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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本
详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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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X

SRX

关以保护网络。参照设备前端的指示灯来帮

置才能正常运行：

息流。

。无需执行任何初始配置即可使用设备。
编号

1
2
3

编号

1
2

NAND 闪存

2 GB

DHCP 状态 IP 地址

客户端 未分配

服务器 192.168.1.1/24

策略操作

允许

允许

拒绝

策略操作

源 NAT 到非信任区段接口
X100 服务网关快速入门

快速入门中的说明进行操作，即可帮助您将 SRX100 服务网关连接到网络。有关
息，请参阅 

www.juniper.net/techpubs/en_US/release-independent/junos/information-products/
ay-pages/srx-series/product/index.html 上的 《SRX100 服务网关硬件指南》

100 服务网关前面板

100 服务网关后面板

SRX100 服务网关型号

提供以下型号的 SRX100 服务网关：

连接和配置 SRX 系列设备

按照下面的说明连接和设置 SRX100 服务网
助您确定设备的状态。

概述

SRX100 服务网关需要进行以下基本配置设

 必须为接口分配 IP 地址。

 必须将接口绑定到区段。

 必须在区段间配置策略以允许或拒绝信

 必须设置源 NAT 规则。

首次接通电源时，设备已设置以下缺省配置

出厂缺省设置：

安全策略的出厂缺省设置：

NAT 规则的出厂缺省设置：

说明 编号 说明

电源按钮 4 USB 端口

指示灯：报警、电源、状态和 HA 5 控制台端口 
重置配置按钮 6 快速以太网端口

说明 编号 说明

安全电缆锁槽 3 电缆固定夹

接地点 4 电源输入

g0
31

00
1

g0
31
00
2

设备 DDR 内存

SRX100H2 2 GB

端口标签 接口 安全区段

0/0 fe-0/0/0 不信任

0/1 至 0/7 fe-0/0/1 至 fe-0/0/7 信任

源区段 目标区段

信任 不信任

信任 信任

不信任 信任

源区段 目标区段

信任 不信任

http://www.juniper.net/techpubs/en_US/release-independent/junos/information-products/pathway-pages/srx-series/product/index.html
http://www.juniper.net/techpubs/en_US/release-independent/junos/information-products/pathway-pages/srx-series/produc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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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P 服务器进程会自动为管理设备分配 
.0/24 子网 （而非 192.168.1.1）上的 IP 

管理设备分配 IP 地址。

 192.168.1.0/24 子网中的 IP 地址。不
为此 IP 地址已分配给服务网关。缺省情
) vlan.0（接口 fe-0/0/1 至 fe-0/0/7）上启
4。
使用出厂缺省配置进行启动。

更高版本配合使用效果 佳。

。此时将出现“欢迎”页面。

网关。在此模式下，您可以选择 “基础”
执行任务 7。
网关。在此模式下，您可以配置基本系统
可。完成向导设置后可执行任何其他配
任务 1：将电源线连接到设备

将电源线连接到设备和电源。建议使用电涌保护器。请注意以下指示:

 电源指示灯（绿色）：设备通电。

 状态指示灯（绿色）：设备正常工作。

 报警指示灯（琥珀色）：设备正常工作，但可能由于未设置救援配置而发出琥珀色
光。这并非紧急情况。

注意：设置救援配置后，琥珀色的报警指示灯表示不严重的警告，而红色常亮的报警指示
灯表示服务网关存在重大问题。

注意：接通电源后，必须允许设备有 5 至 7 分钟的启动时间。请等待至状态指示灯变为
绿色常亮状态，再执行下一任务。

任务 2：连接管理设备

使用以下任一方法将管理设备连接到服务网关：

 将 RJ-45 电缆（以太网电缆）从前面板上标有 0/1 至 0/7 （接口 fe-0/0/1 至 fe-0/0/7）
中的任一端口连接到管理设备（工作站或便携式计算机）上的以太网端口。
建议采用这种连接方法。如果您使用此方法进行连接，请继续执行任务 3。

 将 RJ-45 电缆（以太网电缆）从前面板上标有控制台的端口连接到提供的 DB-9 
适配器，然后将其连接到管理设备上的串行端口。（串行端口设置：9600 8-N-1。）
如果您使用此方法进行连接，请继续执行 《Branch SRX Series Services Gateways 
Golden Configurations》（分支 SRX 系列服务网关黄金级配置）中的 CLI 配置说明，
网址为 www.juniper.net/us/en/local/pdf/app-notes/3500153-en.pdf。

有关使用以太网端口连接管理接口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下图。

任务 3：确保管理设备获得 IP 地址

将管理设备连接到服务网关后，服务网关上的 D
IP 地址。确保管理设备从该设备获得 192.168.1
地址。

注意：

 服务网关起着 DHCP 服务器的作用，将会给

 如果未给管理设备分配 IP 地址，请手动配置
要给管理设备分配 192.168.1.1 IP 地址，因
况下，DHCP 服务器在 L3 VLAN 接口 (IRB
用，该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为 192.168.1.1/2

 首次接通 SRX100 服务网关的电源时，其会

任务 4：访问 J-Web 界面

1. 从管理设备启动 Web 浏览器。

注意：该向导与 Mozilla Firefox 版本 15.x 或
2. 在 URL 地址字段中键入 http://192.168.1.1

任务 5：选择设置模式 
使用以下设置模式之一配置服务网关：

 引导设置 - 允许您以定制安全配置设置服务
或 “专家”选项。如果选择此模式，将继续

 缺省设置 - 允许您以缺省配置快速设置服务
设置 （例如管理员密码）并下载所购买的许
置。如果选择此模式，将继续执行任务 6。

g0
31

0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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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单击下一步跳过所有其他步骤，直接转
。 

下一步。此时将出现“经验级别”页面。

个，然后单击下一步：

密码。单击下一步。此时将出现“设备

指示密码强度。我们建议使用强度高的密
括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和符号。

或 IP 地址。

，其中显示有已配置的基本设备信息。

述”页面。

。此时将出现“互联网区段设置”页面。

然后单击下一步。

) 连接的设备 (SRX)，然后单击下一步。

调制解调器”，则会配置普通 IP。继续

一步。

单击添加 IP 以输入 ISP 提供的静态 IP 
口并单击下一步。此时将出现 “DMZ 

屏幕上的说明为您的网络配置 DMZ。

您网络的拓扑，然后单击下一步。

择要与此区段配合使用的端口并单击

成。此时将出现“汇总”页面，其中显

述”页面。

置超过三个内部区段

互联网区段配置静态 IP、静态池和动态 IP
配置内部区段服务

配置内部目标 NAT
任务 6：采用缺省设置模式 （方法 1）配置基本设置

您可以配置服务网关的基本设置，如设备名称和根密码。

开始配置过程之前，请在服务网关上获取动态 IP 地址。使用标记为 0/0 （接口 fe-0/0/0）
的端口连接至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ISP)。 ISP 将使用 DHCP 进程分配 IP 地址。

注意：必须仅配置设备名称和根密码。您可以通过单击下一步跳过所有其他步骤，直接转
到“确认和应用”页面，以应用配置 （任务 8）。 

1. 从“欢迎”页面，单击缺省设置。此时将出现警告消息。

2. 单击是以接受缺省配置模式。

3. 从向导的“设备信息”页面，键入以下信息：

 服务网关的设备名称；例如， SRX100。
 输入并确认根密码。

注意：在键入密码时，密码评估程序将指示密码强度。我们建议使用强度高的
密码，其中应包含 12 个或更多字符，包括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和符号。

 要添加用户，请单击添加。输入用户名、密码和角色。单击完成。用户名将显示
在“管理账户”列表框中。

4. 单击下一步。此时将出现“设备时间”页面。

5. 使用以下选项之一配置系统时间：

 时间服务器 - 输入 NTP 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

 手动 - 输入日期和时间。

6. 单击下一步。此时将出现“汇总”页面。

7. 单击下一步。此时将出现“许可”页面。

8. 如果您已购买许可，请键入您的授权代码并单击下载，以自动检索许可。此时将出现
“登录到许可管理系统”页面。

9. 如果您已经拥有支持帐户，请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单击下一步。此时将出
现“许可”页面。选择我同意接受许可，并单击完成。

注意：如果您没有支持帐户，可以创建一个新帐户：

 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并选择创建新帐户。单击下一步。

 从“创建帐户”页面，输入您的帐户信息。单击下一步。此时将出现 “ 终用
户许可”页面。

 选择我同意接受许可，然后单击下一步。

 记录下新用户名和密码。单击确定。您可以通过登录 http://juniper.net/support 
更改密码。

提交访问授权请求后，如果访问获得批准，您将在 24 小时内收到电子邮件。只能在
访问获得批准后下载许可。

10. 单击立即下载以检索您的许可。此时将出现弹出窗口，其中显示有许可信息。

11. 查看下载的许可。单击确定，然后单击下一步。

12. 继续执行任务 8。

任务 7：采用引导设置模式 （方法 2）配置设置

开始配置过程之前，请在服务网关上获取静态 IP 地址。使用标记为 0/0 （接口 fe-0/0/0）
的端口连接至 ISP。 ISP 将提供一个静态 IP 地址。使用 DHCP 进程将不会收到 IP 地址。

注意：必须仅配置设备名称和根密码。您可以通
到 “确认和应用”页面，以应用配置（任务 8）

1. 从“欢迎”页面，单击引导设置，然后单击

2. 从以下图标中选择 能标识您经验级别的一

 基本

 专家

下表将对 “基本”和“专家”级别进行比较。

3. 配置基本选项：

a. 在 “设备信息”页面输入设备名称和根
时间”页面。

注意：在键入密码时，密码评估程序将
码，其中应包含 12 个或更多字符，包

b. 使用以下选项之一配置系统时间：

 时间服务器 - 输入 NTP 服务器名称

 手动 - 输入日期和时间。

c. 单击下一步。此时将出现 “汇总”页面

d. 单击下一步。此时将出现 “安全拓扑概

4. 配置安全拓扑：

a. 从“安全拓扑概述”页面，单击下一步

b. 选择您的内部网络是否与互联网相连，

c. 选择要配置以太网点对点协议 (PPPoE
此时将出现 “配置”页面。

注意：如果选择 “不适用”或“DSL 
执行步骤 e。

d. 键入用户名和密码。确认密码并单击下

e. 配置互联网区段。选择 “静态”选项。
地址，然后单击完成。选择要使用的端
设置”页面。

f. 如果您正在使用 DMZ，请单击是并按照
否则，请单击否并继续执行步骤 g。

g. 从 “内部区段设置”页面选择 能代表

h. 配置内部区段。键入该区段的名称，选
下一步。

i. 为内部区段配置 DHCP 服务器。单击完
示有安全拓扑配置的详细信息。

j. 单击下一步。此时将出现 “安全策略概

基本 专家

只能配置三个内部区段 可配

可为互联网区段配置静态和动态 IP 可为

不能配置内部区段服务 可以

不能配置内部目标 NAT 可以

http://juniper.net/support
http://juniper.net/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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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

一步。此时将出现 “提交配置”页面。

。

到服务网关的连通性，因此请检查该连
何重新连接到设备的信息。

击任务 > 运行设置向导重新启动 J-Web 
请注意，如果选择创建新配置，则服务网

nch SRX Series Services Gateways 
关黄金级配置），网址为 
/3500153-en.pdf。

联网。该连通性确保您可通过服务网关传

检查您的配置设置并确保已应用该配置。

传送到不信任端口。

开始顺利地关闭操作系统。

备立即关闭。再次按下该按钮可接通设

重新启动或停止系统。

网关。如果服务网关操作系统不响应正常
关的 后手段。

 Services Gateways Golden 
配置），网址为 

/3500153-en.pdf。

-independent/junos/information-products/
提供的软件文档。
5. 配置安全策略：

安全策略部分允许您配置互联网、 DMZ 和内部区段之间的策略。

注意：向导将基于您定义的安全拓扑推荐安全策略。

a. 从“安全策略概述”页面，单击下一步。此时将出现 “许可”页面。

b. 下载许可。请参阅任务 6 的步骤 8 到步骤 11。
c. 如果您已经配置 DMZ，则请为互联网区段和 DMZ 之间的信息流配置 DMZ 策略。

单击下一步。

d. 为互联网区段和内部区段之间的信息流配置内部策略。单击下一步。

e. 如果您已经配置 DMZ，则请为内部区段和 DMZ 之间的信息流配置 DMZ 策略。

f. 利用区段配置设备管理接口的安全策略。

g. 请指定您是否要提供对内部和 DMZ 区段的远程访问。如果选择是，则请配置远
程访问设置。输入远程客户端 IP 池范围和远程用户帐户。

h. 单击“汇总”页面中的下一步。此时将出现 “网络地址转换概述”页面。

6. 配置 NAT：

网络地址转换部分允许您启用源 NAT 和目标 NAT。

注意：该向导将基于 DMZ 或内部拓扑中启用的区段服务推荐目标 NAT 规则。

a. 从“网络地址转换概述”页面，单击下一步。此时将出现“内部源 NAT”页面。

b. 选择必须为其添加源 NAT 的内部区段。单击下一步。

c. 添加内部目标 NAT 并单击下一步。

注意：内部目标 NAT 配置选项仅用于“专家”级别。

d. 添加 DMZ 的目标 NAT 并单击下一步。此时将出现 “汇总”页面。

注意：要进行任何更改，请单击编辑按钮或从页面顶部的下拉菜单中导航到相应
部分。

e. 单击下一步。此时将出现 “确认和应用

任务 8：应用基本配置

要应用服务网关的配置设置：

1. 检查并确保配置设置正确无误，然后单击下

2. 单击应用设置以应用对服务网关的配置更改

注意：如果更改了管理区段 IP，可能会失去
通性。单击重新连接说明 URL，获取有关如

3. 单击完成以完成设置。

成功完成设置后，您将被重定向至 J-Web 界面。

重要信息： 完成初始设置配置后，您可以通过单
设置向导。您可以编辑现有配置或创建新配置。
关的所有当前配置都将被删除。

注意：要对接口配置进行任何更改，请参阅 Bra
Golden Configurations （分支 SRX 系列服务网
http://www.juniper.net/us/en/local/pdf/app-notes

任务 9：验证配置

访问 http://www.juniper.net 以确保您已连接到互
送信息流。

注意：如果 http://www.juniper.net 页面未加载，请

完成这些步骤后，可以将信息流从任何信任端口

切断设备电源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之一切断设备电源：

 正常关机 - 按下后立即释放电源按钮。设备

 强制关机 - 按下电源按钮并保持 10 秒钟。设
备电源。

可以在 J-Web 界面中通过选择保持 > 重新启动来

注意：使用正常关机方法可关闭或重新启动服务
关机方法，可使用强制关机方法作为恢复服务网

有关其他配置信息，请参阅 Branch SRX Series
Configurations （分支 SRX 系列服务网关黄金级
http://www.juniper.net/us/en/local/pdf/app-notes

有关软件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www.juniper.net/techpubs/en_US/release
pathway-pages/srx-series/product/index.html 上

http://www.juniper.net/us/en/local/pdf/app-notes/3500153-en.pdf
http://www.juniper.net/us/en/local/pdf/app-notes/3500153-en.pdf
http://www.juniper.net
http://www.juniper.net
http://www.juniper.net/us/en/local/pdf/app-notes/3500153-en.pdf
http://www.juniper.net/us/en/local/pdf/app-notes/3500153-en.pdf
http://www.juniper.net/techpubs/en_US/release-independent/junos/information-products/pathway-pages/srx-series/product/index.html
http://www.juniper.net/techpubs/en_US/release-independent/junos/information-products/pathway-pages/srx-series/produc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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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重置配置按钮

如果配置失败或拒绝对服务网关的管理访问，请使用重置配置按钮将设备恢复到出厂缺省
配置或救援配置。例如，如果某人因疏忽而提交了拒绝对服务网关进行管理访问的配置，
您可通过按下重置配置按钮删除无效的配置并使用救援配置进行替换。

救援配置是一种预先提交的有效配置。您必须通过 J-Web 界面或 CLI 预先设置救援配置。

注意：重置配置按钮处于凹槽内，以防在无意中被按下。

要按下重置配置按钮，请在前面板上的针孔中插入小探针（如拉直的回形针）。

将设备重置为救援配置

要将设备重置为救援配置，只需按下后松开重置配置按钮。设备将加载并提交救援配置。

将设备重置为出厂缺省配置

要将设备重置为出厂缺省配置，按住重置配置按钮 15 秒或更长时间，直到状态指示灯处
于琥珀色常亮状态。此操作将删除设备上的所有配置（包括备份配置和救援配置），加载
并提交出厂缺省配置。

有关使用重置配置按钮（包括如何更改其缺省行为）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设备的硬件指南。

联系 Juniper Networks
要获取技术支持，请参阅 www.juniper.net/support/requesting-support.html。

www.juniper.net/support/requesting-sup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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