线8dBix2;
扇区天线
14dBix1
（可选）

》�基站型⼤功率⼾外AP
》�发射功率500mw
》�建议覆盖距离200-500⽶
》�⾼通芯⽚
》�128M内存,16M闪存
》�适⽤于⼴场/公园/⼩区/村庄等

》�产品功耗8W
》�⽀持24V�POE供电

QWA700S 1200Mbps 1001个WAN/LAN
⾃翻转⼝

2.4GHz
/5.8GHz

玻璃钢天
线8dBix4;
扇区天线
双频17dBi
（� 可选）

》�产品功耗17W
》�国标802.3at协议
》�⽀持48V�POE供电

》�802.11ac双频⼾外基站AP
》�发射功率1000mw
》�建议覆盖距离200-500⽶
》�⾼通三芯⽚
》�128M内存,16M闪存
》�适⽤于⼴场/公园/⼩区/村庄等

150*234*80(mm)

150*234*80(mm)

215*280*82(mm)

产品类型 产品型号 产品图⽚ ⽆线速率 供电/功耗 产品特性内置天线 建议带机量

企业级路由器

⼯作频段接⼝类型

企
业
级
⾏
为
管
理
路
由
器

150T800

1-4个WAN
4-1个LAN
2个USB⼝
1个DC电源⼝

2.4GHz
5.8GHz
双频

1200Mbps

198*128*207(mm)

6*5dBi 》�产品功耗≤18W
》�标配12V/1.5A�DC供电

》上⽹⾏为管理路由器
》802.11ac双频全千兆⽹⼝
》⾼通芯⽚
》云端管理，微信认证等功能
》128M内存,16M闪存
》适⽤于家庭/餐厅/咖啡馆

C400 》�产品功耗≤18W
》�标配12V/1.5A�DC供电

1-4个WAN
4-1个LAN
1个DC电源⼝

300Mbps 802.4GHz 2x5dBi

137*220*25(mm)

》上⽹⾏为管理路由器
》802.11n单频百兆⽹⼝
》⾼通芯⽚
》云端管理，微信认证等功能
》128M内存,16M闪存
》适⽤于家庭/餐厅/咖啡馆

⽹关管理器

产品特性产品图⽚产品型号产品类型 有线带机量 AC管理器 多WAN宽带叠加接⼝类型 产品尺⼨

⼩
⽹
关

》�多WAN宽带叠加
》�AC管理功能/Qos流控功能
》�微信认证/云台管理
》�策略带宽控制,负载均衡
》�实时系统状态,⽇志记录

TWS200 1-4个千兆WAN⼝
4-1个千兆LAN⼝ 200 √ 440x200x45mm√

》�多WAN宽带叠加
》�AC管理功能/Qos流控功能
》�微信认证/云台管理
》�策略带宽控制,负载均衡
》�⽹关计费系统/刮刮卡
》�实时系统状态,⽇志记录

TW400 1-3个千兆WAN⼝
1-3个千兆LAN⼝ 400 1U标准机箱

》�多WAN宽带叠加
》�AC管理功能/Qos流控功能
》�微信认证/云台管理
》�策略带宽控制,负载均衡
》�⽹关计费系统/刮刮卡
》�实时系统状态,⽇志记录

500 1U标准机箱TW500 1-5个千兆WAN⼝
5-1个千兆LAN⼝

》�多WAN宽带叠加
》�AC管理功能/Qos流控功能
》�微信认证/云台管理
》�策略带宽控制,负载均衡
》�⽹关计费系统/刮刮卡
》�实时系统状态,⽇志记录

1000TW1000 1-5个千兆WAN⼝
5-1个千兆LAN⼝

√ √

√ √

1U标准机箱√ √

EW150S
1个WAN⼝
1个DC电源⼝
带拨码开关

2.4GHz 12dBi
定向天线

150Mbps 16
》�标配24V�1A�POE供电
》�标配12V/1.5A�DC供电
》�24V�⾮标协议
》功耗8W

》�⾼通芯⽚，点对点⽆线传输
》�适⽤于⽆线监控传输
》�64M内存，16M闪存��
》�监控传输有效距离200-500m

262*88*5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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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T600升级版

1-4个WAN
4-1个LAN
1个USB⼝
1个DC电源⼝

2.4GHz
5.8GHz
双频

750Mbps 4*5dBi 》�产品功耗≤18W
》�标配12V/1.5A�DC供电

》上⽹⾏为管理路由器
》802.11ac双频全百兆⽹⼝
》⾼通芯⽚
》云端管理，微信认证等功能
》128M内存,16M闪存
》适⽤于家庭/餐厅/咖啡馆

新
品

297*175*33(mm)

TWS100 1-4个千兆WAN⼝
4-1个千兆LAN⼝ 100

》�多WAN宽带叠加
》�AC管理功能/Qos流控功能
》�微信认证/云台管理
》�策略带宽控制,负载均衡
》�实时系统状态,⽇志记录

283x178x44mm√√

TWS80 298x175x33mm1-4个千兆WAN⼝
4-1个千兆LAN⼝ 80 √ √

》�多WAN宽带叠加
》�AC管理功能/Qos流控功能
》�微信认证/云台管理
》�策略带宽控制,负载均衡
》�实时系统状态,⽇志记录

新
品

热
卖

TWS50 240x156x40mm1-4个百兆WAN⼝
4-1个百兆LAN⼝ 50 √ √

》�多WAN宽带叠加
》�AC管理功能/Qos流控功能
》�微信认证/云台管理
》�策略带宽控制,负载均衡
》�实时系统状态,⽇志记录

热
卖

⼤
⽹
关

》�多WAN宽带叠加
》�AC管理功能/Qos流控功能
》�微信认证/云台管理
》�策略带宽控制,负载均衡
》�⽹关计费系统/刮刮卡
》�实时系统状态,⽇志记录

1-5个千兆WAN⼝
5-1个千兆LAN⼝ 2000TW2000 1U标准机箱√ √

热
卖



⽹关管理器

产品特性产品图⽚产品型号产品类型 有线带机量 AC管理器 多WAN宽带叠加接⼝类型 产品尺⼨

1U标准机箱√ √

》�多WAN宽带叠加
》�AC管理功能/Qos流控功能
》�微信认证/云台管理
》�策略带宽控制,负载均衡
》�⽹关计费系统/刮刮卡
》�实时系统状态,⽇志记录

TW8000 1-5个千兆WAN⼝
5-1个千兆LAN⼝ 8000

》�多WAN宽带叠加
》�AC管理功能/Qos流控功能
》�微信认证/云台管理
》�策略带宽控制,负载均衡
》�⽹关计费系统/刮刮卡
》�实时系统状态,⽇志记录

TW10000 1-5个千兆WAN⼝
5-1个千兆LAN⼝ 10000 1U标准机箱√ √

纯AC管理器

产品特性产品图⽚产品型号产品类型 产品尺⼨可控AP数量

⽤
于
瘦
AP

TES50 16

》�可做旁路AC集中管控腾狐瘦AP
》�配置AP信息,调节⽆线AP发射功率
》�调节⽆线AP信道，备注AP位置信息
》�⽆缝漫游,负载均衡
》�实时查看监控⽆线AP状态
》�提供详细⽆线AP⼯作⽇志

137mmx220mmx25mm

TES100 64 283mmx178mmx44mm

》�可做旁路AC集中管控腾狐瘦AP
》�配置AP信息,调节⽆线AP发射功率
》�调节⽆线AP信道，备注AP位置信息
》�⽆缝漫游,负载均衡
》�实时查看监控⽆线AP状态
》�提供详细⽆线AP⼯作⽇志

TES200 128

》�可做旁路AC集中管控腾狐瘦AP
》�配置AP信息,调节⽆线AP发射功率
》�调节⽆线AP信道，备注AP位置信息
》�⽆缝漫游,负载均衡
》�实时查看监控⽆线AP状态
》�提供详细⽆线AP⼯作⽇志

1U标准机箱

TE500 512

》�可做旁路AC集中管控腾狐瘦AP
》�配置AP信息,调节⽆线AP发射功率
》�调节⽆线AP信道，备注AP位置信息
》�⽆缝漫游,负载均衡
》�实时查看监控⽆线AP状态
》�提供详细⽆线AP⼯作⽇志

1U标准机箱

TE1000 1024

》�可做旁路AC集中管控腾狐瘦AP
》�配置AP信息,调节⽆线AP发射功率
》�调节⽆线AP信道，备注AP位置信息
》�⽆缝漫游,负载均衡
》�实时查看监控⽆线AP状态
》�提供详细⽆线AP⼯作⽇志

1U标准机箱

TE2000 2000

》�可做旁路AC集中管控腾狐瘦AP
》�配置AP信息,调节⽆线AP发射功率
》�调节⽆线AP信道，备注AP位置信息
》�⽆缝漫游,负载均衡
》�实时查看监控⽆线AP状态
》�提供详细⽆线AP⼯作⽇志

1U标准机箱

TE3000 3000

》�可做旁路AC集中管控腾狐瘦AP
》�配置AP信息,调节⽆线AP发射功率
》�调节⽆线AP信道，备注AP位置信息
》�⽆缝漫游,负载均衡
》�实时查看监控⽆线AP状态
》�提供详细⽆线AP⼯作⽇志

1U标准机箱

TE4000 4000

》�可做旁路AC集中管控腾狐瘦AP
》�配置AP信息,调节⽆线AP发射功率
》�调节⽆线AP信道，备注AP位置信息
》�⽆缝漫游,负载均衡
》�实时查看监控⽆线AP状态
》�提供详细⽆线AP⼯作⽇志

1U标准机箱

交换机

产品特性产品图⽚产品型号产品类型 端⼝形态供电标准

POE
交
换
机(⾮

标
�
  )

24V

PD8001S 》�8个POE供电端⼝
》�1个UP-LINK调试接⼝�

》�9⼝⾮标准协议POE交换机
》�配置24V桌⾯式120W电源，单个POE端⼝最⾼输出功率可达≧20W(⽡)
》�遵循IEEE�802.3�、IEEE�802.3u、IEEE802.3x、IEEE802.az、CSMA\CD�Ethernet协议

⾮标准协议POE交换机

PD2402
》�24个10/100M⾃适应RJ45端⼝
》�2个10/100/1000M上⾏⾃适应RI45端⼝
》�2个千兆SFP(mini�GBIC)光纤模块扩展插槽

》遵循IEEE�802.3�、IEEE�802.3u、IEEE�802.3x、IEEE�802.az、CSMA\CD�Ethernet协
����议，⽀持IEEE�802.3x全双⼯流控和Backpressure半双⼯流控。
》搭配使⽤SFP光纤模块即可⽅便连接⾄光纤⻣⼲⽹络。1〜24端⼝具有PoE供电功能,25~
����26端⼝可作为上联千兆端⼝，最⼤限度提⾼PoE供电端⼝的使⽤率，每端⼝均⽀持MDI/
����MDIX⾃动翻转及⾃协商；
》置300W⼤功率电源，每端⼝供电功率达≧30W。

⾮标准协议POE交换机

PG8001 标准协议POE交换机
⽀持802.3af/at协议

》�8个10/100M⾃适应RJ45端⼝
》�1个10/100M上⾏⾃适应RI45端⼝

》⽀持IEEE�802.3x全双⼯流控和Backpressure半双⼯流控；
》1〜8端⼝具有PoE功能,�9端⼝可作为上联端⼝，最⼤限度提⾼PoE供电端⼝的使⽤率，每端⼝均
����⽀持MDI/MDIX⾃动翻转及⾃协商；
》⾃动检测与识别符合802.3af/at协议的受电设备（PD)并为其供电，每端⼝供电功率达≧30W；
》智能电源功率管理：如受电设备总功率超出96W，系统启动POE供电管理优先机制，⾃动切
����断后⾯加载的受电设备，保障连接设备的稳定运⾏。

》�多WAN宽带叠加
》�AC管理功能/Qos流控功能
》�微信认证/云台管理
》�策略带宽控制,负载均衡
》�⽹关计费系统/刮刮卡
》�实时系统状态,⽇志记录

3000TW3000 1-5个千兆WAN⼝
5-1个千兆LAN⼝ 1U标准机箱√ √

》�多WAN宽带叠加
》�AC管理功能/Qos流控功能
》�微信认证/云台管理
》�策略带宽控制,负载均衡
》�⽹关计费系统/刮刮卡
》�实时系统状态,⽇志记录

TW5000 1-5个千兆WAN⼝
5-1个千兆LAN⼝ 5000 1U标准机箱√ √

M8001S 标准协议POE交换机
⽀持802.3af/at协议

》�8个10/100M⾃适应RJ45端⼝
》�1个10/100M上⾏⾃适应RI45端⼝

》⽀持IEEE�802.3x全双⼯流控和Backpressure半双⼯流控；
》1〜8端⼝具有PoE功能，⽀持端⼝隔离，9端⼝可作为上联端⼝，最⼤限度提⾼PoE供电端⼝的
����使⽤率，每端⼝均⽀持MDI/MDIX⾃动翻转及⾃协商；
》⾃动检测与识别符合802.3af/at协议的受电设备（PD)并为其供电，每端⼝供电功率达≧30W；
》智能电源功率管理：如受电设备总功率超出120W，系统启动POE供电管理优先机制，⾃动切
����断后⾯加载的受电设备，保障连接设备的稳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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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8001S

》⽀持IEEE�802.3x全双⼯流控和Backpressure半双⼯流控；
》1〜8端⼝具有PoE功能,�9端⼝可作为上联端⼝，最⼤限度提⾼PoE供电端⼝的使⽤率，每端⼝均
����⽀持MDI/MDIX⾃动翻转及⾃协商；
》⾃动检测与识别符合802.3af/at协议的受电设备（PD)并为其供电，每端⼝供电功率达≧30W；
》智能电源功率管理：如受电设备总功率超出120W，系统启动POE供电管理优先机制，⾃动切
����断后⾯加载的受电设备，保障连接设备的稳定运⾏。

标准协议POE交换机
⽀持802.3af/at协议

》�8个10/100M⾃适应RJ45端⼝
》�1个10/100M上⾏⾃适应RI45端⼝

热
卖

225*122*35(mm)

热
卖



PG9001S

》⽀持IEEE�802.3x全双⼯流控和Backpressure半双⼯流控；
》1〜8端⼝具有PoE功能,�9端⼝可作为上联端⼝<或者可选光纤接⼝>，最⼤限度提⾼PoE供电
����端⼝的使⽤率，每端⼝均⽀持MDI/MDIX⾃动翻转及⾃协商；
》⾃动检测与识别符合802.3af/at协议的受电设备（PD)并为其供电，每端⼝供电功率达≧30W；
》智能电源功率管理：如受电设备总功率超出120W，系统启动POE供电管理优先机制，⾃动切
����断后⾯加载的受电设备，保障连接设备的稳定运⾏。

标准协议POE交换机
⽀持802.3af/at协议

》�8个10/100/1000M⾃适应RJ45端⼝
》�1个10/100/1000M上⾏⾃适应RI45端⼝
》�1个千兆SFP(mini�GBIC)光纤模块扩展插槽

PG2402 标准协议POE交换机
⽀持802.3af/at协议

》�24个10/100M⾃适应RJ45端⼝
》�2个10/100/1000M上⾏⾃适应RI45端⼝
》�2个千兆SFP(mini�GBIC)光纤模块扩展插槽

》⽀持IEEE�802.3x全双⼯流控和Backpressure半双⼯流控。
》搭配使⽤SFP光纤模块即可⽅便连接⾄光纤⻣⼲⽹络。
》每端⼝均⽀持MDI/MDIX⾃动翻转及⾃协商；
》配置300W⼤功率电源，每端⼝供电功率达≧30W；
》智能电源功率管理：如受电设备总功率超出300W时，系统启动POE供电管理优先机制，⾃
����动切断后⾯加载的受电设备，保障已经连接的设备运⾏。

交换机

产品特性产品图⽚产品型号产品类型 端⼝形态供电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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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2402S 标准协议POE交换机
⽀持802.3af/at协议

》�24个10/100M⾃适应RJ45端⼝
》�2个10/100/1000M上⾏⾃适应RI45端⼝
》�2个千兆SFP(mini�GBIC)光纤模块扩展插槽

》⽀持IEEE�802.3x全双⼯流控和Backpressure半双⼯流控。
》搭配使⽤SFP光纤模块即可⽅便连接⾄光纤⻣⼲⽹络。
》每端⼝均⽀持MDI/MDIX⾃动翻转及⾃协商；
》配置450W⼤功率电源，每端⼝供电功率达≧30W；
》智能电源功率管理：如受电设备总功率超出450W时，系统启动POE供电管理优先机制，
����⾃动切断后⾯加载的受电设备，保障已经连接的设备运⾏。

PG4001 标准协议POE交换机
⽀持802.3af/at协议

》⽀持IEEE�802.3x全双⼯流控和Backpressure半双⼯流控。
》搭配使⽤SFP光纤模块即可⽅便连接⾄光纤⻣⼲⽹络。
》每端⼝均⽀持MDI/MDIX⾃动翻转及⾃协商；
》配置72W⼤功率电源，每端⼝供电功率达≧15.3W；
》智能电源功率管理：如受电设备总功率超出72W时，系统启动POE供电管理优先机制，⾃动
����切断后⾯加载的受电设备，保障已经连接的设备运⾏。

》�4个10/100/1000M⾃适应RJ45端⼝
》�1个10/100/1000M上⾏⾃适应RI45端⼝
》�1个千兆SFP(mini�GBIC)光纤模块扩展插槽168*98*30(mm)

M2402
》�24个10/100/1000Mbps⾃适应RJ45端⼝
》�2个千兆SFP(mini�GBIC)光纤模块扩展插槽
》�1个Console端⼝

管理型交换机
⾮POE供电

》遵循IEEE802.3i，IEEE802.3u，IEEE802.3ab，�IEEE802.3x�，IEEE802.3z�，IEEE802.1q�，
����IEEE802.1p标准，⽀持IEEE802.3x全双⼯流控功能和半双⼯背压流控功能；
》⽀持端⼝VLAN、802.1Q�VLAN；
》⽀持端⼝汇聚、端⼝限速、端⼝镜像、QoS、MAC过滤、⼴播⻛暴抑制等；
》⽀持DHCP�snooping、DHCP�Client、DHCP�Relay、FTP/TFTP等协议。
》⽀持HTTP�WEB管理、Telnet、SSH�管理、Console管理

PG2402-Q 标准协议POE交换机
⽀持802.3af/at协议

》�24个10/100/1000M⾃适应RJ45端⼝
》�2个10/100/1000M上⾏⾃适应RI45端⼝
》�2个千兆SFP(mini�GBIC)光纤模块扩展插槽

》⽀持IEEE�802.3x全双⼯流控和Backpressure半双⼯流控。
》搭配使⽤SFP光纤模块即可⽅便连接⾄光纤⻣⼲⽹络。
》每端⼝均⽀持MDI/MDIX⾃动翻转及⾃协商；
》配置300W⼤功率电源，每端⼝供电功率达≧30W；
》智能电源功率管理：如受电设备总功率超出300W时，系统启动POE供电管理优先机制，⾃
����动切断后⾯加载的受电设备，保障已经连接的设备运⾏。

PG2402S-Q 标准协议POE交换机
⽀持802.3af/at协议

》�24个10/100/1000M⾃适应RJ45端⼝
》�2个10/100/1000M上⾏⾃适应RI45端⼝
》�2个千兆SFP(mini�GBIC)光纤模块扩展插槽

》⽀持IEEE�802.3x全双⼯流控和Backpressure半双⼯流控。
》搭配使⽤SFP光纤模块即可⽅便连接⾄光纤⻣⼲⽹络。
》每端⼝均⽀持MDI/MDIX⾃动翻转及⾃协商；
》配置450W⼤功率电源，每端⼝供电功率达≧30W；
》智能电源功率管理：如受电设备总功率超出450W时，系统启动POE供电管理优先机制，
����⾃动切断后⾯加载的受电设备，保障已经连接的设备运⾏。

配������件

产品特性产品图⽚产品型号产品类型 产品尺⼨产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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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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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6 玻璃钢天线8dBi
》频段：2.400~2.483GHz；
》半功率波瓣宽度：H.�360�V.�12；
》天线增益：8�dBi

555mmx20mm

W24 玻璃钢天线12dBi
》频段：2.400~2.483GHz；
》半功率波瓣宽度：H.�360�V.�6；
》天线增益：12�dBi

1250mmx20mm

W28 扇区天线14dBi
》频段：2.400~2.500GHz；
》半功率波瓣宽度：H.�90�V.�14；
》天线增益：2x14�dBi

560x120x58mm

W16S 玻璃钢天线8dBi
》频段：5.725~5.850GHz；
》半功率波瓣宽度：H.�360�V.�12；
》天线增益：8�dBi

360mmx20mm

W24S 玻璃钢天线12dBi
》频段：5.725~5.850GHz；
》半功率波瓣宽度：H.�360�V.�6；
》天线增益：12�dBi

640mmx20mm

W34D 扇区天线17dBi
》双频2.4G&5.8G；
》⽔平和垂直极化；2.4G增益14DBi，5.8G增益17DBi；
》半功率波瓣宽度：（2.4G）H.�90�V.�15，（5.8G）H.�90�V.�7；

1085x130x65mm

W34DS 扇区天线17dBi 1485x130x65mm
》双频2.4G&5.8G；
》⽔平和垂直极化；2.4G增益17DBi，5.8G增益17DBi；
》半功率波瓣宽度：（2.4G）H.�90�V.�15，（5.8G）H.�90�V.�7；

225*122*35(mm)

440*286*45(mm)

440*286*45(mm)

440*286*45(mm)

440*286*45(mm)

440*207*44.5(mm)

PK4001-H 标准协议POE交换机
⽀持802.3af/at协议

》可⾃动检测与识别符合IEEE802.3af/at标准的受电设备（PD）并通过⽹线为其供电；
》⼀键开启VLAN，抑制⼴播⻛暴；
》⼀键延展，调整供电端⼝⻓距离（250⽶）传输；
》每个端⼝均⽀持MDI�/MDIX⾃动翻转功能；
》智能电源功率管理：如受电设备总功率超过65W，系统启动POE端⼝优先级机制，切断优先
级低的端⼝供电，通过智能功率调节使⽤更安全，不烧设备。

》�5个10/100�⾃适应RJ45端⼝
》�1个Uplink⼝

118*86*28(mm)

热
卖

POE
交
换
机(标

准
�
  )

48V

三
层
⽹
管

交
换
机

M2404
》�24个10/100/1000Mbps⾃适应RJ45端⼝
》�4个千兆SFP(mini�GBIC)光纤模块扩展插槽
》�1个Console端⼝

采⽤36W内置电源

》符合IEEE802.3i,�IEEE802.3u,�IEEE802.3ab,IEEE�802.3az,�IEEE802.3ae,�IEEE802.3x,�
��IEEE802.3z,�IEEE802.3ad标准；
》全双⼯采⽤IEEE�802.3x�标准，半双⼯采⽤Backpressure�标准，⽀持MAC�地址学习
��和⾃动⽼化；
》⽀持低功耗节能(EEE),⼴播⻛暴控制，数据交换采⽤存储-转发⽅式，⽀持�SNMP/
��RMON/TELENT；
》⽀持ARM�A9接⼝管理,博通⾼性能Cortex-A9处理器，⽀持�IEEE802.1p�优先序列；
》⽀持�QoS、Port�Mirroring、Link�Aggregation�协议，⼿动重启功能，⽀持基于⽹⻚操作；
》动态LED�指⽰，提供简单的⼯作状态提⽰及故障排除；�⽀持端⼝⾃动翻转（Auto�MDI/MDIX）；
》采⽤内置电源，19英⼨全铁壳设计，适合机架安装。

440*330*44.5(mm)

新
品

馈
线 N20 N头馈线 ⻓度1⽶

2个N公头
》�纯铜、阻抗50Ω�标准-7馈线，多股芯；
》�⾼密度屏蔽层、低损耗，安装⽅便。

热
卖

热
卖

热
卖



云南采⽯场WiFi覆盖嘉祥棕楠海度假酒店 邹平西王特钢物流

深圳⽜⻆⻰⼯业区

⻘岛武胜关度假酒店

上海LIB1913酒吧

深圳⼤运中⼼-2016国际冠军杯深圳赛场

南昌法莱德⽩⾦⼤酒店

济南西部酒城WiFi覆盖

深圳凯利宾馆

江西宜春北湖公园 清远国际酒店

安徽润宜家华联购物⼴场

深圳海尚酒店 江苏沭阳⼈⺠医院 中南置地房地产展厅 德市江南实验中学

⽾阳蔡伦⽵海景区 宁夏华祺国际饭店

杭州萧⼭汉庭酒店

部分经典案例

防
雷
器

Q50 防雷器
》�采⽤多级保护电路，核⼼元件选⽤国际名牌产品。
》�具有通流容量⼤、残压⽔平低、反应灵敏、性能稳定、插⼊损耗低等特点。
》�安装便捷，⽆需维护，低插损（可配合FCS01作标准35mm导轨安装）。

20mmx70mm
2个N头，⼀公⼀⺟

配������件

产品特性产品图⽚产品型号产品类型 产品尺⼨产品名称

P
O
E电

源

P48

P24

P48S

POE48V电源

POE24V电源

千兆POE48V电源

90x44x55mm

90x44x55mm

84x44x30mm
电源线93cm

》�输⼊电压/电流/频率：AC100-240V�0.8A��Max50/60Hz
》�输出电压/电流：48V������0.5A

》�输⼊电压/电流/频率：AC100-240V�0.8A��Max50/60Hz
》�输出电压/电流：24V������1A

》�输⼊电压/电流/频率：AC100-240V�0.8A��Max50/60Hz
》�输出电压/电流：48V������0.5A千兆



深圳市腾狐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Tenhot�IOT�Technology�Co. ,�Ltd

总部地址：⼴东省深圳市⻰岗区吉华路357号达成⼯业区2A栋5楼

E-mail：services@tenhot.net

服务热线：400-716-9496

官⽅⽹址：http://www.tenhot.net

微信公众号 腾狐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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