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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螺纹机架孔对齐，请使用机械升降机，或卸下
并放置交换机。
丝。
交换机组件。

电源：
中。

末端插入 AC 设备插座每一侧的托架孔中。
座。
转螺母，直到其顶到耦合器的底座，而且螺母中

将其设置到 OFF (0) 位置。

将其设置到 ON (|) 位置。
灯持续亮起。
位置。

换机的管理 PC 上启用 DHCP 客户端，以使交换

骤。您必须使用 EZSetup 在 10 分钟之内完成初
换机会在 10 分钟后退出 EZSetup。然后它将恢复

将会断开。

旋转调整螺母
8208 交换机快速入门
和配置 Juniper Networks EX8208 以太网交换机，您需要：
 个螺丝的可调安装托架 （4 件）（提供）
4 个适用于机架的装配螺丝 （16 个用于将可调安装托架连接到机架， 24 个用于

先安装的前置安装托架安装到机架，另外 4 个 （可选）用于将可选电源线托盘连
机架）（未提供）
带有适合您当地使用的插头的电源线，以及一个电源线接线器 （每个电源一个）

）
电源线托盘 （提供）
有 RJ-45 连接器的以太网电缆 （提供）
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 （提供）
 (+) 螺丝起子（一把适用于机架安装螺丝尺寸； 2 号螺丝起子用于可调安装托架螺
如果不使用机械升降机安装交换机， 1 号螺丝起子用于卸下电源）（未提供）
以太网端口的管理主机，例如 PC（未提供）

些说明适用于四柱式 19 英寸机架的安装。有关两柱式 19 英寸机架安装的信息、
入门中所述任务的详细信息以及其他设置任务的信息，请参阅 
ww.juniper.net/techpubs/ 上的 EX 系列文档。

分：安装交换机
地腕带连接到您的手腕和机箱上的 ESD 点。
保机架在其固定位置与建筑物牢牢固定。
调安装托架安装在可为机箱提供 14 U （如果要安装电源线托盘，则为 15 U）空
机架中最低的位置。

如果要在机架上安装多个单元，请先将最重的单元安装在机架底部，然后由下至上
到轻的顺序安装其他单元。
选）将电源线托盘连接到机架。

5. 要将交换机放在机架上，并将托架孔
所有交换机组件，并让至少三人抬起

6. 在每个前置安装托架孔中装上装配螺
7. 如果不使用机械升降机，请重新安装

第 2 部分：接通交换机电源
电源已经预先安装在机箱中。对于每个
1. 确保电源完全插入且牢固锁定在机箱
2. 将 Enable 开关拨到 Standby 位置。
3. 捏住电源接线夹的两侧。将 L 形夹的
4. 将电源线的耦合器端插入 AC 设备插
5. 将电源线推入调整螺母的插槽中。旋

的插槽从交换机顶部旋转 90°。

6. 如果 AC 电源插座具有电源开关，请
7. 将电源线插头插入电源插座。
8. 如果 AC 电源插座具有电源开关，请
9. 确认电源面板上的 INPUT OK LED 
10. 将电源的 Enable 开关拨到 “ON”

第 3 部分：执行初始配置
注意： 开始配置之前，请在要连接到交
机可动态获取 IP 地址。
注意： 在开始配置之前，请先阅读以下步
始配置。LCD 面板会显示倒计时，且交
为出厂默认配置，而 PC 与交换机的连接

可调托架 电源线托盘

前置安装托架

调整螺母接线夹



文档中所述的步骤。只有经授权的维修人员方可执行其

 EX 系列文档中的计划说明，确保场地符合交换机的电

请先阅读 EX 系列文档中的安装说明。
8 交换机时，需要至少三人将交换机抬起到可调安装托

挺直，以腿部而不是后背来承担设备的重量。
在机架上安装这些装置，然后再在机架中安装或维修交

组件卸下之后，请务必让组件一侧朝上，放在平整、稳定
中。
操作或者连接 / 断开电缆。
前，请先摘下珠宝饰物，包括戒指、项链和手表。金属体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烧焦或与端子相熔接。
DC 电源。

ww.juniper.net/support/requesting-support.html 。
1. 使用 LCD 面板右侧的 Menu 和 Enter 按钮将交换机转换到初始设置模式。要执行此
操作：
− 按 Menu，直到显示 MAINTENANCE MENU。然后按 Enter。
− 按 Menu，直到显示 ENTER EZSetup。然后按 Enter。
如果菜单中没有出现 EZSetup 选项，请选择 Factory Default 使交换机恢复为出厂默
认配置。仅当将交换机设置为出厂默认配置时，菜单中才会显示 EZSetup。
− 按 Enter 确认设置并继续 EZSetup 操作。

2. 将以太网电缆从 PC 的以太网端口连接到插槽 SRE0 中的 SRE 模块上的 MGMT 
端口。
该接口 （插槽 SRE0 中的 SRE 模块上标记有 MGMT 的端口）现已配置为 DHCP 服
务器，其默认 IP 地址为 192.168.1.1。交换机可为管理 PC 指定 192.168.1.2 至 
192.168.1.253 范围内的 IP 地址。

3. 在 PC 上打开 Web 浏览器，在地址字段中键入 http://192.168.1.1，然后按 Enter 键。
4. 在 J-Web 登录页面上，输入 root 作为用户名，将密码字段保留空白，然后单击 

Login。
5. 在 Introduction 页面中单击 Next。
6. 在 Basic Settings 页面上输入主机名、输入并再次输入密码、指定时区，然后将交换

机日期和时间设置与管理 PC 同步，或手动设置交换机日期和时间。
7. 单击 Next。
8. 在 Management Options 页面上选择 Out-of-band Management—Configure 

management port 来配置管理接口。
9. 单击 Next。
10. 指定管理接口的 IP 地址和默认网关。
11. 单击 Next。
12. 在 Manage Access 页面上，您可以选择启用 Telnet、 SSH 和 SNMP 服务的选项。对

于 SNMP，您可配置读取公共组、位置和联系人。
13. 单击 Next。 Summary 页面将显示您选定的设置。
14. 单击 Finish。该配置已提交为活动交换机配置。您现在可使用 CLI 或 J-Web 界面登

录，以继续配置交换机。
注意： 提交配置后， PC 与交换机之间的连接可能会断开。要重新连接，请在 PC 上执行
相应命令，或拔掉再重新插上以太网电缆，以释放并续订 IP 地址。

安全警告汇总
本部分为安全警告的汇总。有关警告的完整列表 （包括译文），请参阅 
http://www.juniper.net/techpubs/ 上的 EX 系列文档。

 警告：不遵守这些安全警告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或死亡。

只允许经过培训并取得资格认证的人员安装或更换交换机组件。

请仅执行此快速入门与 EX 系列
他维修操作。
在安装交换机之前，请先阅读
源、环境和周围空间要求。
在将交换机连接至电源之前，
不使用机械升降机安装 EX820
架上。为避免受伤，请将后背
如果机架具有稳定装置，请先
换机。
在安装电子组件之前或将电子
平面的抗静电垫上或防静电袋
切勿在雷暴期间对交换机进行
在操作连接到电源线的设备之
在连接到电源和地面时会发热
不要在同一机箱中混用 AC 和 

联系 Juniper Networks
要获取技术支持，请访问 htt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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