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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介绍 

1.1 RG-NBC 256 

规格参数 

产品型号 RG-NBC 256 

存储器 
DDR3 SDRAM：512MB 

ROM：16MB 

开关电源模块 内置开架式电源 

 USB 接口：1 个 

接口标准 以太网：10Base-T/100Base-TX/1000Base-TX 

外型尺寸（宽×高×深） 

（单位：mm） 
440×43.6×200（不含脚垫） 

电压 100-240V~，50-60Hz ，0.6A max 

整机功耗 小于 20W 

工作温度 温度：0~40℃ 

工作湿度 湿度：10~90%RH 不结露 

 请在搬运及使用过程中避免振动和冲击。 

 运输过程中，必须使用产品原包装运输。 

产品外观 

图 1-1 RG-NBC 256 前面板 

 

图 1-2  RG-NBC 256 后面板 

 

指示灯 

指示灯说明 工作状态 

SYS 绿色慢闪烁：未连接上云 AC 

绿色常亮：进入主程序成功，设备连接上云 AC 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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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快速闪烁：设备启动过程中&恢复出厂设置成功 

PWR 绿色常亮：电源正常 

不亮：电源关闭或故障 

Link/ACT 电口指示灯 
绿色常亮：端口 LINK UP 

绿颜色灯闪烁：数据收发 

Speed 电口指示灯 黄色常亮：1000M 连接 

不亮：10/100M 连接/无连接 

Reset 键 

在控制器通电的情况下，使用尖状物按压控制器的的 Reset 按键， 控制器根据不同情况实现不同的操作。 
操作说明 工作状态 

按压<2s ，并松开按键 系统重启 

按压>2s 且<5s ，并松开按键 无操作 

按压>5s ，并松开按键 系统恢复出厂设置，默认管理地址为 http://10.44.77.254 

 

1.2 RG-NBC 512 

规格参数 

产品型号 RG-NBC 512 

存储器 
DDR3 SDRAM：512MB 

ROM：16MB 

开关电源模块 内置开架式电源 

 USB 接口：1 个 

接口标准 以太网：10Base-T/100Base-TX/1000Base-TX 

外型尺寸（宽×高×深） 

（单位：mm） 
440×43.6×200（不含脚垫） 

电压 100-240V~，50-60Hz ，0.6A max 

整机功耗 小于 20W 

工作温度 温度：0~40℃ 

工作湿度 湿度：10~90%RH 不结露 

 请在搬运及使用过程中避免振动和冲击。 

 运输过程中，必须使用产品原包装运输。 

产品外观 

图 1-3 RG-NBC 512 前面板 

http://10.44.7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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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RG-NBC 512 后面板 

 

指示灯 

指示灯说明 工作状态 

SYS 绿色慢闪烁：未连接上云 AC 

绿色常亮：进入主程序成功，设备连接上云 AC 正常运行 

绿色快速闪烁：设备启动过程中&恢复出厂设置成功 

PWR 绿色常亮：电源正常 

不亮：电源关闭或故障 

Link/ACT 电口指示灯 
绿色常亮：端口 LINK UP 

绿颜色灯闪烁：数据收发 

Speed 电口指示灯 黄色常亮：1000M 连接 

不亮：10/100M 连接/无连接 

Reset 键 

在控制器通电的情况下，使用尖状物按压控制器的的 Reset 按键， 控制器根据不同情况实现不同的操作。 
操作说明 工作状态 

按压<2s ，并松开按键 系统重启 

按压>2s 且<5s ，并松开按键 无操作 

按压>5s ，并松开按键 系统恢复出厂设置，默认管理地址为 http://10.44.77.254 

 

2 安装前的准备 

2.1 安全注意事项 

NBC 系列产品承担着网络连接的重要作用，其正常使用关系到整个网络是否能正常运作。在安装和使用过程中特提出如下

的安全建议： 

 请不要将设备放置在有水的地方，也不要让液体进入设备。 

 请将设备放置在远离热源的地方。 

 请确认设备的正常接地。 

http://10.44.7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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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用户在安装维护过程中佩戴防静电手腕。 

 不要穿着松散的服装以防勾住器件造成损坏，为此请系紧衣带、围巾，扎好衣袖。 

 将工具、器件放在远离人员行走的地方，以防碰撞。 

 建议用户使用 UPS 不间断电源，一方面可以避免断电，另一方面可以避免电源干扰。 

 如果读取设备的时钟不准确，请确认时钟是否有进行过设置，若未对时钟进行过设置，读取的时钟可能不准确。如果

有进行过准确的时钟设置，可能是设备内部纽扣电池电量耗尽，纽扣电池一般使用 10 年左右，电量耗尽后将导致时

钟不准确。 

 此为 A 级产品，在生活环境中，该产品可能会造成无线电干扰。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用户对其干扰采取切实可行

的措施。 

 设备应该安装和使用在受限制接触区。 

 此类设备为专业设备需专业人员或相关技术人员来安装。 

2.2 安装环境要求 

NBC 系列产品必须在室内使用，为保证产品正常工作和延长使用寿命。安装场所应该满足下列要求： 

2.2.1 温度/湿度要求 

为保证设备正常工作并延长其使用寿命，机房必须维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若机房长期湿度过高，则易造成绝缘材料绝缘

不良甚至发生漏电现象等机械性能变化现象；若相对湿度过低，则绝缘垫片可能会干缩而引起紧固螺丝松动，在干燥的气

候环境下容易产生静电，危害设备上的内部电路。温度过高会加速绝缘材料的老化过程，使设备的可靠性大大降低，严重

影响其使用寿命。对温度湿度的要求可参考下表（具体产品的差异见“产品介绍”一章中的说明）： 

温度 相对湿度 

长期工作条件 短期工作条件 长期工作条件 短期工作条件 

15℃~30℃ 0℃~45℃ 40%~65% 10%~90% 

 工作环境温度湿度是指在设备机架前后没有保护板时距地板以上 1.5m 和距设备架前方 0.4m 处测量所得的数值。 

 短期工作条件指设备连续工作不超过 48 小时或每年累计不超过 15 天。 

 极端恶劣工作环境一般指设备所在机房内空调系统出现故障，每次不应超过 5 小时即能恢复正常工作范围时可能出现

的环境温度和湿度值。 

2.2.2 洁净度要求 

灰尘对设备的运行安全也是一大危害，室内灰尘落在设备上会造成静电吸附，导致接触不良，不但影响设备寿命，而且容

易造成通信故障。当室内相对湿度偏低时，更易产生这种静电吸附。 

最大直径（μm） 0.5 1 3 5 

最大浓度（每立方米所含颗粒数） 1.4×107 7×105 2.4×105 1.3×105 

除灰尘外，设备对机房空气中所含的盐酸硫化物也有严格的要求，这些有害气体会加速金属的腐蚀和某些部件老化过程，

机房内对二氧化硫、硫化氢、二氧化氮、氨气、氯气等有害气体的具体限制值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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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 平均（mg/m3） 最大（mg/m3） 

二氧化硫 0.2 1.5 

硫化氢 0 0.03 

二氧化氮 0.04 0.15 

氨气 0.05 0.15 

氯气 0.01 0.3 

2.2.3 防静电要求 

NBC 系列产品在设计电路时已作了防静电处理，但过强的静电仍会对电路板产生破坏。与设备连接的通信网中静电主要来

自以下两个方面： 

 室外高压输电线、雷电等外界电场环境。 

 室内环境地板材料整机结构等内部系统。 

 因此，为防止静电的破坏应做到： 

 设备及地板良好接地。 

 室内防尘。 

 保持适当的温度湿度。 

 接触设备电路板时，应戴防静电手腕穿防静电工作服。 

 将拆卸下的电路板面朝上放置在抗静电的工作台上或放入电磁屏蔽袋中。 

 观察或转移拆卸的产品电路板时，请用手接触电路板的外边缘避免用手直接触摸电路板上的元器件。 

2.2.4 抗干扰要求 

这里抗干扰主要是指电磁、电流等干扰，下面是抗干扰的一些要求： 

 对供电系统采取有效的防电网干扰措施。 

 NBC 系列产品工作地最好不要与电力设备的接地装置或防雷接地装置合用并尽可能相距远一些。 

 远离强功率无线电发射台、雷达发射台等高频大电流设备。 

 必要时采取电磁屏蔽的方法。 

2.2.5 检查安装装置 

无论将 NBC 系列产品安装在机柜内还是直接放在工作台上，都需要保证以下条件： 

 确认 NBC 系列产品的入风口及通风口处留有足够空间，以利于 NBC 系列产品机箱的散热。建议将 NBC 系列产品水

平放置在 19"标准机柜上，在没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将 NBC 系列产品水平放置在干净的平面上。在较炎热的地区，

建议安装空调。 

 确认机柜和工作台自身有良好的通风散热系统。 

 确认机柜及工作台足够牢固，能够支撑 NBC 系列产品及其安装附件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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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机柜及工作台的良好接地。 

2.3 安装工具和设备 

为了用户的安装顺利，请准备一下安装工具和设备： 

安装工具 十字螺丝刀、防静电手腕 

连接电缆 电源线、配置线、以太网线、接地线 

相关设备 HUB 或交换机、配置终端（如带超级终端的 PC）、电源插座 



RG-NBC 系列智能网络控制器硬件安装手册 

- 7 - 
 

3 产品的安装 

3.1 NBC 系列产品的安装流程 
为了避免在安装过程中出现手忙脚乱或者误操作导致产品损坏，请按照下图所示流程进行安装： 

 

3.2 固定 NBC 系列产品位置 
安装设备到指定位置即固定设备。在安装准备工作结束以后，接着需要把产品固定到指定位置。产品的安装位置一般有以

下情况： 

安装在工作台上 

很多情况下用户并不具备标准机柜，而是将设备放置在干净的工作台上，此种操作比较简单，操作中需要注意如下事项： 

 保证工作台的平稳性与良好接地。 

 使用随机带的塑料垫粘到 NBC 系列产品底部的小孔上，同时在设备周围留出 10cm 的散热空间。 

 不要在设备上面放置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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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安装电源线 
NBC 系列产品支持交流电源：100-240V~/50-60H。请确认您的电源满足要求。 

 具体产品支持的电源类型请参考产品介绍。 

NBC 系列产品的电源线是三线的，建议使用有中性点接头的单相三线电源插座或多功能微机电源插座，电源的中性点在建

筑物中要可靠接地。一般楼房在施工布线时已将本楼供电系统的电源中性点埋地，用户需要确认本楼电源是否已经正确接

地。其余电源线是双线，建议使用用单相双线电源插座或多功能微机电源插座 

请按照以下步骤安装电源线： 

 将 NBC 系列产品随机所带的电源线一端插到产品机箱后面板上的电源插座上，另一端插到交流电源插座上。 

 检查产品前面板状态灯是否变亮，灯亮则表示电源连接正确。 

3.4 安装后的检查 

NBC 系列产品机械安装完成后，在设备上电启动前请先进行如下检查： 

 若设备安装在机柜上，请检查机柜与设备的安装角铁是否牢固；若安装在工作台上，请检查周围是否留有足够的散热

空间，工作台是否稳固。 

 检查电源线所接电源与设备要求电源是否一致。 

 检查设备与配置终端等其它设备的连接关系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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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调试 

4.1 产品启动检查 

上电前检查 

在上电之前，请对 NBC 系列产品进行如下检查： 

 电源线连接是否正确。 

 供电电压与 NBC系列产品 的要求是否一致。 

 配置线缆连接是否正确，配置用微机或终端是否已经打开并设置完毕。 

 请在 NBC 系列产品上电之前，确认 NBC 系列产品供电开关的位置，以便在发生事故时能够及时切断供电电源。 

上电后检查 

NBC 系列产品上电后，请进行如下检查： 

 NBC系列产品 前面板上的指示灯显示是否正常 

（检查方法：请参考第一章“产品介绍”中对应产品的指示说明一节。） 

 业务端口是否能正常转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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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装故障处理 

5.1 安装故障排查通用流程 

 

5.2 常见故障处理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解决办法 

开机后 SYS 灯不亮 电源未供电、电源线松动 
检查机房供电插座是否正常，与控制器连接的

电源线有无松动。 

RJ45 端口无法连通或者

收发帧出错 

连接双绞线故障； 

线缆长度超出 100 米； 

端口有特殊配置，与互连交换机没有共同

的工作模式。 

更换双绞线； 

 

检查端口配置，是否与互连交换机有共同工作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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