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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系统背景：由于深圳讯记公司的产品线越来越丰富，产品种类也越来越多。为了更方便更容

易的配置管理我们的产品，深圳讯记公司开发出讯记统一网管平台系统用于对深圳讯记所有

的网管类型交换机产品进行统一配置管理

系统介绍：

1. 适用产品系列：讯记网管系统现阶段主要用于 28 口、10 口交换机产品系列。

2. 运行环境：讯记网管系统可以在 Windows 系统下正常运行。交换机的基本设置，以及环

网的组建可参考使用手册。

3. 注意点：若软件被误报为病毒软件时，建议将网管系统软件添加至信任软件列表里。

主要功能：配置交换机基本信息、交换机动态信息上报、交换机动态信息刷新、管理日志信

息、网络拓扑图显示

业务框架：网管平台系统的主界面如下图所示。系统分为上中下三部分，顶部为工具栏、菜

单栏，中部为系统管理信息区，下部为日志信息窗口。

2.启动网管平台系统

步骤 1 将安装包解压，打开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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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找到 WinPcap_4_1_3.exe可执行文件双击运行，进行安装

进入安装界面，如下图所示

选择 I A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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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Install，即可成功安装 WinPcap

步骤 3 在同一局域网内将交换机与电脑直连，组网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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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打开文件夹，找到 RMCCUI.exe 可执行文件并双击运行

步骤 5 进入初始化视图数据界面，此时进度条会显示加载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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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数据加载完成后，进入讯记网管平台系统主界面，底部的信息窗口会提示“讯记网

管平台启动！”的提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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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浏览网管平台系统样式

3.1 系统操作

步骤 1 单击菜单栏中的系统操作菜单，选择网络设置选项卡，此时会弹出网卡配置弹框。

步骤 2 选择所使用的网卡，点击确定按钮

步骤 3 此时讯记网管系统检测到自动上报的设备，左侧网络设备管理栏目会新增交换机栏

目，并显示上报设备的详细信息；信息窗口显示交换机上报信息，如：19:26:38 设

备 Mac: 00:a1:d3:88:13:69 自动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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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设置窗口样式

3.2.1 设置工具栏样式

步骤 1 单击查看菜单，取消勾选工具栏选项卡，此时网管系统界面将不显示工具栏

步骤 2 单击查看菜单，勾选工具栏选项卡，可以设置工具栏为显示状态，如下图所示

3.2.2 设置状态栏样式

步骤 1 单击查看菜单，取消勾选状态栏选项卡，此时网管系统界面将不显示状态栏

步骤 2 单击查看菜单，勾选状态栏选项卡，此时窗口底部会显示状态栏

3.2.3 设置浮动框样式

步骤 1 单击查看菜单，取消勾选浮动框选项卡，此时网管系统界面将不显示列表栏



12

步骤 2 单击查看菜单，勾选浮动框选项卡，此时窗口左侧会显示列表栏

步骤 3 单击工具栏中的列表按钮，也可设置列表栏目为隐藏或显示状态

3.2.4 设置信息窗口样式

步骤 1 单击查看菜单，取消勾选信息窗口选项卡，此时网管系统界面将不显示底部的信息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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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单击查看菜单，勾选信息窗口选项卡，此时底部的信息窗口将会显示

步骤 3 单击工具栏中的信息按钮，也可设置信息窗口为显示或隐藏状态

3.2.5 全屏显示

步骤 1 单击查看菜单，勾选全屏显示选项卡，此时网管系统界面将会全屏显示，右下角会

出现全屏显示视图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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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单击查看菜单，取消勾选全屏显示选项卡或单击右下角的全屏显示视图框，此时网

管系统界面退出全屏显示，恢复正常大小

步骤 3 单击工具栏中的全屏按钮，也可设置网管系统界面的全屏显示与否

3.2.6 帮助信息查看

步骤 1 单击帮助菜单，选择关于选项卡，可查看当前系统版本相关资料

步骤 2 单击工具栏中的关于按钮也可查看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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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最小化、最大化窗口

步骤 1 打开讯记网管系统，单击位于窗口右上角的最小化按钮，可将窗口最小化

步骤 2 打开讯记网管系统，单击位于窗口右上角的最大化按钮，可将窗口最大化（若已最

小化，需先还原窗口）

4.配置网管平台系统参数

4.1 配置系统参数

步骤 1 单击菜单栏中的系统操作菜单，选择网络设置选项卡，此时会弹出网卡配置弹框

步骤 2 选择所使用的网卡，点击确定按钮

步骤 3 此时讯记网管系统检测到自动上报的设备，左侧网络设备管理栏目会新增交换机栏

目，并显示上报交换机的基本信息；信息窗口出现交换机上报的信息提示，如：19:26:38
设备 Mac: 00:a1:d3:88:13:69 自动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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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管理网络设备

4.2.1 查看设备信息

步骤 1 在列表栏中选择网络设备管理栏目下的交换机栏目，此时右侧窗口会显示已上报交

换机的名称、MAC 信息、IP 地址等信息

步骤 2 选中一条记录双击鼠标左键，弹出信息窗口，可查看该交换机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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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修改 IP 参数信息

步骤 1 选择其中一条记录，单击鼠标右键，选择修改 IP 选项，此时会弹出 IP 地址配置信

息窗口

步骤 2 可手动修改 IP 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参数信息，点击 OK 按钮，可保存成功。如：

将 IP 地址 192.168.1.231 修改为 192.168.1.233，点击 OK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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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此时网管系统中的信息窗口会显示所操作的选项内容

步骤 4 选中刚刚修改的记录，单击鼠标右键，在选项列表中选择刷新选项，IP 地址信息会

更新为所修改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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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保存配置信息

选中一条信息记录，单击鼠标右键，选择保存配置选项，此时会保存交换机当前的配置信息，

信息窗口出现“19:47:09 设备 Mac: 00:a1:d3:88:13:69 网管平台保存配置信息操作!”的提

示（如下图所示）

保存配置的信息提示

4.2.4 设备重启

选中一条信息记录，单击鼠标右键，选择设备重启选项，交换机重启。信息窗口出现“19:49:54
设备 Mac: 00:a1:d3:88:13:69 网管平台重启操作!”的提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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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重启时的信息提示：

4.2.5 工厂复位

选中一条信息记录，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工厂复位选项，交换机的配置信息均会恢复到出厂

时的配置。信息窗口出现“19:54:09 设备 Mac: 00:a1:d3:88:13:69 网管平台工厂复位操

作!”的提示（如下图）

工厂复位的提示

4.2.6 修改设备别名

步骤 1 选中一条信息记录，单击鼠标右键，选择设备别名选项，此时会弹出配置设备别名

选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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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在弹出弹框中输入名字，如“Switch1”，点击 OK 按钮，此时信息弹框中会出现

“20:11:29 设备 Mac: 00:a1:d3:88:13:69 网管平台修改别名操作!”和“20:11:36 设

备 Mac: 00:a1:d3:88:13:69 设备别名发生变化，由：变为:Switch1”的提示

修改别名时的信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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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选择所修改的记录，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刷新选项，交换机别名会更新为所修改的

名字（如下图所示）

4.2.7 刷新

选择一条记录或者选中空白位置，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刷新选项，会更新该交换机或者所有

交换机中的基本信息

4.2.8 设置列表样式

步骤 1 单击设备信息列表上方的设置按钮，弹出设置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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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设置每页显示记录数为 2（缺省值为 50），点击确定按钮，此时列表中显示两条记

录

步骤 3 点击列表上方的下一页按钮，可查看到第二页的记录

步骤 4 点击列表上方的上一页按钮，可查看到上一个页面的记录

4.3 查看网络拓扑信息

4.3.1 查看单环拓扑信息

目前讯记网管平台系统的网络拓扑功能只支持单环和相切环的显示

步骤 1 按如下组网图搭建环网环境，组建环网的详细步骤请参考使用手册中的创建环网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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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搭建好环网环境后，信息窗口会显示交换机自动上报的信息。点击左侧列表中网络

设备管理栏目下的交换机栏目可查看到交换机的名称、MAC、IP 地址等信息

步骤 3 点击网络拓扑管理栏目，可查看讯记科技网络拓扑信息汇总统计：网络设备数量：

3，子网络数量：1，网络中环的数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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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此时列表栏的网络拓扑管理栏目会新增网络拓扑 1，单击网络拓扑 1，可查看环网

的拓扑图

4.3.2 调整拓扑图

步骤 1 按 4.3.1 中的步骤 1 搭建好环境后，点击网络拓扑管理栏目中的网络拓扑 1，选中

拓扑图，单击右键，选择列表中的缩小选项，可将拓扑图缩小（若需将拓扑图缩小至一

定大小，可重复此步骤）

调整后的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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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选中拓扑图，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列表选项卡中的放大选项，可将拓扑图放大（若

需将拓扑图放大至一定大小，可重复此步骤）

调整后的图：

步骤 3 若在三台交换机所组成的单环环网上新增一台设备，组网图如下（详细步骤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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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手册中的创建环网部分）

步骤 4 搭建好环网环境后，点击网络拓扑管理栏目中的网络拓扑 1，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刷新选项，拓扑图会变化为四个交换机所组成的拓扑图

变化前的拓扑图：

变化后的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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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管理日志信息

4.4.1 拷贝信息

步骤 1 选中一条记录后，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拷贝选项，所选中的内容会复制到剪贴板上。

步骤 2 使用粘贴命令“Ctrl+V”可将该内容插入到其他地方。

4.4.2 导出信息

步骤 1 选择信息内容，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列表中的导出选项，会弹出“另存为”的信息

弹框，输入文件名，如：log，然后点击保存，可将信息内容保存至 log.txt 文件中。

步骤 2 打开 log.txt 文件，可查看到与之对应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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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清除信息

步骤 1 选中信息内容单击右键，选择清除选项

步骤 2 此时会弹出确认弹框，选择“是”，可清除信息窗口的所有内容

清除内容后的信息窗口：

4.4.4 滚动信息查看

信息窗口的日志信息较多时，选择选项卡中的滚动选项，信息会滚动显示直至最近更新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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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4.4.5 停靠、关闭信息窗口

步骤 1 选中信息窗口，单击鼠标右键，取消勾选停靠选项

步骤 2 如下图所示，信息窗口将会显示为浮动框，可更改大小和任意移动位置

步骤 3 点击信息浮动框右上角的关闭按钮，可关闭浮动框，若需再次打开信息窗口，可通

过工具栏中的信息按钮来操作

4.5 关闭系统

步骤 1 单击工具栏中的系统操作菜单，选择退出选项，或直接点击讯记网管系统右上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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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按钮来关闭系统

步骤 2 进入正在退出的视图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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