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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218 系列 
机架式工业级光电收发器 

 

■ 提供 1 个网管卡插槽，18 个业务卡插槽，支持热插拔 

■ 百兆业务卡支持 1 个 10/100Base-T(X)端口和 1 个 100Base-FX 端口 

■ 千兆业务卡支持 1 个 10/100/1000Base-T(X)端口和 1 个 1000Base-X 端口 

■ 支持 LFP 链路断开告警功能，自动侦测到链路中任一端口断开时强迫该链路其它端口停止传输 

■ 支持速率自适应 

■ 可通过拨码开关配置业务卡初始工作模式 

■ 光纤接头可选：SC/ST/SFP、多模/单模 

■ 供电输入可选：48VDC/220VAC，冗余可选 

■ 高强度金属外壳 

■ 19 英寸 2U 机架式安装 

MC218 是一款机架式工业级光电收发器，机箱提供 1 个网管卡插槽，18 个业务卡插槽，2 个冗余

电源插槽，2U 高度，其中，网管卡可选，百兆/千兆业务卡可选，48VDC/220VAC 电源可选。 

提供 18 路光电介质转换，满足多路光电转换集中使用、集中管理，专为恶劣工业环境下的稳定、

可靠和安全运行而设计，低功耗，高强度金属外壳，IP30 防护等级，-40℃~85℃宽工作温度，机架式

安装。 

 性能特点 
 

产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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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标准 

标准 

IEEE 802.3i(10Base-T) 

IEEE 802.3u(100Base-TX、100Base-FX) 

IEEE 802.3ab(1000Base-T) 

IEEE 802.3z(1000Base-X) 

IEEE 802.3x(流控) 

交换属性 

模式 存储转发 

缓存容量 288Kbit 

交换时延 <10μs 

端口性能 

网管卡 
1个10/100Base-T(X)网管接口（RJ45），1 个CONSOLE接口（RJ45），1 个UPLINK

接口（RJ45），1 个 USB 接口，1 个 RESET 按键 

百兆业务卡 

1 个 10/100Base-T(X)端口，RJ45，自动流速控制，全/半双工模式，MDI/MDI-X

自动侦测，1 个 100Base-FX 端口（SC/ST/SFP、多模/单模），最大支持 18 个业

务卡插槽 

千兆业务卡 

1 个 10/100/1000Base-T(X)端口，RJ45，自动流速控制，全/半双工模式，

MDI/MDI-X 自动侦测，1 个 1000Base-X 端口（SC/ST/SFP、多模/单模），最大

支持 18 个业务卡插槽 

LED 指示灯 

网管卡： 

电源（PWR），以太网 LINK（LINK），错误（ERR） 

业务卡： 

电源（PWR），电口双工（DUP），电口 LINK（TPLINK），电口速率（SPEED），

光口 LINK（FXLINK），链路故障（LFP） 

机械性能 

尺寸 440mm×310mm×88mm(宽×深×高) 

重量  6.5Kg 

安装方式  机架式 

其他 IP30 防护等级，高强度金属外壳 

电气性能 

输入电压 48VDC(42～72VDC) /220VAC(110～264VAC) 

冗余电源输入，支持过载，反接保护，三相电源端子 

功率 60W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 -40℃~85℃ 

储存温度 -40℃~85℃ 

相对湿度 5%~95%（无凝露） 

 

 

规格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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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认证 

体系认证 ISO9001，ISO14001，ISO22163（IRIS） 

标准认证 CE，FCC, RoHS 

安全 符合 UL508  

电磁兼容性 EMC 

EMI  FCC Part 15，CISPR (EN55022) class A 

EMS  

静电放电抗扰度 ESD EN61000-4-2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RS EN61000-4-3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EFT EN61000-4-4 

浪涌（冲击）抗扰度 Surge EN61000-4-5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CS EN61000-4-6 

工频磁场抗扰度 PFMF EN61000-4-8 

振动 符合 IEC 60068-2-6  

冲击 符合 IEC 60068-2-27 

自由跌落 符合 IEC 60068-2-32 

MTBF 平均无故障时间大于 500000 小时 

 

 

 

 

 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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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描述 

MC218-CHS-HV   MC218 机架式收发器机框，支持 2 个可插拔电源（标配 1 个 220VAC 交流

电源），19 个业务插槽（1 个网管卡插槽、18 个业务卡插槽）  

 MC218-CHS-D3   MC218 机架式收发器机框，支持 2 个可插拔电源（标配 1 个 48VDC 直流

电源），19 个业务插槽（1 个网管卡插槽、18 个业务卡插槽）  

 MC218-PSU-AC   220VAC 交流电源模块(110-264VAC，86W)，适用于 MC218 系列主机  

 MC218-PSU-DC   48VDC 直流电源模块(42-72VDC，86W)，适用于 MC218 系列主机  

 MC218-NMS   机架式收发器网管卡（1 路网口、1 路级联口），适用于 MC218 系列主机  

 MC218-1TX1SC02D3   1 个百兆电口，1 个百兆光口(SC 多模双纤，1310nm，2 公里)，网管型插

卡式光纤收发器，用于 MC218 系列主机  

 MC218-1TX1SC20D3   1 个百兆电口，1 个百兆光口(SC 单模双纤，1310nm，20 公里)，网管型插

卡式光纤收发器，用于 MC218 系列主机  

 MC218-1TX1SC40D3   1 个百兆电口，1 个百兆光口(SC 单模双纤，1310nm，40 公里)，网管型插

卡式光纤收发器，用于 MC218 系列主机  

 MC218-1TX1ST02D3   1 个百兆电口，1 个百兆光口(ST 多模双纤，1310nm，2 公里)，网管型插

卡式光纤收发器，用于 MC218 系列主机  

 MC218-1TX1ST20D3   1 个百兆电口，1 个百兆光口(ST 单模双纤，1310nm，20 公里)，网管型插

卡式光纤收发器，用于 MC218 系列主机  

 MC218-1TX1ST40D3   1 个百兆电口，1 个百兆光口(ST 单模双纤，1310nm，40 公里)，网管型插

卡式光纤收发器，用于 MC218 系列主机  

 MC218-1TX1SFP   1 个百兆电口，1 个百兆 SFP 插槽，网管型插卡式光纤收发器，用于 MC218

系列主机  

 MC218-1GT1SC02D3   1 个千兆电口，1 个千兆光口(SC 多模双纤，1310nm，2 公里)，网管型插

卡式光纤收发器，用于 MC218 系列主机  

 MC218-1GT1SC20D3   1 个千兆电口，1 个千兆光口(SC 单模双纤，1310nm，20 公里)，网管型插

卡式光纤收发器，用于 MC218 系列主机  

 MC218-1GT1SC40D3   1 个千兆电口，1 个千兆光口(SC 单模双纤，1310nm，40 公里)，网管型插

卡式光纤收发器，用于 MC218 系列主机  

 MC218-1GT1ST02D3   1 个千兆电口，1 个千兆光口(ST 多模双纤，1310nm，2 公里)，网管型插

卡式光纤收发器，用于 MC218 系列主机  

 MC218-1GT1ST20D3   1 个千兆电口，1 个千兆光口(ST 单模双纤，1310nm，20 公里)，网管型插

卡式光纤收发器，用于 MC218 系列主机  

 MC218-1GT1ST40D3   1 个千兆电口，1 个千兆光口(ST 单模双纤，1310nm，40 公里)，网管型插

卡式光纤收发器，用于 MC218 系列主机  

 MC218-1GT1SFP   1 个千兆电口，1 个千兆 SFP 插槽，网管型插卡式光纤收发器，用于 MC218

系列主机  

 订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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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更多关于卓越信通产品的相关信息，敬请访问卓越信通网站或联系卓越信通当地销售机构。 

联系方式： 

 官网：www.transcendcom.cn 

 邮箱：support@transcendcom.cn 

 电话：4008-983-720/010-51285116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后厂村路 55 号卓越科技楼 

 

版权所有 © 2021 北京卓越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使用本文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并不得以任何形式传播。 

本文档内容仅供参考，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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