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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指南

• 目标 (第ix页)

• 读者 (第ix页)

• 文档约定 (第ix页)

• SRX 系列文档和发行说明 (第xi页)

• 获取文档 (第xi页)

• 文档反馈 (第xi页)

• 请求技术支持 (第xii页)

目标

本指南介绍有关 SRX3600 服务网关的硬件组件和安装、基本配置以及基本故障排除步骤。 本指

南介绍如何准备服务网关安装场地，如何拆开硬件包装并安装硬件、打开服务网关电源、执行初

始软件配置以及如何执行日常维护。 完成本指南中介绍的安装和基本配置步骤后，请参阅 Junos

OS 配置指南，获得有关进一步执行 Junos OS 配置的信息。

读者

本指南适用于负责安装和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或负责准备服务网关安装场地的网络管理员。

本指南的使用者需要对网络的基本知识（特别是互联网）、网络原理和网络配置具有广泛的了解。

本指南中未包含任何有关这些概念的详细论述。

文档约定

第x页上的表1 定义了本指南中所使用的提醒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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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提醒图标

说明含义图标

指示重要的功能或说明。提示信息

指示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硬件损坏的情况。小心

警示存在导致人身伤害或死亡的风险。警告

警示存在激光导致人身伤害的风险。激光警告

第x页上的表2 定义了本指南中所使用的文字和语法约定。

表2: 文字和语法约定

示例说明约定

要进入配置模式，请键入configure 命令：

user@host> configure

表示用户键入的文本。Bold text like this

user@host> show chassis alarms

No alarms currently active

表示在终端屏幕上显示的输出。Fixed-width text like this

• 策略术语是命名结构，用于定义匹配条件

和操作。

• Junos OS System Basics Configuration

Guide

• RFC 1997，BGP Communities Attribute

• 介绍或强调重要的新术语。

• 标识书名。

• 标识 RFC 和互联网草案标题。

Italic text like this

配置机器的’域名：

[edit]

root@# set system domain-name

domain-name

表示命令或配置语句中的变量（将用值替代

的选项）。

Italic text like this

• 要配置剩余区域，请将 stub 语句包括在

[edit protocols ospf area area-id] 层

次结构级别中定义的管理接口（em0 或同

等类型）。

• 控制台端口被标记为 CONSOLE。

表示配置语句、命令、文件和目录的名称；

配置层次结构级别或者路由平台组件上的标

签。

像这样的文字

stub <default-metric metric>;用于括起可选关键字或变量。< >（尖括号）

broadcast | multicast

(string1 | string2 | string3)

表示可在此符号两边的互斥关键字或变量之

间进行选择。 为清晰起见，选项集通常括在

括号中。

|（竖线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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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文字和语法约定 (续)

示例说明约定

rsvp { # Required for dynamic MPLS only指示与其所适用的配置语句位于同一行的注

释。

#（井号）

community name members [ community-ids ]用于括起将由一个或多个值替代的变量。[ ]（中括号）

[edit]

routing-options {

static {

route default {

nexthop address;

retain;

}

}

}

在配置层次结构中标识级别。大括号 ( { } )

在配置层次结构级别中标识子语句。;（分号）

J-Web GUI 约定

• 在 Logical Interfaces 框中，选择 All

Interfaces。

• 要取消配置，请单击 Cancel。

表示用户单击或选择的 J-Web 图形用户界面

(GUI) 项。

Bold text like this

在配置编辑器层次结构中，选择

Protocols>Ospf。

分隔 J-Web 选项层次结构中的级别。>（粗体右尖括号）

SRX 系列文档和发行说明

有关相关 SRX 系列文档的列表，请参阅

http://www.juniper.net/techpubs/hardware/srx-series-main.html。 如果最新 SRX 系列发行说明

中的信息与本文档中不同，请遵循 SRX 系列发行说明。

获取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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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订购此指南和 Juniper Networks 其他技术文档的打印副本，请联系您的销售代表。

要获取某个软件版本的管理信息库 (MIB) 的副本，请在以下网站中进行查找：

http://www.juniper.net/。

文档反馈

我们欢迎您提供反馈、评论和建议，以便我们改进文档。 您可将自己的评论发送至

techpubs-comments@juniper.net，或者在以下网址中填写文档反馈：

https://www.juniper.net/cgi-bin/docbugreport/。 如果使用电子邮件，请确保在您的评论中包括

以下信息：

• 文档或主题名称

• URL 或页码

xiCopyright © 2014, Juniper Networ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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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版本号（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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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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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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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SRX3600 服务网关概述

• SRX3600 服务网关简介 (第3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硬件组件 (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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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SRX3600 服务网关简介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SRX3600 服务网关说明 (第3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性能和特点 (第4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物理规格 (第4页)

• 在网络中采用 SRX3600 服务网关 (第5页)

SRX3600 服务网关说明

SRX3600 服务网关是采用多处理器体系结构的高性能、可扩展的电信级安全设备。 SRX3600 服务

网关在全双工模式下的传输能力可高达 30 Gbps，高度为五个机架单位 (U)。 为了提高单位地面

空间的端口密度，可将 9 台服务网关堆叠在单个从地面到天花板的机架内。 SRX3600 服务网关

具有 12 个通用外形模块 (CFM) 插槽，最多可插入 7 个服务处理卡 (SPC)、3 个网络处理卡

(NPC)、6 个 I/O 卡 (IOC) 和 11 个网络处理 I/O 卡 (NP-IOC)。 服务网关还提供一个专用的

交换矩阵板 (SFB) 插槽、一个路由引擎插槽、一个 SRX 集群模块 (SCM) 插槽、四个电源插槽和

一个风扇盘和空气过滤器插槽。

图1: SRX3600 服务网关前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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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第4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性能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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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物理规格

• 第7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

SRX3600 服务网关性能和特点

第4页上的表3 汇总了 SRX3600 服务网关的性能和基本特点。

表3: SRX3600 服务网关特点汇总

5 U（8.75 in.）机箱高度

基本配置（内置端口）：12 x 10/100/1000 Mbps

以及最多六个可用类型的 IOC。

物理端口

• 2 个（非冗余配置）

• 3 个或 4 个（冗余配置）

电源

相关主题 第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可用组件•

• 第4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物理规格

• 第7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

SRX3600 服务网关物理规格

第4页上的表4 汇总了服务网关机箱的物理规格。

表4: 物理规格

值说明

8.75 in. （22.2 cm）高

17.5 in. （44.5 cm）宽

25.5 in. （64.8 cm）深（从前置安装托架到机箱后部）

机箱尺寸

带背板、SFB、路由引擎、风扇盘、空气过滤器和 AC 电源模块的

机箱：73 lb (33 kg)

最大配置：118 lb (54 kg)

服务网关重量

2.9 lb (1.3 kg)路由引擎重量

2.0 lb (0.9 kg)SCM 重量

5.1 lb (2.3 kg)SFB 重量

2.2 lb (1.0 kg)NPC 重量

Copyright © 2014, Juniper Networks, In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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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物理规格 (续)

值说明

3.7 lb (1.7 kg)SPC 重量

2.4 lb (1.1 kg)IOC 重量

6.2 lb (2.8 kg)风扇盘重量

0.2 lb (0.09 kg)空气过滤器重量

2.9 lb (1.3 kg)DC 电源重量

3.1 lb (1.4 kg)AC 电源重量

相关主题 第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可用组件•

• 第1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中的硬件组件位置

• 第7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

在网络中采用 SRX3600 服务网关

SRX3600 服务网关可满足以下主题中所述的三个主要网络领域的安全要求：

• 为企业网关采用 SRX3600 服务网关 (第5页)

• 在企业数据中心中采用 SRX3600 服务网关 (第6页)

• 在服务提供商网络中采用 SRX3600 服务网关 (第6页)

为企业网关采用 SRX3600 服务网关

企业网关为大中型总部或区域场地提供互联网与您的网络及其资源之间的安全访问。 服务网关扮

演企业网关的角色，它保护关键资产，如内部客户端和应用程序服务器，以及为合作伙伴、远程

访问用户提供信息的 Web 服务器，还有对场地的常规访问。

服务网关使用下面的功能完成这些任务：

• 状态式防火墙，包括 DoS/DDoS 保护。

• 通过 ALG 的应用程序支持。

• 与远程办事处的 VoIP 和视频的服务质量信息流管理。

• IPsec VPN 通道终止。

• 应用层安全，包括高速入侵防护。

相关主题 第6页上的在企业数据中心中采用 SRX3600 服务网关•

• 第6页上的在服务提供商网络中采用 SRX3600 服务网关

• 第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说明

5Copyright © 2014,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一章: SRX3600 服务网关简介



在企业数据中心中采用 SRX3600 服务网关

企业数据中心在内部客户与中小型服务器场、DMZ 和托管场地之间提供安全访问。 在企业数据中

心，服务网关放置在服务器前端，提供安全的合作伙伴、外部网和 Web 内容。

服务网关使用下面的功能完成这些任务：

• 状态式防火墙，包括 DoS/DDoS 保护。

• 应用程序支持，包括 SSL 加速和检查。

• IPsec 或 SSL VPN 通道终止。

• 应用层安全，包括高速入侵防护。

相关主题 第5页上的为企业网关采用 SRX3600 服务网关•

• 第6页上的在服务提供商网络中采用 SRX3600 服务网关

• 第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说明

在服务提供商网络中采用 SRX3600 服务网关

服务提供商 (SP) 在 SP 提供安全的托管和网络服务。 服务网关可放置在 SP 的两个关键区域。

当放置在托管中心时，它可为多个客户执行调配服务。 当放置在服务网络本身时，它会保护信息

流，并执行速率限制或 QoS 重叠服务。

服务网关使用下面的功能完成这些任务：

• 状态式防火墙，包括 DoS/DDoS 保护。

• 服务质量信息流管理。

• VPN 服务。

• 应用层安全，包括高速入侵防护。

相关主题 • 第5页上的为企业网关采用 SRX3600 服务网关

• 第6页上的在企业数据中心中采用 SRX3600 服务网关

• 第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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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SRX3600 服务网关硬件组件

几乎所有 SRX3600 服务网关组件都是可更换部件 (FRU)，包括交换矩阵板 (SFB)、路由引擎、网

络处理卡 (NPC)、服务处理卡 (SPC) 以及 I/O 卡 (IOC)、电源、风扇盘和过滤器。 要更换服务

网关中任一组件，请参阅 第9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可更换部件”.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 (第7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组件基础知识 (第9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背板 (第12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交换矩阵板 (第13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 NPC (第18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 SPC (第18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 IOC (第19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 NP-IOC (第20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路由引擎 (第21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 SRX 集群模块 (第21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电源 (第22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风扇盘 (第26页)

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

在第8页上的图2 和第8页上的图3 中显示的 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采用刚性金属板结构，能

容纳所有其他服务网关组件。 机箱尺寸为：高 8.75 in. (22.2 cm），宽 17.5 in. (44.5 cm），

深 25.5 in. (64.8 cm）（从机箱前部到机箱后部的距离）。 机箱安装在标准的 800–mm（或更

大）密封机柜、19 in. 设备机架或电信开式机架中。 如果机架能够承受其组合重量（可能大于

1062 lb (483 kg)），则一个标准 (48-U) 机架中最多可安装九个服务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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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SRX3600 服务网关前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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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SRX3600 服务网关后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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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第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说明•

• 第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CFM

• 第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可用组件

• 第65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

• 第122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通用安全准则和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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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X3600 服务网关组件基础知识

本节介绍卡外形、可用服务网关组件及其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中的安装位置。 其中还介绍了通

过服务网关的数据流。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SRX3600 服务网关 CFM (第9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可用组件 (第9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中的硬件组件位置 (第10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中的数据流 (第12页)

SRX3600 服务网关 CFM

服务网关机箱支持常见外形模块 (CFM)。 有单宽模块格式和双宽模块格式。 I/O 卡 (IOC)、服

务处理卡 (SPC) 和网络处理卡 (NPC) 模块属于单宽 CFM 格式。 交换矩阵板 (SFB)、路由引擎

和 SRX 集群模块 (SCM) 不是 CFM 格式，因此机箱中分配了槽口。 通过 IOC、SPC 和 NPC 之间

的互换性，在基于现场需求部署网络时，您就有了更多灵活性和可伸缩性。 例如，如果您需要更

多端口和更大的超额认购率，则可以用 IOC 加载更多插槽；另一方面，如果需要更小的超额认购

率来实现更好的 QoS 行为，或者需要更多安全服务，则可以用 SPC 加载更多插槽，并且只使用

板载网络接口端口。

相关主题 第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说明•

• 第1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中的硬件组件位置

• 第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可用组件

• 第12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中的数据流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可用组件

第9页上的表5 列出了可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中安装的各种组件，以及每种组件的数量。

表5: 可用 SRX3600 服务网关硬件组件

最小数/最大数硬件组件

必须安装 1 个交换矩阵板 (SFB)

必须安装 1 个路由引擎

允许安装 1 个SRX 集群模块 (SCM)

最多允许安装 6 个I/O 卡 (IOC)

最多允许安装 11 个（请参阅以下说明）网络处理 I/O 卡 (NP-IOC)

最多允许安装 3 个网络处理卡 (NPC)

必须安装 1 个，最多允许安装 7 个服务处理卡 (SPC)

9Copyright © 2014, Juniper Networ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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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可用 SRX3600 服务网关硬件组件 (续)

最小数/最大数硬件组件

在非冗余配置中必须安装 2 个

在冗余配置中必须安装 3 个或 4 个

电源

必须安装 1 个风扇盘（包括多个风扇）

注意: 最低配置必须包含一个 SPC 和一个 NPC 或 NP-IOC。 但是，如果机箱中没有

NPC，SFB 中的以太网端口将不起作用。 请参阅 第18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NPC”、 第2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NP-IOC” 及 第18页上的“SRX3600 服务

网关 SPC” 以了解关于这些卡的详细信息。

第10页上的表6显示了可安装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中的 SPC、NPC 和 IOC 的支持组合。

表6: SPC、NPC 和 IOC 的支持组合

NPC

321

6 个 IOC6 个 IOC6 个 IOC1SPC

6 个 IOC6 个 IOC6 个 IOC2

6 个 IOC6 个 IOC6 个 IOC3

5 个 IOC6 个 IOC6 个 IOC4

4 个 IOC5 个 IOC6 个 IOC5

3 个 IOC4 个 IOC5 个 IOC6

2 个 IOC3 个 IOC4 个 IOC7

相关主题 第7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

• 第1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中的硬件组件位置

• 第12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中的数据流

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中的硬件组件位置

SRX3600 服务网关出厂时已装配好一个 SFB、一个路由引擎、两个电源和一个风扇盘。 您必须安

装所有其他卡才能满足配置要求。 第11页上的表7 列出了 SRX3600 服务网关中各种硬件组件的

所在位置。 第11页上的图4 和第12页上的图5 显示了插槽和相应模块的位置。

Copyright © 2014, Juniper Networks, In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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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SRX3600 服务网关组件允许的插槽位置

允许的插槽位置模块名称

标记为 0 的前插槽。SFB

标记为 RE0 的后插槽。路由引擎

标记为 RE1 的后插槽。SCM

标记为 1-6 的前插槽。IOC

标记为 1-6 的前插槽和标记为 7-12 的后插槽。 我们建议将 NP-IOC 安装

在前面板插槽，以简化电缆管理。

NP-IOC

标记为 10-12 的后插槽。NPC

标记为 1-6 的前插槽和标记为 7-12 的后插槽。 建议将 SPC 安装在后面

板插槽中，以便在前面板插槽中为 IOC 留出空间。

SPC

机箱顶部的后插槽（四个）。电源

机箱最右端的后垂直插槽。风扇盘和空气过滤器

图4: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前插槽

g0
36

12
0

Slot 1
SPC, IOC, or NP-IOC

Slot 4
SPC, IOC, or NP-IOC

Slot 2
SPC, IOC, or NP-IOC

Slot 5
SPC, IOC, or NP-IOC

Slot 3
SPC, IOC, or NP-IOC

Slot 6
SPC, IOC, or NP-IOC

S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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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后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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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ower supplies

Routing Engine in slot RE0

Slot 10
SPC, NPC, or NP-IOC

Slot 7
SPC or NP-IOC

Slot 11
SPC, NPC, or NP-IOC

Slot 8
SPC or NP-IOC

Slot 12
SPC, NPC, or NP-IOC

Slot 9
SPC or NP-IOC

Slot RE1 for SCM

Fan tray and air filter
(behind door)

注意: 最低配置必须包含一个 SPC 和一个 NPC 或 NP-IOC。 但是，如果机箱中没有

NPC，SFB 中的以太网端口将不起作用。 请参阅第18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NPC”

及第18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SPC” 以了解关于这些卡的详细信息。

相关主题 第7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

• 第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可用组件

• 第12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中的数据流

• 第4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安装概述

SRX3600 服务网关中的数据流

服务网关接收来自 I/O 卡 (IOC) 上各种物理接口的数据。 传入数据通过交换矩阵板 (SFB) 传

到网络处理卡 (NPC)，再传回到 SFB，传到服务处理卡 (SPC)。 然后数据按逆向顺序传出服务网

关 — 到 SFB、NPC、SFB，再传出到 IOC。

相关主题 第7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

• 第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可用组件

• 第1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中的硬件组件位置

• 第4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安装概述

SRX3600 服务网关背板

SRX3600 服务网关中的背板位于机箱中央，提供的连接可用于将最多六个通用外形模块 (CFM) 安

装至机箱前部，以及将最多六个 CFM 安装至机箱后部。 请参阅 第1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Copyright © 2014, Juniper Networks, In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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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箱中的硬件组件位置” 以了解允许安装单个模块的位置的详细信息。 电源安装在机箱后部的

背板中。 冷却系统组件也连接到背板。

背板执行以下主要功能：

• 数据路径 — 数据包可通过 SFB 上的结构 ASIC 在 IOC 和 SPC 之间跨越背板进行传递。

• 配电 — 服务网关电源连接到背板，背板为所有服务网关组件分配电源。

• 信号路径 — 背板将为 IOC、SFB、SPC、路由引擎和用于监控系统的其他服务网关组件提供信

号路径。

图6: 背板

g0
30

26
7

Midplane

相关主题 第7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

• 第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可用组件

• 第1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交换矩阵板

• 第18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NPC

• 第18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SPC

• 第2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NP-IOC

SRX3600 服务网关交换矩阵板

交换矩阵板 (SFB) 是机箱中子系统的数据平面。 SFB 执行以下功能：

• 为服务网关通电和断电

• 控制时钟和配电

• 提供八个铜质千兆位以太网端口和四个光纤千兆位以太网端口。

• 提供两个高可用性 (HA) 控制端口

• 通过集成交换矩阵，提供机箱内所有 IOC 的互连

• 处理 CFM 间的仲裁

13Copyright © 2014,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二章: SRX3600 服务网关硬件组件



• 处理多个 SPC（如果存在）之间的交换

• 在前面板上提供服务端口、系统 LED 和操作按钮

图7: 交换矩阵板

g0
36

03
4

第14页上的表8 介绍了靠近 SFB 前面板左侧的电源按钮的行为。

表8: 电源按钮行为

结果操作情况

为服务网关通电。 PWR LED 闪烁以指示路由引擎正在初

始化。

短推送（3 到 5 秒）服务网关关闭

启动保留服务网关状态信息的平滑关机。 PWR LED 闪烁

时，表示服务网关正在关闭。

短推送（3 到 5 秒）服务网关通电

启动即时关机。 服务网关状态信息将丢失。 除非必

要，否则避免使用即时关机。

长推送（15 秒或更长）

第14页上的表9 介绍了 SFB 前面板上各种 LED 指示的系统行为。 LED 根据其在服务网关上的位

置列出（从左至右）： 第16页上的表10 介绍了 SFB 前面板上可用的端口/连接。

表9: 交换矩阵板 LED 指示灯

指示的行为Status颜色标签

报警（成对）

系统上存在非严重报警。

非严重报警的示例包括：

• 服务处理单元 (SPU) 上的内存使用较高；低于 10% 可

用。

• 达到了最大会话数。

• 达到了最大通道数。

• HA 状态已更改。

• 服务网关温度过热。

常亮黄色非严重

（顶

部）

系统上无报警。关闭暗（未点亮）

系统上有严重报警。 硬件组件或软件模块出现故障，或者

网络管理接口停机。

常亮红色严重

（底

部）

系统上无严重报警。关闭暗（未点亮）

Copyright © 2014, Juniper Networks, In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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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交换矩阵板 LED 指示灯 (续)

指示的行为Status颜色标签

SFB 和 HA（成对）

SFB 正常工作。常亮绿色SFB

SFB 正在初始化。闪烁绿色

交换矩阵正常工作，但是以太网接口工作不正常。常亮琥珀色

SFB 出现故障，未在正常工作。常亮红色

高可用性正常工作。 所有集群成员和所有 HA 链路可用。常亮绿色HA

HA 链路上存在报警。 所有集群成员都存在，但某些 HA

链路停机。 仍有足够的链路可供发挥全部功能，但是性能

可能受损（带宽降低可能造成数据包被丢弃，或者现在出

现单点故障而造成恢复能力降低）。

常亮琥珀色

HA 上存在严重报警。 一个或多个集群成员缺失或不可访

问；或者在切换到辅助路径时仍处于活动状态。

常亮红色

HA 禁用 — 服务网关未配置为集群，或者 HA 被辅助路径

禁用。

关闭暗（未点亮）

CFM 状态（成对）

SFB 和所有安装的 CFM 卡都正常工作。 安装的所有 CFM

卡上的 SERVICE LED 都呈绿色。

常亮绿色SERVICE

（顶

部）

SFB 或者一个或多个安装的 CFM 卡报告次要错误条件。

CFM 卡上报告错误的 SERVICE LED 呈琥珀色。

常亮琥珀色

SFB 或者一个或多个安装的 CFM 卡出现故障。 出现故障

的 CFM 卡上的 SERVICE LED 呈红色。

常亮红色

安装的一个或多个 CFM 卡禁用。 禁用的 CFM 卡上的

SERVICE LED 不亮。

关闭暗（未点亮）

SFB 和所有安装的 CFM 卡都正常工作。 安装的所有 CFM

卡上的 OK/FAIL LED 都呈绿色。

常亮绿色OK/FAIL

（底

部）

SFB 或者一个或多个安装的 CFM 卡出现故障。 出现故障

的 CFM 卡上的 OK/FAIL LED 呈红色。

常亮红色

安装的一个或多个 CFM 卡脱机。 脱机的 CFM 卡上的

OK/FAIL LED 不亮。

关闭暗（未点亮）

路由引擎状态（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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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交换矩阵板 LED 指示灯 (续)

指示的行为Status颜色标签

RE0 中的路由引擎作为主路由引擎工作。 只能安装一个路

由引擎。

常亮绿色RE0（顶

部）

插槽 RE0 中的路由引擎正在初始化。闪烁

RE0 上的路由引擎或控制板功能出现故障或工作不正常。常亮红色

RE0 插槽为空。关闭暗（未点亮）

未用。RE1（底

部）

电源和风扇（成对）

服务网关正在通电。 在路由引擎初始化后，收到安装的所

有电源的 Power Good 信号。

常亮绿色PWR（顶

部）

服务网关处于两种状态之一：

• 服务网关正在通电，并且正在启动过程中，但是尚未初

始化路由引擎。

• 服务网关正在平滑关机。

闪烁

某个电源出现故障，但是其余电源的供电足以支持所有安

装的组件。

常亮琥珀色

一个或多个电源出现故障，其余电源的供电不足以支持所

有安装的组件。

常亮红色

服务网关关闭。关闭暗（未点亮）

冷却系统正常工作。常亮绿色FAN（底

部）

冷却系统出现故障（风扇盘中的一个或多个风扇未正常工

作）。

常亮红色

注意: 所有 SFB 状态 LED 均保持不点亮，直至路由引擎初始化完成。 PWR LED 呈绿

色闪烁，直至路由引擎初始化完成，此时 LED 变成绿色常亮。

表10: 交换矩阵板前面板端口和连接器

说明面板标签

用来连接到路由引擎的 RJ-45 控制台端口插入插槽 RE0。RE CONSOLE 0

未用。RE CONSOLE 1

Copyright © 2014, Juniper Networks, Inc.16

SRX3600 服务网关硬件指南



表10: 交换矩阵板前面板端口和连接器 (续)

说明面板标签

未用。AUX

可由主路由引擎管理和访问的通用串行总线连接器。USB0（顶部），

USB1（底部）

用来管理插槽 RE0 中的路由引擎的 RJ-45 端口。RE ETHERNET 0

未用。RE ETHERNET 1

八个 10/100/1000 铜质介质以太网端口。 这些端口使用 RJ-45 连

接器，并从上至下、从左到右按 0 到 7 编号。

（板载铜质以太网端口）

四个光纤介质以太网端口。 这些端口使用小型连接器，并从左至右

按 8 到 11 编号。 另外还支持铜质 SFP。

（板载光纤以太网端口）

未用。BITSCLK0（顶部），

BITSCLK1（底部）

SFP 高可用性端口。 CHASSIS CLUSTER CONTROL 0 连接到插槽 RE0

的路由引擎上的控制功能。 CHASSIS CLUSTER CONTROL 1 连接到插槽

RE1 中的 SRX 群集模块 (SCM)（若有）。

注意: 强烈建议使用 Juniper Networks SFP 和 XFP 收发器。 如

果使用其他收发器，我们不能保证运行正常。 只要使用了受支持的

部件号，各个端口中的收发器类型可以不同。

CHASSIS CLUSTER CONTROL 0（左），

CHASSIS CLUSTER CONTROL 1（右）

相关主题 第7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

• 第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可用组件

• 第18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NPC

• 第18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SPC

• 第2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NP-I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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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X3600 服务网关 NPC

网络处理卡 (NPC) 是常见的外形模块 (CFM) 卡，它从 I/O 卡 (IOC) 接收入站信息流，并将其

定向到相应的服务处理卡 (SPC) 进行处理。 服务处理完成之后，NPC 将从 SPC 接收出站信息流

并定向回相应 IOC。 此外，NPC 还将执行以下功能：

• 缓冲传入信息流和让传出信息流排队。

• 执行高级信息流管理，包括 DoS/DDoS 保护措施。 例如，它可丢弃发往或来自特定 IP 地址的

信息流、防止 ICMP、UDP 和 TCP SYN 泛滥，以及缓冲突发信息流来保护服务处理卡 (SPC)。

图8: 典型 N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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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03
3

SRX3K-NPC

有关服务网关所支持 NPC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www.juniper.net/techpubs/ 上的 SRX1400、SRX3400

和 SRX3600 服务网关模块指南。

相关主题 第7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

• 第51页上的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中安装 CFM 卡

• 第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可用组件

• 第1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交换矩阵板

• 第18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SPC

• 第1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IOC

• 第2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NP-IOC

SRX3600 服务网关 SPC

服务处理卡 (SPC) 是通用外形模块 (CFM) 卡，它们提供处理能力来运行集成服务，如防火墙、

IPsec 和 IDP。 所有通过服务网关的信息流都将传递到 SPC，以将服务处理应用到该信息流。

信息流由网络处理卡 (NPC) 智能分发给 SPC 来进行服务处理，包括基于策略的会话设置、与会

话匹配的数据包的快速数据包处理、加密和解密以及 IKE 协商。

服务网关必须至少安装一个 SPC。 您可安装更多 SPC 以增加服务处理吞吐量。

注意: 如果 CFM 插槽上未安装卡，则必须安装空面板以保护空插槽，并可让冷却空气

在服务网关内正确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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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典型的服务处理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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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X3K-SPC-1-10-40

有关服务网关所支持的 SPC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www.juniper.net/techpubs/ 上的 SRX1400、

SRX3400 和 SRX3600 服务网关模块指南。

相关主题 第7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

• 第51页上的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中安装 CFM 卡

• 第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可用组件

• 第1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交换矩阵板

• 第18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NPC

• 第1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IOC

• 第2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NP-IOC

SRX3600 服务网关 IOC

I/O 卡 (IOC) 是通用外形模块 (CFM) 卡，可为服务网关提供附加物理连接，从而补充交换矩阵

板 (SFB) 上的以太网端口。 其主要功能是，将到达物理端口的数据包传输至网络处理卡 (NPC)，

并在服务处理之后将数据包从物理端口转输入来。 SRX3600 服务网关在机箱前部带有六个插槽，

您可以在其中安装 IOC。 您可以在插槽中安装 IOC 的任意组合。 第19页上的图10 显示了典型

的 IOC。

图10: 典型 IOC（显示的是 16 端口铜质 10/100/1000 IOC，其他 IOC 与其相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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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服务网关处于 Junos OS 版本 12.1X44-D10 和更高版本支持的服务卸载模式

时，只有前面板插槽 1 至 3 支持 IOC。 有关服务卸载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Junos

OS 文档。

有关服务网关所支持 IOC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www.juniper.net/techpubs/ 上的 SRX1400、SRX3400

和 SRX3600 服务网关模块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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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第7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

• 第51页上的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中安装 CFM 卡

• 第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可用组件

• 第1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交换矩阵板

• 第18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NPC

• 第18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SPC

• 第2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NP-IOC

SRX3600 服务网关 NP-IOC

网络处理 I/O 卡 (NP-IOC) 是专为低延迟应用程序而设计的 IOC。 每个 NP-IOC 都有各自的网

络处理单元 (NPU)，因此通过 NP-IOC 的信息流不必通过服务网关总线发送给远程网络处理卡

(NPC)。 该卡垂直插入服务网关的背板，用于与交换矩阵板 (SFB) 通信和接收电力。

第20页上的图11 显示了典型的 NP-IOC。

图11: 典型 NP-I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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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您可以在服务网关中安装 NP-IOC，而不是 NPC 和 IOC 的组合。 但是，如果

不存在 NPC，SFB 上的以太网端口将无法工作。

有关服务网关所支持 NP-IOC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www.juniper.net/techpubs/ 上的 SRX、SRX3400

和 SRX3600 服务网关模块指南。

相关主题 第7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

• 第51页上的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中安装 CFM 卡

• 第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可用组件

• 第1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交换矩阵板

• 第18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NPC

• 第18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S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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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X3600 服务网关路由引擎

路由引擎是运行 Junos 操作系统 (Junos OS) 的 PowerPC 平台。 在路由引擎上运行软件进程可

维护路由表、管理服务网关上使用的路由协议、控制服务网关接口、控制某些机箱组件，并提供

对服务网关进行系统管理和用户访问的接口。

路由引擎上的两个 USB 端口支持 USB 内存卡；可将 USB 内存卡用于加载 Junos OS 和执行文件

传输。

路由引擎还提供以下集成服务：

• 中央数据包转发引擎处理 (CPP) — 此服务管理所有 CFM 卡。

• 系统控制 — 此服务处理路由引擎仲裁和多个控制面板之间的切换，并作为交换矩阵板 (SFB)

和背板组件的主机。

服务网关必须至少在插槽 RE0 中安装一个路由引擎。 交换矩阵板 (SFB) 前面板上的千兆位以太

网端口直接连接到 RE 上的处理器用于管理目的。 标记为 RE ETHERNET 0 的 SFB 端口连接到插

槽 RE0 中的路由引擎。

注意: 除非您在插槽 RE1 中安装了 SRX 集群模块 (SCM)，否则空槽 RE1 应该安装了

空白面板以将其屏蔽，并允许散热气流通过服务网关正常循环。

图12: 路由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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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服务网关所支持路由引擎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www.juniper.net/techpubs/ 上的 SRX1400、

SRX3400 和 SRX3600 服务网关模块指南。

相关主题 第7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

• 第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可用组件

• 第1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中的硬件组件位置

SRX3600 服务网关 SRX 集群模块

SRX 集群模块 (SCM) 是可安装在服务网关中的卡，用于为 Junos OS 10.2 版及更高版本支持的

机箱集群，启用双控制链路功能。 您可在服务网关后面板的 RE1 插槽中安装 SCM。 SCM

如第22页上的图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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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SRX 集群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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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服务网关必须运行 Junos OS 10.2 版或更高版本才能使用 SCM。 在运行早期

版本的 Junos OS 版本时，服务网关不能正确识别。

有关配置和管理机箱集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Junos OS Security Configuration Guide中的“机

箱集群”一章。

有关服务网关所支持 SCM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www.juniper.net/techpubs/ 上的 SRX1400、SRX3400

和 SRX3600 服务网关模块指南。

相关主题 第56页上的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中安装 SCM•

SRX3600 服务网关电源

SRX3600 服务网关使用两个 AC 电源或两个 DC 电源。 也可将第三个 AC 或 DC 电源或第三个和

第四个 AC 或 DC 电源用于与之匹配的电源类型，以提供冗余。 电源连接到背板，这会将电源产

生的不同输出电压分配给服务网关组件，具体取决于它们的电压需求。

所有电源都可热拔除和热插入。 每个电源都通过其自身的内部冷却系统进行冷却。 下列主题介

绍电源：

• SRX3600 服务网关 AC 电源概述 (第22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 AC 电源电气规格 (第23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 DC 电源概述 (第24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 DC 电源电气规格 (第25页)

SRX3600 服务网关 AC 电源概述

在 AC 电源配置中，服务网关包含两个至四个 AC 电源，它们位于机箱后部的插槽 PEM0 至 PEM3

中。 每个电源都为服务网关中的所有组件供电。 当存在三个或四个电源时，在完全满载系统中

它们基本上均等分担电力。 三个或四个 AC 电源将提供充足电力冗余。 如果一个电源发生故障

或者被卸下，则其余的电源将重新分担电气负载，期间不会出现任何中断。 服务网关将重新评估

支持其配置所需的电力并在可用电力不足时发出错误。

Copyright © 2014, Juniper Networks, Inc.22

SRX3600 服务网关硬件指南

www.juniper.net/techpubs/


图14: AC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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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第7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

• 第1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中的硬件组件位置

• 第14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AC 电源电气规格

SRX3600 服务网关 AC 电源电气规格

第23页上的表11 列出了 AC 电源电气规格。

表11: AC 电源电气规格

规格参数

1000 W（110 VAC 输入）最大输出功率

1200 W（220 VAC 输入）

100-127 V/200-240 VAC 输入电压

50/60 HzAC 输入线路频率

12.0 A @ 100-127 V/7 A @ 200-240 V额定 AC 输入电流

每个 AC 电源面板都显示一个 LED 来指示电源状态（请参阅第23页上的表12）。

表12: AC 电源 LED

指示的条件Status颜色

AC 输入电压存在，12V 主输出和 3.3V 备用输出启用且状态良好。常亮绿色

AC 输入电压存在，3.3V 备用输出开启，但是 12V 主输出禁用。 此条件通

常表示，服务网关已用 SFB 前面板上的 Power 按钮关闭。 它还可能表示，

SFB 或路由引擎已从服务网关卸下。

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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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AC 电源 LED (续)

指示的条件Status颜色

检测到电源出现一种或多种故障：

• 电源风扇故障

• 电源过热情况

• 3.3V 备用输出出现过电流或欠电压情况

常亮琥珀色

检测到电源出现一种或多种故障：

• 12V 输出出现欠电压情况

• 12V 输出出现过电压情况

• 12V 输出出现过电流情况

闪烁

相关主题 第7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

• 第1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中的硬件组件位置

• 第22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AC 电源概述

SRX3600 服务网关 DC 电源概述

在 DC 电源配置中，服务网关包含两个至四个 DC 电源，它们位于机箱后部的插槽 PEM0 至 PEM3

中。 每个电源都为服务网关中的所有组件供电。 当存在三个或四个电源时，在完全满载系统中

它们基本上均等分担电力。 三个或四个 DC 电源将提供充足电力冗余。 如果一个电源发生故障

或者被卸下，则其余的电源将重新分担电气负载，期间不会出现任何中断。 服务网关将重新评估

支持其配置所需的电力并在可用电力不足时发出错误。

有两种类型的 DC 电源可用。 标准 DC 电源有最大 850 W 功率输出。 增强型 DC 电源有最大

1200 W 的功率输出，并且还有符合 NEBS 和 ETSI 要求所需的额外过滤器。 两种类型的 DC 供

电器在所有其他方面都相同。

注意: 不支持同一机箱内混用标准和增强型 DC 电源。 所有安装的 DC 电源必须为标

准或增强类型。

图15: DC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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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第7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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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 NEBS 和 ETSI 合规性

• 第1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中的硬件组件位置

• 第2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DC 电源电气规格

SRX3600 服务网关 DC 电源电气规格

有两种类型的 DC 电源可用。 标准 DC 电源有最大 850 W 功率输出。 增强型 DC 电源有最大

1200 W 的功率输出，并且还有符合 NEBS 和 ETSI 要求所需的额外过滤器。 两种类型的 DC 供

电器在所有其他方面都相同。 每个 DC 电源都有单一的 DC 输入（-48 VDC 及回路），它需要专

用的 40 A (-48 VDC) 断路器。 第25页上的表13 列出了 DC 电源电气规格。

表13: DC 电源电气规格

增强型 DC 电源标准 DC 电源项目

1200 W850 W最大输出功率

–40.5 至 –72 VDC–40.5 至 –72 VDCDC 输入电压

31.3 A (-48 VDC)22.2 A (-48 VDC)额定 DC 输入电流

注意: 不支持同一机箱内混用标准和增强型 DC 电源。 所有安装的 DC 电源必须为标

准或增强类型。

每个 DC 电源面板都显示一个 LED 来指示电源状态（请参阅第25页上的表14）。

表14: DC 电源 LED

指示的条件LED 状态颜色

DC 输入电压存在，12V 主输出和 3.3V 备用输出启用且状态良好。常亮绿色

DC 输入电压存在，3.3V 备用输出开启，但是 12V 主输出禁用。 此条件通常表示，服务网关已用

SFB 前面板上的 Power 按钮关闭。 它还可能表示，SFB 或路由引擎已从服务网关卸下。

闪烁

检测到电源出现一种或多种故障：

• 电源风扇故障

• 电源过热情况

• 3.3V 备用输出出现过电流或欠电压情况

常亮红色

检测到电源出现一种或多种故障：

• 12V 输出出现欠电压情况

• 12V 输出出现过电压情况

• 12V 输出出现过电流情况

闪烁

相关主题 第7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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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中的硬件组件位置

• 第24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DC 电源概述

SRX3600 服务网关风扇盘

冷却系统由一个包含十个风扇的风扇盘和一个空气过滤器构成。 这些组件配合工作，使所有服务

网关组件都在容许温度范围内。 服务网关带有一个风扇盘，其位于服务网关后部，垂直安装在插

件架右侧。 风扇盘可热插入，也可热拔除。

图16: 风扇盘

g0
36

07
0

在机箱前部，服务网关左侧有一个进气口。 空气从风扇盘经过空气过滤器，然后到达插件架。

空气从系统右侧排出。 第27页上的图17 展示了机箱顶部和前部的空气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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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机箱中的空气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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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时，路由引擎将全速运行风扇，直至其可从其温度传感器获得可靠的温度数据。 在完成启动

并具有可靠的温度数据之后，路由引擎将监控特定重要服务网关组件的温度并相应地调整风扇速

度。

风扇具有三种速度：低、中和高。 第27页上的表15 显示了风扇速度与重要组件温度之间的关联。

请注意，关联中内置了滞后，使风扇不会出现伪速度更改。 另外，如果风扇盘中的某台风扇发生

故障，其余风扇的速度将自动调整，以使温度处于可接受范围内。

表15: 重要组件温度和风扇速度变化

风扇速度响应重要组件温度

从低升至中增至 60°C

从中升至高增至 75°C

从高降至中降至 65°C

从中降至低降至 55°C

如果超出了最大内部温度规格，且系统无法充分冷却，则路由引擎将通过禁用各个电源的输出功

率来关闭系统。

相关主题 • 第7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

• 第1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中的硬件组件位置

• 第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可用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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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设置 SRX3600 服务网关

• 准备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安装场地 (第31页)

• 拆开 SRX3600 服务网关包装 (第37页)

• 安装 SRX3600 服务网关 (第41页)

• 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中安装其他组件 (第51页)

• 连接 SRX3600 服务网关 (第61页)

• 将 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并为其供电 (第65页)

• 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上执行初始软件配置 (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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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准备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安装场地

本节介绍准备服务网关安装场地所需的详细信息。 其中包括执行服务网关的安装和初始配置的说

明。 其中还介绍了对安装场地、电源、机架、布线和电缆连接的要求及规格。 本节包含以下主

题：

•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场地准备核对清单 (第31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机柜要求 (第32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机架要求 (第33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空气流通和硬件维护的间隙要求 (第35页)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场地准备核对清单

第31页上的表16 中的核对清单汇总了准备场地进行服务网关安装时所需执行的任务。

表16: 场地准备核对清单

日期执行者获取详细信息...项目或任务

第137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环境规格”检验温度和湿度等环境因素是否未超出服务网关容

限。

第32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柜的尺寸和间隙要求” 及

第3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架的尺寸和强度要求”

选择机柜或机架的类型。

第32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柜空气流通要求”规划机架或机柜的位置，包括所需的间隙。

第34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建筑结构”如果使用机架，则将机架固定到地面和建筑结构。

购买电缆和连接器。

第132页上的“DC 电源电气安全准则和警告”确定系统接地连接的位置。

测量外部电源和服务网关安装场地之间的距离。

第151页上的“计算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光纤电缆的功率预算”

及 第151页上的“计算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光纤电缆的功率裕

度”

计算光功率预算和光功率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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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X3600 服务网关机柜要求

服务网关可安装在密闭机柜中。 下列主题介绍机柜要求：

• SRX3600 服务网关机柜的尺寸和间隙要求 (第32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机柜空气流通要求 (第32页)

SRX3600 服务网关机柜的尺寸和间隙要求

可容纳服务网关的最小机柜为 27.5 in. (69.8 cm）宽和 31.5 in. (80.0 cm）深。 机柜在机箱

每侧必须留出至少 5 in. （13 cm），以允许散热空气流经设备每一侧的通风口。 尺寸大于最低

要求的机柜可提供更好的空气流通，并降低温度过高的机率。

服务网关上下 （7.6 cm）的垂直间隙。

前后间隙最低要求取决于您选择的安装配置。 机柜内前门内侧与后门内侧之间的最小总间隙为

30.7 in. （78 cm）。

设备安装在密闭机柜中时，未经过 NEBS 和 ETSI 合规性测试。 NEBS 认证只适用于设备安装在

两柱式或四柱式机架的情况下。

相关主题 第32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柜空气流通要求•

• 第3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架的尺寸和强度要求

• 第34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安装托架孔间距

• 第3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空气流通和硬件维护的间隙要求

• 第13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 NEBS 和 ETSI 合规性

SRX3600 服务网关机柜空气流通要求

在机柜中安装服务网关时，必须确保机柜的空气流通足以防止发生过热情况。 下面列出了为机箱

冷却进行规划时要考虑的要求：

• 请确保所提供的通过机柜的冷却空气可以将热量充分驱散出服务网关。

• 服务网关上下 （7.6 cm）的垂直间隙。

• 请确保机柜在排出机箱的热排气时不要使排出的气体回流到服务网关中。 从顶部进行热排气抽

气的开放式机柜（无顶或无门）可为机箱提供最佳的空气流通条件。

• 确保机柜在机箱每一层留出至少 13 cm（5 in.）的间隙，以便散热通风。

• 如果机柜包含顶或门，则必须在这些元件上提供穿孔，以允许足够的气流流过机柜，消散由机

柜中的所有设备生成的热量。

• 对所有电缆布线并进行修剪以尽量减少机箱与外部之间空气流通的阻塞。

相关主题 第137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环境规格•

• 第3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空气流通和硬件维护的间隙要求

• 第32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柜的尺寸和间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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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架的尺寸和强度要求

• 第34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安装托架孔间距

SRX3600 服务网关机架要求

SRX3600 服务网关可安装在机架中。 可以使用多种类型的机架，包括四柱式 (telco) 机架和开

式机架。 下列主题介绍机架要求：

• SRX3600 服务网关机架的尺寸和强度要求 (第33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安装托架孔间距 (第34页)

• 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建筑结构 (第34页)

SRX3600 服务网关机架的尺寸和强度要求

此服务网关设计为安装到 19–in. 机架中，这是电子工业协会 (http://www.eia.org) 发布的 机

柜、机架、面板和关联设备（文档号为 EIA-310–D）中的定义。

按照欧洲电信标准协会 (http://www.etsi.org) 发布的由四部分组成的 设备工程 (EE)；设备实

践的欧洲电信标准（文档号 ETS 300 119-1 到 119-4）中的定义，在使用适配器的情况下，服务

网关设计为可以装入 600 mm宽的机架或机柜中。 请使用经认可的翼形设备来缩小各导轨之间的

开口。

机架导轨的间距宽度必须足以容纳服务网关机箱的外部尺寸：8.75 in. (22.2 cm）高，25.5 in.

(64.8 cm）深，17.5 in. (44.5 cm）宽。 导轨和相邻机架的间距还必须考虑到以下部分中指定

的服务网关和机架周围的间隙： 第3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空气流通和硬件维护的间隙要

求”。

有关安装硬件的安装说明，请参阅 第42页上的“安装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安装硬件”。

机箱高度 8.75 in. (22.2 cm）约合 5 U。 U 是电子工业协会发布的 机柜、机架、面板和关联

设备（文档号 EIA-310-D）中定义的标准机架单位。 您可以将八个 SRX3600 服务网关堆叠在一

个至少拥有 40 U（70 in. 或 1.78 m）可用垂直空间的机架中。

机架的强度必须足以承受完全配置的服务网关的重量，最多为 118 lb (53.6 kg)。 如果将八个

完全配置的服务网关堆叠放置在一个机架内，则该机架必须能够承受高达 944 lb (429 kg) 的重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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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典型开式机架

相关主题 第34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安装托架孔间距•

• 第3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空气流通和硬件维护的间隙要求

• 第34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建筑结构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安装托架孔间距

该服务网关可以安装在孔或孔型的间距以 1 U（1.75 in.）为增量的机架内。 用于将机箱连接到

机架的安装托架将紧固到以这些距离为间距的孔。

相关主题 第3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架的尺寸和强度要求•

• 第3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空气流通和硬件维护的间隙要求

• 第34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建筑结构

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建筑结构

请务必将机架固定到建筑结构上。 如果您所在的地理区域易遭受地震袭击，则用螺栓将机架固定

到地面。 为保证最大稳定性，还可以将机架固定到天花板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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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第127页上的机架安装要求和警告•

• 第3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架的尺寸和强度要求

• 第3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空气流通和硬件维护的间隙要求

• 第34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安装托架孔间距

SRX3600 服务网关空气流通和硬件维护的间隙要求

在规划安装场地时，需要在机架周围留有足够的间隙（请参阅第35页上的图19）：

• 为使冷却系统正常运行，机箱周围的空气流通必须顺畅。 在设备之间至少留出 6 in. （15.2

cm）的间隙。 允许 5 in. （13 cm）（机箱侧面与任何不发热表面（如墙面）之间）。

• 为方便维修人员卸下和安装硬件组件，在服务网关的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留出充足的空间。 服务

网关的前方和后方都需要至少 24 in. (61 cm）。 NEBS GR-63 建议在机架前面留出至少 30

in. （76 cm），在机架后面留出至少 24 in. （61 cm）。

图19: 间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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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cm

Front: 76 cm clearance required for maintenance

44 cm

Minimum
13 cm between

chassis and wall
or non-heat-
producing
surface;
Minimum
15.2 cm
between
devices

Sides:

Rear: 61 cm clearance required
for maintenance

相关主题 • 第3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架的尺寸和强度要求

• 第34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建筑结构

• 第34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安装托架孔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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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拆开 SRX3600 服务网关包装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拆开 SRX3600 服务网关包装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第37页)

• 拆开 SRX3600 服务网关包装 (第37页)

• 验证随 SRX3600 服务网关收到的部件 (第39页)

拆开 SRX3600 服务网关包装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要拆开服务网关包装并准备安装，您需要以下工具：

• 十字 (+) 螺丝刀，2 号

• 用于覆盖未被组件占用的插槽的空面板

相关主题 第37页上的拆开 SRX3600 服务网关包装•

• 第39页上的验证随 SRX3600 服务网关收到的部件

拆开 SRX3600 服务网关包装

该服务网关通过纸板箱装运。 装运箱中还有 SRX3600 服务网关入门指南和配件盒。

装运箱高 17.1 in. (43 cm），宽 24.7 in. (63 cm），深 32.5 in. (82 cm）。 系统及其包装

总重 75 lb (34.1 kg)。

注意: 该服务网关在装运箱内实施了最妥善严格的保护。 只有准备开始安装时再拆开

包装。

要拆开服务网关包装：

1. 将装运箱搬移到尽可能靠近安装场地的待运区，在这里可为您提供足够的空间卸下机箱的组

件。

2. 放置装运箱时使箭头向上。

3. 取下服务网关的塑料手柄套和纸板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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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卸下配件盒和 SRX3600 服务网关入门指南。

5. 取下覆盖在服务网关顶部的泡沫。

6. 取出装配搁架。

图20: 打开装运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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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装运箱一侧站一个人，小心地从装运箱中取出服务网关，然后置于升降机上。 取下包裹服务

网关的袋子。

8. 根据以下部分中的列表验证收到的部件： 第39页上的“验证随 SRX3600 服务网关收到的部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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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将装运箱和包装材料保存起来以备在以后移动或装运服务网关时使用。

10.要进行安装，请参阅 第4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安装概述”。

相关主题 第37页上的拆开 SRX3600 服务网关包装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 第39页上的验证随 SRX3600 服务网关收到的部件

验证随 SRX3600 服务网关收到的部件

每次出货时都会附带一个包装清单。 对照包装清单上的各项核对装运货物中的部件。 包装清单

指定了您的订单中各部件的部件号和说明。 请注意，功能和服务卡装在机箱外的单独盒子中发

货。

如果有任何部件缺失，请联系客户服务代表。

完全配置好的服务网关包含安装了第39页上的表17 中所列组件的机箱和一个配件盒，其中包

含第40页上的表18 中所列的部件。 您的服务网关随附的部件视您订购的配置而异。

表17: 完全配置的 SRX3600 服务网关的部件清单

数量组件

1机箱，包括背板和机架安装托架

最多 6 个IOC

最多 11 个NP-IOC

至少 1，最多 7SPC

至少 1，最多 3NPC

1路由引擎

0 或 1SCM

1SFB

至少 2，最多 4电源

1风扇盘

1空气过滤器

1SRX3600 服务网关入门指南

每个未被组件占用的插槽都使用一个空面板用于未安装组件的插槽的空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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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配件盒部件清单

数量部件

1机架安装套件

1通过串行端口连接服务网关的 RJ-45 到 DB-9 电缆

1产品担保

1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1SRX3600 服务网关入门指南

1文档信息卡

1产品注册

1合规套用信函；RoHS

1文件套

1带电缆的 ESD 腕带

相关主题 • 第37页上的拆开 SRX3600 服务网关包装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 第37页上的拆开 SRX3600 服务网关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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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安装 SRX3600 服务网关

本节提供在机架或机柜中安装服务网关的说明。 由于服务网关可能很大很重 — 重达 118 lb

(54 kg)，具体取决于配置 — 我们强烈建议您使用机械升降机进行安装，详见 第44页上的“使

用机械升降机将 SRX3600 服务网关安装到机架或机柜中”. 服务网关不能安装在前置安装位置。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安装概述 (第41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安全要求、警告和准则 (第42页)

• 安装 SRX3600 服务网关所需的工具 (第42页)

• 准备 SRX3600 服务网关以执行机架安装或机柜安装 (第42页)

• 安装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安装硬件 (第42页)

• 使用机械升降机将 SRX3600 服务网关安装到机架或机柜中 (第44页)

• 不使用机械升降机将 SRX3600 服务网关安装到机架或机柜中 (第46页)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安装概述

在做好安装场地准备工作后（详见 第3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场地准备核对清单”），就

可以拆开服务网关包装并进行安装了。 请务必按照以下顺序完成安装过程：

1. 阅读安全准则，详见 第12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安全警告级别的定义”。

2. 安装服务网关，详见 第44页上的“使用机械升降机将 SRX3600 服务网关安装到机架或机柜

中”。

3. 将电缆安装到外部设备，详见 第62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管理控制台或辅助设

备” 或者 第61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网络以执行带外管理”。

4. 连接接地电缆，详见 第65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

5. 连接电源电缆，详见 第68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 DC 电源” 或者 第66页上

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 AC 电源”。

6. 接通服务网关电源，详见 第69页上的“接通 SRX3600 服务网关的电源”.

7. 执行初始系统启动，详见 第72页上的“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上执行初始软件配置”。

41Copyright © 2014, Juniper Networks, Inc.



SRX3600 服务网关安全要求、警告和准则

为避免在安装和维护服务网关时发生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请遵循有关操作和靠近电气设备进行

工作的准则，以及有关操作联网设备的安全步骤。 但是，本指南没有详尽提供有关操作电气设备

的整套准则。

相关主题 第3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场地准备核对清单•

• 第12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安全警告级别的定义。

• 第131页上的通用电气安全准则和警告

安装 SRX3600 服务网关所需的工具

要安装服务网关，需要下列工具：

• 机械升降机

• 十字 (+) 螺丝刀，2 号

相关主题 第42页上的准备 SRX3600 服务网关以执行机架安装或机柜安装•

• 第42页上的安装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安装硬件

• 第44页上的使用机械升降机将 SRX3600 服务网关安装到机架或机柜中

准备 SRX3600 服务网关以执行机架安装或机柜安装

开始安装之前，验证以下信息：

• 您已对服务网关的安装场地进行妥善准备。 请参阅 第3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场地准

备核对清单” 了解需要执行的任务摘要。

• 服务网关已从装运箱中取出。 请参阅 第37页上的“拆开 SRX3600 服务网关包装”.

• 您已阅读以下部分中的安全信息： 第126页上的“机箱提升准则”.

• 请确保机架位于其固定位置并牢牢固定在建筑物上。 请确保安装场地留出足够的空隙以便于空

气流通和维护。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3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空气流通和硬件维护

的间隙要求”.

相关主题 第12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安全警告级别的定义.•

• 第42页上的安装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安装硬件

• 第44页上的使用机械升降机将 SRX3600 服务网关安装到机架或机柜中

安装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安装硬件

使用的具体安装硬件取决于要使用的机架类型。 请根据您的情况采用适当的过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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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安装安装硬件：

1. 在配件盒中找到机架安装托架。

2. 使用随附的螺丝将机架安装托架固定在机箱侧面：

• 对于两柱式机架，需要将托架安装在中心装配孔中，如第43页上的图21 所示。

警告: 在两柱式机架内安装服务网关时，您必须将安装托架连接到第43页上的图21

的中间位置。 若将服务网关安装在两柱式机架，切勿尝试将安装托架连接到机

箱正面。 这样安装可能导致托架或机架上的应力过大，从而导致机箱掉落并造

成伤害。

图21: 为两柱式机架连接安装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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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四柱式机架，需要将托架安装在机箱前边缘附近，如第43页上的图22 所示。

图22: 为机柜或四柱式机架连接安装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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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安装在四柱式机架或机柜中，需要将支撑搁架安装在后柱上，如第44页上的图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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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为四柱式机架和机柜连接支撑搁架

Rear rack up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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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第12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安全警告级别的定义.•

• 第42页上的准备 SRX3600 服务网关以执行机架安装或机柜安装

• 第44页上的使用机械升降机将 SRX3600 服务网关安装到机架或机柜中

使用机械升降机将 SRX3600 服务网关安装到机架或机柜中

1. 请确保机架位于其固定位置并牢牢固定在建筑物上。 请确保安装场地留出足够的空隙以便于

空气流通和维护。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3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场地准备核对清

单”.

2. 将服务网关装载到升降机上，确保其稳固地放置在升降机平台上（请参阅第45页上的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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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将服务网关装载到升降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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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升降机将服务网关置于机架内：

• 对于两柱式机架安装，使每个安装托架的下部孔与每个机架导轨的对应孔对齐。

• 对于四柱式机架或机柜安装，在放置服务网关时，要使机箱的底部后边缘置于之前安装的支

撑搁架上，如以下部分所述： 第42页上的“安装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安装硬件”.

4. 将装配螺丝安装到每对对齐的孔中，如第46页上的图25（两柱式机架）或第46页上的图26（四

柱式机架）所示。 使用 2 号十字螺丝刀拧紧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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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在两柱式机架中安装服务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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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在四柱式机架中安装服务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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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剩余螺丝安装到每个安装托架上。

6. 将升降机从机架移开。

7. 目测检查服务网关是否对齐。 如果服务网关正确安装在机架中，则机架一侧的所有装配螺丝

应与其对侧上的装配螺丝对齐，并且服务网关应保持水平。

相关主题 第12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安全警告级别的定义.•

• 第42页上的准备 SRX3600 服务网关以执行机架安装或机柜安装

不使用机械升降机将 SRX3600 服务网关安装到机架或机柜中

如果不能使用机械升降机安装服务网关（首选方法），则可以手动安装。 在手动安装服务网关之

前，必须先从机箱卸下各组件，并且在将服务网关安装在机架中后必须立即重新安装这些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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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需要两个人将机箱安全地抬起并放入机架或机柜中。 卸下组件后，机箱重量约为 43.6 lb

(19.8 kg)。

在将服务网关安装到机架之前，请先阅读以下部分中的安全信息： 第126页上的“机箱提升准则”.

按照以下部分中的说明将服务网关从装运箱中取出： 第37页上的“拆开 SRX3600 服务网关包

装”. 安装安装硬件，详见 第42页上的“安装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安装硬件”.

• 不使用机械升降机的情况下安装 SRX3600 服务网关所需的工具 (第47页)

• 从机箱中卸下组件以手动提起 SRX3600 服务网关 (第47页)

• 提起 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并放入机架中 (第49页)

• 将组件重新安装到 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中 (第50页)

不使用机械升降机的情况下安装 SRX3600 服务网关所需的工具

要安装服务网关，您需要以下工具和部件：

• 十字 (+) 螺丝刀，1 号和 2 号

• ESD 接地腕带

相关主题 第47页上的从机箱中卸下组件以手动提起 SRX3600 服务网关•

• 第49页上的提起 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并放入机架中

• 第50页上的将组件重新安装到 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中

从机箱中卸下组件以手动提起 SRX3600 服务网关

要尽量减轻服务网关重量以便于手动安装，首先要从机箱上卸下以下组件，如第48页上的图27

和第48页上的图28 所示：

• 电源

• SFB

• IOC

• NP-IOC

• NPC

• SPC

• 风扇盘

本节关于从机箱卸下组件的步骤仅适用于初始安装，并假设您尚未将电源电缆连接到服务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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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要从服务网关前面卸下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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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要从服务网关后面卸下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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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服务网关中卸下组件：

1. 将 ESD 接地腕带绑到裸露的手腕上，然后将腕带连接到机箱上的某个 ESD 点。 有关 ESD 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123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坏 SRX3600 服务网关”。

2. 如果尚未执行此操作，请按下 SFB 前面板上的电源按钮三至五秒钟，以便关闭服务网关的电

源。 PWR LED 闪烁时，表示服务网关正在关闭。 等待服务网关关闭，然后再继续执行下一步

骤。

3. 根据需要松开固定螺丝及拉开弹出器手柄，以卸下各组件。

4. 将每个组件平稳地滑出机箱，使其不被卡住或损坏。

5. 卸下组件时为每个组件贴上标签，以便可以将其重新安装回正确位置。

6. 立即将每个卸下的组件存放在防静电袋中。

7. 不要将卸下的组件堆放在一起。 将每个组件平放在平整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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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第47页上的不使用机械升降机的情况下安装 SRX3600 服务网关所需的工具•

• 第49页上的提起 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并放入机架中

• 第50页上的将组件重新安装到 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中

提起 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并放入机架中

需要由两个人抬起机箱并将其安装到机架中。 空机箱重约 43.6 lb (19.8 kg)。

1. 请确保机架位于其固定位置并牢牢固定在建筑物上。

2. 将机箱放在机架或机柜的前方。 如果准备了托板车，使用托板车会更方便一些。

3. 两侧各站一人，将机箱抬到机架中，放置到位：

• 对于两柱式机架安装，使每个安装托架的下部孔与每个机架导轨的对应孔对齐。

• 对于四柱式机架或机柜安装，在放置服务网关时，要使机箱的底部后边缘置于之前安装的支

撑搁架上，如以下部分所述： 第42页上的“安装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安装硬件”。

警告: 不要试图借助电源或通用外形模块 (CFM) 上的手柄抬起机箱。 手柄可能会

脱落，造成机箱跌落并导致人身伤害。

图29: 将机箱抬到机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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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螺丝将左右两侧的托架连接到机架上。

5. 目测检查机箱是否对齐。 如果机箱正确安装在机架中，则机架一侧的所有装配螺丝应与其对

侧上的装配螺丝对齐，并且机箱应保持水平。

相关主题 第47页上的不使用机械升降机的情况下安装 SRX3600 服务网关所需的工具•

• 第47页上的从机箱中卸下组件以手动提起 SRX3600 服务网关

• 第50页上的将组件重新安装到 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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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组件重新安装到 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中

1. 将每个组件平稳地滑动到机箱中，使其不被卡住或损坏。

2. 相应拧紧每个组件的锁定杆和外加螺丝。

注意: 操作服务网关前，请确保所有空插槽均覆盖有空面板。

相关主题 • 第47页上的不使用机械升降机的情况下安装 SRX3600 服务网关所需的工具

• 第47页上的从机箱中卸下组件以手动提起 SRX3600 服务网关

• 第49页上的提起 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并放入机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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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中安装其他组件

本节提供安装出厂时未预先安装的受支持卡和子系统组件的说明。 请注意，服务网关需要一个

NPC 或 NP-IOC 和一个 SPC 才能正常运行。 其他 IOC、NP-IOC、NPC、SPC 和电源均为可选。

有关服务网关所支持模块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www.juniper.net/techpubs/ 上的 SRX1400、SRX3400

和 SRX3600 服务网关模块指南。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中安装 CFM 卡 (第51页)

• 在运行中的 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集群中安装 SPC (第53页)

• 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中安装 SCM (第56页)

• 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中安装 AC 电源 (第57页)

• 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中安装 DC 电源 (第59页)

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中安装 CFM 卡

服务网关的最常用模块使用的是通用外形模块 (CFM) 格式：

• IOC

• NP-IOC

• SPC

• NPC

注意: 如果服务网关是操作机箱集群的一部分，则可以在不同时关闭两个设备的情况

下在集群设备中安装附加 SPC。 此过程称为服务中硬件升级 (ISHU)，它与其他方法

不同，可以在添加 SPC 的过程中避免网络关闭。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在运行中的

SRX3400 服务网关机箱集群中安装服务处理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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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服务网关中安装 CFM 卡：

1. 在服务网关中找到适用于 CFM 的插槽。 有关各种 CFM 类型的插槽适用性的信息，请参阅 第

1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中的硬件组件位置”。 有关特定 CFM 插槽适用性的信息，

请参阅 http://www.juniper.net/techpubs/ 上的 SRX1400、SRX3400 和 SRX3600 服务网关模

块指南。

注意: 为了使服务网关符合 NEBS 和 ETSI 标准，一定不能在机箱前部的 CFM 插

槽（CFM 插槽 1 到 6）中并排安装任意两个 SPC。 您可在机箱后部的 CFM 插槽

（CFM 插槽 7 到 12）中并排安装 SPC。 请参阅 第13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的 NEBS 和 ETSI 合规性” 获取详细信息。

2. 将 ESD 接地腕带绑到裸露的手腕上，然后将腕带连接到机箱上的某个 ESD 点。 有关 ESD 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123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坏 SRX3600 服务网关”。

3. 如果您仅安装冷交换 CFM，请关闭服务网关的电源。 请参阅 第9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上的可更换部件” ，获取可热插拔和仅冷交换组件的列表。

要关闭服务网关的电源，请按下交换矩阵板 (SFB) 前面板上的电源按钮三至五秒钟。

PWR LED 闪烁时，表示服务网关正在关闭。 请等待服务网关关闭，然后继续下一步。

4. 将 CFM 放在抗静电垫上或将其从防静电袋中取出。

5. 如果插槽上有空面板盖住，请拧松空面板每端的螺丝，并从服务网关中卸下空面板。

注意: 如果插槽上未安装卡，则必须安装空面板以保护空插槽，并可让冷却空气在

服务网关内正确循环。

6. 调整 CFM 的方向，使面板面向您。 将 CFM 一直滑入插件架直到感觉到阻力

（第52页上的图30）。

7. 拧紧卡每一侧的螺丝（第52页上的图30）。

图30: 安装 CFM（所示为 SPC，其他 CFM 与其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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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果您此时安装其他 CFM，请重复步骤 4 至 7，然后继续执行以下步骤以连接相应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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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将相应的电缆插入每个 CFM 上的电缆连接器端口（适用时）。 固定电缆，避免其承受自身的

重量。 将多余电缆整齐地盘绕成圆环状。 用束带将电缆圈缠上以帮助保持其形状。

10.如果您在不关闭服务网关电源的情况下插入热插拔 CFM（例如 NP-IOC），请使每个新的 CFM

联机，然后按下其 ONLINE 按钮五秒或更长时间以接通其电源。

注意: 您可能会发现，使用笔、螺丝刀或其他工具最容易按下该按钮。

11.如果您在安装 CFM 时关闭了服务网关电源，请接通网络网关电源，如以下部分所述： 第69页

上的“接通 SRX3600 服务网关的电源”。

12.检查每个 CFM 上的 OK/FAIL LED。 CFM 面板上的 OK/FAIL LED 应闪烁绿色，随后稳定亮起。

如果是红色，请卸下并重新安装 CFM。 如果 OK/FAIL LED 一直是红色，则表示 CFM 未正常运

行。 请与您的客户支持代表联系。

警告: 绝不要使用 CFM 卡前面板上的手柄提起服务网关。 手柄可能会脱落，造成机

箱跌落并导致人员被砸伤。

相关主题 第123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坏 SRX3600 服务网关•

• 第13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 NEBS 和 ETSI 合规性

• 第53页上的在运行中的 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集群中安装 SPC

• 第1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中的硬件组件位置

在运行中的 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集群中安装 SPC

如果您的 SRX3600 服务网关为机箱集群的一部分，则可在集群中的服务网关上额外安装 SPC，不

会导致您的网络停机。 此过程有时称为服务中硬件升级 (ISHU)。

要执行此类安装，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如果机箱集群以主动-主动模式运行，则必须将其转换为主动-被动模式才能执行本过程。 通过

将所有冗余组的一个节点变为主项，即可将集群转换为主动-被动模式。

• 集群中的两个服务网关必须运行 Junos OS 版本 11.4R2S1、12.1R2 或更高版本。

• 您必须在集群的两个服务网关上安装相同类型的 SPC。

• 您必须在各机箱相同的插槽中安装 SPC。

• 安装 SPC 时，SPC 在机箱中安装的插槽不得为最低编号的插槽。 例如，如果机箱已经有两个

SPC，其中插槽 2 和 3 各一个 SPC，则不能使用本过程在插槽 0 或 1 中额外安装 SPC。

注意: 在此安装过程中，您必须将两台设备都关闭，每次一台。 在一台设备关闭期

间，剩余设备在无备份设备的情况下运行。 如果剩余设备因故出现故障，则会导致网

络停机，直到您至少重新启动一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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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服务网关仅安装了一个 SPC，则必须确保未安装启用大型中心点模式的

full-cp-key 许可。 如果从单个 SPC 升级到多个 SPC 时安装了许可，则最低编号插

槽中的 SPC 模式会从组合模式变为大型中心点模式。 改变之后，集群中两台设备之

间的执行对象 (RTO) 会出现同步错误，因此当设备丢弃现有 RTO 并重建 RTO 表时，

网络停机。

如果您确实

要在 SRX3600 服务网关集群中安装 SPC 且不引起停机：

1. 使用路由引擎上的控制台端口与集群中的一台设备建立命令行界面 (CLI) 会话。

2. 使用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命令确定目前集群中的主服务网关和辅助服务网关。

在以下示例中，所有冗余组在节点 0 上为主项，在节点 1 上为辅助项：

admin@cluster>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Cluster ID: 1

Node Priority Status Preempt Manual failover

Redundancy group: 0 , Failover count: 5

node0 1 primary no no

node1 100 secondary no no

Redundancy group: 1 , Failover count: 1

node0 200 primary no no

node1 100 secondary no no

Redundancy group: 2 , Failover count: 1

node0 200 primary no no

node1 100 secondary no no

Redundancy group: 3 , Failover count: 1

node0 100 primary no no

node1 200 secondary no no

Redundancy group: 4 , Failover count: 1

node0 200 primary no no

node1 100 secondary no no

3. 如果您在步骤 2 中与之建立 CLI 会话的设备在集群中并非辅助节点，则使用辅助节点设备的

控制台端口建立 CLI 会话。

4. 如果服务网关仅安装有一个 SPC，则在辅助服务网关的 CLI 会话中使用 show system license

命令确保设备未安装 full-cp-key 许可：

admin@node1_device> show system license

License usage:

Licenses Licenses Licenses Expiry

Feature name used installed needed

full-cp-key 0 1 0 permanent

logical-system 1 1 0 permanent

Licenses installed:

License identifier: JUNOS27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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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 version: 2

Valid for device: AB3210AA0016

Features:

full-cp-key - Expanded CP performance and capacity

permanent

5. 如果服务网关仅安装有一个 SPC 且同时安装了 full-cp-key 许可，则记录上一步命令输出中

的 full-cp-key 许可的标识符。 然后使用以下命令删除许可：

admin@node1_device> request system license delete identifier

6. 在辅助服务网关的 CLI 会话中，使用 request system power off 命令关闭服务网关。

7. 等待辅助服务网关完全关闭。

8. 在断电的服务网关中安装新 SPC 或多个 SPC，过程详见 第51页上的“在 SRX3600 服务网关

中安装 CFM 卡”。

9. 接通辅助服务网关的电源，然后等待其完成启动。

10.重新与辅助节点设备建立 CLI 会话。

11.使用 show chassis fpc pic-status 命令确保辅助节点机箱中的所有卡恢复联机。

在上述示例中，第二列显示所有卡已联机。 此示例为 SRX3400 服务网关示例，其他设备的输

出与此类似。

admin@node1_device> show chassis fpc pic-status

node0:

--------------------------------------------------------------------------

Slot 0 Online SRX3k SFB 12GE

PIC 0 Online 8x 1GE-TX 4x 1GE-SFP

Slot 1 Online SRX3k SPC

PIC 0 Online SPU Cp-Flow

Slot 2 Online SRX3k SPC

PIC 0 Online SPU Flow

Slot 3 Online SRX3k 2x10GE XFP

PIC 0 Online 2x 10GE-XFP

Slot 5 Online SRX3k SPC

PIC 0 Online SPU Flow

Slot 6 Online SRX3k NPC

PIC 0 Online NPC PIC

node1:

--------------------------------------------------------------------------

Slot 0 Online SRX3k SFB 12GE

PIC 0 Online 8x 1GE-TX 4x 1GE-SFP

Slot 1 Online SRX3k SPC

PIC 0 Online SPU Cp-Flow

Slot 2 Online SRX3k SPC

PIC 0 Online SPU Flow

Slot 3 Online SRX3k 2x10GE XFP

PIC 0 Online 2x 10GE-XFP

Slot 5 Online SRX3k SPC

PIC 0 Online SPU Flow

Slot 6 Online SRX3k NPC

PIC 0 Online NPC PIC

{secondary:nod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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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使用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命令确保所有冗余组的优先级大于零。

13.使用主节点设备上的控制台端口建立 CLI 会话。

14.在主节点设备的 CLI 会话中，使用 request chassis cluster failover 命令故障切换 ID

号大于零的各冗余组。

例如：

admin@node0_device> request chassis cluster failover redundancy-group 1 node 1

admin@node0_device> request chassis cluster failover redundancy-group 2 node 1

admin@node01_device> request chassis cluster failover redundancy-group 3 node 1

admin@node0_device> request chassis cluster failover redundancy-group 4 node 1

15.如果服务网关仅安装有一个 SPC 且同时安装了 full-cp-key 许可，则根据步骤 5 所述删除

full-cp-key 许可。

16.在主节点设备的 CLI 会话中，使用 request system power off 命令关闭服务网关。 此操作

会导致冗余组 0 故障切换到其他服务网关，使其在集群中成为主动节点。

17.在断电的服务网关中安装新 SPC 或多个 SPC，过程详见 第51页上的“在 SRX3600 服务网关

中安装 CFM 卡”。

18.接通服务网关的电源，然后等待其完成启动。

19.在各节点上使用 show chassis fpc pic-status 命令确认所有卡已联机且两个服务网关正确

运行。

20.使用 show chassis cluster status 命令确保所有冗余组的优先级大于零。

相关主题 第51页上的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中安装 CFM 卡•

• 第51页上的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中安装 CFM 卡

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中安装 SCM

您可在服务网关后面板的 RE1 插槽中安装 SRX 集群模块 (SCM)。 要安装 SCM：

1. 将 ESD 接地腕带绑到裸露的手腕上，然后将腕带连接到机箱上的某个 ESD 点。 有关 ESD 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123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坏 SRX3600 服务网关”.

2. 如果尚未执行此操作，请按下 SFB 前面板上的电源按钮三至五秒钟，以便关闭服务网关的电

源。

PWR LED 闪烁时，表示服务网关正在关闭。 请等待服务网关关闭，然后继续下一步。

3. 松开 RE1 插槽上空面板各端的外加螺丝并卸下面板。

4. 将 SCM 放置在抗静电垫上，或者从防静电袋中取出并放在袋上。

5. 向外按下 SCM 面板上的两个弹出器手柄，以便将其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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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调整 SCM 的方向，使面板面向您。 将 SCM 一直滑入插件架直到感觉到阻力。 请参

阅第57页上的图31。

图31: 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中安装 S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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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向内按下两个弹出器手柄，使 SCM 就位。

8. 拧紧 SCM 面板每一侧的螺丝。

相关主题 第2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SRX 集群模块•

• 第104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SCM

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中安装 AC 电源

注意: 为了使服务网关符合 NEBS 和 ETSI 标准，所有四个 AC 电源均必须为修订版

09 或更高版本。 请参阅 第13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 NEBS 和 ETSI 合规性”

获取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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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SRX3400 和 SRX3600 服务网关使用相同的 AC 电源。 但是，此电源不能与

SRX1400 服务网关中使用的电源互换。 SRX1400 服务网关电源可放入 SRX3600 服务

网关，但将无法正常工作。 通过安装在冷气入口上方的塑料空气过滤器组件

（如第58页上的图32 中所示），可以识别 SRX1400 服务网关电源。

图32: 识别电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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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filter

SRX3400 and SRX3600 DC Power Supply

SRX3400 and SRX3600 AC Power Supply

SRX1400 DC Power Supply

SRX1400 AC Power Supply

要安装 AC 电源：

1. 将 ESD 接地腕带绑到裸露的手腕上，然后将腕带连接到机箱上的某个 ESD 点。 有关 ESD 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123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坏 SRX3600 服务网关”。

2. 定位电源时使锁定杆位于右侧，如第58页上的图33 中所示。

图33: 安装 AC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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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双手将电源径直滑入机箱，直到电源完全固定到机箱插槽中。 电源面板应该与相邻的任何

电源面板或电源插槽中安装的空面板保持齐平。

请参阅 第66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 AC 电源” ，以了解关于将电源连接到 AC 电

源的信息。

相关主题 第51页上的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中安装 CFM 卡•

• 第59页上的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中安装 DC 电源

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中安装 DC 电源

注意: 为了使服务网关符合 NEBS 和 ETSI 标准，所有四个 DC 电源都必须为增强型

DC 电源。 请参阅 第13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 NEBS 和 ETSI 合规性” 获取

详细信息。

注意: SRX3400 和 SRX3600 服务网关使用相同的 DC 电源。 但是，此电源不能与

SRX1400 服务网关中使用的电源互换。 SRX1400 服务网关电源可放入 SRX3600 服务

网关，但将无法正常工作。 通过安装在冷气入口上方的塑料空气过滤器组件

（如第59页上的图34 中所示），可以识别 SRX1400 服务网关电源。

图34: 识别电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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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X3400 and SRX3600 DC Power Supply

SRX3400 and SRX3600 AC Power Supply

SRX1400 DC Power Supply

SRX1400 AC Power Supply

要安装 DC 电源：

1. 确保整个 DC 电源电缆导线的电压为 0 V，并确保安装期间电缆线不会通电。

2. 将 ESD 接地腕带绑到裸露的手腕上，然后将腕带连接到机箱上的某个 ESD 点。 有关 ESD 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123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坏 SRX3600 服务网关”.

3. 定位电源时使锁定杆位于右侧，如第60页上的图35 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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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安装 DC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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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双手将电源径直滑入机箱，直到电源完全固定到机箱插槽中。 电源面板应与所有相邻的电

源面板齐平。

请参阅 第68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 DC 电源” ，以了解关于将电源连接到 DC 电

源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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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连接 SRX3600 服务网关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连接 SRX3600 服务网关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第61页)

• 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管理设备 (第61页)

连接 SRX3600 服务网关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要将服务网关连接到管理设备并接通服务网关的电源，需要使用以下工具和部件：

• 十字 (+) 螺丝刀，1 号和 2 号

• 2.5 mm平头 (–) 螺丝刀

• 钢丝钳

• 手钳

• 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

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管理设备

服务网关安装到机架后，请将一个或多个外部设备连接到 SFB 上与已安装路由引擎相连的端口，

以用于管理和服务操作。

要将外部设备连接到 SFB 管理端口，请执行以下主题中介绍的步骤：

• 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网络以执行带外管理 (第61页)

• 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管理控制台或辅助设备 (第62页)

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网络以执行带外管理

要将路由引擎连接到网络以执行带外管理：

1. 将带 RJ-45 连接器的网线的一端（第61页上的图36 显示了连接器）插入 SFB 前面的 RE

ETHERNET 0 端口。

图36: SFB 网线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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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服务网关一起提供一根网线。

2. 将电缆的另一端插入网络设备中。

相关主题 第61页上的连接 SRX3600 服务网关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 第62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管理控制台或辅助设备

• 第65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

• 第15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控制台端口电缆和电线规格

• 第1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交换矩阵板

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管理控制台或辅助设备

要使用系统控制台来配置和管理路由引擎，请使用 RJ-45 电缆将其连接到 SFB 上的 RE0 CONSOLE

端口。

要连接管理控制台或辅助设备：

1. 将电缆的 RJ-45 端（第62页上的图38 显示连接器）插入 SFB 上的 RE CONSOLE 0 端口。

2. 将 DB-9 母端插入设备的串行端口中。

图37: 连接到控制台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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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控制台和辅助电缆连接器

相关主题 • 第61页上的连接 SRX3600 服务网关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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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1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网络以执行带外管理

• 第65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

• 第15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控制台端口电缆和电线规格

• 第1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交换矩阵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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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将 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并为其供电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将 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以及为其供电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第65页)

• 将 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 (第65页)

• 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 AC 电源 (第66页)

• 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 DC 电源 (第68页)

• 接通 SRX3600 服务网关的电源 (第69页)

• 关闭 SRX3600 服务网关的电源 (第70页)

将 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以及为其供电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要将服务网关接地并为其供电，需要使用以下工具和部件：

• 十字 (+) 螺丝刀，1 号和 2 号

• 2.5 mm平头 (–) 螺丝刀

• 钢丝钳

• 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

将 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

将接地电缆连接到地面，然后再使用两颗 M5 螺丝将电缆连接到机箱接地点，这样可将服务网关

接地。 您必须提供接地电缆（电缆接线片随服务网关一起提供）。 有关接地电缆的规格，请参

阅 第13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接地点”。

1. 请确保专业电工已将随服务网关一起提供的电缆接线片连接到接地电缆。

2. 将 ESD 接地腕带绑到裸露的手腕上，并将此腕带与机房现场的 ESD 接地点相连。 请参阅有

关场地的说明。

3. 请确保在进行接地连接前所有的接地表面都是干净的，并且进行了抛光处理。

4. 将接地电缆适当接地。

5. 将 ESD 接地带从场地 ESD 接地点拆分出来。

6. 将 ESD 接地腕带绑到裸露的手腕上，然后将腕带连接到机箱上的某个 ESD 点。 有关 ESD 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123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坏 SRX3600 服务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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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将接地电缆接线片放在接地点上—电源插槽左侧一对 M5 孔。 请参阅第66页上的图39。

图39: 连接接地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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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将接地电缆接线片固定在机箱上，先装上垫圈，然后再拧上螺丝。

9. 使接地电缆排列整齐，确保它没有触到或阻碍到服务网关组件的通道，并且未凌乱置于地面，

以防有人绊倒。

相关主题 第65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以及为其供电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 第66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 AC 电源

• 第68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 DC 电源

• 第69页上的接通 SRX3600 服务网关的电源

• 第70页上的关闭 SRX3600 服务网关的电源

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 AC 电源

小心: 在同一个服务网关内不要将 AC 电源和 DC 电源混用。 这样做可能会损坏服务

网关。

将电源线从 AC 电源连接到位于电源上的 AC 设备插座，可将 AC 电源连接到服务网关。

要将 AC 电源线连接到每个电源对应的服务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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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找到用于将服务网关连接到 AC 电源的电源线。 服务网关未随附 AC 电源线。 您必须使用以

下位置显示的型号单独订购它们： 第147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AC 电源线规格”。

2. 将电源线的设备耦合器端插入电源的设备插座中，如第67页上的图40 所示。

图40: 连接到 AC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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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电源上的卡紧环卡紧电源线，以免电源线意外脱落。

4. 将电源线插头插入外部 AC 电源插座。

注意: 每个电源都必须连接到专用的 AC 供电系统和专用的外部断路器。 建议您

最低使用 15 A (250 VAC)，或使用当地规定允许的值。

5. 将电源线摆放整齐。 确定电源线未阻碍排气口和服务网关组件的通路，或者未凌乱置于地面，

以防有人绊倒。

6. 为其余电源重复步骤 1 至 5。

注意: 如果服务网关断电，将保留 Power-On/Power-Off 状态。 例如，如果服务网关

在打开时断电，则当电源恢复后，服务网关将仍然是 On 状态。

相关主题 第65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以及为其供电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 第65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

• 第68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 DC 电源

• 第69页上的接通 SRX3600 服务网关的电源

• 第70页上的关闭 SRX3600 服务网关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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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 DC 电源

小心: 在同一个服务网关内不要将 AC 电源和 DC 电源混用。 这样做可能会损坏服务

网关。

警告: 开始执行以下步骤前，请确保电源已从 DC 电路中断开。 为确保所有电源均已

关闭，请找到面板上用于 DC 电路的断路器，将断路器切换到 OFF 位置，然后将断路

器的开关手柄绑在 OFF 位置。

将电源电缆从外部 DC 电源连接到电源面板的接线柱上，可将 DC 电源连接到服务网关。 您必须

提供电源电缆（电缆接线片随服务网关一起提供）。

要将 DC 电源电缆连接到每个电源的服务网关：

1. 切断专用设备的断路器。 确保整个 DC 电源电缆导线的电压为 0 V，并确保安装期间电缆线

不会通电。

2. 卸下对面板上接线柱加以保护的透明塑料封套。

3. 在连接到电源之前检查 DC 电源电缆是否已正确标记。 在一个典型的配电方案中，如果其返

回端连接到电池处的机箱接地，您可通过使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的欧姆值来验证连接到机箱接地

的 DC 电缆是 –48V 还是 RTN。 如果到机箱接地的电缆具有非常大的电阻（表示电路为开

路），则为 -48V；如果到机箱接地的电缆具有非常低的电阻（表示电路闭合），则为 RTN。

小心: 必须确保电源连接保持正确的极性。 电源电缆可能标记为 (+) 和 (–) 来

指示它们的极性。 DC 电源电缆没有标准的彩色编码。 现场外部 DC 电源使用的

彩色编码决定了电源电缆（连接到每个电源的接线柱上）中的导线的彩色编码。

4. 从端子上卸下螺丝和方形垫圈。 使用 2 号十字螺丝刀。

5. 将每个电缆接线片固定到端子上，先装上方形垫圈，然后再拧上螺丝。 对每个螺母施加

23 lb-in. (2.6 Nm) 和 25 lb-in. (2.8 Nm) 之间的扭矩。

• 将每个正极 (+) DC 电源电缆接线片固定到 RTN（返回）端子。

• 将每个负极 (–) DC 电源电缆接线片固定到 -48V（输入）端。

6. 更换面板接线柱上的透明塑料封套。

7. 确保电源电缆已正确连接，并且电缆没有接触或阻碍到服务网关组件的通道，也未凌乱置于地

面，以防有人绊倒。

8. 如果要安装多个电源，请对其他电源重复步骤 1 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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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连接到 DC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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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服务网关断电，将保留 Power-On/Power-Off 状态。 例如，如果服务网关

在打开时断电，则当电源恢复后，服务网关将仍然是 On 状态。

相关主题 第65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以及为其供电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 第65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

• 第66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 AC 电源

• 第69页上的接通 SRX3600 服务网关的电源

• 第70页上的关闭 SRX3600 服务网关的电源

接通 SRX3600 服务网关的电源

要接通服务网关的电源，请按住 SFB 前面的 Power 按钮三到五秒。

注意: 如果服务网关断电，将保留 Power-On/Power-Off 状态。 例如，如果服务网关

在打开时断电，则当电源恢复后，服务网关将仍然是 On 状态。

相关主题 第65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以及为其供电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 第65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

• 第66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 AC 电源

• 第68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 DC 电源

• 第70页上的关闭 SRX3600 服务网关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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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 SRX3600 服务网关的电源

您可以通过以下任一方式切断服务网关电源：

• 平滑关机 — 按下并即刻释放 SFB 前面的 POWER 按钮（3 到 5 秒）可启动平滑关机。 设备

将开始平滑关闭操作系统，然后自我断电。

• 强制关机 — 按住 POWER 按钮 15 秒可立即关闭设备。

您需要再次按下 POWER 按钮来接通设备电源。

小心: 尽可能使用平滑关机方法关闭或重新启动服务网关。 如果服务网关操作系统

不响应平滑关机方法，可使用强制关机方法作为“最后手段”来恢复服务网关。

默认情况下，只要设备仍有响应并正常工作，即使按住 POWER 按钮 15 秒，设备仍

会进行平滑关机。 只有在设备故障或不响应操作系统的情况下，设备才会求助于强

制关机。

• 要从设备上完全卸下电源，请拔下 AC 电源线（AC 供电设备）或关闭 DC 电源（DC 供电设

备）。 关闭设备电源后，等待至少 10 秒，然后重新接通设备电源。 设备通电后，等待至少

10 秒，然后将其关闭。

小心: 强制关机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和文件系统损坏。

注意: 如果服务网关断电，将保留 Power-On/Power-Off 状态。 例如，如果服务网关

在打开时断电，则当电源恢复后，服务网关将仍然是 On 状态。

相关主题 • 第65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以及为其供电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 第65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

• 第66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 AC 电源

• 第68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 DC 电源

• 第69页上的接通 SRX3600 服务网关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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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上执行初始软件配置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SRX3600 服务网关软件配置概述 (第71页)

• 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上执行初始软件配置 (第72页)

SRX3600 服务网关软件配置概述

服务网关预安装 Junos 操作系统 (Junos OS)，并且可在服务网关通电时配置。 软件有三个副

本：一个是在路由引擎的 CompactFlash 卡上（如果已安装），一个是在路由引擎的硬盘上，还

有一个是在 USB 闪存驱动器上，它可以插入路由引擎面板的插槽中。

当服务网关启动时，会首先尝试启动 USB 闪存驱动器上的映像。 如果 USB 闪存驱动器没有插入

路由引擎或由于其他原因尝试失败，则服务网关接下来尝试 CompactFlash 卡（如果已安装），

最后尝试硬盘。

您可通过输入 Junos OS 命令行界面 (CLI) 命令来配置服务网关，可在连接到 SFB RE CONSOLE

0 端口上的控制台设备上输入，也可通过连接到 SFB RE ETHERNET 0 端口的网络 Telnet 连接。

配置服务网关前收集以下信息：

• 服务网关将在网络上使用的名称

• 服务网关将使用的域名

• 用于以太网接口的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信息

• 默认路由器的 IP 地址

•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 root 用户的密码

相关主题 第72页上的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上执行初始软件配置•

• 第1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交换矩阵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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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上执行初始软件配置

此过程是将服务网关连接到网络，但不会启用它转发信息流。 有关使服务网关可转发信息流的完

整信息（包括示例），请参阅相应的 Junos OS 配置指南。

要配置软件：

1. 验证服务网关的电源是否接通。

2.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 此时无密码。

3. 启动 CLI。

root#cli

root#

4. 进入配置模式。

configure

[edit]

root@#

5. 通过输入明文形式密码、加密密码或 SSH 公开密钥字符串（DSA 或 RSA）来设置根认证密码。

[edit]

root@# set system root-authentication plain-text-password

New password: password

Retype new password: password

6. 在服务网关上配置管理员帐户。 出现提示时，输入管理员帐户的密码。

[edit]

root@# set system login user admin class super-user authentication plain-text-password

New password: password

Retype new password: password

7. 提交配置以便在服务网关上将其激活。

[edit]

root@# commit

8. 以在步骤 6 中配置的管理用户身份登录。

9. 配置服务网关的名称。 如果名称中包含空格，要用引号 (“ ”) 将名称括起来。

configure

[edit]

admin@# set system host-name host-name

10.配置服务网关以太网接口的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edit]

admin@# set interfaces fxp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address/prefix-length

11.配置信息流接口。

[edit]

admin@# set interfaces ge-0/0/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address/prefix-length

admin@# set interfaces ge-0/0/1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address/prefix-length

12.配置默认路由。

[edit]

admin@#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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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配置基本安全区并将它们绑定到信息流接口。

[edit]

admin@#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ge-0/0/0

admin@#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0/0/1

14.配置基本安全策略。

[edit]

admin@#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olicy-name match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admin@# set security policies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policy policy-name then permit

15.检查配置的有效性。

[edit]

admin@# commit check

configuration check succeeds

16.提交配置以便在服务网关上将其激活。

[edit]

admin@# commit

commit complete

17.也可以显示配置以检验其正确性。

admin@# show

## Last changed: 2008-05-07 22:43:25 UTC

version "9.2I0 [builder]";

system {

autoinstallation;

host-name henbert;

root-authentication {

encrypted-password "$1$oTVn2KY3$uQe4xzQCxpR2j7sKuV.Pa0"; ## SECRET-DATA

}

login {

user admin {

uid 928;

class super-user;

authentication {

encrypted-password "$1$cdOPmACd$QvreBsJkNR1EF0uurTBkE."; ## SECRET-DATA

}

}

}

services {

ssh;

web-management {

http {

interface ge-0/0/0.0;

}

}

}

syslog {

user * {

any emergency;

}

file messages {

any any;

authorization info;

}

file interactive-commands {

interactive-commands any;

}

}

licen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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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update {

url https://ae1.juniper.net/junos/key_retrieval;

}

}

}

interfaces {

ge-0/0/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92.1.1.1/24;

}

}

}

ge-0/0/1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5.1.1.1/24;

}

}

}

fxp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92.168.10.2/24;

}

}

}

}

routing-options {

static {

route 0.0.0.0/0 next-hop 5.1.1.2;

}

}

security {

zones {

security-zone trust {

interfaces {

ge-0/0/0.0;

}

}

security-zone untrust {

interfaces {

ge-0/0/1.0;

}

}

}

policies {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bob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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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提交配置以便在服务网关上将其激活。

[edit]

admin@# commit

19.（可选）添加必要的配置语句来配置更多属性。 然后提交更改以便在服务网关上将其激活。

[edit]

admin@# commit

20.完成对服务网关的配置后，退出配置模式。

[edit]

admin@# exit

admin@#

相关主题 • 第7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软件配置概述

• 第1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交换矩阵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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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SRX3600 服务网关硬件维护、更换和故障排
除步骤

• 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硬件组件 (第79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故障排除 (第85页)

•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硬件组件 (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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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硬件组件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硬件组件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第79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的日常维护过程 (第79页)

• 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空气过滤器 (第80页)

• 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风扇盘 (第80页)

• 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路由引擎 (第81页)

• 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电源 (第82页)

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硬件组件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要维护硬件组件，需要以下工具和部件：

• ESD 接地腕带

• 平头 (–) 螺丝刀

• 十字 (+) 螺丝刀，1 号

• 十字 (+) 螺丝刀，2 号

SRX3600 服务网关的日常维护过程

为获得最佳的服务网关性能，定期执行以下预防性维护程序：

• 检查安装场地是否潮湿、电线或电缆是否松脱以及灰尘是否太多。 确保服务网关周围气流畅通

无阻，直接进入进气口。

• 检查空气过滤器，根据需要清理或更换，以获得最佳的冷却系统性能。 空气过滤器未就绪时，

运行服务网关不要超过几分钟。

相关主题 第79页上的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硬件组件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 第80页上的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空气过滤器

• 第80页上的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风扇盘

• 第81页上的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路由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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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2页上的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电源

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空气过滤器

脏的空气过滤器会限制设备中的气流，减少机箱通风。 过滤器的过滤效果会随时间而降低。 定

期更换正在使用的过滤器以及备件。 我们建议每隔六个月更换一次过滤器。

小心: 运行服务网关时，始终将空气过滤器安装到位。 因为风扇风力非常大，它们会

通过未过滤的进气口将少量电线或其他材料拉进服务网关中。 这会损坏服务网关组

件。

使用在一年内生产的备用过滤器。 检查印刷在过滤器上的生产日期。 将备用空气过滤器存储在

黑暗、凉爽干燥的地方。 如果在较高温度下存储空气过滤器，或者将其暴露在紫外线 (UV) 辐

射、碳氢化合物辐射或溶液蒸汽下，则会降低它们的使用寿命

相关主题 第98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空气过滤器•

• 第79页上的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硬件组件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 第7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日常维护过程

• 第80页上的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风扇盘

• 第81页上的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路由引擎

• 第82页上的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电源

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风扇盘

风扇盘包含多个风扇，它们协同工作以冷却服务网关组件。 如果一个风扇出现故障，路由引擎会

调整剩余风扇的速度，以维护正常冷却。 风扇出现故障时触发红色报警，卸下风扇盘时触发黄色

报警和红色报警。

要显示冷却系统的状态，请输入 show chassis environment 命令。 输出类似以下内容：

user@host> show chassis environment

Class Item Status Measurement

Temp PEM 0 OK

PEM 1 OK

Routing Engine 0 OK

Routing Engine 1 Absent

CB 0 Intake OK 36 degrees C / 96 degrees F

CB 0 Exhaust A OK 43 degrees C / 109 degrees F

CB 0 Mezz OK 45 degrees C / 113 degrees F

CB 1 Intake Absent

CB 1 Exhaust A Absent

CB 1 Mezz Absent

FPC 0 Intake OK 35 degrees C / 95 degrees F

FPC 0 Exhaust A OK 35 degrees C / 95 degrees F

FPC 0 Exhaust B OK 36 degrees C / 96 degrees F

FPC 0 SF OK 50 degrees C / 122 degrees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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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C 1 Intake OK 34 degrees C / 93 degrees F

FPC 1 Exhaust A OK 41 degrees C / 105 degrees F

FPC 1 XLR OK 53 degrees C / 127 degrees F

FPC 2 Intake OK 34 degrees C / 93 degrees F

FPC 2 Exhaust A OK 44 degrees C / 111 degrees F

FPC 4 Intake OK 40 degrees C / 104 degrees F

FPC 4 Exhaust A OK 45 degrees C / 113 degrees F

FPC 6 Intake OK 38 degrees C / 100 degrees F

FPC 6 Exhaust A OK 44 degrees C / 111 degrees F

Fans Fan 1 OK Spinning at intermediate-speed

Fan 2 OK Spinning at intermediate-speed

Fan 3 OK Spinning at intermediate-speed

Fan 4 OK Spinning at intermediate-speed

相关主题 第79页上的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硬件组件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 第7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日常维护过程

• 第80页上的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空气过滤器

• 第81页上的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路由引擎

• 第82页上的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电源

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路由引擎

主机子系统包含直接安装到背板的路由引擎。 要维护主机子系统组件，请按照以下准则操作：

• 检查 SFB 面板上的 LED。

• 检查路由引擎面板上的 LED。

• 要检查路由引擎的状态，请输入 show chassis routing-engine 命令。 输出类似以下内容：

user@host> show chassis routing-engine

Routing Engine status:

Slot 0:

Current state Master

Election priority Master (default)

DRAM 1023 MB

Memory utilization 34 percent

CPU utilization:

User 0 percent

Background 0 percent

Kernel 3 percent

Interrupt 0 percent

Idle 96 percent

Model RE-PPC-1200-A

Start time 2010-04-05 14:01:33 PDT

Uptime 47 minutes, 48 seconds

Last reboot reason Router rebooted after a normal shutdown.

Load averages: 1 minute 5 minute 15 minute

0.04 0.04 0.05

• 要检查 SFB 的状态，请输入 show chassis environment cb 命令。 输出类似以下内容：

user@host> show chassis environment cb

CB 0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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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Online Master

Temperature 37 degrees C / 98 degrees F

Power 1

1.0 V 982 mV

1.1 V 1057 mV

1.2 V 1169 mV

1.25 V 1214 mV

1.5 V 1450 mV

1.8 V 1753 mV

2.5 V 2449 mV

3.3 V 3248 mV

3.3 V bias 3296 mV

5.0 V 4975 mV

12.0 V 11640 mV

Bus Revision 108

FPGA Revision 0

有关使用 CLI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Junos OS 手册。

相关主题 第79页上的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硬件组件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 第1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交换矩阵板

• 第2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路由引擎

• 第7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日常维护过程

• 第80页上的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空气过滤器

• 第80页上的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风扇盘

• 第82页上的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电源

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电源

要维护电源，请按照以下准则操作：

• 要检查电源的状态，请输入 show chassis environment pem 命令。 输出类似以下内容：

user@host> show chassis environment pem

PEM 0 status:

State Online

PEM 1 status:

State Online

• 确保安排好电源和接地电缆，使它们不会妨碍接近其他服务网关组件。

• 定期检查电源面板和控制面板上的 LED。 如果这些输出状态 LED 为绿色，则电源正常工作。

• 定期检查场地，确保连接到服务网关的接地和电源电缆固定到位，且服务网关附近没有湿气积

聚。

相关主题 • 第79页上的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硬件组件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 第65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

• 第7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日常维护过程

• 第80页上的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空气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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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0页上的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风扇盘

• 第81页上的维护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路由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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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SRX3600 服务网关故障排除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硬件组件故障排除 (第85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冷却系统故障排除 (第87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IOC 和 NP-IOC 故障排除 (第88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NPC 故障排除 (第89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SPC 故障排除 (第90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电源系统故障排除 (第90页)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硬件组件故障排除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使用 CLI 进行 SRX3600 服务网关故障排除 (第85页)

• 使用 LED 进行 SRX3600 服务网关故障排除 (第86页)

• 使用机箱和接口告警消息进行 SRX3600 服务网关故障排除 (第86页)

• 技术援助中心 (第87页)

使用 CLI 进行 SRX3600 服务网关故障排除

Junos OS 软件命令行界面 (CLI) 是对服务网关硬件、Junos OS、路由协议和网络连接进行控制

和故障排除的主要工具。 CLI 命令显示来自路由表的信息、特定于路由协议的信息和有关源自以

下项的网络连接信息： traceroute 及 traceroute 实用程序。

CLI 命令在一个或多个外部管理设备上输入。 这些设备通过 SFB 上的 RE CONSOLE 0 端口连接到

服务网关。

您可以使用 CLI 显示有关接口和硬件组件生成的报警的详细信息。

有关使用 CLI 排除 Junos OS 故障的信息，请参阅相应的 Junos OS 配置指南。

相关主题 第1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交换矩阵板•

• 第86页上的使用 LED 进行 SRX3600 服务网关故障排除

• 第86页上的使用机箱和接口告警消息进行 SRX3600 服务网关故障排除

85Copyright © 2014, Juniper Networks, Inc.



使用 LED 进行 SRX3600 服务网关故障排除

服务网关上的 LED 显示各种组件的状态：

• 通用外形模块 (CFM) LED — 每个 IOC、NP-IOC、SPC 和 NPC 的面板上标记为 OK/FAIL 的一

个 LED 指示 CFM 的状态。

• SFB LED — SFB 面板上标记为 ALARM（2 个 LED）、SFB、HA、CFM SERVICE、CFM OK/FAIL、RE0、

RE1、PWR 和 FAN 的十个 LED 指示 SFB 的状态。 如果没有 LED 亮起，则路由引擎可能仍在启

动或 SFB 未通电。

• 路由引擎 LED — 路由引擎面板上的五个 LED（标记为 MASTER、HDD、表示路由引擎功能的

STATUS、用于 PFE 控制器的 STATUS，以及表示常规板状态的 OK/FAIL）指示路由引擎和硬盘驱

动器的状态。

• SRX 集群模块 (SCM) LED—SCM 面板上标记为 OK/FAIL 的一个 LED 指示 SCM 的状态。

• 电源 LED — 每个电源面板上一个 LED 指示该电源的状态。

有关服务网关支持的 CFM 和其他模块上的 LE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www.juniper.net/techpubs/

上的 SRX1400、SRX3400 和 SRX3600 服务网关模块指南。

相关主题 SRX3600 服务网关 16 端口铜质以太网/快速以太网/千兆位以太网 IOC•

• SRX3600 服务网关 16 端口 SFP 千兆位以太网 IOC

• SRX3600 服务网关 2 端口 XFP 10 千兆位以太网 IOC

• 第18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SPC

• 第18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NPC

• 第1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交换矩阵板

• 第2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路由引擎

• 第2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SRX 集群模块

• 第22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AC 电源概述

• 第24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DC 电源概述

• 第85页上的使用 CLI 进行 SRX3600 服务网关故障排除

• 第86页上的使用机箱和接口告警消息进行 SRX3600 服务网关故障排除

使用机箱和接口告警消息进行 SRX3600 服务网关故障排除

路由引擎检测到报警情况时，会相应亮起 SFB 上的红色或黄色报警 LED。 要查看报警原因的更

详细说明，请输入 show chassis alarms CLI 命令：

user@host> show chassis alarms

有两类告警消息：

• 机箱报警 — 指示机箱组件故障，如冷却系统或电源故障。

• 接口报警 — 指示特定网络接口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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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援助中心

如果在排除服务网关故障时需要帮助，使用 http://www.juniper.net/support/ 上的 Case Manager

链接打开支持案例，或致电 1-888-314-TAC（美国境内）或 1-408-745-9500。

相关主题 第85页上的使用 CLI 进行 SRX3600 服务网关故障排除•

• 第86页上的使用 LED 进行 SRX3600 服务网关故障排除

• 第86页上的使用机箱和接口告警消息进行 SRX3600 服务网关故障排除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冷却系统故障排除

服务网关冷却系统由一个风扇盘和一个空气过滤器构成，它们都垂直位于机箱后部。 风扇盘包含

10 个风扇。 风扇盘为安装在服务网关中的组件提供冷却。

空气过滤器安装在机箱后部，防止灰尘和其他颗粒进入冷却系统。 要正常工作，整个冷却系统要

求安装场地周围气流畅通无阻，并有适当的间隙，如下所述： 第3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

场地准备核对清单”。

正常运行时，风扇盘中的风扇以小于全速的速度运行。 路由引擎不断监控由传感器和服务网关组

件检测的温度，并根据需要调整风扇速度。 如果服务网关温度超过可接受的最大值，路由引擎将

关闭电源。 以下情况自动导致风扇全速运行，还触发指示报警：

• 风扇故障（红色报警）。

• 卸下风扇盘（黄色报警和红色报警）。

• 服务网关温度超过“温度稍高”阈值（黄色报警）。

• 服务网关温度超过最大（“温度高”）阈值（红色报警并自动关闭电源）。

要排除风扇故障，请按照以下准则操作：

• 如果 SFB 灯上的 FAN LED 亮起，请使用 CLI 获取有关报警情况来源的信息：

user@host> show chassis alarms

如果 CLI 输出列出只有一个风扇出现故障，其他风扇正常工作，则该风扇极有可能出现故障，

需要更换风扇盘，详见 第95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风扇盘”。

• 将手放在机箱侧面排气口的附近，确定风扇是否将空气排出机箱。

• 如果所有电源出现故障，系统温度可能会超过阈值，从而导致系统关闭。

相关主题 第95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风扇盘•

• 第85页上的使用 CLI 进行 SRX3600 服务网关故障排除

• 第88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IOC 和 NP-IOC 故障排除

• 第8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NPC 故障排除

• 第9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SPC 故障排除

• 第9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电源系统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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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IOC 和 NP-IOC 故障排除

要排除 IOC 或 NP-IOC 故障，请遵循以下准则：

• 确保 IOC 或 NP-IOC 正确安放在背板，并且其螺丝已拧紧。

• 输入 CLI show chassis fpc 命令检查已安装 IOC 和 NP-IOC 的状态。 如示例输出所示，值

Online （标记为 状态 的列中）表示 IOC 或 NP-IOC 正常工作：

user@host> show chassis fpc

Temp CPU Utilization (%) Memory Utilization (%)

Slot State (C) Total Interrupt DRAM (MB) Heap Buffer

0 Online 35 43 0 1024 4 27

1 Online 34 43 0 1024 4 27

2 Online 34 43 0 1024 4 27

3 Empty

4 Online 40 43 0 1024 4 27

5 Empty

6 Online 39 43 0 1024 4 27

7 Empty

8 Empty

9 Empty

10 Online 35 43 0 1024 4 27

11 Online 36 43 0 1024 4 27

12 Empty

使用问号 (?) 获得该命令各种选项的列表：

user@host> show chassis fpc ?

Possible completions:

<[Enter]> Execute this command

<fpc-slot> FPC slot number (0..12)

detail Display detailed output

pic-status Show Physical Interface Cards installed in FPC

| Pipe through a command

要查看有关机箱中某块特定卡的信息，请使用 fpc slot 选项：

user@host> show chassis fpc 6

Temp CPU Utilization (%) Memory Utilization (%)

Slot State (C) Total Interrupt DRAM (MB) Heap Buffer

6 Online 35 42 0 1024 4 27

要获得更详细的输出，请添加 detail 选项。 未指定槽位号时，此选项是可选的：

user@host> show chassis fpc detail

Slot 0 information:

State Online

Temperature 34 degrees C / 93 degrees F

Total CPU DRAM 1024 MB

Total RLDRAM 0 MB

Total DDR DRAM 0 MB

Start time: 2008-11-04 07:07:48 PST

Uptime: 5 hours, 48 minutes, 43 seconds

Slot 1 information:

State Online

Temperature 34 degrees C / 93 degrees F

Total CPU DRAM 1024 MB

Total RLDRAM 0 MB

Total DDR DRAM 0 MB

Start time: 2008-11-04 07:07:50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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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time: 5 hours, 48 minutes, 41 seconds

Slot 2 information:

State Online

Temperature 33 degrees C / 91 degrees F

Total CPU DRAM 1024 MB

Total RLDRAM 0 MB

Total DDR DRAM 0 MB

Start time: 2008-11-04 07:07:51 PST

Uptime: 5 hours, 48 minutes, 40 seconds

Slot 4 information:

State Online

Temperature 40 degrees C / 104 degrees F

Total CPU DRAM 1024 MB

Total RLDRAM 0 MB

Total DDR DRAM 0 MB

Start time: 2008-11-04 07:07:44 PST

Uptime: 5 hours, 48 minutes, 47 seconds

Slot 6 information:

State Online

Temperature 38 degrees C / 100 degrees F

Total CPU DRAM 1024 MB

Total RLDRAM 0 MB

Total DDR DRAM 0 MB

Start time: 2008-11-04 07:07:44 PST

Uptime: 5 hours, 48 minutes, 47 seconds

有关这些命令的输出的更详细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系统基础知识和服务命令参考。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NPC 故障排除

要排除 NPC 故障，请按照以下准则操作：

• 确保 NPC 正确安放在背板，并且其螺丝已拧紧。

• 输入 CLI show chassis fpc 命令及槽位号检查已安装 NPC 的状态。 如示例输出所示，值

Online （标记为 状态 的列中）表示 NPC 正常工作：

user@host> show chassis fpc 5

Temp CPU Utilization (%) Memory Utilization (%)

Slot State (C) Total Interrupt DRAM (MB) Heap Buffer

5 Online 42 6 0 1024 16 57

要获得更详细的输出，请添加 detail 选项。 未指定槽位号时，此选项是可选的：

user@host> show chassis fpc 5 detail

Slot 5 information:

State Online

Temperature 42 degrees C / 107 degrees F

Total CPU DRAM 1024 MB

Total RLDRAM 256 MB

Total DDR DRAM 4096 MB

Start time: 2007-07-10 12:28:42 PDT

Uptime: 1 hour, 33 minutes, 43 seconds

有关这些命令的输出的更详细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系统基础知识和服务命令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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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SPC 故障排除

要排除 SPC 故障，请按照以下准则操作：

• 确保 SPC 正确安放在背板，并且其螺丝已拧紧。

• 输入 CLI show chassis fpc 命令检查已安装 SPC 的状态。 如示例输出所示，值 Online （标

记为 状态 的列中）表示插槽 2 中的 SPC 功能正常：

user@host> show chassis fpc

Temp CPU Utilization (%) Memory Utilization (%)

Slot State (C) Total Interrupt DRAM (MB) Heap Buffer

1 Empty 41 9 0 1024 15 57

2 Online 43 5 0 1024 16 57

3 Online 43 11 0 1024 16 57

4 Empty

5 Empty

6 Online 42 6 0 1024 16 57

要获得更详细的输出，请添加 detail 选项。 未指定槽位号时，此选项是可选的：

user@host> show chassis fpc detail

Slot 2 information:

State Online

Temperature 43 degrees C / 109 degrees F

Total CPU DRAM 1024 MB

Total RLDRAM 256 MB

Total DDR DRAM 4096 MB

Start time: 2007-07-10 12:28:38 PDT

Uptime: 1 hour, 33 minutes, 47 seconds

Slot 3 information:

State Online

Temperature 43 degrees C / 109 degrees F

Total CPU DRAM 1024 MB

Total RLDRAM 256 MB

Total DDR DRAM 4096 MB

Start time: 2007-07-10 12:28:40 PDT

Uptime: 1 hour, 33 minutes, 45 seconds

Slot 6 information:

State Online

Temperature 42 degrees C / 107 degrees F

Total CPU DRAM 1024 MB

Total RLDRAM 256 MB

Total DDR DRAM 4096 MB

Start time: 2007-07-10 12:28:42 PDT

Uptime: 1 hour, 33 minutes, 43 seconds

有关这些命令的输出的更详细说明，请参阅 Junos OS 系统基础知识和服务命令参考。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电源系统故障排除

要检验电源是否正常工作，请执行以下步骤：

• 检查每个电源面板上的 LED。 如果电源已正确安装且正在正常工作，则服务网关启动时，电源

面板上的 LED 上将闪烁绿色，而服务网关启动完毕之后，灯将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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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 CLI show chassis environment pem 命令检查已安装电源的状态。 如示例输出所示，标记

为 State 的行中的值 Online 表示插槽 0 到 3 中的电源正在正常工作：

user@host>show chassis environment pem

如果电源工作不正常，执行以下步骤诊断和纠正问题：

• 如果出现红色报警情况，则输入 show chassis alarms 命令确定故障源。

注意: 如果系统温度超过阈值，则 Junos OS 会关闭所有电源，所以不显示任何状

态。

Junos OS 还会因为其他原因关闭其中一个电源。 在这种情况下，剩余电源为服务

网关供电，您仍可通过 CLI 或 J-Web 界面查看系统状态。

• 确认源电路断路器是否具有合适的额定电流。 每个电源必须连接到单独的源电路断路器。

• 确认从电源到服务网关的 AC 电源线或 DC 电源电缆未损坏。 如果绝缘层破裂或断裂，立即更

换电源线或电缆。

• 使用新电源线或电源电缆将电源连接到不同的电源。 如果电源状态 LED 指示电源工作不正常，

则电源是故障源。 使用备件更换电源，详见 第111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AC 电

源” 或者 第115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DC 电源”。

• 如果在排除服务网关故障时无法确定问题的根源或需要更多协助，请使用

http://www.juniper.net/support/ 中的 Case Manager 链接开支持 case，或致电 1-888-314-TAC

（美国境内）或 1-408-745-9500。

相关主题 • 第2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AC 电源电气规格

• 第85页上的使用 CLI 进行 SRX3600 服务网关故障排除

• 第87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冷却系统故障排除

• 第88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IOC 和 NP-IOC 故障排除

• 第8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NPC 故障排除

• 第9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SPC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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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硬件组件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可更换部件 (第93页)

•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硬件组件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第94页)

•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冷却系统组件 (第95页)

•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主机子系统组件 (第100页)

•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电源系统组件 (第110页)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可更换部件

可更换部件 (FRU) 是可在客户场地更换的服务网关组件。 该服务网关使用以下类型的 FRU：

• 热插拔 FRU — 无需切断服务网关电源或中断路由功能，即可卸下和更换这些组件。

• 仅冷交换 FRU —要卸下、更换或添加这些组件，必须切断服务网关电源。

第93页上的表19 列出了服务网关的 FRU。

表19: 可更换部件

仅冷交换 FRU可热插拔 FRU

路由引擎

SFB

IOC

NPC

SPC

SCM

空气过滤器

风扇盘

AC 电源和 DC 电源（如冗余）

NP-IOC

SFP、SFP+ 和 XFP 收发器

相关主题 第94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硬件组件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 第95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风扇盘

• 第98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空气过滤器

• 第100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S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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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2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路由引擎

• 第105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CFM 卡

• 第111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AC 电源

• 第115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DC 电源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硬件组件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要更换硬件组件，需要使用第94页上的表20 中列出的工具和部件。

表20: 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组件工具或部件

电缆和连接器

DC 电源

3/8 in.螺母起子或手钳

SFB

任何 CFM（IOC、NP-IOC、SPC、NPC）

电源

路由引擎或 SRX 集群模块

空面板（如未重新安装组件）

SFB

任何 CFM（IOC、NP-IOC、SPC、NPC）

电源

路由引擎或 SRX 集群模块

SFP、SFP+ 和 XFP 收发器

防静电袋或抗静电垫

全部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

电缆和连接器

IOC

平头 (–) 螺丝刀

空气过滤器

风扇盘

路由引擎或 SRX 集群模块

SFB

任何 CFM（IOC、NP-IOC、SPC、NPC）

电缆和连接器

十字 (+) 螺丝刀，1 号和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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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 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续)

组件工具或部件

IOC 或 NP-IOC

SFP、SFP+ 和 XFP 收发器

橡胶安全帽

电缆和连接器

DC 电源

钢丝钳

相关主题 第9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可更换部件•

• 第95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风扇盘

• 第98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空气过滤器

• 第100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SFB

• 第102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路由引擎

• 第105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CFM 卡

• 第111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AC 电源

• 第115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DC 电源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冷却系统组件

当通过机箱的气流因过滤器堵塞或风扇故障而受阻时，必须更换相应的组件。 冷却系统组件可热

拔除和热插入。

下列主题提供有关如何更换这些组件的说明：

•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风扇盘 (第95页)

•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空气过滤器 (第98页)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风扇盘

服务网关有一个风扇盘，垂直安装在机箱后部右侧。 风扇盘包含 10 个风扇。 风扇盘可热拔除

和热插入。 它重约 6.2 lb (2.8 kg)。

注意: 为防止过热，请在卸下现有风扇盘后立即安装更换风扇盘。

要更换风扇盘：

1. 将 ESD 接地腕带绑到裸露的手腕上，然后将腕带连接到机箱上的某个 ESD 点。 有关 ESD 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123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坏 SRX3600 服务网关”。

2. 转动风扇盘门左侧的螺丝。 向右侧打开风扇盘并将其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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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卸下风扇盘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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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抓住风扇盘并将其拉出 1 in. (2.5 cm) 以使其脱离电源接头。 机械卡钩会阻止风扇盘拉出

更远。

4. 等待风扇停止转动。

警告: 为了避免人身伤害，请勿在风扇停止之前继续操作。

5. 风扇停止转动后，将风扇盘底部的卡钩上提以将其松开。 请参阅第97页上的图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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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卸下风扇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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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抓住风扇盘并将其拉出大约 6 in. (15 cm)。

7. 将一只手放在风扇盘下面支撑，然后将风扇盘完全从机箱拉出并将其放在一边。

8. 抓住更换风扇盘并将其径直插入机箱，直至听到喀哒声，表明卡钩已关闭。

注意: 确保风扇盘在插槽中的方向正确，即卡钩位于垂直对齐的风扇盘底部。

9. 将风扇盘按入机箱约 1 in. (2.5 cm) 以上（卡钩会关闭），以使其与电源接头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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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插入风扇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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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重新插入风扇盘门，然后关闭并拧紧外加螺丝，以将其固定在机箱中。

相关主题 第94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硬件组件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 第98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空气过滤器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空气过滤器

服务网关有一个空气过滤器，垂直安装在机箱的后部。 空气过滤器可热插入和热拔除。

空气过滤器位于机箱后部的右侧。 空气过滤器重约 0.2 lb (0.09 kg)。

小心: 空气过滤器未就绪时，运行服务网关不要超过几分钟。

小心: 除更换期间外，在服务网关运行时始终将空气过滤器安装到位。 因为风扇风力

非常大，它们会通过未过滤的进气口将少量电线或其他材料拉进服务网关中。 这会损

坏服务网关组件。

要更换空气过滤器：

1. 将 ESD 接地腕带绑到裸露的手腕上，然后将腕带连接到机箱上的某个 ESD 点。 有关 ESD 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123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坏 SRX3600 服务网关”。

2. 转动风扇盘门左侧的螺丝。 向右侧打开风扇盘并将其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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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卸下风扇盘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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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空气过滤器滑出机箱并将其正确处置。

图46: 卸下空气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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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找到更换过滤器上的向上箭头以确保空气过滤器正面朝上。

5. 将空气过滤器径直滑入机箱中，直到其停止滑动。

6. 更换风扇盘门，然后拧紧螺丝以将其固定在机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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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插入空气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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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第94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硬件组件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 第95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风扇盘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主机子系统组件

要更换服务网关的子系统组件，必须关闭服务网关的电源。

下列主题提供有关如何更换主机子系统组件的说明：

•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SFB (第100页)

•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路由引擎 (第102页)

•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SCM (第104页)

•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CFM 卡 (第105页)

•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SFP、SFP+ 和 XFP 收发器 (第108页)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SFB

SFB 位于前面板上最顶部插槽中。 它重约 5.1 lb (2.3 kg)。 更换 SFB 之前，您必须先关闭服

务网关的电源。

要更换 SFB：

1. 将 ESD 接地腕带绑到裸露的手腕上，然后将腕带连接到机箱上的某个 ESD 点。 有关 ESD 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123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坏 SRX3600 服务网关”。

2. 如果尚未执行此操作，请按下 SFB 前面板上的电源按钮三至五秒钟，以便关闭服务网关的电

源。

PWR LED 闪烁时，表示服务网关正在关闭。 请等待服务网关关闭，然后继续下一步。

3. 将防静电袋或抗静电垫置于平坦且稳定的表面上。

4. 断开连接到 SFB 前面板连接器的任何电缆。

5. 松开 SFB 面板各端的螺丝。

6. 拉开弹出器手柄，然后将 SFB 从机箱滑出一半。

Copyright © 2014, Juniper Networks, Inc.100

SRX3600 服务网关硬件指南



7. 将一只手放在 SFB 的下面支撑它，然后将其完全滑出机箱。

8. 将 SFB 放置在抗静电垫上。

图48: 卸下 S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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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请小心地将更换 SFB 的侧面对准机箱内部的导轨。

10.将 SFB 滑入机箱直到感觉到阻力。

11.抓住两个弹出器手柄，然后朝卡中心按下，直至 SFB 完全就位。

12.拧紧 SFB 卡各端的螺丝。

13.重新连接您在步骤 4 中从 SFB 前面板连接器上断开的电缆（如果有）。

图49: 插入 S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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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按下 SFB 前面板上的电源按钮三到五秒，以接通服务网关电源。 等待服务网关启动。

15.检查其面板上的 LED，以验证 SFB 是否正常运行。 SFB STATUS LED 应在服务网关通电几分钟

后稳定点亮为绿色。 如果 SFB STATUS LED 为红色，请卸下并重新安装 SFB。 如果 SFB STATUS

LED 仍稳定点亮为红色，则表示 SFB 没有正常运行。 请与您的客户支持代表联系。

要检查 SFB 的状态：

user@host> show chassis environment fpc 0

CB 0 status:

State Online Master

Temperature 30 degrees C / 86 degrees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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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1

1.2 V 1202 mV

1.5 V 1511 mV

1.8 V 1798 mV

2.5 V 2481 mV

3.3 V 3306 mV

5.0 V 4956 mV

12.0 V 12084 mV

1.25 V 1250 mV

3.3 V SM3 3287 mV

5.0 V RE 5046 mV

12.0 V RE 11910 mV

Power 2

11.3 V bias PEM 11292 mV

11.3 V bias FPD 11156 mV

11.3 V bias POE 0 11253 mV

11.3 V bias POE 1 11272 mV

Bus Revision 42

FPGA Revision 1

相关主题 第94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硬件组件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 第102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路由引擎

• 第105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CFM 卡

• 第111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AC 电源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路由引擎

路由引擎位于服务网关上标记为 RE0 的后插槽中。 更换路由引擎之前，您必须先关闭服务网关

的电源。

要更换路由引擎：

1. 将防静电袋或抗静电垫置于平坦且稳定的表面上。

2. 将 ESD 接地腕带绑到裸露的手腕上，然后将腕带连接到机箱上的某个 ESD 点。 有关 ESD 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123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坏 SRX3600 服务网关”。

3. 如果尚未执行此操作，请按下 SFB 前面板上的电源按钮三至五秒钟，以便关闭服务网关的电

源。

PWR LED 闪烁时，表示服务网关正在关闭。 请等待服务网关关闭，然后继续下一步。

4. 断开连接到 AUX 或 USB 端口的任何电缆。

5. 松开路由引擎面板各端的外加螺丝。

6. 拉开弹出器手柄，使路由引擎脱离其位置。

7. 通过弹出器手柄抓住路由引擎，将路由引擎从机箱中滑出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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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 卸下路由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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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将一只手放在路由引擎的下面支撑它，然后将其完全滑出机箱。

9. 将路由引擎放置在抗静电垫上。

10.请小心地将更换路由引擎的侧面对准机箱内部的导轨。

11.将路由引擎滑入到插槽中直到感觉到阻力，然后按下路由引擎面板直到其与连接器接合。

12.向内按下两个弹出器手柄，使路由引擎就位。

13.拧紧路由引擎左右两边的外加螺丝。

图51: 安装路由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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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重新连接先前连接到 AUX 或 USB 端口的电缆。

15.按下 SFB 前面板上的电源按钮三到五秒，以接通服务网关电源。 等待服务网关启动。 路由

引擎面板上的 OK/FAIL LED 应闪烁绿色，随后稳定点亮。

注意: 可能需要几分钟来启动路由引擎。 如果在此时间后 OK/FAIL LED 仍显示为

红色，请卸下并重新安装路由引擎。 如果 OK/FAIL LED 仍显示为红色，则表示路

由引擎没有正常运行。 请与您的客户支持代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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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检查路由引擎的状态：

user@host> show chassis routing-engine

Routing Engine status:

Slot 0:

Current state Master

Election priority Master (default)

DRAM 1016 MB

Memory utilization 39 percent

CPU utilization:

User 0 percent

Background 0 percent

Kernel 3 percent

Interrupt 0 percent

Idle 97 percent

Model RE-SRX3600

Start time 2008-11-03 10:25:37 PST

Uptime 1 day, 2 hours, 33 minutes, 6 seconds

Last reboot reason 0x1:power cycle/failure

Load averages: 1 minute 5 minute 15 minute

0.02 0.04 0.00

有关使用 CLI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Junos OS 手册。

相关主题 第94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硬件组件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 第100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SFB

• 第105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CFM 卡

• 第111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AC 电源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SCM

SRX 集群模块 (SCM) 在安装之后位于服务网关上标记为 RE1 的后插槽中。

要更换 SCM：

1. 将防静电袋或抗静电垫置于平坦且稳定的表面上。

2. 将 ESD 接地腕带绑到裸露的手腕上，然后将腕带连接到机箱上的某个 ESD 点。 有关 ESD 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123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坏 SRX3600 服务网关”。

3. 如果尚未执行此操作，请按下 SFB 前面板上的电源按钮三至五秒钟，以便关闭服务网关的电

源。

PWR LED 闪烁时，表示服务网关正在关闭。 请等待服务网关关闭，然后继续下一步。

4. 松开 SCM 面板各端的外加螺丝。

5. 拉开弹出器手柄，使 SCM 脱离其位置。

6. 通过弹出器手柄抓住 SCM，将 SCM 从机箱中滑出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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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卸下 S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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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将一只手放在 SCM 的下面支撑它，然后将其完全滑出机箱。

8. 将 SCM 放置在抗静电垫上。

9. 请小心地将更换 SCM 的侧面对准机箱内部的导轨。

10.将 SCM 滑入插槽直到感觉到阻力，然后按下 SCM 的面板直到其与连接器吻合。

11.向内按下两个弹出器手柄，使 SCM 就位。

12.拧紧 SCM 面板各端的外加螺丝。

图53: 安装 S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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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按下 SFB 前面板上的电源按钮三到五秒，以接通服务网关电源。

如果服务网关配置为机箱集群，则 SCM 面板上的 OK/FAIL LED 应闪烁绿色，随后稳定点亮。

有关配置和管理机箱集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Junos OS Security Configuration Guide中的

“机箱集群”一章。

相关主题 第2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SRX 集群模块•

• 第56页上的在 SRX3600 服务网关中安装 SCM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CFM 卡

服务网关的最常见模块使用 CFM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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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C

• NP-IOC

• SPC

• NPC

注意: 为了使服务网关符合 NEBS 和 ETSI 标准，一定不能在机箱前部的 CFM 插槽

（CFM 插槽 1 到 6）中并排安装任意两个 SPC。 您可在机箱后部的 CFM 插槽（CFM

插槽 7 到 12）中并排安装 SPC。 请参阅 第13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 NEBS

和 ETSI 合规性” 获取详细信息。

要更换 CFM 卡：

1. 将防静电袋或抗静电垫置于平坦且稳定的表面上。

2. 将 ESD 接地腕带绑到裸露的手腕上，然后将腕带连接到机箱上的某个 ESD 点。 有关 ESD 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123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坏 SRX3600 服务网关”。

3. 如果要更换仅冷交换 CFM，请关闭服务网关的电源。 请参阅 第9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上的可更换部件” ，获取可热插拔和仅冷交换组件的列表。

要关闭服务网关的电源，请按下交换矩阵板 (SFB) 前面板上的电源按钮三至五秒钟。

PWR LED 闪烁时，表示服务网关正在关闭。 请等待服务网关关闭，然后继续下一步。

4. 如果要在不关闭服务网关电源的情况下更换可热插拔 CFM（如 NP-IOC），请将 CFM 切换到脱

机状态，然后按下其 ONLINE 按钮五秒以上以关闭其电源。

注意: 您可能会发现，使用笔、螺丝刀或其他工具最容易按下该按钮。

5. 对于 IOC 或 NP-IOC，请断开连接到以太网端口的任何电缆，从而让其能够在正确位置重新连

接。 如果 IOC 或 NP-IOC 使用光纤电缆，请立即使用橡胶安全帽盖住每个收发器和每根电缆

的末端。 在电缆管理系统中整理断开的电缆，以防止电缆成为受力点。

警告: 不要直视光纤收发器或光纤电缆的端部。 连接到收发器的光纤收发器和光

纤电缆会发射激光，这会损伤您的眼睛。

小心: 除非是在插入或拔出电缆时，否则一定要将光纤收发器罩上。 安全帽可以

保持端口清洁并防止外界意外受到激光照射。

小心: 避免光纤电缆弯曲的幅度超过其最小的弯曲半径。 直径小于几英寸的弧可

能会损坏电缆并导致难以诊断的问题。

6. 松开 CFM 面板各端的外加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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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抓住 CFM 的手柄，然后将其从机箱中滑出一半。

8. 将一只手放在 CFM 的下面支撑它，然后将其完全滑出机箱。

图54: 卸下 CFM（所示为 IOC，其他 CFM 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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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将 CFM 放置在抗静电垫上。 如果不能在 30 分钟内将更换 CFM 重新安装到空插槽中，请在

插槽上方安装空面板以保持插件架中的正常空气流通。

如果需要更换 IOC 收发器，请参阅 第108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SFP、SFP+ 和

XFP 收发器”；否则继续执行步骤 10。

10.请小心地将更换 CFM 的侧面对准机箱内部的导轨。

11.将 CFM 滑入插槽直到感觉到阻力，然后按下 CFM 的面板直到其与连接器吻合。

12.拧紧 CFM 面板左右两边的外加螺丝。

图55: 插入 CFM（所示为 IOC，其他 CFM 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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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如果 CFM 是使用光纤电缆的 IOC 或 NP-IOC，请将橡胶安全帽从每台收发器和电缆上卸下。

警告: 不要直视光纤收发器或光纤电缆的端部。 连接到收发器的光纤收发器和光

纤电缆会发射激光，这会损伤您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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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如果 CFM 是 IOC 或 NP-IOC，将相应的电缆插入 CFM 上的电缆连接器端口。

小心: 不要让光纤电缆从连接器上随意垂下。 不允许紧固的电缆环发生摇摆，因

为这会在电缆的紧固点处受力。

小心: 避免光纤电缆弯曲的幅度超过其最小的弯曲半径。 直径小于几英寸的弧可

能会损坏电缆并导致难以诊断的问题。

15.如果您在不关闭服务网关电源的情况下更换可热插拨 CFM（如 NP-IOC），请按下 ONLINE 按钮

五秒以上，以接通电源并将新 CFM 联机。

注意: 您可能会发现，使用笔、螺丝刀或其他工具最容易按下该按钮。

16.如果您在关闭服务网关电源的情况下更换 CFM，请接通服务网关的电源，如下所述： 第69页

上的“接通 SRX3600 服务网关的电源”。

17.检查新 CFM 上的 OK/FAIL LED。 CFM 面板上的 OK/FAIL LED 应闪烁绿色，随后稳定亮起。

如果是红色，请卸下并重新安装 CFM。 如果 OK/FAIL LED 一直是红色，则表示 CFM 未正常运

行。 请与您的客户支持代表联系。

警告: 绝不要使用 CFM 卡前面板上的手柄提起服务网关。 手柄可能会脱落，造成机

箱跌落并导致人员被砸伤。

相关主题 第94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硬件组件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 第100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SFB

• 第102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路由引擎

• 第111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AC 电源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SFP、SFP+ 和 XFP 收发器

小型可插拔收发器 (SFP)、增强型小型可插拔收发器 (SFP+) 和 10 千兆位 SFP (XFP) 收发器都

可安装到服务网关各种卡或模块的插座中。 这些收发器可热插入和热拔除。 卸下收发器不会中

断卡或模块的正常运行，但卸下的收发器无法再接收或发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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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强烈建议使用 Juniper Networks 收发器。 如果使用其他收发器，我们不能保

证运行正常。 只要使用了受支持的部件号，各个端口中的收发器类型可以不同。

对于符合 NEBS 和 ETSI 标准的服务网关，所有安装在服务网关中的收发器都必须是

扩展温度 (ET) 类型。 Table 1 介绍 Juniper Networks 提供的适用收发器。

表21: 扩展温度 SFP、SFP+ 和 XFP 收发器

说明SKU

1000BASE-LH SFP 光纤收发器SRX-SFP-1GE-LH-ET

1000BASE-LX SFP 光纤收发器SRX-SFP-1GE-LX-ET

1000BASE-SX SFP 光纤收发器SRX-SFP-1GE-SX-ET

1000BASE-T SFP 铜质收发器SRX-SFP-1GE-T-ET

10GBASE-ER XFP 光纤收发器SRX-XFP-10GE-ER-ET

10GBASE-LR XFP 光纤收发器SRX-XFP-10GE-LR-ET

10GBASE-SR XFP 光纤收发器SRX-XFP-10GE-SR-ET

10GBASE-ER SFP+ 光纤收发器SRX-SFP-10GE-ER

10GBASE-LR SFP+ 光纤收发器SRX-SFP-10GE-LR

要更换 SFP、SFP+ 或 XFP 收发器：

1. 准备好更换收发器或收发器插槽插头、抗静电垫和收发器的橡胶安全帽。

2. 将 ESD 接地腕带绑到裸露的手腕上，然后将腕带连接到机箱上的某个 ESD 点。

3. 为连接到收发器的电缆贴上标签，以便之后可以正确重新连接它们。

警告: 不要直视光纤收发器或光纤电缆的末端。 光纤收发器包含的激光源会伤害

您的眼睛。

4. 卸下插入收发器中的电缆连接器。

5. 请小心将未连接的电缆垂下，以防电缆成为受力点。

小心: 避免光纤电缆弯曲的幅度超过其最小的弯曲半径。 直径小于几英寸的弧可

能会损坏电缆并导致难以诊断的问题。

6. 将弹出器手柄从收发器中拉出以解锁收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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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请确保完全打开弹出器手柄，应听到喀哒声。 这样可防止收发器受损。

使用尖嘴钳将弹出器手柄从 SFP 中拔出。

7. 抓住收发器弹出器手柄，然后将收发器拉出 IOC 约 0.5 in. （1.3 cm）。

8. 用您的手指，抓住收发器机体，然后将其剩余部分从 IOC 中拉出。

图56: 卸下 SFP、SFP+ 或 XFP 收发器

9. 将橡胶安全帽罩在收发器上。

10.将卸下的收发器放在抗静电垫上或置于防静电袋中。

11.对需要更换的每个收发器重复步骤 3 到 10。

12.将每个要安装的新收发器从防静电袋中取出，并标识要安装 IOC 的端口。

13.验证每个收发器已用橡胶安全帽盖住。 如果还没有，请使用安全帽盖住该收发器。

14.请小心地将收发器对准 SFB 或 CFM 中的插槽。 连接器应面向 SFB 或 CFM。

15.滑动收发器直到连接器已位于 SFB 或 CFM 的插槽中。 如果您无法完全插入收发器，请确保

连接器的朝向正确。

16.闭合收发器的弹出器手柄。

17.将橡胶安全帽从收发器和电缆的末端卸下。 将电缆重新连接到收发器。

18.验证 SFB 或 CFM 面板上的状态 LED 是否表示 SFP 或 XFP 正确运行。 您也可以验证 SFB

或 CFM 是否功能正常，方法是输入 show chassis fpc pic-status 命令。

相关主题 第94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硬件组件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 第105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CFM 卡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电源系统组件

电源位于机箱的后面。 每个 AC 电源重约 3.1 lb (1.4 kg)。 每个 DC 电源重约 2.9 lb

(1.3 kg)。 只有冗余电源（AC 或 DC）可热插入和热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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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要保持适当的冷却和防止热关闭正在运行的电源装置，每个电源插槽都必须包

含电源或空面板。 如果卸下了电源，则必须在卸下后短时间内安装更换电源或空面

板。

下列主题提供有关如何更换电源系统组件的说明：

•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AC 电源 (第111页)

•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AC 电源电缆 (第113页)

•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DC 电源 (第115页)

•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DC 电源电缆 (第117页)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AC 电源

注意: 为了使服务网关符合 NEBS 和 ETSI 标准，所有四个 AC 电源均必须为修订版

09 或更高版本。 请参阅 第13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 NEBS 和 ETSI 合规性”

获取详细信息。

注意: SRX3400 和 SRX3600 服务网关使用相同的 AC 电源。 但是，此电源不能与

SRX1400 服务网关中使用的电源互换。 SRX1400 服务网关电源可放入 SRX3600 服务

网关，但将无法正常工作。 通过安装在冷气入口上方的塑料空气过滤器组件

（如第111页上的图57 中所示），可以识别 SRX1400 服务网关电源。

图57: 识别电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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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filter

SRX3400 and SRX3600 DC Power Supply

SRX3400 and SRX3600 AC Power Supply

SRX1400 DC Power Supply

SRX1400 AC Power Supply

要更换 AC 电源：

1. 将 ESD 接地腕带绑到裸露的手腕上，然后将腕带连接到机箱上的某个 ESD 点。 有关 ESD 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123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坏 SRX3600 服务网关”。

2. 从电源上卸下电源线。

111Copyright © 2014, Juniper Networks, Inc.

第十二章: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硬件组件



3. 将电源右边缘上的接头推至左侧。

4. 使用随附的手柄将电源从机箱中径直拔出。 卸下电源时，将一只手放在电源下方用作支撑。

图58: 卸下 AC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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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调整更换电源的方向，以使接头位于右侧，如第112页上的图59 中所示。

图59: 插入 AC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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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用双手将更换电源径直滑入机箱，直到电源完全固定到机箱插槽中。 确保电源右边缘上的接

头卡紧到位。 电源面板应与所有相邻的电源面板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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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务必将电源方向调整正确。 接头必须位于右侧并在完全就位时卡紧到位。

如果电源不易插入或未与机箱齐平，可能是在插入时将电源倒置。

7. 将电源线连接到电源上。 如果电源安装正确且运行正常，电源将立即接通。

注意: 您必须在服务网关中安装一个 SFB 和一个路由引擎，电源才会自动开启。

注意: 如果要将此电源从一个插槽移至另一个插槽，必须等待至少 60 秒才能将其

插入新插槽。

相关主题 第94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硬件组件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 第113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AC 电源电缆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AC 电源电缆

警告: 在运行 AC 供电服务网关之前或在电源附近时，请先拔掉电源线。

要更换 AC 电源线：

1. 拔掉电源插座上的电源线。

2. 将 ESD 接地腕带绑到裸露的手腕上，然后将腕带连接到机箱上的某个 ESD 点。 有关 ESD 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123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坏 SRX3600 服务网关”。

3. 拔掉电源设备插座上的电源线。

4. 根据适合您当地使用的插头类型确定更换 C19 电源线。

5. 将电源线插头插入外部 AC 电源插座。

6. 将电源线连接到电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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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0: 插入 AC 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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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确定电源线未阻碍排气口和服务网关组件的通路，或者未凌乱置于地面，以防有人绊倒。

8. 如果电源安装正确且运行正常，电源将自动接通。

相关主题 第94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硬件组件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 第111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AC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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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DC 电源

注意: 为了使服务网关符合 NEBS 和 ETSI 标准，所有四个 DC 电源都必须为增强型

DC 电源。 请参阅 第13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 NEBS 和 ETSI 合规性” 获取

详细信息。

注意: SRX3400 和 SRX3600 服务网关使用相同的 DC 电源。 但是，此电源不能与

SRX1400 服务网关中使用的电源互换。 SRX1400 服务网关电源可放入 SRX3600 服务

网关，但将无法正常工作。 通过安装在冷气入口上方的塑料空气过滤器组件

（如第115页上的图61 中所示），可以识别 SRX1400 服务网关电源。

图61: 识别电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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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X3400 and SRX3600 DC Power Supply

SRX3400 and SRX3600 AC Power Supply

SRX1400 DC Power Supply

SRX1400 AC Power Supply

要更换 DC 电源：

1. 切断要卸下的电源的专用设备断路器。 请遵循您场地的 ESD 的步骤。

2. 请确保 DC 电源电缆导线间的电压为 0 V，这样在卸下过程中电缆就不会带电。

3. 将 ESD 接地腕带绑到裸露的手腕上，然后将腕带连接到机箱上的某个 ESD 点。 有关 ESD 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123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坏 SRX3600 服务网关”。

4. 卸下对面板上接线柱加以保护的透明塑料封套。

5. 从端子上卸下螺丝和垫圈。 使用 2 号十字螺丝刀松开并卸下螺丝。

6. 从端子上卸下电缆接线片。

7. 小心地移开电源电缆。

8. 将电源右边缘上的接头推至左侧。

9. 将电源从机箱径直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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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卸下 DC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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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调整更换电源的方向，以使接头位于右侧，如第116页上的图63 中所示。

图63: 插入 DC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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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用双手将更换电源径直滑入机箱，直到电源完全固定到机箱插槽中。 确保电源右边缘上的接

头卡紧到位。 电源面板应与所有相邻的电源面板齐平。

注意: 务必将电源方向调整正确。 接头必须位于右侧并在完全就位时卡紧到位。

如果电源不易插入或未与机箱齐平，可能是在插入时将电源倒置。

12.卸下对面板上接线柱加以保护的透明塑料封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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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从端子上卸下螺丝和垫圈。

14.将每个电缆接线片固定到接线柱上，先装上垫圈，然后再拧上螺丝。 对每个螺母施加 23

lb-in. (2.6 Nm) 和 25 lb-in. (2.8 Nm) 之间的扭矩。

a. 将每个正极 (+) DC 电源电缆接线片固定到 RTN（返回）端子。

b. 将每个负极 (–) DC 电源电缆接线片固定到 -48V（输入）端。

小心: 必须确保电源连接保持正确的极性。 电源电缆可能标记为 (+) 和 (–) 来

指示它们的极性。 DC 电源电缆没有标准的彩色编码。 现场外部 DC 电源使用的

彩色编码决定了电源电缆（连接到每个电源的接线柱上）中的导线的彩色编码。

注意: 插槽 PEM0 和 PEM1 中的 DC 电源必须由来源于供电电源 A 的专用供电设备

来供电，而插槽 PEM2 和 PEM3 中的 DC 电源必须由来源于供电电源 B 的专用供电

设备来供电。 该配置为系统提供了普遍部署的 A/B 供电冗余。

注意: 有关连接到 DC 电源的信息，请参阅 第14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DC

电源系统电气规格”。

15.更换面板接线柱上的透明塑料封套。

16.确保电源布线正确、未触碰服务网关组件或阻碍到其通道，并且没有凌乱置于地面，以防有人

绊倒。 如果电源安装正确且运行正常，则电源上的 LED 将以绿色稳定点亮。

注意: 您必须在服务网关中安装一个 SFB 和一个路由引擎，电源才会自动开启。

相关主题 第94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硬件组件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 第117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DC 电源电缆

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DC 电源电缆

要更换连接到 DC 电源的电源电缆：

1. 将 ESD 接地腕带绑到裸露的手腕上，并将此腕带与机房现场的 ESD 接地点相连。 请参阅有

关场地的说明。

2. 关闭所有连接到电源的电缆的外部断路器。 请确保 DC 电源电缆导线间的电压为 0 V，这样

在卸下过程中电缆就不会带电。

3. 卸下 DC 电源的电源电缆。

4. 将 ESD 接地腕带绑到裸露的手腕上，然后将腕带连接到机箱上的某个 ESD 点。 有关 ESD 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123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坏 SRX3600 服务网关”。

5. 请确保电缆没有触碰或阻碍任何服务网关组件，并且未凌乱置于地面，以防有人绊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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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更换面板接线柱上的透明塑料封套。

7. 将电源电缆连接到 DC 电源。

图64: 连接 DC 电源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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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确认 DC 电源电缆布线正确。 观察电源上的 LED 状态。 如果电源电缆安装正确并电源正常

运行，则电源上的 LED 将以绿色稳定点亮。

相关主题 • 第94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硬件组件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 第115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DC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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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附录

• 安全和法规合规性信息 (第121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环境规格 (第137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电源准则、要求和规格 (第139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硬件的电缆和电线准则 (第149页)

• 联系客户支持及退回 SRX3600 服务网关硬件 (第155页)

• 产品回收 (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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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A

安全和法规合规性信息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SRX3600 服务网关安全警告级别的定义 (第121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通用安全准则和警告 (第122页)

• 其他 SRX3600 服务网关警告 (第122页)

• 防止静电放电损坏 SRX3600 服务网关 (第123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防火安全要求和灭火设备 (第125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安装安全准则和警告 (第126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激光和 LED 安全准则和警告 (第127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维护和操作安全准则和警告 (第129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电气安全准则和警告 (第131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机构批准 (第134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的 NEBS 和 ETSI 合规性 (第135页)

SRX3600 服务网关安全警告级别的定义

本指南使用以下安全警告级别：

注意: 在特定情况下，您可能发觉此信息非常有用；在其他情况下，则可将其忽略。

小心: 您需要遵守特定的准则，以避免给您带来任何微小的伤害或不便，或者对服务

网关造成严重的损坏。

警告: 此符号警示有激光，存在导致人身伤害的危险。

警告: 此符号表示危险。 您所处的情况可能导致人身伤害。 在使用任何设备之前，

请注意由电路引发的危险，并熟悉标准做法以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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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第122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通用安全准则和警告•

• 第123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坏 SRX3600 服务网关

• 第12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防火安全要求和灭火设备

SRX3600 服务网关通用安全准则和警告

以下准则有助于确保您的安全，并可防止服务网关受到损坏。 准则列表可能不会涵盖工作环境中

所有存在潜在安全隐患的情况，所以应随时保持警惕并做出合理的判断。

• 仅执行在本指南中明确说明的规程。 请确保只有授权的服务人员执行其他系统服务。

• 在安装过程之前、之中及之后，都需要保持机箱周围区域清洁无尘。

• 使工具远离人们可能会绊到的地方。

• 请勿穿着宽松的服装或佩戴首饰（如戒指、手镯或项链），这些可能会在机箱中被卡住。

• 在任何可对眼睛造成伤害的情况下工作，都应佩戴安全眼镜。

• 切勿执行任何会对人员造成潜在危害或使设备不安全的操作。

• 绝不要尝试抬起相对一个人的力量来说过重的设备。

• 绝不要在雷暴期间安装或操作配线。

• 绝不要将电插座安装在潮湿处，除非该插座专为潮湿环境设计。

• 只有在正确接地的情况下才能运行服务网关。

• 除非在本指南中有所说明，否则切勿打开或卸下机箱盖或钣金件。 此类操作可能会导致严重的

电击。

• 切勿从任何机箱结构的开口处推动或强行移动任何物体。 此类操作可能会导致电击或火灾。

• 要避免将液体溅到服务网关机箱或任何服务网关组件上。 此类操作可能会导致电击或损坏服务

网关。

• 请勿触摸尚未与电源断开的未绝缘电线或端子。 此类操作可能导致电击。

相关主题 第12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安全警告级别的定义•

• 第123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坏 SRX3600 服务网关

• 第12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防火安全要求和灭火设备

其他 SRX3600 服务网关警告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取得资格认证人员警告 (第123页)

• 受限访问区域警告 (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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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资格认证人员警告

警告: 只有经过培训并取得资格认证的人员才能安装或更换服务网关。

相关主题 第123页上的受限访问区域警告•

• 第122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通用安全准则和警告

• 第12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安全警告级别的定义

• 第123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坏 SRX3600 服务网关

• 第12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防火安全要求和灭火设备

受限访问区域警告

警告: 本设备要求安装在对访问设有限制的区域。 受限访问区域是指只有维护人员通

过使用特殊工具、锁和钥匙或其他安全手段才能访问的区域，并且此区域受该位置的

负责人控制。

相关主题 第123页上的取得资格认证人员警告•

• 第122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通用安全准则和警告

• 第12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安全警告级别的定义

• 第123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坏 SRX3600 服务网关

• 第12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防火安全要求和灭火设备

防止静电放电损坏 SRX3600 服务网关

很多服务网关硬件组件都很容易受到静电损坏。 30V 的低电压就可能会损坏某些元件。 即使是

搬运塑料或泡沫包装材料或者在塑料或地毯上移动元件，也会很容易产生潜在的破坏性静电电压。

请遵守以下准则以将潜在的静电放电 (ESD) 损坏（可能会导致元件间歇或彻底瘫痪）降至最低：

• 请始终使用 ESD 腕带或踝带，并确保其与您的皮肤直接接触。

小心: 为安全起见，要定期检查 ESD 腕带的电阻值。 测量值应为 1 到 10 Mohms。

• 处理从机箱上拆下的组件时，应确保 ESD 腕带的设备终端与机箱上的 ESD 点之一相接触，

如第124页上的图65 和第124页上的图6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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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SRX3600 服务网关前部的 ESD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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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SRX3600 服务网关后部的 ESD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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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组件与您的衣服接触。 衣服所产生的 ESD 电流同样会损坏组件。

• 卸下或安装组件时，要确保将其正面朝上置于抗静电的平面上，并将其放于抗静电卡架或防静

电袋中（请参阅第125页上的图67）。 如果要返回组件，请在包装前将其置于防静电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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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将组件放置在防静电袋中

相关主题 第122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通用安全准则和警告•

• 第12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安全警告级别的定义

• 第12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防火安全要求和灭火设备

SRX3600 服务网关防火安全要求和灭火设备

如果服务网关和其他网络设备发生火灾，应优先考虑人员安全。 建立出现火灾时的人员保护规

程，进行安全培训并配置正确的防火设备和灭火器。

另外，还应建立出现火灾时的设备保护流程。 应将 Juniper Networks 产品安装在适合电子设备

的环境中。 建议您在设备附近配备灭火设备以防出现火灾；安装和操作设备时应遵守当地所有的

火灾、安全和电气法规及条例。

如果出现电气危险或火灾，请首先关闭设备总电源。 然后使用 C 型灭火器灭火。 C 型灭火器使

用非腐蚀性阻燃剂，如二氧化碳 (CO
2
) 和 Halotron，它们对扑灭电气火焰最有效。 C 型灭火器

可排除着火点的氧气，达到灭火效果。 要扑灭用于汲取空气进行冷却的设备上或其周围的火灾，

请不要使用会在设备上留有残渣的灭火器，而应使用此类型的惰性氧置换灭火器。

请勿在 Juniper Networks 设备附近使用 ABC 型万能化学灭火器（干粉灭火器）。 在这些灭火

器中的主要成分是磷酸一铵，其粘性很高且很难清理。 另外，稍遇一点潮气，磷酸一铵就会具有

高度腐蚀性，能够腐蚀大部分金属。

曾使用化学灭火器进行灭火的室内的任何设备都会遇到过早损坏或运行不可靠的问题。 这时认为

该设备已彻底损坏。

注意: 为保证担保的有效性，切勿使用干粉灭火器灭火或对 Juniper Networks 服务

网关周围灭火。 如果使用干粉灭火器，则服务协议不再对本设备有效。

建议您采用环保的方法处置彻底损坏的设备。

相关主题 第122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通用安全准则和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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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安全警告级别的定义

• 第123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坏 SRX3600 服务网关

SRX3600 服务网关安装安全准则和警告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机箱提升准则 (第126页)

• 安装说明警告 (第126页)

• 机架安装要求和警告 (第127页)

• 斜坡警告 (第127页)

机箱提升准则

完全配置机箱的重量大约为 118 lb (54 kg)。 在抬起和移动服务网关时，遵守以下准则：

• 在移动服务网关之前，请阅读以下部分中的准则： 第13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接地

点”、 第142页上的“DC 供电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功率要求”和 第146页上的“AC 供电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功率要求”，以验证要安装的场地是否满足指定的电源、环境和间隙要求。

• 切勿尝试自己举起完全装配的服务网关。 建议使用机械升降机将服务网关放到机架中。 如果

无法使用升降机，则至少必须由两个人来抬起服务网关，并且在抬起之前一定要先将组件从机

箱中卸下。

• 在抬起和移动服务网关之前，请断开所有的外部电缆。

• 抬起较重的物体时，请用腿而不是后背承担大部分的重量。 抬起时，请保持您的膝盖弯曲、后

背挺直并避免扭曲身体。 均匀地分担重量，并要确保站稳脚步。

• 不要试图借助电源或通用外形模块 (CFM) 上的手柄抬起机箱。 手柄可能会脱落，造成机箱跌

落并导致人身伤害。

相关主题 第122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通用安全准则和警告•

• 第126页上的安装说明警告

• 第127页上的机架安装要求和警告

• 第127页上的斜坡警告

安装说明警告

警告: 将服务网关连接到电源之前，请先阅读安装说明。

相关主题 第122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通用安全准则和警告•

• 第126页上的机箱提升准则

• 第127页上的机架安装要求和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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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7页上的斜坡警告

机架安装要求和警告

确保平稳牢固地支撑装有服务网关的设备机架，避免出现可能由不均匀的机械负荷引起的危险状

况。

警告: 为防止在安装或维护机架中的服务网关时发生人身伤害，请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确保系统保持稳定。 以下指导可帮助您保障安全：

• 服务网关必须安装到固定在建筑结构上的机架中。

• 如果服务网关是机架中唯一的设备，应将其安装在机架的底部。

• 如果将设备安装在已装有其他组件的机架中，则采取自下向上的顺序在机架上安装

设备，并将最重的组件放置在机架最下方。

• 如果机架随附了稳定装置，则在机架中安装或维修服务网关之前先安装稳定器。

相关主题 第122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通用安全准则和警告•

• 第126页上的机箱提升准则

• 第126页上的安装说明警告

• 第127页上的斜坡警告

斜坡警告

警告: 安装服务网关时，切勿使用倾斜角度超过 10 度的斜坡。

相关主题 第122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通用安全准则和警告•

• 第126页上的机箱提升准则

• 第126页上的安装说明警告

• 第127页上的机架安装要求和警告

SRX3600 服务网关激光和 LED 安全准则和警告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通用激光安全准则 (第128页)

• 1 类激光产品警告 (第128页)

• 1 类 LED 产品警告 (第128页)

• 激光束警告 (第129页)

• 开放式端口孔径中的辐射警告 (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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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激光安全准则

在服务网关附近工作时，请遵守以下安全准则以防止眼睛受到伤害：

• 切勿窥视未端接的端口或观察与未知光源相连接的光纤。

• 切勿使用光学仪器观察未端接的光学端口。

• 应避免直接暴露于光束下。

警告: 未端接的光学连接器可发射不可见的激光辐射。 人眼中的晶状体会将所有的

激光能量聚焦到视网膜上，所以眼睛直视激光源（即使是低功率激光）可能会对眼

睛造成永久性伤害.

相关主题 第128页上的1 类激光产品警告•

• 第128页上的1 类 LED 产品警告

• 第129页上的激光束警告

• 第129页上的开放式端口孔径中的辐射警告

1 类激光产品警告

警告: 1 类激光产品。

相关主题 第128页上的通用激光安全准则•

• 第128页上的1 类 LED 产品警告

• 第129页上的激光束警告

• 第129页上的开放式端口孔径中的辐射警告

1 类 LED 产品警告

警告: 1 类 LED 产品。

相关主题 第128页上的通用激光安全准则•

• 第128页上的1 类激光产品警告

• 第129页上的激光束警告

• 第129页上的开放式端口孔径中的辐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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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束警告

警告: 切勿凝视激光束或使用光学仪器直接观察。

相关主题 第128页上的通用激光安全准则•

• 第128页上的1 类激光产品警告

• 第128页上的1 类 LED 产品警告

• 第129页上的开放式端口孔径中的辐射警告

开放式端口孔径中的辐射警告

警告: 由于在未连接任何光纤时可能从端口的孔径中发射出不可见的辐射，因此，请

避免直接暴露在辐射下且不要凝视开放的孔径。

相关主题 第128页上的通用激光安全准则•

• 第128页上的1 类激光产品警告

• 第128页上的1 类 LED 产品警告

• 第129页上的激光束警告

SRX3600 服务网关维护和操作安全准则和警告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电池处理警告 (第129页)

• 摘下珠宝饰物警告 (第130页)

• 雷电活动警告 (第130页)

• 工作温度警告 (第130页)

• 产品处理警告 (第130页)

电池处理警告

警告: 如果电池更换不正确，可能导致爆炸。 仅使用制造商建议的相同类型或同等类

型的电池更换原有电池。 按照制造商的说明处理废旧电池。

相关主题 第130页上的摘下珠宝饰物警告•

• 第130页上的雷电活动警告

• 第130页上的工作温度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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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0页上的产品处理警告

摘下珠宝饰物警告

警告: 在操作连接到电源线的设备之前，请先摘下珠宝饰物，包括戒指、项链和手表。

金属体在连接到电源和地面之间时会发热，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烧焦或将金属体与接线

端相熔接。

相关主题 第129页上的电池处理警告•

• 第130页上的雷电活动警告

• 第130页上的工作温度警告

• 第130页上的产品处理警告

雷电活动警告

警告: 雷电活动期间，不要使用系统，也不要连接或断开电缆。

相关主题 第129页上的电池处理警告•

• 第130页上的摘下珠宝饰物警告

• 第130页上的工作温度警告

• 第130页上的产品处理警告

工作温度警告

警告: 为防止服务网关过热，请勿在超过最大建议环境温度 104°F (40°C) 的区域

进行操作。 要防止气流受阻，通风口周围应至少留出 6 in. （15.2 cm）的间隙。

相关主题 第129页上的电池处理警告•

• 第130页上的摘下珠宝饰物警告

• 第130页上的雷电活动警告

• 第130页上的产品处理警告

产品处理警告

警告: 此产品的处理必须根据所有国家的法律和规章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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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第129页上的电池处理警告•

• 第130页上的摘下珠宝饰物警告

• 第130页上的雷电活动警告

• 第130页上的工作温度警告

SRX3600 服务网关电气安全准则和警告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对于发生电气事故的情况 (第131页)

• 通用电气安全准则和警告 (第131页)

• DC 电源电气安全准则和警告 (第132页)

对于发生电气事故的情况

如果电气事故导致了人身伤害，请按顺序进行以下操作：

1. 小心处理。 注意可能引起进一步伤害的潜在危险情况。

2. 断开服务网关的电源。

3. 如果可能的话，派另一个人去获取医疗救助。 否则，判断伤者情况，然后电话求助。

相关主题 第131页上的通用电气安全准则和警告•

• 第132页上的DC 电源电气安全准则和警告

• 第134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构批准

通用电气安全准则和警告

• 请按照下列当地、国家或国际电气法规安装服务网关：

• 根据 TN 电源系统进行评估

• 找到开展工作所在房间中紧急断电开关的位置，以便在发生电气事故时可快速关闭电源。

• 如果工作区域中任何地方存在潜在的危险条件，请勿单独作业。

• 切勿想当然地认为电路与电源已断开连接。 开始工作前请始终记得检查电路。

• 小心查找工作区是否存在潜在危险，例如地面潮湿、电源延长线未接地、未进行安全接地等。

• 请在标记的电气额定值内按照产品使用说明操作服务网关。

• 为了使服务网关和外围设备能够安全正确地运行，请使用为所连接的外围设备指定的电缆和连

接器，并确保它们功能正常。

接地设备警告

背板能量危险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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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高水平电力通过服务网关背板进行分配。 维护安装在服务网关中的组件时，请

小心切勿用任何金属体触到背板连接器或任何连接到背板的组件。

多电源断开警告

警告: 服务网关具有多个电源连接。 要完全断开设备的电源，必须完全断开所有连

接。

电源断开警告

警告: 使用服务网关或附近的电源之前，先从 AC 供电服务网关拔下电源线；然后在

DC 供电服务网关上的断路器处切断电源。

TN 电源警告

警告: 该服务网关设计为与 TN 电源系统一起使用。

铜质导体警告

警告: 仅使用铜质导体。

相关主题 第131页上的对于发生电气事故的情况•

• 第132页上的DC 电源电气安全准则和警告

• 第134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构批准

DC 电源电气安全准则和警告

使用 DC 供电的设备时，请遵守下列准则和警告：

• DC 电源电气安全准则

• DC 电源断开警告

• DC 电源接地要求和警告

• DC 电源布线顺序警告

• DC 电源接线端子警告

DC 电源电气安全准则

下列电气安全准则适用于 DC 供电的服务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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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 供电的服务网关配备有 DC 接线盒，该接线盒的额定值符合最大已配置服务网关的电源要

求。 要提供充足的电力，请将 DC 输入电线端接在 -48 VDC 时至少可提供 45 A 电流的设备

DC 电源上，或每个电源 -48 VDC 时 32 A 的电流的设备 DC 电源上。 我们建议为 48 VDC 设

备 DC 电源配备最小额定值为 40 A (-48 VDC) 的断路器，或者遵照当地法规的要求。 将一个

易于接近的断开设备集成到设备布线中。 请确保将接地线或导管接地。 建议使用闭环来端接

接地螺栓处的接地导线。

• 从断路器箱引出两条电线到 48 VDC 的电源。 使用相应规格的电线来处理高达 40 A 的电流。

• 受限访问区域指的是符合国家电气法规 ANSI/NFPA 70 的 110-16、110-17 和 110-18 条款规

定的区域。

注意: 主过流保护由建筑物断路器提供。 此断路器应根据 NEC ANSI/NFPA70 防止

过电流、短路和接地故障。

• 请确保 DC 输入配线的极性正确。 在某些情况下，与反向极性连接可能导致主断路器跳闸或损

坏设备。

• 出于人身安全考虑，在服务网关和 DC 配线的电源侧将绿色和黄色线连接到安全地面。

• DC 供电的服务网关的标记输入电压 –48 VDC 是与电池电路关联的额定电压，任何更高的电压

仅与用于充电功能的浮压相关联。

• 因为服务网关是正极接地系统，所以您必须将正极导线连接到标记为 RETURN 的端子，将负极

导线连接到标记为 –48V 的端子，并将机箱接地点接地。

DC 电源断开警告

警告: 执行下列任意过程之前，请确保 DC 电路电源断开。 为确保所有电源均已关

闭，请找到面板上用于 DC 电路的断路器，将断路器切换到 OFF 位置，然后将断路器

的开关手柄绑在 OFF 位置。

DC 电源接地要求和警告

绝缘接地导线与接地的和未接地的支路电源导线的尺寸相同，但可通过绿色和黄色条纹识别。绝

缘接地导线作为向单元提供电源的支路的一部分进行安装。 接地导线在电源变压器或电动发电机

中是独立的派生系统。

警告: 安装服务网关时，必须首先进行接地连接，最后断开接地连接。

DC 电源布线顺序警告

警告: 使用适当的接线片对 DC 电源进行布线。 连接电源时，正确的接线顺序是地到

地，+RTN 到 +RTN，然后是 -48 V 到 -48 V。 断开电源时，正确的接线顺序是 -48 V

到 -48 V, +RTN 到 +RTN，然后是地到地。 请注意，应始终最先连接接地线，最后将

其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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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电源接线端子警告

警告: 配线需要绞合时，请使用经过批准的接线端子，如闭环或铲式朝上的接线片。

这些端子的尺寸应适合导线，并应夹紧绝缘体和导体。

相关主题 第131页上的对于发生电气事故的情况•

• 第131页上的通用电气安全准则和警告

• 第134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构批准

SRX3600 服务网关机构批准

服务网关符合下列标准：

• 安全

• CSA 60950-1 (2003) 信息技术设备安全

• UL 60950-1 (2003) 信息技术设备安全

• EN 60950-1 (2001) 信息技术设备安全

• IEC 60950-1 (2001) 信息技术设备安全（有国家偏差）

• EN 60825-1 +A1+A2 (1994) 激光产品安全性 - 第 1 部分：设备分类

• EMC

• EN 300 386 V1.3.3 (2005) 电信网络设备 - EMC 要求

• EMI

• FCC 第 15 部分 A 类 (2007) 美国辐射发射标准

• EN 55022 A 类 (2006) 欧洲辐射发射标准

• VCCI A 类 (2007) 日本辐射发射标准

• 抗扰度

• EN 55024 +A1+A2 (1998) 信息技术设备抗扰度特征

• EN-61000-3-2 (2006) 电源线谐波

• EN-61000-3-3 +A1 +A2 +A3 (1995) 电源线电压波动

• EN-61000-4-2 +A1 +A2 (1995) 静电放电

• EN-61000-4-3 +A1+A2 (2002) 辐射抗扰度

• EN-61000-4-4 (2004) 电快速瞬变

• EN-61000-4-5 (2006) 电涌

• EN-61000-4-6 (2007) 对传导干扰的抗扰度

• EN-61000-4-11 (2004) 电压骤降与凹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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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第131页上的对于发生电气事故的情况•

• 第131页上的通用电气安全准则和警告

• 第132页上的DC 电源电气安全准则和警告

SRX3600 服务网关的 NEBS 和 ETSI 合规性

• SRX3600 服务网关的 NEBS 和 ETSI 标准 (第135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的 NEBS 和 ETSI 配置要求 (第135页)

SRX3600 服务网关的 NEBS 和 ETSI 标准

如果 SRX3600 服务网关在安装和配置时遵守了本节介绍的内容，则满足以下 NEBS 和 ETSI 标

准：

• GR-63-CORE

• ETSI 300019-2-1

• ETSI 300019-2-2

• ETSI 300019-2-3

• GR-1089-CORE

SRX3600 服务网关的 NEBS 和 ETSI 配置要求

要满足 第13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 NEBS 和 ETSI 标准” 中介绍的 NEBS 和 ETSI 标准，

必须按以下方式配置 SRX3600 服务网关：

• 必须将该服务网关安装到开式两柱式或四柱式机架中，不能安装到密封机柜中。

• 安装该服务网关时必须遵守本指南中的说明和步骤。

• 必须为该服务网关配备四电源。

• 对于 AC 供电的服务网关，设备中安装的所有四个电源都必须为修订版 09 或更高版本。 您可

使用 show chassis hardware 命令来确定电源版本号。 您也可使用以下方法确定电源版本：

查看电源上的印刷标签，该标签以字母格式显示版本。 修订版 09 对应 “REV 0F”，而修订

版 10 对应 “REV 0G”，依此类推。 第136页上的图68 显示电源型号和修订版标签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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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电源型号和修订版标签（显示的为 AC 电源，DC 电源与此类似）

g0
36

10
9

DS1200-3-401 REV: 0F

• 对于 DC 供电的服务网关，设备中安装的所有四个电源都必须为增强型 DC 电源。 您可使用

show chassis hardware 命令来确定电源类型。 您也可使用以下方法确定电源类型：查看电源

上的印刷标签，如第136页上的图68 中所示。 标准 DC 电源在标签上标示为型号 “DS850DC。”

增强型 DC 电源标示为 “DS1200DC-3-401”。

• 服务网关机箱前部的 CFM 插槽（CFM 插槽 1 到 6）中不得并排安装任何两个 SPC。 您可在机

箱后部的 CFM 插槽（CFM 插槽 7 到 12）中并排安装 SPC。

• 服务网关中安装的所有 SFP、SFP+ 和 XFP 收发器的类型都必须为扩展温度类型。

第136页上的表22 介绍 Juniper Networks 提供的适用收发器。

表22: 扩展温度 SFP、SFP+ 和 XFP 收发器

说明SKU

1000BASE-LH SFP 光纤收发器SRX-SFP-1GE-LH-ET

1000BASE-LX SFP 光纤收发器SRX-SFP-1GE-LX-ET

1000BASE-SX SFP 光纤收发器SRX-SFP-1GE-SX-ET

1000BASE-T SFP 铜质收发器SRX-SFP-1GE-T-ET

10GBASE-ER XFP 光纤收发器SRX-XFP-10GE-ER-ET

10GBASE-LR XFP 光纤收发器SRX-XFP-10GE-LR-ET

10GBASE-SR XFP 光纤收发器SRX-XFP-10GE-SR-ET

10GBASE-ER SFP+ 光纤收发器SRX-SFP-10GE-ER

10GBASE-LR SFP+ 光纤收发器SRX-SFP-10GE-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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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B

SRX3600 服务网关环境规格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SRX3600 服务网关环境规格 (第137页)

SRX3600 服务网关环境规格

第137页上的表23 指定了服务网关正常运行所需的环境规格。 此外，安装场地应尽可能无尘。 有

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3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场地准备核对清单” 及 第79页上的

“SRX3600 服务网关的日常维护过程”。

表23: SRX3600 服务网关环境规格

值说明

10,000 ft（3048 m）以下性能稳定海拔

相对湿度为 5% - 90%（非冷凝）时可确保正常运行相对湿度

温度为 32°F (0°C) - 104°F (40°C) 时可确保正常运行

装运箱中的非工作存储温度：–40°F (–40°C) 到 158°F (70°C)

温度

经过测试，可满足 Telcordia Technologies Zone 4 地震要求地震

AC 电源：5845 BTU/小时 (1714 W)

DC 电源：6223 BTU/小时 (1825 W)

最大热输出

注意: 根据“国家电气法规”(ANSI/NFPA 70) 的 110-16、110-17 和 110-18 条款，

只可以将服务网关安装在受限的区域，例如专用机房和设备室。

相关主题 • 第134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构批准

• 第122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通用安全准则和警告

• 第12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防火安全要求和灭火设备

• 第12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安全警告级别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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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C

SRX3600 服务网关电源准则、要求和规格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规格 (第139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 DC 电源规格和要求 (第141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 AC 电源规格和要求 (第145页)

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规格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接地点 (第139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电缆接线片规格 (第140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电缆规格 (第141页)

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接地点

为满足安全和抗电磁干扰 (EMI) 要求并确保正确运行，在连接电源前必须将服务网关充分接地。

提供了一对螺纹孔，用于将服务网关连接到机箱后部的接地部位。 第140页上的图69 显示了服务

网关上的机箱接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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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SRX3600 服务网关后部的接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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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当您将 AC 供电服务网关的电源插入已接地的 AC 电源插座时，会为其提供额

外的接地。

相关主题 第14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电缆接线片规格•

• 第14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电缆规格

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电缆接线片规格

电缆连接到接地电缆（请参阅第140页上的图70），两个 M5 螺丝用来将接地电缆固定到接地点。

图70: 接地电缆接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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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在开始安装服务网关之前，必须由专业电工将电缆接线片连接到提供的接地电

缆和电源电缆上。 接线片连接不正确的电缆会损坏服务网关。

相关主题 第13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接地点•

• 第14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电缆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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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电缆规格

提供的接地电缆必须为 6-AWG（13.3 mm
2
），最低 60°C 的电线，或者遵照当地法规的要求。

警告: 服务网关是安装在受限访问位置的可插拔 A 类设备。 除电源线的接地管脚外，

机箱上还提供单独的保护性接地点（尺寸适合 M5 螺丝）。 此单独的保护性接地点必

须永久接地。

相关主题 第13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接地点•

• 第14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接地电缆接线片规格

SRX3600 服务网关 DC 电源规格和要求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SRX3600 服务网关 DC 电源系统电气规格 (第141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 DC 电源电气规格 (第141页)

• DC 供电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功率要求 (第142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 DC 电源电缆规格 (第143页)

SRX3600 服务网关 DC 电源系统电气规格

第141页上的表24 列出了 DC 电源系统电气规格。

表24: DC 电源系统电气规格

规格项目

工作范围：–40.5 到 –72 VDCDC 输入电压

-48 VDC 时为 44.4 ADC 系统额定电流

2125 W最大 DC 输入功率

相关主题 第2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DC 电源电气规格•

• 第142页上的DC 供电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功率要求

• 第14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DC 电源电缆规格

SRX3600 服务网关 DC 电源电气规格

第142页上的表25 列出了两类服务网关 DC 电源的电气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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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DC 电源电气规格

增强型 DC 电源标准 DC 电源项目

1200 W850 W最大输出功率

–40.5 至 –72 VDC–40.5 至 –72 VDCDC 输入电压

31.3 A (-48 VDC)22.2 A (-48 VDC)额定 DC 输入电流

PEM0 和 PEM1 中的 DC 电源必须由来源于供电电源 A 的专用供电设备来供电，而 PEM2 和 PEM3

中的 DC 电源必须由来源于供电电源 B 的专用供电设备来供电。 该配置为系统提供了普遍部署

的 A/B 供电冗余。

相关主题 第14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DC 电源系统电气规格•

• 第142页上的DC 供电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功率要求

• 第14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DC 电源电缆规格

DC 供电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功率要求

注意: 如果您计划使用进行了最大配置的 DC 供电服务网关，我们建议您为系统提供

-48 VDC 时 45 A 的电力。

如果不为系统计划置备 -48 VDC 时 45 A 的电力，则可使用第142页上的表26 和第143页上的表27

中的信息计算各种硬件配置在 -48 VDC 时的功耗以及热输出。

第142页上的表26 列出了基本的 DC 供电服务网关在标准电压条件下工作的电源要求。

表26: DC 供电基本系统的要求

功率要求（瓦）DC 电源配置

375 W（大约）非冗余配置中包含两个 DC 电源、背板、SFB、路由引擎和风扇盘

430 W（大约）冗余配置中包含四个 DC 电源、背板、SFB、路由引擎和风扇盘

注意: 第142页上的表26 中显示的功率要求值针对负载较轻的系统。 对于负载较重的

系统，基本系统在整体系统功率要求中所占分量将降低，因为随着负载增加，电源的

效率也随之提高。 对于负载较重的系统，冗余和非冗余基本系统在整体系统功率要求

中大约都占 375 W。

第143页上的表27 列出了当服务网关在标准电压条件下工作时，各种硬件组件的电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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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 组件 DC 电源要求

电源效率为 80% 时的 48V 输入功率

要求功率要求（瓦）组件

66 W53 W路由引擎

148 W118 WSPC

80 W64 WNPC

44 W35 WSCM

65 W52 WNP-IOC

50 W40 WIOC（最大）

65 W52 WIOC（最小）

请利用第142页上的表26 和第143页上的表27 中的信息计算各种硬件配置的功耗、来自不同源电压

的输入电流以及热输出，如以下示例中所示。 这些示例使用每个 IOC 的最大值。

DC 供电服务网关的典型功耗：

• 最小 DC 供电配置：

Base services gateway (nonredundant) + 1 SPC + 1 NPC =

375 W + 148 W + 80W = 603 W @ -48 VDC = 12.6 A

• 最大 DC 供电配置：

Base services gateway (redundant) + 7 SPCs + 3 NPCs + 2 IOC (max) + 1 SCM =

375 W + 7(148) W + 3(80) W + 2(65) W + 44 W =

375 W + 1036 W + 240 W + 130 W + 44 W = 1825 W @ -48 VDC = 38.0 A

• 来自 DC 电源而不是 –48 VDC 的输入电流（基于最大配置；仅适用于 DC 电源）：

(–54 VDC input) * (input current X) = (-48 VDC input) * (input current Y)

54 * X = 48 * 38.0 A

X = (48 *38.0)/54 = 33.8 A

• 进行了最大配置的 DC 供电服务网关的热输出：

Watts DC * 3.41= BTU/hr

1825 * 3.41 = 6223 BTU/hr

相关主题 第14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DC 电源系统电气规格•

• 第2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DC 电源电气规格

• 第14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DC 电源电缆规格

SRX3600 服务网关 DC 电源电缆规格

第144页上的图71 显示了典型的 DC 电源布线。

143Copyright © 2014, Juniper Networks, Inc.

附錄C: SRX3600 服务网关电源准则、要求和规格



图71: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典型 DC 电源布线

插槽 PEM0 和 PEM1 中的 DC 电源必须由来源于供电电源 A 的专用供电设备来供电，而插槽 PEM2

和 PEM3 中的 DC 电源必须由来源于供电电源 B 的专用供电设备来供电。 该配置为系统提供了

普遍部署的 A/B 供电冗余。

小心: 必须确保电源连接保持正确的极性。 电源电缆可能标记为 (+) 和 (–) 来指示

它们的极性。 DC 电源电缆没有标准的彩色编码。 现场外部 DC 电源使用的彩色编码

决定了电源电缆（连接到每个电源的接线柱上）中的导线的彩色编码。

警告: 对于场地布线连接，请仅使用铜导体。

有关其他电气安全信息，请参阅 第131页上的“通用电气安全准则和警告”。

小心: 电源线和电缆不得阻隔通向服务网关组件的通路，也不得凌乱置于地面，以防

有人绊倒。

有关 DC 电源的说明，请参阅 第24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DC 电源概述”。 有关在初始安

装期间连接 DC 电源电缆和接地电缆的说明，请参阅 第68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

DC 电源”。 有关更换 DC 电源电缆的说明，请参阅 第117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DC 电源电缆”。

第144页上的表28 汇总了您必须提供的电源电缆的规格。

表28: DC 电源电缆规格

数量和规格电缆类型

八根 6-AWG（13.3 mm
2
），最低 60°C 的电线，或者遵照当地法规的要求。电源

相关主题 第14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DC 电源系统电气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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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DC 电源电气规格

• 第142页上的DC 供电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功率要求

SRX3600 服务网关 AC 电源规格和要求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SRX3600 服务网关 AC 电源系统电气规格 (第145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 AC 电源电气规格 (第145页)

• AC 供电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功率要求 (第146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 AC 电源线规格 (第147页)

SRX3600 服务网关 AC 电源系统电气规格

第145页上的表29 列出了 AC 电源系统电气规格。

表29: AC 电源系统电气规格

规格项目

工作范围：100-127 V / 200-240 VAC 输入电压

50/60 HzAC 输入线路频率

100 V 时为 24 AAC 系统额定电流

100 V 时为 2353 W最大 AC 输入功率

相关主题 第14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AC 电源电气规格•

• 第146页上的AC 供电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功率要求

• 第147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AC 电源线规格

SRX3600 服务网关 AC 电源电气规格

第145页上的表30 列出了服务网关 AC 电源的电气规格。

表30: AC 电源电气规格

规格项目

1000 W（110 VAC 输入）最大输出功率

1200 W（220 VAC 输入）

工作范围：100-127 V / 200-240 VAC 输入电压

50/60 HzAC 输入线路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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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0: AC 电源电气规格 (续)

规格项目

12.0 A @ 100-127 V/7 A @ 200-240 V额定 AC 输入电流

相关主题 第14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AC 电源系统电气规格•

• 第146页上的AC 供电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功率要求

• 第147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AC 电源线规格

AC 供电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功率要求

注意: 如果计划运行最大配置的 AC 供电服务网关，建议为系统置备 100 V 时为 24 A

的电力，或者为每个电源置备 100-127 V 时为 12.0 A/200-240 V 时为 7 A 的电力。

如果您不计划为系统置备 100 V 时 24 A 的电力，或者不打算为每个电源置备 100-127 V 时为

12.0 A/ 200-240 V 时为 7 A 的电力，则可利用第146页上的表31 和第146页上的表32 中的信息

来计算各种硬件配置的功耗以及热输出。

第146页上的表31 列出了基本的 AC 供电服务网关在标准电压条件下工作的电源要求。 其中包括

AC 电源的效率。

表31: 基本系统 AC 电源要求

功率要求（瓦）组件

353 W（大约）非冗余配置中包含两个 AC 电源、背板、SFB、路由引擎和风扇盘。

430 W（大约）冗余配置中包含四个 AC 电源、背板、SFB、路由引擎和风扇盘。

注意: 第146页上的表31 中显示的功率要求值针对负载较轻的系统。 对于负载较重的

系统，基本系统在整体系统功率要求中所占分量将降低，因为随着负载增加，电源的

效率也随之提高。 对于负载较重的系统，冗余和非冗余基本系统在整体系统功率要求

中大约都占 353 W。

第146页上的表32 列出了当服务网关在标准电压条件下工作时，各种硬件组件的电源要求。

表32: 组件 AC 功率要求

电源效率为 85% 时的 AC 输入功率

要求功率要求（瓦）组件

62 W53 W路由引擎

139 W118 WS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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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组件 AC 功率要求 (续)

电源效率为 85% 时的 AC 输入功率

要求功率要求（瓦）组件

75 W64 WNPC

41 W35 WSCM

61 W52 WNP-IOC

47 W40 WIOC（最小）

61 W52 WIOC（最大）

请使用第146页上的表31 和第146页上的表32 中的信息计算各种硬件配置的功耗和热输出，如以下

示例中所示。 这些示例使用每个 IOC 的最大值。

AC 供电服务网关的典型功耗：

• 最小 AC 供电配置：

Base services gateway (nonredundant) + 1 SPC + 1 NPC =

353 W + 139 W + 75 W = 567 W

• 最大 AC 供电配置：

Base services gateway (redundant) + 7 SPCs + 3 NPCs + 2 IOCs + SCM =

353 W + 7(139) W + 3(75) W + (2) 61 W + 41 W =

353 W + 973 W + 225 W + 122 W + 41 W = 1714 W

• 典型系统热输出（基于最大配置的 AC 供电服务网关，电压为 110 V 输入）：

Watts * 3.41 = BTU/hr

1714 W * 3.41 = 5845 BTU/hr

相关主题 第14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AC 电源系统电气规格•

• 第14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AC 电源电气规格

• 第147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AC 电源线规格

SRX3600 服务网关 AC 电源线规格

每个 AC 电源上均具有单一的 AC 设备插座，它需要专用的 AC 电源供电。 大多数场地通过主干

管道配电，主干管道通向框架固定配电盘，其中一个配电盘可位于用于放置服务网关的机架的顶

部。 AC 电源线将每个电源连接到配电盘。

服务网关未随附 AC 电源线，因此您必须使用第148页上的表33 中显示的型号单独订购。 服务网

关使用母端带 C19 设备耦合器的可分离式 AC 电源线，这是国际电工协会 (IEC) 标准 60320 的

规定。 电源线公端插头插入适合您当地使用的标准电源插座。

第148页上的表33 提供了规格， 介绍了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可用 AC 电源线的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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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AC 电源线规格

插头类型电气规格
型号

国家/地区

CH2-16PC19，16 A/250 V，2.5 m，直通CBL-PWR-C19S-162-CH中国

警告: 服务网关的 AC 电源线仅供与服务网关一起使用，不用于任何其他用途。

有关 AC 电源的信息（包括组件说明），请参阅 第22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AC 电源概述”.

有关初始安装期间连接电源线的说明，请参阅 第66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 AC 电

源”. 有关更换 AC 电源电缆的说明，请参阅 第113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 AC 电

源电缆”.

相关主题 • 第14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AC 电源系统电气规格

• 第14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 AC 电源电气规格

• 第146页上的AC 供电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功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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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D

SRX3600 服务网关硬件的电缆和电线准则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SRX3600 服务网关电气布线准则 (第149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网络电缆准则 (第150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的控制台端口电缆和电线规格 (第153页)

SRX3600 服务网关电气布线准则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SRX3600 服务网关的信号距离限制 (第149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的无线电频率干扰 (第149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的电磁兼容性 (第149页)

SRX3600 服务网关的信号距离限制

安装不正确的电线会输入无线电干扰。 此外，如果电线超出建议的距离或者电线在建筑物之间穿

过，受雷击损坏的可能性会增加。 由雷电引起的电磁脉冲 (EMP) 会损坏未屏蔽的导体并毁坏电

子设备。 如果您的现场以前出现过此类问题，可能需要咨询电气电涌抑制和屏蔽方面的专家。

相关主题 第14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无线电频率干扰•

• 第14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电磁兼容性

SRX3600 服务网关的无线电频率干扰

您可以减少或消除现场中的无线电频率干扰 (RFI)，方法是使用双绞线电缆，同时接地导线进行

了适当的分布。 如果必须超出建议的距离，请使用优质双绞线电缆，并且每个数据信号都有一根

接地导线（如适用）。

相关主题 第14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信号距离限制•

• 第14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电磁兼容性

SRX3600 服务网关的电磁兼容性

如果您的现场容易出现电磁兼容性 (EMC) 问题，尤其是来自于雷电或无线电发射器的干扰，您可

能需要寻求专家的帮助。 电磁干扰 (EMI) 的强磁源会毁坏服务网关中的信号驱动器和接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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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会将电源浪涌通过电线导入设备中，从而产生电气危险。 提供正确接地和屏蔽环境并使用电气

浪涌抑制设备尤其重要。

小心: 为满足建筑物内部的雷电/电涌要求，必须对建筑物内的接线进行屏蔽，且接线

屏蔽物的两端必须接地。

相关主题 第14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信号距离限制•

• 第149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无线电频率干扰

SRX3600 服务网关网络电缆准则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SRX3600 服务网关多模和单模光纤电缆中的信号丢失 (第150页)

• SRX3600 服务网关光纤电缆中的衰减和散射 (第150页)

• 计算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光纤电缆的功率预算 (第151页)

• 计算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光纤电缆的功率裕度 (第151页)

SRX3600 服务网关多模和单模光纤电缆中的信号丢失

多模光纤的直径很大，使得光线能够在内部发生反射（从光纤壁弹回）。 使用多模光纤的接口一

般将 LED 用作光源。 但 LED 不是相干源。 它们将不同波长的光发射到多模光纤中，而多模光

纤会以不同的角度反射这些光。 光线沿锯齿形线路在多模光纤中前进，从而引起信号散射。 当

在纤芯中前进的光发射到光纤包层时，会造成高阶模损耗 (HOL)。 与单模光纤相比，这些因素会

共同限制多模光纤的传输距离。

单模光纤的直径过小，光线只能穿过一层在内部反射。 使用单模光纤的接口将激光用作光源。

激光会生成单一波长的光，它沿直线穿过单模光纤。 与多模光纤相比，单模光纤具有更大的带

宽，能够携带信号传播更长的距离， 因此也更加昂贵。

相关主题 第15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光纤电缆中的衰减和散射•

• 第151页上的计算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光纤电缆的功率预算

• 第151页上的计算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光纤电缆的功率裕度

SRX3600 服务网关光纤电缆中的衰减和散射

光数据链路能否正确发挥作用取决于到达接收器的已调光是否有足够的功率来正确解调。 衰减是

指光信号在传输时功率减少。 衰减是由无源介质组件（如电缆、电缆接头和连接器）所造成的。

在多模和单模光纤传输中都会发生衰减，但在光纤中的衰减程度要明显低于其他介质。 高效的光

数据链路必须具有足够的光，用以克服衰减。

散射是指信号随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扩散。 以下两种类型的散射会影响光数据链路：

• 色散 — 因光线速度的不同而引起的信号随时间扩散。

• 模态色散 — 因光纤传播模式的不同而引起的信号随时间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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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多模传输而言，模态色散（而非色散或衰减）通常会限制最大比特率和链路长度。 对于单模

传输而言，模态色散则不是限制因素。 但是，如果比特率较高，距离较长，色散（而非模态色

散）会限制最大链路长度。

有效的光数据链路必须具有足够的光，以超过接收器在符合规格操作时所需的最小功率。 此外，

总散射必须小于 Telcordia Technologies 文档 GR-253-CORE（第 4.3 部分）和国际电信同盟

(ITU) 文档 G.957 中为相应链路类型所指定的限制。

当色散达到所允许的最大值时，其所造成的影响可视为功率预算中的功率损失。 光功率预算必须

考虑到组件衰减、功率损失（包括散射中的损失）以及意外损失安全范围。

相关主题 第15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多模和单模光纤电缆中的信号丢失•

• 第151页上的计算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光纤电缆的功率预算

• 第151页上的计算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光纤电缆的功率裕度

计算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光纤电缆的功率预算

为确保光纤连接的功率充足以保证正确运行，需要计算链路的功率预算，即链路可传输功率的最

大值。 计算功率预算时，请使用最坏情况分析来提供错误裕度，即使实际系统的所有部件均不在

最坏情况下运行也是如此。 要计算功率预算的最坏情况估算 (P
B
)，请使用最小发射器功率 (P

T
)

和最小接收器灵敏度 (P
R
)：

P
B
= P

T
– P

R

下面假设的功率预算公式使用以分贝 (dB) 测量的值，分贝是指每毫瓦分贝 (dBm)：

P
B
= P

T
– P

R

P
B
= –15 dBm – (–28 dBm)

P
B
= 13 dB

相关主题 第15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多模和单模光纤电缆中的信号丢失•

• 第15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光纤电缆中的衰减和散射

• 第151页上的计算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光纤电缆的功率裕度

计算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光纤电缆的功率裕度

计算完链路的功率预算后，可计算功率裕度 (P
M
)，它表示从功率预算 (P

B
) 中减去衰减或链路损

耗 (LL) 后可用的功率量。 P
M
的最坏情况估算假设为最大 LL：

P
M
= P

B
– LL

P
M
大于零表示功率预算足以运行接收器。

导致链路损耗的因素包括高阶模损耗、模态色散和色散、连接器、接头和光纤衰减。

第152页上的表34 列出了以下示例计算中所用到的因素的损耗估算量。 有关由设备和其他因素引

起的实际信号损耗量的信息，请参阅供应商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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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引起链路损耗的因素的估算值

估算的链路损耗值链路损耗因素

单模 — 无

多模 — 0.5 dB

高阶模损耗

单模 — 无

多模 — 无，当带宽与距离之积小于 500 MHz–km 时

模态色散和色散

0.5 dB连接器

0.5 dB接头

单模 — 0.5 dB/km

多模 — 1 dB/km

光纤衰减

以下示例使用第152页上的表34 中的估算值来计算 2 km多模链路的链路损耗 (LL)，功率预算 (P
B
)

为 13 dB：

• 2 km 链路的光纤衰减 (1.0 dB/km) = 2 dB

• 5 个连接器的损耗 (每个连接器 0.5 dB) = 5(0.5 dB) = 2.5 dB

• 2 个接头的损耗 (每个接头 0.5 dB) =2(0.5 dB) = 1 dB

• 高阶损耗 = 0.5 dB

• 时钟恢复模块 = 1 dB

功率裕度 (P
M
) 的计算方法如下：

P
M
= P

B
– LL

P
M
= 13 dB – 2 km (1.0 dB/km) – 5 (0.5 dB) – 2 (0.5 dB) – 0.5 dB [HOL] – 1 dB

[CRM]

P
M
= 13 dB – 2 dB – 2.5 dB – 1 dB – 0.5 dB – 1 dB

P
M
= 6 dB

以下示例计算针对 8 km单模链路，功率预算 (P
B
) 为 13 dB，它使用第152页上的表34 中的估算

值来计算链路损耗 (LL)，链路损耗为光纤衰减（8 km，0.5 dB/km，或 4 dB）与 7 个连接器损

耗（每个连接器为 0.5 dB，或 3.5 dB）之和。 功率裕度 (P
M
) 的计算方法如下：

P
M
= P

B
– LL

P
M
= 13 dB – 8 km (0.5 dB/km) – 7 (0.5 dB)

P
M
= 13 dB – 4 dB – 3.5 dB

P
M
= 5.5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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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两个示例中，计算出的功率裕度均大于零，表示链路具有足够的功率进行传输，不会超过

最大接收器输入功率。

相关主题 第15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多模和单模光纤电缆中的信号丢失•

• 第150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光纤电缆中的衰减和散射

• 第151页上的计算 SRX3600 服务网关的光纤电缆的功率预算

SRX3600 服务网关的控制台端口电缆和电线规格

第153页上的表35 列出了将路由引擎上的 CONSOLE 端口连接到管理控制台的电缆的规格。

表35: 适用于路由引擎管理和报警接口的电缆和电线规格

插座最大长度随附的电缆/电线电缆规格端口

RJ-45/DB-9

公

6 ft（1.83 m）一条 6 ft（1.83 m）长，带

有 RJ-45/DB-9 连接器

RS-232 (EIA-232)

串行电缆

路由引擎控制台或

辅助接口

相关主题 • 第62页上的将 SRX3600 服务网关连接到管理控制台或辅助设备

• 第13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交换矩阵板

• 第21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路由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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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E

联系客户支持及退回 SRX3600 服务网关硬件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SRX3600 服务网关的返修流程 (第155页)

• 查找 SRX3600 服务网关组件序列号 (第156页)

• 联系客户支持以获取 SRX3600 服务网关的退还材料授权 (第158页)

• 包装 SRX3600 服务网关或组件以进行装运 (第159页)

SRX3600 服务网关的返修流程

如果 JTAC 技术人员不能解决问题，将发出退还材料授权 (RMA)。 此编号用于工厂对退货的跟踪

以及根据需要将维修好的或新的组件返还给客户。

注意: 除非已经先获得 RMA 编号， 否则不要将任何组件退回 Juniper Networks,

Inc.。 Juniper Networks, Inc. 保留拒收无 RMA 的货物的权利。 拒收的货物将通

过运费到付的方式返还给客户。

有关退货和维修政策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客户支持网页，网址为

http://www.juniper.net/support/guidelines.html。

要将服务网关或组件退回给 Juniper Networks 进行维修或更换：

1. 确定服务网关或组件的部件号和序列号。 有关卡和模块（如 IOC、SPC、端口模块和路由引

擎）的序列号位置，请参阅 www.juniper.net/techpubs/ 上的 SRX1400、SRX3400 和 SRX3600

服务网关模块指南。

2. 从 JTAC 处获得退还材料授权 (RMA) 编号。

注意: 除非已经先获得 RMA 编号，否则不要将服务网关或任何组件退回 Juniper

Networks。 Juniper Networks 保留拒收无 RMA 的货物的权利。 拒收的货物将通

过运费到付的方式退回给客户。

3. 包装服务网关或组件进行运送。

有关退货和维修政策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客户支持网页，网址为

http://www.juniper.net/support/guidelin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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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产品问题或技术支持问题，请使用 http://www.juniper.net/support/ 中的 Case Manager 链

接开支持 case，或致电 1-888-314-JTAC（美国境内）或 1-408-745-9500（美国境外）。

相关主题 第156页上的使用 CLI 列出 SRX3600 服务网关组件序列号•

• 第157页上的查找 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序列号标签

• 第158页上的查找 SRX3600 服务网关电源序列号标签

• 查找 SRX3600 服务网关路由引擎序列号标签

• 第157页上的查找 SRX3600 服务网关 SFB 序列号标签

查找 SRX3600 服务网关组件序列号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使用 CLI 列出 SRX3600 服务网关组件序列号 (第156页)

• 查找 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序列号标签 (第157页)

• 查找 SRX3600 服务网关 SFB 序列号标签 (第157页)

• 查找 SRX3600 服务网关电源序列号标签 (第158页)

使用 CLI 列出 SRX3600 服务网关组件序列号

在联系 以申请“退还材料授权”(RMA) 之前，必须找到服务网关或组件上的序列号。 要列出所

有服务网关组件及其序列号，请输入以下命令行界面 (CLI) 命令：

user@host> show chassis hardware

Hardware inventory:

Item Version Part number Serial number Description

Chassis TV2955 SRX 3600

Midplane 710-020310 SRX 3600 Midplane

PEM 0 rev 0A 740-020226 G087D3000901P AC Power Supply

PEM 1 rev 0A 740-020226 G087D3002A01P AC Power Supply

CB 0 Rev. 01 750-021914 TV3003 SRX3k RE-12-10

Routing Engine BUILTIN BUILTIN Routing Engine

CPP BUILTIN BUILTIN Central PFE Processor

Mezz Rev. 01 710-021035 TV2986 SRX3k HD Mezzanine Card

CB 1 REV 01 750-032474 AAAY7255 SRX3k CRM

FPC 0 Rev. 02 750-021882 TV3420 SRX3k SFB 12GE

PIC 0 BUILTIN BUILTIN 8x 1GE-TX 4x 1GE-SFP

Xcvr 8 REV 01 740-013111 8043260 SFP-T

Xcvr 9 REV 01 740-013111 7303356 SFP-T

Xcvr 10 REV 01 740-011782 PAQ2K79 SFP-SX

FPC 1 750-016077 TV3401 SRX3k SPC

PIC 0 BUILTIN BUILTIN SPU Cp-Flow

FPC 2 750-020324 TV3672 SRX3k 16xGE TX

PIC 0 BUILTIN BUILTIN 16x 1GE-TX

FPC 4 Rev. 01 750-020317 TV3258 SRX3k 16xGE SFP

PIC 0 BUILTIN BUILTIN 16x 1GE-SFP

Xcvr 0 REV 01 740-013111 70174029 SFP-T

Xcvr 4 REV 01 740-011785 P6M0E1P SFP-LX

Xcvr 8 REV 01 740-011784 790016D00386 SFP-LH

Xcvr 10 REV 01 740-011613 AGS07011055 SFP-SX

FPC 6 Rev. 01 750-020321 TV3021 SRX3k 2x10GE XFP

PIC 0 BUILTIN BUILTIN 2x 10GE-XFP

Xcvr 0 REV 01 740-011571 C728XJ00T XFP-10G-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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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vr 1 NON-JNPR T05L49873 XFP-10G-LR

FPC 10 750-017866 tv3058 SRX3k NPC

PIC 0 BUILTIN BUILTIN NPC PIC

FPC 11 750-017866 tv3086 SRX3k NPC

PIC 0 BUILTIN BUILTIN NPC PIC

Fan Tray 0 1.0 750-021599 TV2960 SRX 3600 Fan Tray

大多数组件的机身上还贴有一个小的矩形序列号 ID 标签。

相关主题 第15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返修流程•

• 第157页上的查找 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序列号标签

• 第158页上的查找 SRX3600 服务网关电源序列号标签

• 第157页上的查找 SRX3600 服务网关 SFB 序列号标签

查找 SRX3600 服务网关机箱序列号标签

机箱序列号位于机箱侧面（请参阅第157页上的图72）。

图72: SRX3600 机箱序列号标签

g0
36

04
0

SYS : PPWWYYNNSSSS
III II III IIII III III I IIII I II

0010DB0371A0
III I I IIII II II I I IIIIIIII III
SRX3600BASE-AC

相关主题 第15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返修流程•

• 第156页上的使用 CLI 列出 SRX3600 服务网关组件序列号

查找 SRX3600 服务网关 SFB 序列号标签

序列号位于 SCB 顶部右侧（请参阅第158页上的图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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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SFB 序列号标签

g0
36

08
3

Serial number
label

相关主题 第15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返修流程•

• 第156页上的使用 CLI 列出 SRX3600 服务网关组件序列号

查找 SRX3600 服务网关电源序列号标签

AC 和 DC 电源的序列号标签位于电源顶部（请参阅第158页上的图74）。

图74: AC 电源序列号标签

g0
36

07
7

Serial number
label

相关主题 第15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返修流程•

• 第156页上的使用 CLI 列出 SRX3600 服务网关组件序列号

联系客户支持以获取 SRX3600 服务网关的退还材料授权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可能需要提供给 TAC 的信息 (第158页)

• 联系客户支持 (第159页)

可能需要提供给 TAC 的信息

当通过电话向 JTAC 请求支持时，请准备提供下列信息:

• 现有案例编号（如果有的话）

• 故障或问题的详细信息

• 发生问题时对服务网关执行的操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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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一个或多个以下命令显示的配置数据： show 命令

• 您的姓名、公司名称、电话号码、传真号码和送货地址

相关主题 第15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返修流程•

• 第159页上的联系客户支持

联系客户支持

一旦找到服务网关或组件的序列号，即可返回服务网关或组件进行修理或更换。 为此，您需要联

系 Juniper Networks 技术援助中心 (JTAC)。

可以使用以下任何方法，一周七天，一天 24 小时联系 JTAC：

• 在 Web 上：使用 http://www.juniper.net/support/ 上的 Case Manager 链接

• 拨打电话：

• 美国和加拿大境内：1-888-314-JTAC

• 所有其他位置：1-408-745-9500

注意: 如果通过电话联系 JTAC，若为现有案例，请输入 11 位案例编号，然后按

井号 (#) 键，或者按星号 (*) 键转到下一个有空的支持工程师。

相关主题 第15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返修流程•

• 第158页上的可能需要提供给 TAC 的信息

包装 SRX3600 服务网关或组件以进行装运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包装 SRX3600 服务网关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第159页)

• 包装 SRX3600 服务网关以进行装运 (第160页)

• 包装 SRX3600 服务网关组件以进行装运 (第160页)

包装 SRX3600 服务网关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要从服务网关卸下组件或从机架上卸下服务网关，需要以下工具和部件：

• 用于盖住空插槽的空面板

• 防静电袋或抗静电垫，用于每个组件

• 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

• 平头螺丝刀，大约 1/4 in. （6 mm）

• 十字 (+) 螺丝刀，1 号和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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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第15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返修流程•

• 第160页上的包装 SRX3600 服务网关以进行装运

• 第160页上的包装 SRX3600 服务网关组件以进行装运

包装 SRX3600 服务网关以进行装运

要包装服务网关以进行装运：

1. 找回服务网关最初装运时使用的装运箱和包装材料。 如果您没有这些材料，请联系 代理以咨

询可使用哪些已核准的包装材料。

2. 如果服务网关未接地，请将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与机箱上的 ESD

点或外部 ESD 点相连。

3. 在控制台或其他连接到服务网关的管理设备上，进入 CLI 操作模式并输入以下命令关闭服务

网关软件：

user@host> request system halt

一直等到控制台上出现了消息，确认操作系统已停止。

4. 按下服务网关正面的电源按钮切断服务网关的电源。

5. 断开服务网关的电源。

6. 卸下连接到所有外部设备的电缆。

7. 如果服务网关安装在机架中，让一个人支撑服务网关的重量，同时另一个人松开并卸下装配螺

丝。

8. 将服务网关放入装运箱。

9. 用 ESD 袋罩住服务网关，并将包装泡沫放在服务网关顶部和周围。

10.将配件盒重新放回包装泡沫顶上。

11.闭上盒子，然后牢固地贴上胶带。

12.在箱子的外部写上退还材料授权 (RMA) 编号以确保正确跟踪。

相关主题 第15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返修流程•

• 第159页上的包装 SRX3600 服务网关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 第160页上的包装 SRX3600 服务网关组件以进行装运

• 第123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坏 SRX3600 服务网关

包装 SRX3600 服务网关组件以进行装运

按照下面的准则包装和装运服务网关的各个组件：

• 退回组件时，请确保组件用包装材料加以充分保护，并且包装后可防止各零件在纸板箱内四处

移动。

• 如果保留了最初的装运材料，请使用这些装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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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单独的组件放入防静电袋。

• 在箱子的外部写上退还材料授权 (RMA) 编号以确保正确跟踪。

小心: 包装期间不要将任何服务网关组件堆叠放置。

相关主题 • 第155页上的SRX3600 服务网关的返修流程

• 第159页上的包装 SRX3600 服务网关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 第160页上的包装 SRX3600 服务网关以进行装运

161Copyright © 2014, Juniper Networ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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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F

产品回收

• 从 SRX3600 服务网关的路由引擎中卸下电池以便回收利用 (第163页)

从 SRX3600 服务网关的路由引擎中卸下电池以便回收利用

服务网关安装的路由引擎含有一块 CR2032 .3.0 伏锂电池。 币形电池的直径约为 3/4 in. （19

mm）。 预计电池的使用寿命可超过 50 年。

回收利用路由引擎或服务网关机箱前，从路由引擎卸下电池以便回收利用。

开始卸下电池之前：

• 卸下路由引擎前，必须断开服务网关的电源。 有关说明，请参阅 第70页上的“关闭 SRX3600

服务网关的电源”.

• 确保您已准备好以下部件和工具：

• 十字 (+) 螺丝刀，2 号

• 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

路由引擎位于服务网关上标记为 RE0 的后插槽中。 要从服务网关的路由引擎中卸下电池（请参

阅第164页上的图75），请执行下列步骤：

1. 将 ESD 接地腕带绑到裸露的手腕上，然后将腕带连接到机箱上的某个 ESD 点。

2. 卸下路由引擎，详见 第102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路由引擎”.

3. 找到路由引擎左侧的币形 CR2032 电池（请参阅第164页上的图75）。

4. 从插槽中取出电池。

5. 按照要求回收利用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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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CR2032 电池在路由引擎中的位置

Battery

g0
36

10
1

相关主题 • 第70页上的关闭 SRX3600 服务网关的电源

• 第102页上的更换 SRX3600 服务网关上的路由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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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索引

• 索引 (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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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符号
#，配置语句中的注释...............................xi

( )，在语法说明中..................................x

1 类 LED 警告....................................128

1 类激光警告.....................................128

< >，在语法说明中..................................x

[ ]，在配置语句中.................................xi

{ }，在配置语句中.................................xi

|（竖线），在语法说明中............................x

A
AC 电源线

更换.........................................113

C
CFM

在服务网关中安装..............................51

CLI

作为故障排除工具..............................85

命令

显示序列号..............................156

显示机箱告警消息.........................86

客户支持.........................................xii

联系 JTAC....................................xii

D
DC 电源

安装..........................................59

接地.........................................143

标准型和增强型类型............................24

电缆 请参阅 DC 电源电缆

DC 电源和接地电缆

接线片.......................................143

规格.........................................143

DC 电源和接地电缆的接线片........................143

DC 电源电缆

更换.........................................117

规格.........................................143

DC 规格

电气.........................................143

文档

注释..........................................xi

E
EIA 机架标准......................................33

EMC (EMI)

抑制.........................................149

EMP..............................................149

ESD

防止损坏组件.................................123

ETSI 机架标准.....................................33

I
IOC

故障排除......................................88

服务卸载模式下的插槽限制......................19

状态, 检查....................................88

ISHU..............................................53

J
Juniper 技术援助中心 (JTAC)......................159

M
手册

注释..........................................xi

N
NEBS.............................................135

NP-IOC............................................20

NPC

故障排除......................................89

状态, 检查....................................89

P
ping 命令.........................................85

R
RFI..............................................149

RMA 请参阅 退还材料授权

S
SCM

更换.........................................104

SCM, 介绍.........................................21

SFB

更换.........................................100

维护..........................................81

SFP 和 SFP+

安装.........................................108

show chassis alarms 命令......................86,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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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chassis hardware 命令.......................156

show chassis IOC detail 命令......................88

show chassis IOC 命令.............................88

show chassis NPC detail 命令......................89

show chassis NPC 命令.............................89

show chassis SPC detail 命令......................90

show chassis SPC 命令.............................90

SPC

在运行中的机箱集群中安装......................53

故障排除......................................90

状态, 检查....................................90

支持, 技术 请参阅 技术支持

T
技术支持

联系 JTAC....................................xii

telco 机架 请参阅 机架

traceroute 命令...................................85

U
U（机架单位）.....................................33

X
XFP

安装.........................................108

主
主机子系统

维护..........................................81

事
事故规程, 电气...................................131

产
产品处理警告.....................................130

以
以太网端口（用于路由引擎管理）

电缆

在初始安装期间的连接.....................61

传
传输距离, 光纤电缆...............................150

位
位置

硬件组件......................................10

信
信号发送, 距离限制...............................149

信号散射.........................................150

光
光纤电缆中的散射.................................150

光纤电缆中的模态色散.............................150

光纤电缆中的色散.................................150

光纤电缆中的衰减.................................150

光纤电缆支持的波长范围...........................150

关
关闭服务网关的电源................................70

兼
兼容性, 电磁.....................................149

准
准则, 电气安全...................................131

包
包装服务网关

所需的工具和部件.............................159

装运.........................................160

要装运的组件.................................160

单
单模光纤电缆 请参阅 电缆, 光纤

取
取得资格认证人员警告.............................123

受
受限访问区域警告.................................123

可
可更换部件

列出..........................................93

可热插拔组件, 说明................................93

命
命令

ping..........................................85

show chassis alarms...........................86

show chassis hardware........................156

traceroute....................................85

地
地震.............................................137

场地准备......................................34

经测试的地震承受力...........................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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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场地

准备

核对清单.................................31

日常检查......................................79

环境规格.....................................137

场地准备核对清单..................................31

多
多模光纤电缆 请参阅 电缆, 光纤

大
大括号，在配置语句中..............................xi

字
字体约定...........................................x

安
安全准测, 激光...................................128

安全要求

灭火设备.....................................125

防火.........................................125

安装

AC 电源, 连接.................................66

DC 电源.......................................59

拆开服务网关包装..............................37

收到的部件, 验证..............................39

说明警告.....................................126

安装说明

DC 电源和接地电缆

所需的工具...........................61, 65

告警断电器接头接线

所需的工具...............................61

电缆, 以太网端口（用于路由引擎管理）

在初始安装期间...........................61

所需的工具...............................61

电缆, 辅助或控制台端口（用于路由引擎管理）

在初始安装期间...........................62

所需的工具...............................61

客
客户支持, 联系...................................156

工
工作温度警告.....................................130

干
干扰

无线电频率...................................149

电磁.........................................149

序
序列号

在 show chassis hardware 命令的输出中........156

开
开式机架 请参阅 机架

开放式端口孔径中的辐射警告.......................129

所
所需的工具

包装.........................................159

维护..........................................79

托
托架

中括号，在配置语句中..........................xi

尖括号，在语法说明中...........................x

承
承受力

环境.........................................137

抗
抗静电垫, 使用...................................123

报
报警

消息, 列表....................................86

拆
拆开服务网关包装..................................37

括
括号，在语法说明中.................................x

括号，在配置语句中................................xi

接
接地电缆

接线片.......................................139

接地电缆的接线片.................................139

接地（电气）规格.................................139

接通服务网关的电源................................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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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控制台端口（用于路由引擎管理）

电缆

在初始安装期间的连接.....................62

规格....................................153

提
提醒图标..........................................ix

摘
摘下珠宝饰物警告.................................130

支
支持, 向 JTAC 请求...............................159

支持, 向 TAC 请求................................158

故
故障排除

CLI 命令......................................85

IOC...........................................88

NPC...........................................89

SPC...........................................90

电源系统......................................90

无
无线电频率干扰, 防止.............................149

更
更换

AC 电源线....................................113

DC 电源线....................................117

SCM..........................................104

SFB..........................................100

空气过滤器....................................98

路由引擎.....................................102

风扇盘........................................95

服
服务中硬件升级 请参阅 ISHU

服务卸载模式

IOC 插槽限制..................................19

服务网关

包装.........................................159

包装以进行装运...............................160

拆开包装......................................37

退回.........................................155

部件清单......................................39

配置..........................................71

服务网关或组件的维修.............................156

机
机构批准.........................................134

机架

周围间隙, 所需................................35

固定到建筑....................................34

安装托架孔间距................................34

所需的尺寸和强度..............................33

标准, EIA 和 ETSI.............................33

机架要求

安装.........................................127

机箱

告警消息 请参阅 报警, 消息

安装在机架中..................................44

模
模损耗, 高阶.....................................150

注
注释，在配置语句中................................xi

海
海拔, 可接受的范围...............................137

温
温度, 可接受的范围...............................137

湿
湿度（相对）, 可接受.............................137

激
激光安全准则.....................................128

激光束警告.......................................129

热
热输出...........................................137

环
环境规格.........................................137

电
电气

事故规程.....................................131

安全准则和警告...............................131

电气规格....................................141, 145

电池处理警告.....................................129

电涌保护.........................................149

电源

AC 电气规格..................................145

DC 电气规格..................................141

光纤电缆的预算计算...........................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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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涌.........................................149

电缆 请参阅 DC 电源和接地电缆

硬件组件要求............................142, 146

系统

规格....................................139

维护..........................................82

裕度计算.....................................151

电源系统

AC 电气规格..................................145

DC 电气规格..................................141

故障排除......................................90

电磁

兼容性 请参阅 EMC

脉冲.........................................149

电缆

以太网端口（用于路由引擎管理）

在初始安装期间进行连接...................61

光纤

传输距离, 最大..........................150

多模和单模..............................150

散射....................................150

波长范围................................150

衰减....................................150

接地 请参阅 DC 电源和接地电缆

辅助端口或控制台端口（用于路由引擎管理）

在初始安装期间进行连接...................62

相
相对湿度, 可接受.................................137

硬
硬件组件

电源要求................................142, 146

返修或更换...................................156

空
空气流通

机箱周围的所需间隙............................35

空气过滤器

日常检查......................................79

更换..........................................98

维护..........................................80

约
约定

提醒图标......................................ix

文字和语法.....................................x

组
组件

现场置换......................................93

组件, 包装以进行装运.............................160

维
维修政策.........................................155

维护

主机子系统....................................81

电源..........................................82

空气过滤器....................................80

风扇盘........................................80

网
网络处理 I/O 卡 请参阅 NP-IOC

装
装运

包装服务网关.................................160

包装组件.....................................160

装运箱

拆开包装......................................37

权重..........................................37

规
规格

机架

前置安装凸缘孔间距.......................34

安装托架孔间距...........................34

尺寸和强度...............................33

连接到建筑结构...........................34

机架周围的间隙................................35

热输出.......................................137

环境.........................................137

电源

由硬件组件产生.....................142, 146

系统....................................139

电源系统................................142, 146

电缆

电源和接地..............................143

路由引擎管理端口........................153

警
警告

1 类 LED.....................................128

1 类激光.....................................128

产品处理.....................................130

安装说明.....................................126

工作温度.....................................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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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孔径中的辐射...........................129

摘下珠宝.....................................130

机架安装要求.................................127

激光束.......................................129

电气安全准则.................................131

电池处理.....................................129

雷电活动.....................................130

语
语法约定...........................................x

说
说明

计算

电源要求...........................142, 146

路
路由引擎

更换.........................................102

管理端口

电缆和电线规格..........................153

维护..........................................81

路由引擎, 说明....................................21

辅
辅助端口（用于路由引擎管理）

电缆

在初始安装期间的连接.....................62

规格....................................153

退
退回流程.........................................155

退还材料授权.....................................155

部
部件

需要包装.....................................159

配
配件盒

卸下..........................................37

部件清单......................................39

配置

服务网关......................................71

链
链路损耗, 计算...................................151

间
间隙, 机架周围....................................35

防
防火安全要求.....................................125

雷
雷电活动警告.....................................130

静
静电

袋, 用于存储组件.............................123

风
风扇盘

更换..........................................95

维护..........................................80

高
高阶模损耗 (HOL).................................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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