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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级产品成功案例
无惧严苛环境，助力工业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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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联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TP-LINK”）是全球领先的网络通讯设备供应商。自 1996 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自主研发、自主制造、
自主营销，致力于为大众提供最便利的本地局域网络互联和 Internet 接入手段，为大众在生活、工作、娱乐上日益增长的网络
使用需求，提供高品质、高性能价格比的全面设备解决方案。
TP-LINK 产品涵盖以太网、无线局域网、宽带接入、电力线通信、安防监控，在既有的传输、交换、路由等主要核心领域外，正
大力扩展智能家居、智能楼宇、人工智能、云计算、边缘计算、数据存储、网络安全、工业互联网等领域，为更广泛的用户提供
系统化的设备、解决方案和整体服务。
公司总部位于中国深圳，在北京、上海、广州等 21 个中心城市设有销售和服务中心，并在 44 个国家和地区分别设立了海外直属
子公司或代表处，产品已应用于全球 170 多个国家。

公司简介：

普联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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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惧严苛环境，助力工业互联
TP-LINK 工业级产品专为工业环境设计，涵盖工业交换机、工业路由器、工业防火墙、工业无线、工业光纤收发器与模块、工业电源等产品，
产品线丰富，全面满足工业领域使用需求，已规模应用于能源、制造、交通、农业四大类，服务于电力、新能源、矿业、轨道交通、冶金、
船舶海运、智慧管廊、智慧养殖等行业。   

TP-LINK 工业级
产品优势

-40℃ -75℃
宽温工作 精选工业级器件IEC/EN61000-4

工业级防护 标准 DIN 导轨安装宽电压
多路电源输入 紧凑金属机身

自动化车间 室外环境

驾考场地 / 汽车试验场

传统工业厂房

智能仓储物流 景区缆车 / 导游车

主要应用于 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和工控机，
实现自动化生产。

主要应用于车载数据通信、应用识别等场景。

实时将考生操作视频发回控制中心，判断驾驶规
范与考试是否合格。

主要应用于探测设备的数据通信，如煤矿产业、
供暖系统等。

通过无线调度 AGV 导航车、搬运机器人。 传输缆车设备数据、监控画面，及时获知设备运
行状态，预知安全风险。

典型应用场景

工业自动化
智慧化与无人化是工业现代化生产的发展趋势。TP-LINK 提供工业级产品设备及整体通信解决方案，在恶劣环境下可保障设备长时间稳定运行，并快速收
集处理现场的各种过程化信息，打造高效安全的智慧工厂，实现生产运输环节的自动化、信息化、无人化，全面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推进工业化和
信息化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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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速互联，灵活组网：TP-LINK 提供完整的网络解决方案，拓扑内设备支持全千兆线速“以太网口 + 光口”组合，方便用户灵活组网，满足各种场
           景组网需求；
【2】工业级高标准防护：接入层交换机、光纤收发器均使用工业级产品，严格按照 -40℃～ 75℃工作温度设计，精选工业级器件，紧凑金属机身设计，  
           实现高效自然散热，同时通过 IEC/EN 61000-4 工业级高标准 EMC 设计保证设备在极端环境下长时间稳定工作；
【3】光纤传输，长距可靠：通过光纤远距离传输终端设备之间的通信信号，稳定可靠，节省成本。

上海通用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华晓精密工业 ( 苏州 ) 有限公司
宁波柔性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需求

项目拓扑 主要产品

客户收益 / 方案特点 

同行业案例

中控室

光纤
网线

环网 WEB 网管
工业交换机

环网三层网管
工业交换机

吊机

非网管
工业交换机

对轨小车

工业光纤收发器

切割机

翻转台

控制柜

设备 规格

光纤收发器
TL-MC311A/B-20 工业级

1SC+1GE
单模单纤

20KM 传输

光纤收发器                      
TL-MC111A/B-20 工业级

1SC+1FE
20KM 传输

交换机
TL-SG2206R 工业级     
TL-SF1008 工业级

4GE+2SFP
支持环网

8FE

交换机                           
 TL-SG5412 工业级  

8GE+4SFP
支持环网

智能制造          三一集团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始创于 1989 年 , 是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同
时也是世界最大的混凝土机械制造商。主导产品包括混凝土机械、挖掘
机械、起重机械等全系列产品，业务覆盖全球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网络设备需适应厂房高温、高湿等恶劣工作环境，且能够有效抗电机设备等强电磁干扰；
【2】生产线必须拥有可靠的通信网络，在控制中心和设备之间实时传输数据，并确保自动化系统通过有线和无线网络均能稳定运行；
【3】生产环境对网络的波动十分敏感，现场设备种类及数量较多，对网络的时延及可扩展性要求较高。

冶金          铜陵有色金属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铜金属采选、冶炼、加工、贸
易为一体的上市公司，成立 70 年来先后建成了新中国第一座铜矿、第
一座铜冶炼厂等，是中国最早上市发行股票的铜业企业。2021 年，铜
陵有色金属集团位列世界 500 强第 407 位。

【1】全面的有线、无线覆盖及稳定的网络信息传输，支持低时延无缝漫游，保证移动点位（无人平板车）在任何位置都能稳定接收信号；
【2】生产环境对网络的波动十分敏感，现场设备种类及数量较多，对网络的可靠性及可扩展性要求较高；
【3】安装环境较为恶劣，空气中粉尘严重且有大量水汽，轨道、转台温度较高且震动剧烈，需要在极端环境下保持信号的稳定传输。

【1】 万兆上联，高速连接：使用工业级交换机支持“千兆网口 + 万兆光口”组合，所有端口均具备线速转发能力，方便用户灵活组网，满足各种场景组网需求；
【2】防水防尘，抗高温，耐震动腐蚀：交换机、路由器与客户端均使用 TP-LINK 工业级产品，严格按照 -40℃～ 75℃工作温度设计，精选工业级器件，
           紧凑金属机身设计，实现高效自然散热，采用耐腐蚀的化学镍金 PCB 板，配合 IEC/EN 61000-4 工业级高标准 EMC 设计，保证设备在极端环境下长
           时间稳定工作；
【3】冗余电源输入，多种保护机制：设备支持冗余电源输入，电源出故障后能立即无缝切换，提供反接、短路、浪涌三种电源防护，保障设备长时间不
            断电稳定工作；
【4】网络稳定可靠，时延低：汇聚层与核心层采用工业级光模块进行光纤传输组网，高带宽低时延，保证数据稳定传输；每个无人平板车均安装客户端，
           实现小车全自动化运行，实测移动漫游耗时低于 60ms，具有很强的抗电磁干扰能力。

中国首钢集团迁安矿区
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都钢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需求

项目拓扑 主要产品

客户收益 / 方案特点 

同行业案例

网线
光纤

有线接入

轨道转台

无人平板车

轨道转台

无人平板车接入 AP

工业光纤收发器

工业路由器

三层网管工业交换机

工业光纤收发器

室外无线 AP

工业光纤收发器

工业光纤收发器

工业光纤客户端

工业光纤客户端

设备 规格

路由器
TL-ER6225G 工业级 5GE+2SFP(Combo)

核心交换机
TL-SH6428 工业级 24GE+4SFP+

室外 AP
TL-AP1201GP 1200Mbps 双频并发

无线客户端
TL-CPE300D 工业级 300Mbps 双频可选

光纤收发器
TL-MC114B 工业级

TL-MC111A/B 工业级
1SC+4FE

1SC+1FE，20KM 传输

工业自动化工业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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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强漫游技术，设备通讯更可靠：设备机身小巧，可以方便地安装在 AGV 小车设备舱内。在移动载体使用场景下，无线客户端支持增强漫游技术，
           自动接入信号最好的 AP，有效保障数据传输的实时性，提升无线网络通讯可靠性。
【2】冗余电源输入，多种保护机制：冗余双路直流供电，以及标准 PoE 供电，提供反接、短路、浪涌三种电源防护，保障设备长时间不断电稳定工作；
【3】高标准工业级防护设计：-40℃ ~75℃宽温工作，精选工业级器件，紧凑金属机身设计，减少由于碰撞、振动等机械冲击带来的影响，同时通过
            IEC/EN 61000-4 工业级高标准 EMC 设计保证设备在厂房恶劣环境下长时间稳定工作。

惠州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恒天永安新织造有限公司无人化工厂
深圳市欧铠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自动化

项目需求

项目拓扑 主要产品

客户收益 / 方案特点 

同行业案例

设备 规格

百兆交换机
TL-SF1005 工业级

TL-SF1005P 工业级
TL-SF1008 工业级

5FE
5FE（4PoE）

8FE

千兆交换机
TL-SG2226 工业级 24GE+2SFP

室外 AP
TL-AP300DG 工业级 300Mbps 双频可选

无线客户端
TL-CPE300D 工业级 300Mbps 双频可选

光模块
TL-SM312LS-20KM 工业级

千兆单模双纤
20KM 传输

自动化          
          某行业领头机器人公司
某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国科学院，是一家以机器人技术
为核心的高科技上市公司，拥有完整的机器人产品线及工业 4.0 整体解
决方案。作为机器人行业头部企业，该公司以机器人独有技术为核心、
致力于数字化智能高端装备制造，总产值居行业全球第三，是我国实力
最强的国际化机器人企业之一，其产品面向智能工厂、智能物流、智能
交通等十大产业方向。

【1】自动导航运输车（AGV 小车）移动范围大，网络需确保数据实时交换与转发，支持无缝漫游，保证在任何位置都能连接到信号最好的 AP；
【2】自动化设备对设备的可靠性要求较高，电源需拥有冗余供电能力，保障设备长时间不断电稳定工作；
【3】设备需对抗高低温、振动、粉尘、潮湿、强电磁干扰等不确定因素，可适应厂房高温环境，保证长时间稳定工作。

路由器

Internet
PoE

工业交换机

无线接入点

无线客户端

无线客户端

无线接入点

无线接入点

无线接入点

AGV 小车

工业机器人

PoE 供电线路
网线

PoE
工业交换机

智慧能源
随着能源革命、数字革命持续深化，绿色低碳、“互联网 +”、数字化转型等发展理念向能源领域加速渗透，以提升智能化水平，增强新能源消纳和安全
运行能力。TP-LINK 提供完整可靠的工业互联及安防监控解决方案，保障设备在恶劣环境下长时间稳定运行，助力能源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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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速互联，灵活组网：采用 AC+AP 的组网方式，无线控制器对双频工业级无线产品进行统一配置和管理，满足工业环境下高可靠性、高防护等级、
           低网络延迟的需求；
【2】冗余电源输入，多种保护机制：冗余双路直流供电，以及标准 PoE 供电，提供反接、短路、浪涌三种电源防护，保障设备长时间不断电稳定工作；
【3】高标准工业级防护设计：支持 -40℃ ~75℃宽温工作，按照 IEC/EN 61000-4 高标准电磁抗干扰防护设计及生产控制，金属外壳高效自然散热，减少
           由于碰撞、振动等机械冲击带来的影响，保证设备在强电、高压等恶劣环境下长时间稳定工作。

汇网电气有限公司
珠海思创电气有限公司
浙江莱源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能源

项目需求

项目拓扑 主要产品

客户收益 / 方案特点 

同行业案例

核心交换机

无线控制器

ISP

PoE 交换机

PoE 交换机
工业无线接入点

工业无线接入点

工业无线接入点
PoE 交换机

厂房

成品库

高压生产实验室

设备 规格

无线 AP
TL-AP1900DG 工业级

2.4GHz 频段：600Mbps
5GHz 频段：1300Mbps

电力行业          西安西电
西安西电电力系统有限公司，隶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中国西电集团，
是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骨干企业，也是国家“一五”期间 156
项重点工程项目之一。该公司主营高压交、直流输电、新能源并网及节
能减排等工程的系统研究与设计。

【1】设备需具备极强的抗干扰能力，能适应十万伏高压、强电磁干扰的电网环境；     
【2】现场电气设备众多、环境错综复杂，对网络的可靠性、低时延要求较高，确保实时稳定的数据传输；
【3】电源需拥有冗余供电能力，保障设备长时间不断电稳定工作。

网线
光纤
PoE 供电线路

能源          塔拉滩光伏产业园
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塔拉滩光伏产业园区是国家重要新型能源产业基
地，占地规模 609.6 平方公里。截至 2020 年，光伏发电企业达 46 家共
81 个电站，规划光伏总装机容量 1902.5 万千瓦，已开工建设 7000 兆瓦，
并网发电 4495 兆瓦。

【1】网络需具备承载视频、语音、文字显示等多种业务的能力，确保实时处理和传输监控视频数据；
【2】设备需对抗夏季高温、冬季酷寒的严苛户外环境，保证光伏电站安全稳定运行；  
【3】监控系统需有效解决光伏发电监控通信多、节点多、覆盖面广等问题，且可以对交换及监控设备进行快捷合理的管理；
【4】通信系统需易建设、易维护、易扩展，可根据现场实际应用情况选择不同的组网模式。

【1】 ERPS 环网冗余：单环、多环组网，支持快速环网（故障自愈时间＜ 20ms），有效避免网络环路、广播风暴等现象，冗余备份链路，提高网络可靠性；
【2】光纤传输：通过光纤远距离传输终端设备之间的通信信号，节省成本，稳定可靠；
【3】长时间稳定工作：-40℃ ~75℃宽温工作，高标准电磁抗干扰防护设计，IP30 防护金属壳体及化学镍金 PCB 板大大提升了设备防腐蚀性能，减少狂风、
          沙尘对设备正常工作的影响；
【4】智能监控系统 ：智能监控系统支持对光伏系统的远程监视和操控，远程录像回放、远程 OSD 设置、图像参数调节、移动侦测报警等，集中管理各
           录像设备，对不同点位进行差异化设置。

中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鼎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蜂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需求

项目拓扑 主要产品

客户收益 / 方案特点 

同行业案例

智慧能源

网线
光纤

三层网管交换机
室外高速球机

室外高速球机WEB 网管工业交换机

ERPS 环网协议
故障自愈 <20ms

设备 规格

千兆交换机
TL-SG2206R 工业级

4GE+2SFP，支持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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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交通
交通是兴国之要、强国之基。随着社会发展和出行方式多样化，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见证着城市交通发展的日新月异，对交通智慧化的需求也与日俱增。
智慧交通是在整个交通运输领域充分利用通信、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交通运输更安全高效、更便捷环保、更舒适经济地运行和发展。
TP-LINK 以完善的工业级产品体系、智能化网络及监控系统解决方案，助力城市交通数字化转型。

道路交通          某某车联
某某车联是一家全球领先的自动驾驶全栈技术与运营服务提供商，打造
了全球领先的自动驾驶与智慧交通系统及车路云一体化体系。该公司先
后与两家巨头确定战略合作关系，共建智慧交通创新示范城市，推动城
市级自动驾驶大规模落地和商业化运营。

【1】交换机需具备强大的数据传输能力，保障交通道路数据的实时传输、快速处理，实现无人驾驶汽车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全方位感知及信息实时交互；
【2】自动驾驶事关道路交通安全，所用设备需要极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网络方面 : 支持环网协议，提供 50ms 级网络备份保护；供电方面：支持宽压
           三路冗余电源输入，保证设备不间断工作；
【3】室外环境不稳定性因素较多，设备需对抗高低温、冲击、振动、电磁干扰、恶劣天气等影响。

【1】高速连接，灵活组网：完整的工业网络解决方案，基于三层网管和环网工业以太网设备构建结构层次清晰的通信系统，方便用户灵活组网，满足各
            种组网需求；
【2】环网冗余，快速自愈：交换机可支持单环、多环组网，支持快速环网（故障自愈时间＜ 20ms），有效避免网络环路、广播风暴等现象，保护工作数据，
           提高网络可靠性；
【3】高标准工业级防护：交换机、光模块均使用工业级产品，严格按照 -40℃～ 75℃工作温度设计，精选工业级标准元器件，紧凑金属机身设计，高效 
           自然散热，配合 IEC/EN 61000-4 工业级高标准设计及生产控制，保证设备长时间稳定工作。

大众汽车集团
上海强生出租车公司
苏州轻棹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需求

项目拓扑 主要产品

客户收益 / 方案特点 

同行业案例

智慧交通

设备 规格

交换机
TL-SG2210P 工业级

8GE(PoE)+2SFP

交换机
TL-SG5412 工业级

8GE+4SFP
支持环网

光模块
TL-SM312LS-20KM 工业级

千兆单模双纤
20KM 传输

网线
光纤
PoE 供电线路

工业路由器 三层网管工业交换机

工业 PoE 交换机

工业 PoE 交换机 工业 PoE 交换机

工业 PoE 交换机

边缘计算服务器 MEC

时间同步服务器 NTP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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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强度抗震动：接入层交换机采用标准 DIN 导轨安装在轨道上方，紧凑金属机身设计，大大减少来往地铁运行所带来的高强度震动影响；
【2】长时间稳定工作：汇聚层与核心层采用工业级光模块进行光纤传输组网，高带宽低时延，保证数据稳定传输；所有设备均符合 IEC/EN 61000-4 防
           护标准设计，具有很强的抗电磁干扰能力；工业产品精选高规格长寿命日系电容，大幅提升产品使用寿命；采用多路电源输入方案，支持冗余供电，
           保证设备在各种复杂情况下长时间稳定工作；
【3】高速传输：全千兆方案设计，高带宽低延迟，高清视频传输不失真、不卡顿，适合多视频、多音频等大量数据传输业务。

广佛肇城际铁路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地铁巡检机器人
天津轨道交通 6 号线二期

智慧交通

项目需求

项目拓扑 主要产品

客户收益 / 方案特点 

同行业案例

设备 规格

交换机
TL-SG2210 工业级

8GE+2SFP

交换机
TL-SG5412 工业级

8GE+4SFP
支持环网

光模块
TL-SM312LS-20KM 工业级

千兆单模双纤
20KM 传输

轨道交通
          哈尔滨地铁 3 号线
哈尔滨地铁 3 号线是哈尔滨市第二条建成运营的地铁线路，也是哈尔滨
地铁规划中唯一一条环线线路，总长度 37 公里，设站 36 座。3 号线是
哈尔滨主城区轨道交通干线之一，贯穿中心城区道里、道外、南岗和香
坊四区，并将群力、哈尔滨西站、哈西地区与城市核心区联系起来。

【1】稳定传输地铁的乘客信息系统（PIS），保证各站点信息屏幕准确显示列车运营信息和公共媒体信息；
【2】网络系统需提供承载视频、语音、文字显示等多种业务的能力，保证所传图像顺畅清晰，不出现画面中断或者跳播等现象；
【3】接入层传输设备需保证在列车高强度震动下稳定运行，汇聚层传输设备需保证在零下低温环境中稳定运行；
【4】所用设备均需能使用多路冗余电源输入，保证紧急状态下能稳定工作。

机场 / 港口 / 车站          
          曹妃甸煤炭港
中国最大的煤炭码头——唐山曹妃甸港区煤炭码头是一座北方专业化煤
炭下水码头，也是保障南方电厂用煤需求的重要枢纽。作为“北煤南运”
海上通道的一个重要出海口，曹妃甸煤炭港对保障沿海沿江地区的用煤
需求至关重要。

【1】港口机械（如翻车机、转船机）通信多、节点多、覆盖面广，需要建立稳定可靠且低时延的网络通信，实现业务的无感知，确保实时处理和传输数据；
【2】支持链路冗余，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可靠性，在网络出现故障时快速自愈；
【3】网络设备应具备在宽温、腐蚀、振动环境中长期稳定工作的能力，可承受户外高低温和高盐度海风腐蚀的考验。

【1】  万兆上联、高速连接：使用工业级交换机支持“千兆网口 + 万兆光口”组合，所有端口均具备线速转发能力，方便用户灵活组网，满足各种场景组网需求；
【2】  ERPS 环网冗余：交换机可单环、多环组网，支持快速环网，故障自愈时间＜ 20ms，有效避免网络环路、广播风暴等现象，保护工作数据，提高网络可靠性；
【3】长时间稳定工作：产品采用工业级设计，具备 -40~75℃宽温度工作范围、宽压输入、高标准抗电磁干扰等特性，完全适应港口潮湿、高盐度海风等恶
            劣环境，保障系统稳定、安全、可靠；
【4】光纤传输：通过光纤远距离传输终端设备之间的通信信号，节省成本，稳定可靠。

拉萨贡嘎国际机场
厦门桥梁智慧检测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项目需求

项目拓扑 主要产品

客户收益 / 方案特点 

同行业案例

智慧交通

设备 规格

EN50155 交换机
TL-SG5008-TN67 工业级

8GE
抗振动、耐冲击
IP68 防尘防水

交换机
TL-SH6428 工业级

24GE+4SFP+

交换机
TL-SG2210R 工业级

8GE+2SFP
支持环网

交换机
TL-SG2210P 工业级

8GE（PoE）+2SFP

光纤收发器
TL-MC311A/B-20 工业级

1SC+1GE
单模单纤

20KM 传输

网线
光纤

核心交换机

各站点 PIS 服务器

三层网管工业交换机

WEB 网管工业交换机

WEB 网管工业交换机

WEB 网管工业交换机

WEB 网管工业交换机

WEB 网管工业交换机

WEB 网管工业交换机

站点 PIS 工控机

站点 PIS 工控机

站点 PIS 工控机

三层网管工业交换机

三层网管工业交换机

地铁站点 PIS 显示屏

地铁站点 PIS 显示屏

地铁站点 PIS 显示屏

网线
光纤

Internet

中控室

三层网管工业级交换机 工业光纤收发器

WEB 工业交换机

EN50155 工业交换机

三层网管工业级交换机

取料机

翻车机

装船机

堆料机

皮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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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速连接，灵活组网：TL-SG2210R 工业级是 TP-LINK 专为工业环境设计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提供千兆光口，方便用户灵活组网，满足各种场景
            组网需求；
【2】抗高温，防腐蚀：TL-SG2210R 工业级以太网交换机严格按照 -40℃～ 75℃工作温度设计、 IEC/EN 61000-4 高标准工业级防护设计，金属机身高效  
            自然散热，适应各种室外恶劣环境；
【3】ERPS 环网冗余：交换机可单环、多环组网，支持快速环网（故障自愈时间＜ 20ms），有效避免网络环路、广播风暴等现象，保护工作数据，提
            高网络可靠。

萧山机场智慧灯杆项目
广东英怀高速路段智慧灯杆

智慧交通

项目需求

项目拓扑 主要产品

客户收益 / 方案特点 

同行业案例

设备 规格

交换机
TL-SG2210R 工业级

8GE+2SFP
支持环网

智慧灯杆          昆明环网监控
智慧城市建设已成为国家战略和城市发展的新主题，昆明作为云南省
省会，围绕智慧城市建设现正大力推进机动车停车场信息化建设。TP-
LINK 工业级产品助力昆明智慧停车信息平台建设，利用共享泊位提高
车位周转率等方式，解决市民停车难题。

【1】智慧停车系统需要全面稳定的网络环境，且支持配置调试功能，具备冗余自愈能力，在单点网络出现故障时也能保证通信畅通；
【2】通信设备需满足光纤口和以太网口的传输需求，易于扩展且不影响现有的网络架构，整体机身紧凑，适合安置在空间有限的柜体中；
【3】防冲击、振动，抗电磁干扰，能适应室外供电的不稳定性。

智慧农业
“互联网 + 农业”的智能化模式越来越受政府的支持，已成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新方向。智慧农业涉及智能化监控监测、实时图像和视频、智能化采集
信息管理、动态显示和分析处理等领域。TP-LINK 工业级产品设备配合整体网络通信及智能化监控系统解决方案，助力农业行业向智能化、数字化、高效
化、精准化转变。

网线
光纤

机房

区域 1

区域 N

WEB 网管工业交换机

多个单环组网

WEB 网管工业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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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线上管理，运维便捷：支持商云集中化管理，支持远程查看信息、远程告警、远程运维；
【2】冗余电源输入，多种保护机制：支持三路电源同时接入，电源冗余供电，提供反接、短路、浪涌三种电源防护，保障设备长时间不断电稳定工作；
【3】高标准工业级防护设计：设备采用工业级设计，具备 -40~75℃宽温度工作范围、宽压输入、高 EMC 防护等特性，完全适应养殖场严苛环境，保障
           系统稳定、安全、可靠。

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七一灌区节水综合改造工程项目
黑龙江农业物联网追溯系统

智慧农业

项目需求

项目拓扑 主要产品

客户收益 / 方案特点 

同行业案例

设备 规格

交换机
TL-SG2105 工业级

4GE+1SFP

农业           牧原集团
牧原集团始建于 1992 年，以生猪养殖为核心业务，坚持“全自养、大规模、
一体化”的养殖模式，目前在全国 18 个省有 150 余家子公司，旗下牧
原股份集约化养殖规模居全国第一。牧原将大数据分析预测及、物联网
等新技术与公司产业相结合，搭建了覆盖饲料加工、生猪育种和生猪销
售等产业链的智能化数字平台，开辟了无人值守智慧养猪新领域。

【1】无人值守养殖场智能化监控和控制设备众多，需实时处理和传输大量数据，对网络的可靠性及可管控性要求较高；
【2】电源需拥有冗余供电能力，保障设备长时间不断电稳定工作；
【3】设备需对抗粉尘、潮湿、腐蚀等不确定因素，保证高度稳定、可靠的通信服务与长时间稳定工作能力。

网线
光纤

中控室

WEB 网管工业交换机

PLC 设备

传感器

PLC 设备

传感器

摄像机

摄像机

物联网模块

物联网模块

WEB 网管工业交换机

WEB 网管工业交换机

WEB 网管工业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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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
了解更多TP-LINK工业级产品详情

无惧严苛环境
助力工业互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