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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行说明随 Juniper Networks MX240 3D 通用边缘路由器的发行提供。 其中介绍了已知的

硬件问题以及硬件文档勘误表。

您也可在 Juniper Networks 技术出版物网页上找到这些发行说明，网址为

http://www.juniper.net/techpu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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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240 路由器的未解决问题

本主题列出了 MX240 3D Universal Edge 路由器的未解决硬件问题。 有关软件问题的信息，请

参阅《Junos OS 发行声明》。

• 在 MX240 DC 高容量电源上，输入模式开关告知系统连接的是哪种容量的馈电（60A 还是 70A）。

这用于电源库存管理。 如果输入模式开关设置为“0”（零）：需要电压范围为 -39V 到 -72VDC

的 60A 馈电。 如果输入模式开关设置为“1”（一）：需要最低电压为 42 V 及更高的 70A

或 60A 馈电。 输入模式的默认设置为 1（如 42VDC 以上电压的 60A，或 70A）。

已知错误：在 Junos OS 版本 10.0R3、10.1R2 和 10.2R1 中，MX240 DC 高容量电源输入模式

开关状态在电源库存管理中不能得以正确体现，无法正确生成报警。 这对电源的运行没有任何

影响。 [PR532230]

重要声明：

• 所有电源应具有相同的馈电设置。

• 要求所有电源均正确使用馈电设置，以便实现所需的电源库存管理。

MX240 路由器上的 XFP 架和光纤是符合业界标准的部件，具有有限的感知反馈，以便插入光

纤。 您需要牢牢插入光学件和光纤，直至卡钩牢牢就位。 [PR/98055]

• 切勿在一台 MX240 路由器上混用 AC 和 DC 电源。 混用 AC 电源和 DC 电源可能会损坏机箱。

[PR/233340]

相关主题 第2页上的MX240 路由器文档勘误表•

MX240 路由器文档勘误表

本主题列出了文档的未解决问题：

• 在低压线路 (110 V) AC 电源配置（非冗余）中，应在机箱后部插槽 PEM0 和 PEM1 中水平安放

两个 AC 电源（从左到右）。

相关主题 第2页上的MX240 路由器的未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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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和发行说明

要获取所有 Juniper Networks 技术文档的最新版本，请参阅 Juniper Networks 网站

(http://www.juniper.net/techpubs) 上的产品文档页。

如果最新发行说明中的信息与文档中的不同，以产品发行说明为准。

Juniper Networks Books 的书箱由 Juniper Networks 工程师和主题专家出版。 这些书籍并不

仅限于技术文档，还探讨了网络体系结构、部署和管理的细微差异。 访问

http://www.juniper.net/books 可查看最新的书籍列表。

请求技术支持

可通过 Juniper Networks 技术援助中心 (JTAC) 获取产品技术支持。 如果您是持有 J-Care 或

JNASC 有效支持合同的客户或在担保范围内，并需要售后技术支持，则可以在线访问我们的工具

和资源，或通过 JTAC 打开一个案例。

• JTAC 政策—要全面了解我们的 JTAC 流程和政策，请参阅 JTAC 用户指南，网址为：

http://www.juniper.net/us/en/local/pdf/resource-guides/7100059-en.pdf 。

• 产品担保—有关产品担保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juniper.net/support/warranty/。

• JTAC 工作时间 — JTAC 中心提供全天候服务，全年无休。

自助在线工具和资源

为了快捷地解决问题，Juniper Networks 设计了一套称为客户支持中心 (CSC) 的在线自助服务

门户，其可为您提供以下功能：

• 要查找 CSC 提供的服务，请访问：http://www.juniper.net/customers/support/

• 要搜索已知错误，请访问：http://www2.juniper.net/kb/

• 要查找产品文档，请访问：http://www.juniper.net/techpubs/

• 要查找解决方案并利用我们的“知识库”解答问题，请访问：http://kb.juniper.net/

• 要下载最新版本的软件并查阅发行说明，请访问：

http://www.juniper.net/customers/csc/software/

• 要搜索技术公告以查找相关硬件和软件通知，请访问：http://www.juniper.net/alerts/

• 要加入并参与 Juniper Networks 社区论坛，请访问：

http://www.juniper.net/company/communities/

• 要在 CSC Case Management 工具中在线打开一个案例，请访问：http://www.juniper.net/cm/

要通过产品序列号验证服务授权，请使用我们的 Serial Number Entitlement (SNE) 工具：

https://tools.juniper.net/SerialNumberEntitlementSearch/

使用 JTAC 打开一个案例

可在 Web 上或通过电话使用 JTAC 打开一个案例。

• 使用 CSC 中的 Case Management 工具：http://www.juniper.ne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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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致电 1-888-314-JTAC（1-888-314-5822 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为免费电话）。

对于不在上述免费电话范围内的国家或地区，请访问以下网址查找有关国际长途和直拨选项的信

息：http://www.juniper.net/support/requesting-support.html。

修订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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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roduct includes the Envoy SNMP Engine, developed by Epilogue Technology, an Integrated Systems Company. Copyright © 1986-1997,

Epilogue Technology Corporation. 保留所有权利。 This program and its documentation were developed at private expense, and no part of

them is in the public domain.

This product includes memory allocation software developed by Mark Moraes, copyright © 1988, 1989, 1993, University of Toronto.

This product includes FreeBSD software develop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and its contributors. All of the documentation

and software included in the 4.4BSD and 4.4BSD-Lite Releases is copyrighted 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版权© 1979,

1980, 1983, 1986, 1988, 1989, 1991, 1992, 1993, 1994.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保留所有权利。

GateD software copyright © 1995,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保留所有权利。 Gate Daemon was originated and developed through release

3.0 by Cornell University and its collaborators. Gated is based on Kirton’s EGP, UC Berkeley’s routing daemon (routed), and DCN’s

HELLO routing protocol. Development of Gated has been supported in part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Portions of the GateD

software copyright © 1988,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保留所有权利。 Portions of the GateD software copyright © 1991, D.

L. S. Associates.

This product includes software developed by Maker Communications, Inc., copyright © 1996, 1997, Maker Communication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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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iper Networks 对本文档中的任何错误不承担任何责任。 Juniper Networks 保留变更、修改、转印或另外修订本出版物而不另行通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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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5,725、5,909,440、6,192,051、6,333,650、6,359,479、6,406,312、6,429,706、6,459,579、6,493,347、6,538,518、6,538,899、6,552,918、

6,567,902、6,578,186 和 6,590,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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