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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

READ THIS 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 (“AGREEMENT”) BEFORE DOWNLOADING, INSTALLING, OR USING THE SOFTWARE. BY DOWNLOADING, INSTALLING,

OR USING THE SOFTWARE OR OTHERWISE EXPRESSING YOUR AGREEMENT TO THE TERMS CONTAINED HEREIN, YOU (AS CUSTOMER OR IF YOU ARE NOT THE

CUSTOMER, AS A REPRESENTATIVE/AGENT AUTHORIZED TO BIND THE CUSTOMER) CONSENT TO BE BOUND BY THIS AGREEMENT. IF YOU DO NOT OR CANNOT

AGREE TO THE TERMS CONTAINED HEREIN, THEN (A) DO NOT DOWNLOAD, INSTALL, OR USE THE SOFTWARE, AND (B) YOU MAY CONTACT JUNIPER NETWORKS

REGARDING LICENSE TERMS.

1. The Parties. The parties to this Agreement are (i) Juniper Networks, Inc. (if the Customer’s principal office is located in the

Americas) or Juniper Networks (Cayman) Limited (if the Customer’s principal office is located outside the Americas) (such applicable

entity being referred to herein as “Juniper”), and (ii) the person or organization that originally purchased from Juniper or an

authorized Juniper reseller the applicable license(s) for use of the Software (“Customer”) (collectively, the “Parties”).

2. The Software. In this Agreement, “Software” means the program modules and features of the Juniper or Juniper-supplied software,

for which Customer has paid the applicable license or support fees to Juniper or an authorized Juniper reseller, or which was embedded

by Juniper in equipment which Customer purchased from Juniper or an authorized Juniper reseller. “Software” also includes updates,

upgrades and new releases of such software. “Embedded Software” means Software which Juniper has embedded in or loaded onto the Juniper

equipment and any updates, upgrades, additions or replacements which are subsequently embedded in or loaded onto the equipment.

3. License Grant. Subject to payment of the applicable fees and the limitations and restrictions set forth herein, Juniper grants to

Customer a non-exclusive and non-transferable license, without right to sublicense, to use the Software, in executable form only,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use restrictions:

a. Customer shall use Embedded Software solely as embedded in, and for execution on, Juniper equipment originally purchased by Customer

from Juniper or an authorized Juniper reseller.

b. Customer shall use the Software on a single hardware chassis having a single processing unit, or as many chassis or processing units

for which Customer has paid the applicable license fees; provided, however, with respect to the Steel-Belted Radius or Odyssey Access

Client software only, Customer shall use such Software on a single computer containing a single physical random access memory space and

containing any number of processors. Use of the Steel-Belted Radius or IMS AAA software on multiple computers or virtual machines (e.g.,

Solaris zones) requires multiple licenses, regardless of whether such computers or virtualizations are physically contained on a single

chassis.

c. Product purchase documents, paper or electronic user documentation, and/or the particular licenses purchased by Customer may specify

limits to Customer’s use of the Software. Such limits may restrict use to a maximum number of seats, registered endpoints, concurrent

users, sessions, calls, connections, subscribers, clusters, nodes, realms, devices, links, ports or transactions, or require the purchase

of separate licenses to use particular features, functionalities, services, applications, operations, or capabilities, or provide

throughput, performance, configuration, bandwidth, interface, processing, temporal, or geographical limits. In addition, such limits

may restrict the use of the Software to managing certain kinds of networks or require the Software to be used only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specific Software. Customer’s use of the Software shall be subject to all such limitations and purchase of all applicable licenses.

d. For any trial copy of the Software, Customer’s right to use the Software expires 30 days after download, installation or use of

the Software. Customer may operate the Software after the 30-day trial period only if Customer pays for a license to do so. Customer

may not extend or create an additional trial period by re-installing the Software after the 30-day trial period.

e. The Global Enterprise Edition of the Steel-Belted Radius software may be used by Customer only to manage access to Customer’s

enterprise network. Specifically, service provider customers are expressly prohibited from using the Global Enterprise Edition of the

Steel-Belted Radius software to support any commercial network access services.

The foregoing license is not transferable or assignable by Customer. No license is granted herein to any user who did not originally

purchase the applicable license(s) for the Software from Juniper or an authorized Juniper reseller.

4. Use Prohibitions. Notwithstanding the foregoing, the license provided herein does not permit the Customer to, and Customer agrees

not to and shall not: (a) modify, unbundle, reverse engineer, or create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e Software; (b) make unauthorized

copies of the Software (except as necessary for backup purposes); (c) rent, sell, transfer, or grant any rights in and to any copy of

the Software, in any form, to any third party; (d) remove any proprietary notices, labels, or marks on or in any copy of the Software

or any product in which the Software is embedded; (e) distribute any copy of the Software to any third party, including as may be

embedded in Juniper equipment sold in the secondhand market; (f) use any ‘locked’ or key-restricted feature, function, service,

application, operation, or capability without first purchasing the applicable license(s) and obtaining a valid key from Juniper, even

if such feature, function, service, application, operation, or capability is enabled without a key; (g) distribute any key for the

Software provided by Juniper to any third party; (h) use the Software in any manner that extends or is broader than the uses purchased

by Customer from Juniper or an authorized Juniper reseller; (i) use Embedded Software on non-Juniper equipment; (j) use Embedded Software

(or make it available for use) on Juniper equipment that the Customer did not originally purchase from Juniper or an authorized Juniper

reseller; (k) disclose the results of testing or benchmarking of the Software to any third party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Juniper; or (l) use the Software in any manner other than as expressly provided her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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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udit. Customer shall maintain accurate records as necessary to verify compliance with this Agreement. Upon request by Juniper,

Customer shall furnish such records to Juniper and certify its compliance with this Agreement.

6. Confidentiality. The Parties agree that aspects of the Software and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the confidential property of

Juniper. As such, Customer shall exercise all reasonable commercial efforts to maintain the Software and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in

confidence, which at a minimum includes restricting access to the Software to Customer employees and contractors having a need to use

the Software for Customer’s internal business purposes.

7. Ownership. Juniper and Juniper’s licensors, respectively, retain ownership of all right, title, and interest (including copyright)

in and to the Softwar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nd all copies of the Software. Nothing in this Agreement constitutes a transfer or

conveyance of any right, title, or interest in the Software or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or a sale of the Softwar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or copies of the Software.

8. Warranty,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Disclaimer of Warranty. The warranty applicable to the Software shall be as set forth in the

warranty statement that accompanies the Software (the “Warranty Statement”). Nothing in this Agreement shall give rise to any obligation

to support the Software. Support services may be purchased separately. Any such support shall be governed by a separate, written support

services agreement. TO THE MAXIMUM EXTENT PERMITTED BY LAW, JUNIPER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LOST PROFITS, LOSS OF DATA, OR COSTS

OR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OR FOR ANY SPECIAL,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ARISING OUT OF THIS AGREEMENT,

THE SOFTWARE, OR ANY JUNIPER OR JUNIPER-SUPPLIED SOFTWARE. IN NO EVENT SHALL JUNIPER BE LIABLE FOR DAMAGES ARISING FROM UNAUTHORIZED

OR IMPROPER USE OF ANY JUNIPER OR JUNIPER-SUPPLIED SOFTWARE. EXCEPT AS EXPRESSLY PROVIDED IN THE WARRANTY STATEMENT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BY LAW, JUNIPER DISCLAIMS ANY AND ALL WARRANTIES IN AND TO THE SOFTWARE (WHETHER EXPRESS, IMPLIED, STATUTORY, OR OTHERWISE),

INCLUDING ANY IMPLIED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OR NONINFRINGEMENT. IN NO EVENT DOES JUNIPER WARRANT

THAT THE SOFTWARE, OR ANY EQUIPMENT OR NETWORK RUNNING THE SOFTWARE, WILL OPERATE WITHOUT ERROR OR INTERRUPTION, OR WILL BE FREE OF

VULNERABILITY TO INTRUSION OR ATTACK. In no event shall Juniper’s or its suppliers’ or licensors’ liability to Customer, whether in

contract,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breach of warranty, or otherwise, exceed the price paid by Customer for the Software that gave

rise to the claim, or if the Software is embedded in another Juniper product, the price paid by Customer for such other product. Customer

acknowledges and agrees that Juniper has set its prices and entered into this Agreement in reliance upon the disclaimers of warranty

and the limitations of liability set forth herein, that the same reflect an allocation of risk between the Parties (including the risk

that a contract remedy may fail of its essential purpose and cause consequential loss), and that the same form an essential basis of

the bargain between the Parties.

9. Termination. Any breach of this Agreement or failure by Customer to pay any applicable fees due shall result in automatic termination

of the license granted herein. Upon such termination, Customer shall destroy or return to Juniper all copies of the Software and related

documentation in Customer’s possession or control.

10. Taxes. All license fees payable under this agreement are exclusive of tax. Customer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paying Taxes arising

from the purchase of the license, or importation or use of the Software. If applicable, valid exemption documentation for each taxing

jurisdiction shall be provided to Juniper prior to invoicing, and Customer shall promptly notify Juniper if their exemption is revoked

or modified. All payments made by Customer shall be net of any applicable withholding tax. Customer will provide reasonable assistance

to Juniper in connection with such withholding taxes by promptly: providing Juniper with valid tax receipts and other required documentation

showing Customer’s payment of any withholding taxes; completing appropriate applications that would reduce the amount of withholding

tax to be paid; and notifying and assisting Juniper in any audit or tax proceeding related to transactions hereunder. Customer shall

comply with all applicable tax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Customer will promptly pay or reimburse Juniper for all costs and damages

related to any liability incurred by Juniper as a result of Customer’s non-compliance or delay with its responsibilities herein.

Customer’s obligations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survive termination or expiration of this Agreement.

11. Export. Customer agrees to comply with all applicable export laws and restrictions and regulations of any United States and any

applicable foreign agency or authority, and not to export or re-export the Software or any direct product thereof in violation of any

such restrictions, laws or regulations, or without all necessary approvals. Customer shall be liable for any such violations. The version

of the Software supplied to Customer may contain encryption or other capabilities restricting Customer’s ability to export the Software

without an export license.

12. Commercial Computer Software. The Software is “commercial computer software” and is provided with restricted rights. Use,

duplication, or disclosure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s subject to restrictions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and as provided in

DFARS 227.7201 through 227.7202-4, FAR 12.212, FAR 27.405(b)(2), FAR 52.227-19, or FAR 52.227-14(ALT III) as applicable.

13. Interface Information. To the extent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and at Customer's written request, Juniper shall provide Customer

with the interface information needed to achieve interoperability between the Software and another independently created program, on

payment of applicable fee, if any. Customer shall observe strict obligations of confidentiality with respect to such information and

shall use such information in compliance with any applicable terms and conditions upon which Juniper makes such information available.

14. Third Party Software. Any licensor of Juniper whose software is embedded in the Software and any supplier of Juniper whose products

or technology are embedded in (or services are accessed by) the Software shall be a third party beneficiary with respect to this

Agreement, and such licensor or vendor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enforce this Agreement in its own name as if it were Juniper. In addition,

certain third party software may be provided with the Software and is subject to the accompanying license(s), if any, of its respective

owner(s). To the extent portions of the Software are distributed under and subject to open source licenses obligating Juniper to make

the source code for such portions publicly available (such as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GPL”) or the GNU Library General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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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 (“LGPL”)), Juniper will make such source code portions (including Juniper modifications, as appropriate) available upon request

for a period of up to thre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distribution. Such request can be made in writing to Juniper Networks, Inc., 1194

N. Mathilda Ave., Sunnyvale, CA 94089, ATTN: General Counsel.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GPL at

http://www.gnu.org/licenses/gpl.html, and a copy of the LGPL at http://www.gnu.org/licenses/lgpl.html.

15. Miscellaneous.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without reference to its conflicts of laws

principles. The provisions of the U.N. Conven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shall not apply to this Agreement. For any disputes

arising under this Agreement, the Parties hereby consent to the personal and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f, and venue in, the state and

federal courts within Santa Clara County, California. This Agreement constitutes the entire and sole agreement between Juniper and the

Customer with respect to the Software, and supersedes all prior and contemporaneous agreements relating to the Software, whether oral

or written (including any inconsistent terms contained in a purchase order), except that the terms of a separate written agreement

executed by an authorized Juniper representative and Customer shall govern to the extent such terms are inconsistent or conflict with

terms contained herein. No modification to this Agreement nor any waiver of any rights hereunder shall be effective unless expressly

assented to in writing by the party to be charged. If any portion of this Agreement is held invalid, the Parties agree that such

invalidity shall not affect the validity of the remainder of this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and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has been writte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the Parties agree that the English version will govern. (For Canada: Les parties aux présentés confirment

leur volonté que cette convention de même que tous les documents y compris tout avis qui s'y rattaché, soient redigés en langue anglaise.

(Translation: The parties confirm that this Agreement and all related documentation is and will be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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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指南

本前言提供了关于使用 SRX 5800 服务网关硬件指南的以下指导准则:

■ 目标 (第xxi页)

■ 读者 (第xxi页)

■ 文档约定 (第xxi页)

■ 适用于 J 系列服务路由器和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 JUNOS 软件文档 (第xxiii页)

■ 获取文档 (第xxiv页)

■ 文档反馈 (第xxv页)

■ 请求技术支持 (第xxv页)

目标

本手册介绍有关 Juniper Networks SRX 5800 服务网关的硬件组件、安装、基本
配置以及基本的故障排除步骤。本手册将说明如何对站点进行安装设备的准备，如
何拆封并安装硬件、打开设备电源、执行初始软件配置以及如何执行日常维护。完
成本手册中所介绍的安装和基本配置步骤后，请参阅 JUNOS 软件配置指南，获得
有关进一步执行 JUNOS 软件配置的信息。

注意: 有关 Juniper Networks 服务网关及其所支持的 I/O 卡 (IOC) 和服务处理
卡 (SPC) 的更多信息 (对本指南的修正或本指南可能遗漏的信息)，请参阅硬件发
行说明，网址为 http://www.juniper.net/。

读者

本指南适用于负责安装和维护 Juniper Networks 服务网关或负责准备安装服务网
关的站点的网络管理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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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i页上的表1 定义了本指南中所使用的提醒图标。

目标 ■ xxi

http://www.junip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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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警告

警示有激光，存在导致人身伤害的危险。激光警告

第xx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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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粗体文字

user@host> show chassis alarms

No alarms currently active

表示在终端屏幕上显示的输出。此类固定宽度文字

■ 策略项 是一个命名结构，用于定
义匹配条件和操作。

■ JUNOS System Basics
Configuration Guide

■ RFC 1997, BGP Communities
Attribute

■ 引入重要的新术语。

■ 标识书名。

■ 标识 RFC 和互联网草案标题。

此类斜体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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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斜体文字

■ 要配置剩余区域，请在 [edit

protocols ospf area area-id] 层
次结构级别中加入 stub 语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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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IP 地址、配置层次结构级别
或路由平台组件上的标签。

此类无格式文字

stub <default-metricmetr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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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ii ■ 文档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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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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注释，它与其适用的配置语句位于
同一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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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粗体文字

在配置编辑器层次结构中，请选择
Protocols>Ospf。

分隔 J-Web 选项的层次结构的级别。> (粗体右尖括号)

适用于 J 系列服务路由器和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 JUNOS 软件文档

第xxiii页上的表3 列出了运行带有增强型服务的 JUNOS 软件的 J 系列服务路由器以
及运行 JUNOS 软件的 SRX 系列服务网关所适用的软件手册和发行说明。

可在以下网址找到全部文档: http://www.juniper.net/techpubs/。

表3: 适用于 J 系列服务路由器和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 JUNOS 软件文档

说明手册

所有平台

介绍如何配置 J 系列和 SRX 系列接口，以进行使用标准
路由协议的基本 IP 路由、ISDN 服务、防火墙过滤器 (访
问控制列表) 以及服务类别 (CoS) 信息流分类。

JUNOS Software Interfaces and Routing
Configuration Guide

介绍如何配置和管理 J 系列和 SRX 系列安全服务。例如，
状态式防火墙策略、IPsec VPN、防火墙筛选、网络地址转
换 (NAT)、公开密钥密码术、机箱集群、应用层网关 (ALG)
以及入侵检测和防护 (IDP)。

JUNOS Software Security Configuration
Guide

说明如何监控 J 系列和 SRX 系列设备及路由操作，以及
如何监控防火墙和安全服务、系统报警和事件及网络性能。
本指南还介绍了如何管理用户认证和访问、升级软件以及
诊断常见问题。

JUNOS Software Administration Guide

适用于 J 系列服务路由器和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 JUNOS 软件文档 ■ x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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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适用于 J 系列服务路由器和 SRX 系列服务网关的 JUNOS 软件文档 (续)

说明手册

提供可用于 J 系列和 SRX 系列设备的完整配置层次结构。
本指南还同时介绍这些设备特有的配置语句和运行模式命
令。

JUNOS Software CLI Reference

介绍 JUNOS 软件的企业版 MIB。本指南中的信息适用于 M
系列、T 系列、EX 系列、J 系列和 SRX 系列设备。

JUNOS Network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Guide

介绍如何访问和解释由 JUNOS 软件模块生成的系统日志消
息并为每条消息提供参考页。本指南中的信息适用于 M 系
列、T 系列、EX 系列、J 系列和 SRX 系列设备。

JUNOS System Log Messages Reference

仅限 J 系列服务路由器

为设计和执行 IPsec VPN、防火墙以及在运行带有增强型
服务的 JUNOS 软件的 J 系列服务路由器上路由时的准则
和示例。

JUNOS Software with Enhanced Services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Guide

说明如何快速设置 J 系列服务路由器。本文档包含路由器
符合性声明。

JUNOS Software with Enhanced Services
Quick Start

提供有关 J 系列服务路由器的概述、基本指令和规格的信
息。本指南介绍了如何准备站点、拆封和安装路由器、更
换路由器硬件以及如何建立基本路由器连接。本指南包含
硬件说明和规格信息。

JUNOS Software with Enhanced Services
Hardware Guide

提供了将运行 ScreenOS 软件的 SSG 设备或运行 JUNOS
软件的 J 系列服务路由器迁移到带有增强型服务的 JUNOS
软件的说明。

JUNOS Software with Enhanced Services
Migration Guide

说明如何在 J 系列服务路由器中安装和初始配置 WXC 集
成服务模块，以进行应用程序加速。

WXC Integrated Services Module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

总结了 J 系列服务路由器上带有增强型服务的特定版本
JUNOS 软件的新功能和已知问题，其中包括 J-Web 接口功
能和问题。本发行说明还包括对手册的修正和更新，并对
带有增强型服务的 JUNOS 软件的升级和降级进行说明。

JUNOS Software with Enhanced Services
Release Notes

仅限 SRX 系列服务网关

总结了 SRX 系列服务网关上特定版本 JUNOS 软件的新功
能和已知问题，其中包括 J-Web 接口功能和问题。本发行
说明还包括对手册的修正和更新，并对软件升级和降级进
行说明。

JUNOS Software for SRX-series Services
Gateway Release Notes

获取文档

要获取最新版本的所有 Juniper Networks 技术文档，请参阅 Juniper Networks
Web 站点 (http://www.juniper.net/) 上的产品文档页。

要订购本指南和其它 Juniper Networks 技术文档的印刷本或订购包含本指南的文
档 CD，请与您的销售代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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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获取某个软件版本的管理信息库 (MIB) 的副本，请在文档 CD 和以下网站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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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您的评论发送到
techpubs-comments@juniper.net，或者在以下网址中填写文档反馈:
http://www.juniper.net/techpubs/docbug/docbugreport.html。如果使用电子邮件，请确
保在您的评论中包括以下信息:

■ 文档名称

■ 文档编号

■ 页码

■ 软件版本号 (对于 Network Operations Guides [NOGs] 无需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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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具
有有效 J-Care 或 JNASC 支持合同的客户或者在担保期之内，需要售后服务的技
术支持时，您可以在线访问我们的工具和资源或使用 JTAC 打开案例。

■ JTAC 策略 - 要深入理解我们的 JTAC 过程和策略，请参阅 JTAC User Guide，
网址为 http://www.juniper.net/customers/support/downloads/71005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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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TAC 的运行时间 - JTAC 中心全年无休，全天候提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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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stomer Support
Center (CSC) 的在线自助服务门户，其可为您提供以下功能:

■ 查找 CSC 提供的内容:http://www.juniper.net/customers/support/

■ 搜索已知错误:http://www2.juniper.net/kb/

■ 查找产品文档:http://www.juniper.net/techpubs/

■ 查找解决方案并使用我们的“知识库”回答问题:http://kb.juniper.net/

■ 下载软件的最新版本并查看发行说
明:http://www.juniper.net/customers/csc/software/

■ 搜索相关硬件和软件通知的技术公告:https://www.juniper.net/alerts/

■ 加入并参与 Juniper Networks 社区论
坛:http://www.juniper.net/company/communities/

■ 在 CSC Case Management 工具中在线打开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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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为 https://tools.juniper.net/SerialNumberEntitlement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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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JTAC 打开案例

可在 Web 上或通过电话使用 JTAC 打开案例。

■ 使用 CSC 中的 Case Management 工具，网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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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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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分

SRX 5800 服务网关概述

■ 服务网关概述 (第3页)

■ 硬件组件 (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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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服务网关概述

本章提供 SRX 5800 服务网关的概述，论述了以下主题:

■ 服务网关说明 (第3页)

■ 组件冗余 (第4页)

服务网关说明

SRX 5800 服务网关是高性能安全设备，同时还提供交换和电信级以太网路由。

SRX 5800 服务网关的高度为 16 个机架单位 (RU)。为了提高单位地面空间的端口
密度，可将三个此类设备堆叠在同一个从地面到天花板的机架内。本设备有 12 个
插槽，在非冗余结构配置中最多可插入 11 个服务处理卡 (SPC) 和 I/O 卡 (IOC)
以及两个开关控制板 (SCB)。

全部插满时，SRX 5800 最高可提供 440 个千兆位以太网端口或最多 44 个万兆位
以太网端口。有两种类型的 IOC，每一种都是由四个数据包转发引擎构成的，可启
用 10 Gbps 的吞吐量:

■ 带有 SFP 连接器的 40 端口千兆位以太网 IOC (仅限 1000 Mbit 铜线和光
纤)。

■ 带有 XFP 连接器的 4 端口万兆位以太网 IOC。

SRX 5800 机箱提供了冗余性和灵活性。硬件系统为完全冗余，包括电源、风扇托
盘和开关控制板。

数据包转发引擎与插入机箱的 IOC 上的以太网端口相结合。IOC 连接到 (冗余)
开关控制板 (SCB)。IOC 和 SCB 之间的连接分为三个组:

■ 结构连接 IOC 并提供在 IOC 和 SPC 之间的数据包传送。非冗余结构配置需要
两个 SCB。

■ 千兆位以太网。机箱的控制层面是由在开关控制板/路由引擎和各个 IOC 和
SPC 之间的千兆位以太网链接组成的。除了低等级状态和命令之外，所有的板
对板信息都是通过以太网传送的。

■ 管理。此信号组为低等级状态提供诊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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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冗余

服务网关设计为完全配置的，这样单个点的故障将不会导致整个系统出错。只有完
全配置的设备才能提供完全冗余。所有其它配置只提供部分冗余。以下主要硬件组
件是冗余的:

■ 主机子系统 - 主机子系统由一个与 SCB 共同起作用的路由引擎组成。设备可
以安装一个主机子系统和一个备用 SCB。如果安装了备用 SCB，则一些功能将
作为主设备，而其它功能将作为备用设备。如果主机系统主设备 (或其组件)
发生故障，则备用设备接管系统成为主设备。要运行各主机子系统，需要在
SCB 中直接安装一个路由引擎。

■ 电源 - 在 AC 配置中，至少需要三个电源为完全配置好的服务网关供电。所有
AC 电源平均共享负载。增加第四个电源可提供满功率冗余性。如果冗余配置中
有一个电源发生故障，则其余三个电源仍可提供满功率。

在 DC 配置中，需要两个电源来为完全配置好的服务网关供电。一个电源为服
务网关中大约一半的组件供电，另一电源为余下的组件供电。另外增加两个电
源可提供满功率冗余性。如果一或两个电源发生故障，则其余电源仍可为服务
网关提供满功率。

■ 冷却系统 - 冷却系统具有冗余组件，由主机子系统进行控制。如果一个风扇出
现故障，主机子系统会提高剩余风扇的速度，以确保始终为服务网关提供足够
的冷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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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硬件组件

本章概述了服务网关的硬件组件:

■ 服务网关机箱 (第5页)

■ 中平面 (第8页)

■ I/O 卡 (IOC) (第9页)

■ 服务处理卡 (第12页)

■ 主机子系统 (第14页)

■ 开关控制板 (第15页)

■ 路由引擎 (第17页)

■ 电缆管理系统 (第20页)

■ 制作接口 (第20页)

■ 电源 (第24页)

■ 冷却系统 (第27页)

服务网关机箱

服务网关机箱为刚性金属板结构，可容纳所有其它服务网关组件 (请参阅第6页上
的图1、第7页上的图2 和第8页上的图3)。该机箱高 27.75 英寸 (70.49 cm)，
宽 17.37 英寸 (44.11 cm)，深 (从前置安装法兰到机箱后部的距离) 23.0 英
寸 (58.42 cm)。机箱安装在标准的 800 mm (或更大) 密封机柜、19 英寸设备机
架或 telco 开式机架中。一个标准 (48-U) 机架中最多可安装三个服务网关 (如
果机架能够承受其总重量)，它们的总重量可能超过 1,050 磅 (476.3 kg)，请参
阅第171页上的表25。

小心: 移除或安装服务网关组件之前，请将 ESD 腕带与 ESD 点连接，并将腕带的
另一端绑到露出的手腕上。错误地使用 ESD 腕带可能会对服务网关造成损害。

警告: 正常运行期间，服务网关必须连接到地面。

有关更多安全信息，请参阅第137页上的“安全和法规合规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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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完全配置的服务网关机箱的前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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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完全配置的 AC 供电服务网关机箱的后视图

服务网关机箱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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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完全配置的 DC 供电服务网关机箱的后视图

中平面

中平面面向机箱后部，并构成插件架的后部 (请参阅第9页上的图4)。IOC、SPC
和 SCB 从机箱前部安装到中平面，电源则从机箱后部安装到中平面。冷却系统组
件也连接到中平面。

中平面执行以下主要功能:

■ 数据路径 - 数据包可通过 SCB 上的结构 ASIC 在 IOC 和 SPC 之间跨越中平
面进行传递。

■ 配电 - 电源连接到中平面，中平面为所有服务网关组件分配电源。

■ 信号路径 - 中平面将为 IOC、SCB、SPC、路由引擎和用于监控系统的其它系统
组件提供信号路径。

8 ■ 中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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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平面

I/O 卡 (IOC)

I/O 卡 (IOC) 已针对以太网密度进行优化，最多可支持 40 个千兆位以太网端口
或 4 个万兆位以太网端口 (请参阅第10页上的图5)。IOC 组件通过四个 10-Gbps
数据包转发引擎将数据包转发和以太网接口组合在单个控制板上。每个数据包转发
引擎都由一个用于第 3 层处理的 I 芯片和一个第 2 层网络处理器组成。IOC 与
电源和开关控制板 (SCB) 相接。

服务网关共有 12 个插槽。可将 ICO 安装在从左至右编号为 0 到 5 或 7 到 11
的任意插槽中。

将为 SCB 保留插件架底部编号为 0 和 1 的插槽。IOC 垂直地安装在设备前面 (请
参阅第10页上的图6)。可在设备中安装 IOC 类型的任意组合。

如果某个插槽未被卡占用，则必须安装一个空面板，以保护空插槽并使冷却空气在
服务网关中顺利流通。

第10页上的图5 显示了 SRX 5800 服务网关上支持的 I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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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SRX 5800 上支持的 IOC

图6: 垂直安装在 SRX 5800 中的 I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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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C 组件

每个 IOC 都由下列组件组成:

■ IOC 盖，起接地平面和加固板的作用。

■ 结构接口。

■ 两个千兆位以太网接口，允许在 IOC 上的路由引擎和 CPU 之间发送控制信息、
路由信息和统计信息。

■ SCB 中的两个接口，用于启用板的电源和控制。

■ 物理 IOC 连接器。

■ 数据包转发引擎。

■ 中平面连接器和电源电路。

■ 处理器子系统，包括一个 1.2 GHz CPU、系统控制器和 1 GB 的 SDRAM。

■ 4 端口万兆位以太网面板上的 LED 将指示端口状态。LED 从上至下标记为 0/0
到 0/3 (请参阅第11页上的表4)。

■ 40 端口千兆位以太网面板上的 LED 将指示端口状态。LED 从上至下，从左至
右依次标记为 0/0 到 0/5、1/0 到 1/5、2/0 到 2/5 和 3/0 到 3/5 (请参阅
第11页上的表5)。

表4: 4 端口万兆位以太网 IOC LED

说明状态颜色标签

IOC 正常工作。

IOC 发生故障。

始终为开

始终为开

绿色

红色

OK/FAIL

正常操作模式。

以通道模式配置端口。

关

始终为开

绿色TUNNEL

链接处于活动状态。

无链接。

始终为开

关

绿色LINK

表5: 40 端口千兆位以太网 IOC LED

说明状态颜色标签

IOC 正常工作。

IOC 发生故障。

始终为开

始终为开

绿色

红色

OK/FAIL

链接处于活动状态。

无链接。

始终为开绿色

关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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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接口上 IOC 上方的两个 LED 用于显示 IOC 的状态，分别标记为 OK 和 FAIL。
有关位于制作接口上的 IOC LE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22页上的“IOC 和 SPC
LED”。

服务处理卡

服务处理卡 (SPC) 提供处理电源以运行集成式服务，如防火墙、IPsec 和 IDP (请
参阅第12页上的图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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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C 智能分配到 SPC，以进行服务处理。每个 SPC 都
由两个或多个服务处理单元 (SPU) 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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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网关共有 12 个插槽。可将 SPC 安装在从上至下编号为 0 到 5 或 7 到 11
的任意插槽中。将为 SCB 保留插件架底部编号为 0 和 1 的插槽。

SPC 垂直地安装在设备前面 (请参阅第13页上的图8)。

如果某个插槽未被卡占用，则必须安装一个空面板，以保护空插槽并使冷却空气在
设备中顺利流通。

第12页上的图7 显示了 SRX 5800 服务网关上支持的典型 SPC。

图7: 典型 S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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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垂直安装在 SRX 5800 服务网关中的 SPC

SPC 组件

每个 SPC 都由下列组件组成:

■ IOC 盖，起接地平面和加固板的作用。

■ 两个机箱集群控制端口，用于将多个设备连接到冗余机箱集群。有关连接和配
置冗余机箱集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JUNOS Software Security Configuration
Guide。

■ 结构接口。

■ 两个千兆位以太网接口，允许在 SPC 上的路由引擎和 CPU 之间发送控制信息、
路由信息和统计信息。

■ SCB 中的两个接口，用于启用板的电源和控制。

■ 物理 SPC 连接器。

■ 中平面连接器和电源电路。

■ 处理器子系统，包括一个 1.2 GHz CPU、系统控制器和 1 GB 的 SDRAM。

■ 面板上的 LED 指示 SPC 状态 (请参阅第14页上的表6)。

服务处理卡 ■ 13

第2章: 硬件组件



表6: SPC LED

说明状态颜色标签

SPC 正常工作。始终为开绿色OK/FAIL

SPC 发生故障。始终为开红色

SPU 离线。如果两个 SPU 都离线，则可从机箱中安全
地移除 SPC。

关关STATUS

SPU 正常工作。始终为开绿色

SPU 正在初始化。始终为开琥珀黄色

SPU 出错或发生故障。始终为开红色

SPU 上未运行服务。关关SERVICE

在负载容许的情况下，SPU 上未运行服务。始终为开绿色

SPU 上的服务过载。始终为开琥珀黄色

所有集群成员和受监控的链接都可用。始终为开绿色HA

集群成员缺失或无法到达，或者，另一个节点不再是集
群的一部分，作为对控制链接或结构链接失败的反应，
已通过双成员资格和检测恢复过程禁用该节点。

始终为开红色

所有集群成员都存在，但一个或多个受监控链接中断。始终为开琥珀黄色

没有为集群配置节点，或者，作为对控制链接或结构链
接失败的反应，已通过双成员资格和检测恢复过程禁用
节点。

关未点亮

机箱集群控制端口链接处于活动状态。始终为开绿色LINK/ACT

无链接。关

机箱集群控制端口已启用。始终为开绿色ENABLE

机箱集群控制端口已禁用。关

制作接口上 SPC 上方的两个 LED 用于显示 SPC 的状态，分别标记为 OK 和 FAIL。
有关位于制作接口上的 SPC LE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22页上的“IOC 和 SPC
LED”。

主机子系统

主机子系统由安装在开关控制板 (SCB) 中的路由引擎组成。主机子系统提供服务
网关的路由和系统管理功能。设备上必须安装一个主机子系统。每个主机子系统都
充当一个单元，路由引擎必须直接安装到开关控制板中。有关主机子系统组件的详
细信息，请参阅第15页上的“开关控制板”和第17页上的“路由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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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子系统具有三个显示其状态的 LED。主机子系统 LED 位于制作接口的中间部
分。有关主机子系统 LE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21页上的“主机子系统 LED”。

开关控制板

开关控制板 (SCB) 提供以下功能:

■ 开启和切断 IOC 和 SPC 的电源

■ 控制时钟、系统重置和启动

■ 监控系统功能，包括风扇速度、板电源状态、PDM 状态与控制以及系统前面板

■ 通过集成到 SCB 中的开关结构提供与机箱内所有 IOC 的互连

如果 SCB 是主机子系统的一部分，则路由引擎直接安装到 SCB 上的插槽中 (请参
阅第15页上的图9)。

图9: SCB

SCB 插槽

必须在服务网关中至少安装一个 SCB 作为主机子系统的一部分。可以另外安装两
个 SCB，分别用于增加吞吐量和提供冗余。

SCB 垂直安装在机箱前面标记为 0、1 和 2/6 的插槽中。如果任何插槽为空，则必
须安装一个空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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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B 冗余

安装在插槽 0 和 1 中的 SCB 提供非冗余结构连接。安装在插槽 2/6 中的 SCB 连
同安装在插槽 0 和 1 中的 SCB 提供冗余结构。如果插槽 2/6 中未安装任何 SCB，
则必须在插槽中安装一个空面板 (请参阅第16页上的表7)。

表7: SCB 插槽映射和功能

插槽 2/6插槽 1插槽 0功能

–SCBSCB

路由引擎

完整结构

SCBSCBSCB

路由引擎

冗余结构

SCB 组件

每个 SCB 都由下列组件组成:

■ 机箱管理以太网交换机。

■ I2C 总线逻辑，用于与各组件进行低级通信。

■ 组件冗余电路。

■ 控制板/路由引擎主从控制机制。

■ 千兆位以太网交换机，连接到所有组件上的嵌入式 CPU 联合体。

■ 开关结构 - 为 I/O 卡 (IOC) 提供开关功能。

■ 控制 FPGA - 为路由引擎提供外设部件互连 (PCI) 接口。

■ 1000Base-T 以太网控制器 - 在路由引擎之间提供 1-Gbps 以太网链接。

■ 以太网交换机 - 在路由引擎和 IOC 之间提供 1-Gbps 的链接速度。

■ 用于机箱管理与控制的电路。

■ 用于路由引擎和 SCB 的电源电路。

■ LED - 提供状态 [请参阅第16页上的“SCB LED”]。

SCB LED

SCB 上的三个 LED 指示 SCB 的状态。标记为 FABRIC ACTIVE、FABRIC ONLY 和
OK/FAIL 的 LED 直接位于 SCB 上。第17页上的表8 介绍了 SCB LED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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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开关控制板 LED

说明状态颜色标签

结构处于主动模式。始终为开绿色FABRIC

ACTIVE

SCB 仅在结构模式下运行。始终为开绿色FABRIC ONLY

SCB 在结构/控制板模式下运行。关

SCB 在线。始终为开绿色OK/FAIL

SCB 离线。关

SCB 发生故障。始终为开红色

路由引擎

路由引擎是运行 JUNOS 软件的基于 Intel 的 PC 平台。在路由引擎上运行软件进
程可维护路由表、管理设备上使用的路由协议、控制设备接口、控制某些机箱组件
并提供对设备进行系统管理和用户访问的接口。

仅可在设备中安装一个路由引擎。路由引擎安装在机箱前面标记为 0 或 1 的 SCB
的垂直插槽中。

路由引擎上的 USB 端口接受 USB 存储卡，可利用其加载 JUNOS 软件。

图10: 路由引擎

USB

路由引擎组件

路由引擎 (如第17页上的图10 中所示) 由下列组件组成:

■ CPU - 运行 JUNOS 软件以维护服务网关的路由表和路由协议。其处理器为奔腾
级。

■ DRAM - 为路由表和转发表以及其它路由引擎进程提供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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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B 端口 - 提供可移除介质的接口，可通过其手动安装 JUNOS 软件。(请参阅
第18页上的图11)。JUNOS 支持 USB 版本 1.0。

■ 内部闪存盘 - 主要存储软件映像、配置文件和微指令。该磁盘为固定的小型闪
存盘，无法从服务网关外部访问。

■ 硬盘 - 为日志文件、内存转储提供次级存储器以及在内部袖珍闪存盘发生故障
时重新引导系统。

■ HDD LED - 指示硬盘驱动器的磁盘活动。

■ 管理端口 - 每个路由引擎都有一个用于连接到管理网络的 10/100-Mbps 以太
网端口以及两个异步串行端口。其中一个用于连接到控制台，另一个用于连接
到调制解调器或其它辅助设备。接口端口标记为 AUX、CONSOLE 和 ETHERNET。

■ EEPROM - 存储路由引擎的序列号。

■ 重置按钮 - 按下时将重新引导路由引擎。

■ 在线/离线按钮 - 在当前版本中不支持。

■ 抽取夹 - 用于插入和抽出路由引擎。

■ 外加螺钉 - 用于将路由引擎固定到位。

图11: 路由引擎中的 USB 存储设备

路由引擎具有四个指示其状态的 LED。标记为 MASTER、HDD、ONLINE 和 FAIL 的
LED 直接位于路由引擎的面板上。第19页上的表9 介绍了路由引擎 LED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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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路由引擎 LED

说明状态颜色标签

路由引擎为主设备。始终为开蓝色MASTER

硬盘正常工作。绿色闪烁绿色HDD

路由引擎正转换为在线。

路由引擎正常工作。

闪烁

始终为开

绿色ONLINE

路由引擎发生故障。始终为开红色FAIL

路由引擎接口端口和状态指示器

在路由引擎的中央有三个端口，这三个端口可将路由引擎连接到一个或多个外部设
备。系统管理员可在这些外部设备上发出 JUNOS 命令行界面 (CLI) 命令来管理设
备 (请参阅第17页上的图10)。

各端口带有指示标签，功能如下:

■ AUX - 通过带有 RJ-45 连接器的电缆将路由引擎连接至笔记本电脑、调制解调
器或其它辅助设备。

■ CONSOLE - 通过带有 RJ-45 连接器的电缆将路由引擎连接至系统控制台。

■ ETHERNET - 通过以太网连接将路由引擎连接到管理 LAN (或插入到以太网连接
中的其它任何设备) 以进行带外管理。该端口使用自动感应式 RJ-45 连接器以
支持 10-Mbps 或 100-Mbps 连接。端口底端的两个小 LED 指示正在使用的连
接:对于 10-Mbps 连接，LED 亮起黄色或绿色；当信息流通过端口时，LED 亮
绿色。

有关连接器插脚引线的信息，请参阅第219页上的“电缆连接器插脚引线”。

路由引擎启动顺序

路由引擎按以下顺序从存储介质启动:USB 设备 (如果存在)，然后是内部闪存盘，
然后是硬盘，然后是 LAN。

如果将路由引擎配置为平滑切换，则备份路由引擎将自动与主路由引擎同步其配置
和状态。主路由引擎状态的任何更新都将复制到备份路由引擎上。备份路由引擎担
任主设备时，将继续通过服务网关进行数据包转发，而不会中断。有关平滑切换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JUNOS System Basics Configuration Guide。

注意: 要获取路由引擎组件的特定信息 (例如，DRAM 的数量)，请发出 show chassis
routing-engine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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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管理系统

电缆管理系统 (请参阅第20页上的图12) 是位于插件架下面的一个托盘，具有一排
十四个分配器，用于固定每个插件的电缆。电缆管理拖盘中的功能可让您使用电缆
带或其它带子轻轻地固定电缆。要将电缆固定到位，则将此带子环绕在电缆锚上并
将带子系牢。

您可以将电缆管理系统向上和向外拉起以将其锁定到维护位置上。这样您可以接近
较低的风扇托盘和空气过滤器。

图12: 电缆管理系统

制作接口

制作接口概要显示状态和故障排除信息，并可用于执行许多系统控制功能。它可以
热插入和热拔除。制作接口位于服务网关前面的上风扇托盘上方，其包含下列组件:

■ 报警 LED 和报警关闭/灯测试按钮 (第21页)

■ 主机子系统 LED (第21页)

■ 电源 LED (第22页)

■ IOC 和 SPC LED (第22页)

■ SCB LED (第22页)

■ 风扇 LED (第23页)

■ 在线按钮 (第23页)

■ 报警继电器触头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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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制作接口的前面板

注意: 服务网关中必须至少安装一个 SCB，以便制作接口获得电源。

报警 LED 和报警关闭/灯测试按钮

制作接口的右上方有两个大的报警 LED (请参阅第21页上的图13)。圆形红色 LED
点亮表示可导致系统关闭的危险情况。三角形黄色 LED 点亮表示需要监控或维护
的严重性略低的情况。这两个 LED 可能同时点亮。

引起 LED 点亮的情况还会激活制作接口上的相应报警继电器触头，如第23页上的
“报警继电器触头”中所述。

要禁用红色和黄色报警，请按下报警 LED 右侧标记为 ACO/LT 的按钮 (用于“报警
关闭/灯测试”)。禁用报警将关闭两个 LED，同时禁用制作接口上相应报警继电器
触头所连接的设备。

第21页上的表10 详细介绍了报警 LED 和报警关闭按钮。

表10: 报警 LED 和报警关闭/灯测试按钮

说明状态颜色形状

危险报警 LED - 指示可能引起设备停止运行的危
险情况。可能的原因包括组件移除、故障或过热
等。

始终为开红色

警告报警 LED - 指示严重但非致命的错误情况，
如维护警告或组件温度明显升高。

始终为开黄色

报警关闭/灯测试按钮 - 禁用红色和黄色报警。按
住时，将使制作接口上的所有 LED 点亮 (用于测
试)。

––

主机子系统 LED

主机子系统有三个指示其状态的 LED，位于制作接口的中间部分。标记为 RE0 的
LED 将显示插槽 0 中路由引擎和 SCB 的状态。标记为 RE1 的 LED 将显示插槽 1
中路由引擎和 SCB 的状态。第22页上的表11 介绍了主机子系统 LED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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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主机子系统 LED

说明状态颜色标签

主机充当主设备。始终为开绿色MASTER

主机在线并正常工作。始终为开绿色ONLINE

主机已安装但路由引擎离线。始终为开红色OFFLINE

未安装主机。关

电源 LED

每个电源都在制作接口上有两个 LED 指示其状态。标记为 0 到 3 的 LED 位于制
作接口的左上方，PEM 标签旁。第22页上的表12 介绍了制作接口上的电源 LED 的
功能。

表12: 制作接口上的电源 LED

说明状态颜色标签

电源正常工作。始终为开绿色PEM

电源发生故障或电源输入发生故障。始终为开红色

IOC 和 SPC LED

每个 IOC 和 SPC 都在制作接口上有 LED 指示其状态。标记为 0 到 5、2/6 以及
7 到 11 的 IOC 和 SPC LED 位于制作接口的底部。第22页上的表13 介绍了 IOC
和 SPC LED 的功能。

表13: IOC 和 SPC LED

说明状态颜色标签

卡正常工作。始终为开绿色OK

卡正在转换为在线或离线。闪烁

卡不在线。关

卡发生故障。始终为开红色FAIL

SCB LED

每个 SCB 都在制作接口上有两个 LED 指示其状态。标记为 0、1 以及 2/6 的 SCB
LED 位于制作接口的底部。第23页上的表14 介绍了 SCB LED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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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SCB LED

说明状态颜色标签

SCB:结构和控制板正常工作。始终为开绿色OK

SCB 正在转换为在线或离线。闪烁

插槽不在线。关

SCB 发生故障。始终为开红色FAIL

风扇 LED

每个风扇 LED 都位于制作接口的左上方。第23页上的表15 介绍了风扇 LED 的功
能。

表15: 风扇 LED

说明状态颜色标签

风扇正常工作。始终为开绿色FAN

风扇发生故障。始终为开红色

在线按钮

制作接口在其底部有一排在线按钮。每个按钮对应插件架中的一个插槽。

在当前版本中，只有包含 I/O 卡 (IOC) 的插槽支持在线按钮。

报警继电器触头

制作接口有两个报警继电器触头，用于将设备连接到外部报警设备 (请参阅第23页
上的图14)。只要系统事件触发制作接口上的红色或黄色报警，就会激活相应的报
警继电器触头。报警继电器触头位于制作接口的右上方。

图14: 报警继电器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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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

SRX 5800 服务网关使用 AC 或 DC 电源。可为 SRX 5800 服务网关配备三个或四
个 AC 电源或者两个或四个 DC 电源。电源连接到中平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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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电源通过其自身的内部冷却系统进行冷却。

注意: 使用 DC 电源配置的设备随配电模块上安装的空面板一起发运。使用 AC 电
源配置的设备没有空面板。

小心: 服务网关不能由 AC 和 DC 电源同时供电。在最初接通电源时服务网关检测
到的第一种电源就是服务网关所允许的电源类型。安装的所有其它类型的电源将被
服务网关禁用。如果在服务网关运行时安装其它类型的电源，则服务网关会禁用该
电源并生成警报。

AC 电源

在 AC 电源配置中，服务网关包含三个或四个 AC 电源 (请参见第25页上的图15)，
位于机箱背面的插槽 PEM0 至 PEM3 (从左至右) 中。每个 AC 电源都为服务网关中
的所有组件供电。当存在三个电源时，在完全满载系统中它们基本上均等分配电
力。

四个 AC 电源提供全电力冗余。如果一个电源发生故障或者被移除，则其余的电源
将立即承担全部电气负载，期间不会出现任何中断。在服务网关可运行的时间内，
三个电源可为最大配置提供满功率。

每个 AC 电源在机箱中的电源紧上方都有一个对应的 AC 设备插座。每个插座都需
要一个专用的 AC 供电系统和一个专用的 15 A (250 VAC) 断路器。有关安装场所
电源准备工作的信息，请参阅第175页上的“电源指导准则、要求和规格”。有关将
服务网关连接到电源以及接地的信息，请参阅第56页上的“将电源连接到 AC 供电
的服务网关”和第175页上的“机箱接地规范”。

警告: 服务网关是安装在受限访问位置的可插拔 A 型设备。除电源线的接地管脚
外，机箱上还提供单独的保护性接地端子 (左侧一对适合 M6 螺栓，右侧一对适合
UNC 1/4-20 接地片)。这个单独的防护接地端子必须始终与地面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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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AC 电源

AC 电源 LED

每个 AC 电源面板都含有三个指示电源状态的 LED (请参阅第25页上的表16)。电
源状态还将反映在制作接口上的两个 LED 中 (请参阅第22页上的表12)。此外，电
源故障将触发制作接口上的红色报警 LED。

表16: AC 电源 LED

说明状态颜色标签

施加于电源的 AC 电源不在正常运行范围内。关绿色AC OK

施加于电源的 AC 电源在正常运行范围内。开

由电源产生的 DC 电源输出不在正常运行范围内。关绿色DC OK

由电源产生的 DC 电源输出在正常运行范围内。开

电源正常工作。关红色PS FAIL

电源未正常工作。有关详细信息，请检查 AC OK 和 DC OK LED。开

DC 电源

在 DC 电源配置中，服务网关包含两个或四个 DC 电源 (请参见第26页上的图16)，
位于机箱背面的下方，在插槽 PEM0 至 PEM3 (从左至右) 中。您可以将您的 DC 电
源系统从两个电源升级为四个电源。插槽 PEM0 和 PEM2 中的 DC 电源为下风扇托
盘、插件槽 6 至 11 以及 SCB 插槽 1 和 2 供电。插槽 PEM1 和 PEM3 中的 DC
电源为上风扇托盘、插件槽 0 至 5 以及 SCB 插槽 0 供电。

四个电源提供完全冗余。如果一个 DC 电源发生故障，其冗余电源将接替其供电，
而不会发生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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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 DC 电源都有单一的 DC 输入 (–48 VDC 及回路)，它需要专用的
80 A (–48 VDC) 断路器来实现最大硬件配置。有关安装场所电源准备工作的信
息，请参阅第175页上的“电源指导准则、要求和规格”。有关将服务网关连接到电
源的信息，请参阅第58页上的“将电源连接到 DC 供电的服务网关”。

有关安装场所电源准备工作 (包括 DC 电源和电源系统电气规格) 的信息，请参阅
第180页上的“DC 电源规格”。

图16: DC 电源

DC 电源 LED

每个 DC 电源面板都含有三个指示电源状态的 LED (请参阅第26页上的表17)。电
源状态还将反映在制作接口上的两个 LED 中 (请参阅第22页上的表12)。此外，电
源故障将触发制作接口上的红色报警 LED。

表17: DC 电源 LED

说明状态颜色标签

电源未正常工作。有关详细信息，请检查 INPUT OK LED。关绿色PWR OK

电源正常工作。开

DC 电源断路器已关闭。关绿色BREAKER ON

DC 电源断路器已打开。开

不存在对 PEM 的 DC 输入。关绿色INPUT OK

存在 DC 输入，并已正确连接了极性。开

存在 DC 输入，但所连接的极性颠倒。开琥珀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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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系统

冷却系统由下列组件组成:

■ 前面的上风扇托盘

■ 前面的下风扇托盘

■ 前面的空气过滤器

冷却系统组件协同工作，以保持所有服务网关组件都在容许温度范围内 (请参见第
27页上的图17、第27页上的图18、第28页上的图19和第28页上的图20)。服务网关
在设备正面有两个风扇托盘，它们水平安装在插件架的上方和下方。每个风扇托盘
都包含六个风扇。风扇托盘可互换且可热插入和热拔除。

图17: 通过机箱的气流

主机子系统将监控设备组件的温度。当设备正常运行时，风扇低于全速运行。如果
风扇发生故障或环境温度上升到临界值，则会自动调整其余风扇的速度以将温度保
持在容许的范围内。如果超出了最大环境温度规格，且系统无法充分冷却，则路由
引擎将通过禁用各个 PEM 的输出功率来关闭系统。

在服务网关的前面有一个进气口。空气被上推，穿过插件架，再穿过上风扇托盘，
之后在公共的排气室中混合，最后从系统后上方排出。

图18: 上风扇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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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空气过滤器

图20: 空气过滤器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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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设置服务网关

■ 安装场地的服务网关安装准备工作 (第31页)

■ 安装概述 (第37页)

■ 拆开服务网关包装 (第39页)

■ 安装装配硬件 (第43页)

■ 安装服务网关 (第47页)

■ 连接服务网关 (第51页)

■ 接地并为服务网关提供电源 (第55页)

■ 配置 JUNOS 软件 (第63页)

设置服务网关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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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安装场地的服务网关安装准备工作

本章介绍了如何在安装场地进行 SRX 5800 服务网关的安装准备工作。其中讨论了
以下主题:

■ 安装场地准备工作核对清单 (第31页)

■ 机柜要求 (第32页)

■ 机架要求 (第32页)

■ 空气流通和硬件维护的间隙要求 (第35页)

安装场地准备工作核对清单

第31页上的表18 中的核对清单总结了在安装场地进行服务网关的安装准备工作时
所需要执行的任务。

表18: 安装场地准备工作核对清单

日期执行者相关详细信息的参考来源项目或任务

第173页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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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柜要求”,
第32页上的“机架要求”

选择机架或机柜的类型。

第32页上的“机柜大小和间隙要求”
第33页上的“机架大小和强度”第
35页上的“空气流通和硬件维护的
间隙要求”

规划机架或机柜的位置，包括所需的间隙。

第34页上的“连接到建筑物构件”如果使用机架，则将机架固定到地面和建筑物
构件。

购买电缆和连接器。

第163页上的“DC 电源接地要求和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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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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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安装场地准备工作核对清单 (续)

日期执行者相关详细信息的参考来源项目或任务

第188页上的“计算光纤电缆的功率
预算”,第188页上的“计算光纤电缆
的功率裕度”

计算光功率分配和光功率范围。

机柜要求

可以将服务网关安装在一个标准的 482 mm (或更大) 的密封机柜内。以下各节介
绍了机柜要求:

■ 机柜大小和间隙要求 (第32页)

■ 机柜空气流通要求 (第32页)

机柜大小和间隙要求

可以容纳该设备的最小尺寸机柜是 600 mm 宽和 800 mm 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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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容纳单个设备，机柜的高
度至少必须为 16 U。如果您可以提供充足的冷空气和空气流通间隙，则可以将三
台设备堆叠放置在一个至少拥有 48 U (89.3 英寸或 2.24 m) 可用垂直空间的机
柜内。

前后间隙最低要求取决于您选择的安装配置。机柜内从前门内侧到后门内侧的最小
总间隙为 30.7 英寸。

机柜空气流通要求

在机柜中安装设备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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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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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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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机柜带顶或带门，则在这些元件上穿孔有助于排出热气。有关机箱空气流
通的例图，请参见第27页上的图17。

■ 安装设备时请尽可能靠近机柜的前面，以便电缆管理系统可以清理出前门内侧
空间。这样就会为机柜的后面留出最大的间隙来保证关键的空气流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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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架要求

设备可以安装在机架中。可以使用多种类型的机架，包括四柱式 (telco) 机架和
开式机架。有关开式机架的示例，请参见第34页上的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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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各节介绍了机架要求:

■ 机架大小和强度 (第33页)

■ 安装托架和法兰孔的间距 (第34页)

■ 连接到建筑物构件 (第34页)

机架大小和强度

按照“电子工业协会”(http://www.eia.org) 发布的 Cabinets, Racks, Panels, and
Associated Equipment (文档号 EIA-310-D) 中所定义，该设备设计为安装在 19
英寸机架中。

按照“欧洲电信标准协会”(http://www.etsi.org) 发布的由四部分组成的 Equipment
Engineering (EE);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 for equipment
practice (文档号 ETS 300 119-1 到 119-4) 中所定义，在使用适配器的情况下，
该设备设计为可以装入 600 mm 宽的机架中。请使用经认可的翼部装置来缩小各导
轨之间的开口。

机架导轨的间隔必须足够宽，以容纳设备机箱的外部尺寸:27.75 英寸 (70.49 cm)
高，23.0 英寸 (58.42 cm) 深，17.37 英寸 (44.11 cm) 宽。安装托架的外部边
沿将宽度扩展为 19 英寸 (48.3 cm)。导轨和相邻机架的间距还必须考虑到第35页
上的“空气流通和硬件维护的间隙要求”中指定的设备和机架周围的间隙。

通常来说，中心安装机架要优于前面安装机架，因为在中心安装机架中安装会使重
量分布更均匀，从而可提供更好的稳定性。如果使用前置安装机架，则必须使用发
运附带的大安装支架或一些其它结构支撑设备的后面。

该设备有两个安装托架，它们连接到机箱的中心 (在最靠近机箱背面的装配孔中)。
每个安装托架都可以移动到机箱侧面的 11 个位置中的一个 (对于可调安装机架)，
包括中心安装机架的位置。用于将安装托架连接到机箱的装配孔间距为 0.984 英
寸 (25 mm)。

对于前置安装机架，请使用机箱前面的前置安装法兰来代替安装托架。法兰上有用
于插入机架安装螺丝的孔，间距为 3.5 英寸 (8.89 cm)。有关装配硬件的安装说
明，请参阅第43页上的“安装装配硬件”。

机箱高度为 27.75 英寸 (70.49 cm)，大约为 16 U。U 是“电子工业协会”发布的
Cabinets, Racks, Panels, and Associated Equipment (文档号 EIA-310-D) 中
定义的标准机架单位。您可以将三台 SRX 5800 服务网关堆叠放置在一个至少拥有
48 U (89.3 英寸或 2.24 m) 可用垂直空间的机架中。

机架的坚固程度必须足以承受已完全配置的设备的重量，最多为 350 磅
(158.76 kg)。如果将三台已完全配置的设备堆叠放置在一个机架内，则该机架必
须能够承受高达 1,050 磅 (476.3 kg) 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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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典型的开式机架

安装托架和法兰孔的间距

每组内的孔间距为 1 U (1.75 英寸或 4.5 cm)。服务网关可以安装在孔间距为这
些距离的任何机架内。

设备可以安装在孔或孔型的间距以 1U (1.75 英寸) 为增量的任何机架内。用于将
机箱连接到机架的安装托架和前置安装法兰设计为扣紧以此距离为间距的孔。

连接到建筑物构件

请务必将机架固定到建筑物构件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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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4页上的“机架安装要求和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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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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第35页上的图22):

■ 为使冷却系统正常运行，机箱周围的空气流通必须顺畅。在机箱侧面与不生热
的表面 (例如墙面) 之间应留有 2.8 英寸 (7 cm) 间隙。

■ 为方便服务人员拆卸和安装硬件组件，在服务网关的前面和后面都必须留出充
足的空间。设备的前面和后面都至少需要 24 英寸 (61 cm) 的间隙。NEBS
GR-63 建议在服务网关的前面和后面至少留出 30 英寸 (76.2 cm) 的间隙。

图22: 机箱尺寸和间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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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安装概述

准备好您的安装场地 [如第31页上的“安装场地的服务网关安装准备工作”中所
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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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在第137页上的“安全和法规合规性信息”中阐明的安全准则。

2. 按照本章中的说明拆开服务网关包装并核对收到的部件。

3. 按照第43页上的“安装装配硬件”中的说明安装装配硬件。

4. 安装服务网关，详见第47页上的“安装服务网关”或第191页上的“不使用机械
升降机安装服务网关”。

5. 将电缆连接到外部设备，如第51页上的“连接服务网关”中所述。

6. 连接接地电缆，如第56页上的“将服务网关接地”中所述。

7. 连接电源电缆，如第56页上的“将电源连接到 AC 供电的服务网关”或第58页
上的“将电源连接到 DC 供电的服务网关”中所述。

8. 按照第58页上的“为 AC 供电的服务网关接通电源”或第60页上的“为 DC 供
电的服务网关接通电源”中的说明，接通服务网关电源。

9. 执行初始系统启动，如第63页上的“配置 JUNOS 软件”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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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拆开服务网关包装

准备好您的安装场地 [如第31页上的“安装场地的服务网关安装准备工作”中所
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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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在第137页上的“安全和法规合规性信息”中阐明的安全准则。

2. 按照本章中的说明拆开服务网关包装并核对收到的部件。

3. 按照第43页上的“安装装配硬件”中的说明安装装配硬件。

4. 安装服务网关，详见第47页上的“安装服务网关”或第191页上的“不使用机械
升降机安装服务网关”。

5. 执行初始系统启动，如第51页上的“连接服务网关”中所述。

本章介绍如何进行服务网关安装的准备工作。其中讨论了以下主题:

■ 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第39页)

■ 拆开服务网关包装 (第39页)

■ 核对收到的部件 (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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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螺丝起子，2 号

■ 1/2 英寸或 13 mm 开口扳手或套筒扳手，用于从装运托板上卸下托架螺栓

■ 用于覆盖未被组件占用的插槽的空面板

拆开服务网关包装

该服务网关通过一个木制板条箱装运。木制托板构成了板条箱的底座。服务网关机
箱用螺栓固定在此托板上。装运箱中还装有一个纸板配件盒和入门指南。

该装运箱尺寸为 33 英寸 (83.8 cm) 高、30.25 英寸 (76.8 cm) 宽和 43.25 英
寸 (109.9 cm) 深。包括服务网关和配件在内的装运箱的总重量在 270 磅
(122.5 kg) 到 475 磅 (215.5 kg) 之间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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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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请参见第40页上的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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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机箱用螺栓固定在托板上，可以使用叉车或托板车移动
机箱。

2. 放置装运箱时使箭头向上。

3. 打开装运箱上的所有闩锁。

4. 卸下装运箱盖的前门，将其放在一边。

5. 将装运箱盖的剩余部分滑出托板。

6. 取下覆盖在服务网关顶部的泡沫。

7. 取出配件盒和“入门指南”。

8. 对照第41页上的表19 和第41页上的表20 中的清单核对收到的部件。

9. 取下附在托板上的气相防锈剂 (VCI) 包，小心不要弄破 VCI 包。

10. 要拆除托板上用于支撑机箱的托架，使用 1/2 英寸套筒扳手和 2 号十字螺丝
起子卸下托架上的螺栓和螺丝。

11. 将托架和螺栓存放在配件盒内。

12. 将装运箱盖、托板和包装材料保存起来以备在以后搬移或装运服务网关时使用。

13. 要进行安装，请参阅第48页上的“使用升降机安装服务网关”或第191页上的
“不使用机械升降机安装服务网关”。

图23: 装运箱中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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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收到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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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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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页上的表19 中所列组件的服务网关机箱和
一个配件盒，其中装有第41页上的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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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完全配置的服务网关的部件清单

数量组件

1机箱，包括中平面、制作接口和机架安装托架

最多 11 个IOC

最多 11 个SPC

1 或 2 个路由引擎

最多 3 个SCB

最多 4 个电源

2风扇托盘

1空气过滤器

1空气过滤器托盘

1入门指南

1大装配搁架

1小装配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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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0: 配件盒部件清单

数量部件

14用于安装机箱的螺丝

8DC 电源终端接线片，6-AWG

1RJ-45 电缆，带有用于连接到 DB-9 凹端的 RJ-45 插
孔，用于通过串行端口连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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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 配件盒部件清单 (续)

数量部件

2接线盒插头，三极，间距为 5.08 mm，12A，用于连接设
备报警器

1电缆，配件内容，SRX 5800

1带 JUNOS 的 USB 闪存驱动器

1自述文档

1T1 连接声明

1Juniper Networks 产品担保

1最终用户许可证协议

1文件套

23" x 5" 粉红色袋子

29" x 12" 粉红色袋子，ESD

1配件盒，19 x 12 x 3"

1以太网电缆，RJ-45/RJ-45，4 对多芯 UTP，5E 类别，
15'

1带电缆的 ESD 腕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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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安装装配硬件

可将服务网关安装在四柱式机架/机柜或开式机架中。在安装服务网关之前，将装
配硬件安装到机架上。装配硬件的安装步骤取决于机架的类型。

在安装完装配硬件后，继续进行第47页上的“安装服务网关”或第191页上的“不使
用机械升降机安装服务网关”，具体取决于您的安装类型。

本章介绍了装配硬件的安装步骤:

■ 机架装配硬件 (第43页)

■ 为前置安装四柱式机架或机柜安装装配硬件 (第43页)

■ 安装前置开式机架的装配硬件 (第45页)

■ 安装中心安装开式机架的装配硬件 (第46页)

机架装配硬件

所有安装选件需要您安装所提供的大装配搁架。前置安装四柱式机架或机柜需要使
用所提供的小装配搁架。

为前置安装四柱式机架或机柜安装装配硬件

如果您要在前置安装四柱式机架或机柜中安装服务网关，则必须首先安装大装配搁
架，然后安装小装配搁架。

第43页上的表21 指定了在四柱式机架或机柜中安装所需装配硬件时将卡式螺母和
螺丝插入到的孔 (X 表示装配孔位置)。孔距离相对于机架上某一标准“U”刻度。
所有装配搁架的底部都在某个“U”刻度之上的 0.04 英寸 (0.02 U) 处。

表21: 四柱式机架/机柜装配孔位置

小搁架大搁架“U”刻度之上的距离孔

X.86 U1.51 英寸 (3.8 cm)3

XX.50 U0.88 英寸 (2.2 cm)2

X0.14 U0.25 英寸 (0.6 c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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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安装装配搁架 (请参见第44页上的图24):

1. 在前机架导轨上，在第43页上的表21 中指定的孔中为大搁架和间隔条安装卡
式螺母。

2. 在每个前机架导轨的前面，将安装螺丝部分地插入包含最低卡式螺母的孔中。

3. 将大搁架安装到前机架导轨上。将每个安装耳的底槽放置在一个装配螺丝上。

4. 将安装螺丝部分地插入到大搁架每个安装耳的顶部孔中。

5. 完全拧紧所有螺丝。

6. 在后机架导轨上，在第43页上的表21 中指定的孔中为小搁架安装卡式螺母。

7. 在每个后机架导轨的后面，将安装螺丝部分地插入包含最低卡式螺母的孔中。

8. 将小搁架安装到后机架导轨上。将每个安装耳的底槽放置在一个装配螺丝上。
小搁架安装在后导轨的后面，朝向机架中心延伸。小搁架的底部应与大搁架的
底部对齐。

9. 将螺丝部分地插入小搁架安装耳的开孔中。

10. 完全拧紧所有螺丝。

图24: 安装四柱式机架/机柜的装配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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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前置开式机架的装配硬件

如果您要将服务网关安装到前置安装的开式机架中，则必须首先将大装配搁架安装
在机架上，然后从机箱卸下安装托架。不需要小装配搁架。

第45页上的表22 指定了在开式机架中安装装配硬件时要插入螺丝的孔 (X 表示装
配孔位置)。孔距离相对于机架上某一标准“U”刻度。为了参照，所有装配搁架的
底部都在某个“U”刻度之上的 0.04 英寸 (0.02 U) 处。

表22: 开式机架装配孔位置

大搁架“U”刻度之上的距离孔

X9.86 U17.26 英寸 (43.8 cm)30

X8.86 U15.51 英寸 (39.4 cm)27

X7.86 U13.76 英寸 (34.9 cm)24

X6.86 U12.01 英寸 (30.5 cm)21

X5.86 U10.26 英寸 (26.0 cm)18

X4.86 U8.51 英寸 (21.6 cm)15

X3.86 U6.76 英寸 (17.1 cm)12

X2.86 U5.01 英寸 (12.7 cm)9

X1.86 U3.26 英寸 (8.3 cm)6

X.86 U1.51 英寸 (3.8 cm)3

X.50 U0.88 英寸 (2.2 cm)2

0.14 U0.25 英寸 (0.6 cm)1

要安装大装配搁架 (请参见第46页上的图25):

1. 在每个机架导轨的背面，针对大搁架将一颗装配螺丝部分地插入到第45页上的
表22 中所指定的位置最高的孔内。

2. 将大搁架安装到机架上。利用靠近大搁架法兰顶部的锁眼插槽将搁架悬在装配
螺丝上方。

3. 将螺丝部分地插入大搁架安装耳的开孔中。

4. 完全拧紧所有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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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安装开式机架的装配硬件

安装中心安装开式机架的装配硬件

如果您要将服务网关安装到中心安装开式机架上，则必须将大装配搁架安装到机架
上。

第45页上的表22 指定了在开式机架中安装装配硬件时要插入螺丝的孔 (X 表示装
配孔位置)。孔距离相对于机架上某一标准“U”刻度。为了参照，所有装配搁架的
底部都在某个“U”刻度之上的 0.04 英寸 (0.02 U) 处。

要安装大装配搁架 (请参见第46页上的图25):

1. 在每个机架导轨的背面，针对大搁架将一颗装配螺丝部分地插入到第45页上的
表22 中所指定的位置最高的孔内。

2. 将大搁架安装到机架上。利用靠近大搁架法兰顶部的锁眼插槽将搁架悬在装配
螺丝上方。

3. 将螺丝部分地插入大搁架安装耳的开孔中。

4. 完全拧紧所有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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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安装服务网关

本章介绍了以下服务网关安装主题:

■ 安全要求、警告和指导准则 (第47页)

■ 使用机械升降机安装服务网关 (第47页)

安全要求、警告和指导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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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准则，以及有关操作联网设备的安全步骤。有关如何为安
装场地创造一个安全环境的内容，请参阅第31页上的“安装场地的服务网关安装准
备工作”。有关安全警告的列表，请参阅第137页上的“安全和法规合规性信息”，
此外请特别留意第156页上的“电气安全准则和警告”。但是，本手册没有详尽提供
有关操作电气设备的整套指导准则。

使用机械升降机安装服务网关

由于服务网关可能很大很重 (最高达 350 磅 (158.76 kg)，具体取决于配置)，因
此强烈建议您使用机械升降机进行安装，详见第48页上的“使用升降机安装服务网
关”。如果不使用升降机安装服务网关，请参阅第191页上的“不使用机械升降机安
装服务网关”以获得安全安装服务网关的完整说明。

在安装服务网关之前，您应准备好安装场地并阅读第31页上的“安装场地的服务网
关安装准备工作”中的指导准则。第31页上的“安装场地准备工作核对清单”总结
了在安装场地进行服务网关的安装准备工作时所需要执行的任务。您还需要按照第
39页上的“拆开服务网关包装”中的说明从装运箱拆开服务网关包装。

本节分为以下几个主题:

■ 所需的工具 (第47页)

■ 使用升降机安装服务网关 (第48页)

所需的工具

要安装服务网关，您需要以下工具:

■ 机械升降机

■ 十字 (+) 螺丝起子，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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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升降机安装服务网关

在将服务网关安装到机架之前，请先阅读第143页上的“机箱升举准则”中的安全信
息。按照第39页上的“拆开服务网关包装”中的说明将服务网关从装运箱中取出。
按照第43页上的“安装装配硬件”中的说明安装装配硬件。

小心: 在将服务网关前置安装到机架之前，让具有资格认证的技术人员检验机架的
坚固程度是否足以承受服务网关的重量，以及安装场地是否足以承受机架的重量。

要使用升降机安装服务网关 (请参见第49页上的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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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场地
的服务网关安装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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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使用升降机将服务网关定位在机架或机柜的前面，使其对准装配搁架前面的中
心位置。

4. 将机箱提升到高出装配搁架表面约 0.75 英寸的位置，使其尽可能贴近搁架。

5. 将服务网关小心滑入装配搁架上，使机箱的底部与装配搁架交叠大约两英寸。

6. 将服务网关滑动到装配搁架上，直到安装托架或前置安装法兰接触到机架导轨。
搁架会确保机箱的安装托架和前置安装法兰中的孔与机架导轨中的孔对齐。

7. 将升降机从机架移开。

8. 要在开式机架中安装服务网关，请将装配螺丝安装到每个与机架对齐的开放式
装配孔中 (从底部开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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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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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将服务网关安装到机架中

注意: 此图描述了正在将服务网关安装到一个开式机架的过程。有关四柱式机架或
机柜所需的装配硬件的例图，请参见第44页上的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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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连接服务网关

本章将讨论以下内容:

■ 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第51页)

■ 将服务网关连接到管理和报警设备 (第51页)

■ 连接 IOC 电缆 (第53页)

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要将设备连接到管理设备并接通设备的电源，需要使用以下工具和部件:

■ 十字 (+) 螺丝起子，1 号和 2 号

■ 2.5 mm 平头 (-) 螺丝起子

■ 2.5 mm 十字 (+) 螺丝起子

■ 3/8 英寸六角头外部驱动套筒扳手，或螺母起子，扭矩在 23 磅英寸 (2.6 Nm)
到 25 磅英寸 (2.8 Nm) 的拧紧扭矩之间，用于拧紧每个电源 (在 DC 电源设
备上) 上接线柱处的螺母

小心: 不要替换成公制的螺母起子或扳手。与螺母不完全匹配的工具可能会损坏螺
母。如果没有 3/8 英寸的工具，请使用手钳或尺寸可调的扳手。

■ 钢丝钳

■ 手钳

■ 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

将服务网关连接到管理和报警设备

服务网关安装到机架后，将一个或多个外部设备连接到制作接口上与路由引擎相连
的端口，以用于管理和服务操作 (请参阅第52页上的图27)。有关路由引擎管理端
口可使用的电缆规格，请参阅第190页上的“路由引擎接口电缆和电线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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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路由引擎管理端口

要将外部设备连接到路由引擎管理端口，请执行以下几节中所介绍的步骤:

■ 连接到超出带宽管理的网络 (第52页)

■ 连接到管理控制台或辅助设备 (第52页)

■ 连接到外部报警设备 (第53页)

连接到超出带宽管理的网络

要将路由引擎连接到用于带外管理的网络，请将带有 RJ-45 连接器的以太网电缆
连接到路由引擎上的 ETHERNET 端口。随设备一起提供了一条这样的电缆。有关电
缆的规格，请参阅第190页上的“路由引擎接口电缆和电线规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关闭管理设备的电源。

2. 将以太网电缆的一端 (第52页上的图28 显示了连接器) 插入路由引擎上的相
应 ETHERNET 端口。第52页上的图27 显示路由引擎上的外部设备端口。标记为
0 的端口连接到左侧路由引擎插槽 (RE0) 中的路由引擎，标记为 1 的端口连
接到右侧路由引擎插槽 (RE1) 中的路由引擎。

3. 将电缆的另一端插入到网络设备中。

图28: 路由引擎以太网电缆连接器

连接到管理控制台或辅助设备

要使用系统控制台配置和管理路由引擎，请将其连接到路由引擎的相应 CONSOLE 端
口。要使用笔记本电脑、调制解调器或其它辅助设备，请将其连接到路由引擎的相
应 AUX 端口。两个端口都可以接受使用 RJ-45 连接器的电缆。随设备一起提供了
一条 RJ-45/DB-9 电缆。如果想要设备连接到两个端口，必须再提供一条电缆。有
关电缆的规格，请参阅第190页上的“路由引擎接口电缆和电线规格”。

要连接管理控制台或辅助设备:

1. 关闭控制台或辅助设备的电源。

2. 将以太网电缆的一端 (第53页上的图29 显示了连接器) 插入路由引擎上的相
应 AUX 端口。第52页上的图27 显示路由引擎上的外部设备端口。标记为 0 的
端口连接到左侧路由引擎插槽 (RE0) 中的路由引擎，标记为 1 的端口连接到
右侧路由引擎插槽 (RE1) 中的路由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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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 DB-9 凹端插入设备的串行端口中。

图29: 控制台和辅助电缆连接器

连接到外部报警设备

要将设备连接到外部报警设备，可将导线连接到制作接口上的 RED 和 YELLOW 继电
器触头，请参阅第53页上的图30。触发制作接口上红色或黄色报警 LED 的系统条
件时也会激活相应的报警继电器触头。

随设备一起提供了可插入报警继电器触头的接线座。它们可接受在 28-AWG 到
14-AWG (0.08 和 2.08 mm2) 范围内任意规格的导线，但没有提供这种导线。请使
用适合于您正连接的外部设备的导线规格。

要将外部设备连接到报警继电器触头 (请参见第53页上的图30):

1. 请准备一条所需长度的导线，其规格在 28-AWG 到 14-AWG (0.08 和 2.08 mm2)
范围之间。

2. 如果继电器触头没有插入接线座，请使用 2.5 mm 平头螺丝起子拧开其侧面的
小螺丝。将其侧面的小螺丝朝左放置，根据外部设备的布线将导线插入接线座
前面的插槽中。拧紧螺丝以固定导线。

3. 将接线座插入继电器触头，并使用 2.5 mm 平头螺丝起子拧紧接线座表面上的
螺丝。

4. 将导线的另一端连接到外部设备。

要为其它类型的报警连接报警设备，请重复这一步。

图30: 报警继电器触头

连接 IOC 电缆

通过插入网络电缆将 IOC 连接到网络。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请参见第54页上的图
31，其中显示了光纤 IOC):

1. 准备一段适用于 IOC 的电缆。

2. 如果电缆连接器端口被橡胶安全塞封住，请拿掉这个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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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不要直视光纤收发器或光纤电缆的端部。光纤收发器和连接到收发器的光纤
电缆所发射的激光光线可能会损伤您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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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将电缆连接器插入 IOC 面板上的电缆连接器端口中。

4. 在电缆管理系统中排列电缆以防止其移动或成为受力点。固定电缆，使其在悬
挂到地板时不用承受其自身的重量。将多余电缆整齐地盘绕成圆环状放在电缆
系统中。将紧固件放在环上以保持其形状。

小心: 请避免以超出光纤电缆最小弯曲半径的角度来折弯电缆。弧的直径小于几英
寸时会损坏电缆，并造成难以诊断的问题。

小心: 不要让光纤电缆在没有固定的情况下随意垂挂在连接器上。请勿让紧固好的
电缆线圈悬荡，因为这会在紧固点处对电缆产生压力。

图31: 将电缆连接到 I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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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接地并为服务网关提供电源

■ 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第55页)

■ 将服务网关接地 (第56页)

■ 将电源连接到 AC 供电的服务网关 (第56页)

■ 为 AC 供电的服务网关接通电源 (第58页)

■ 将电源连接到 DC 供电的服务网关 (第58页)

■ 为 DC 供电的服务网关接通电源 (第60页)

■ 关闭服务网关的电源 (第61页)

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要将设备接地以及为设备提供电源，需要使用以下工具和部件:

■ 十字 (+) 螺丝起子，1 号和 2 号

■ 2.5-mm 平头 (-) 螺丝起子

■ 3/8 英寸六角头外部驱动套筒扳手，或螺母起子，扭矩在 23 磅英寸 (2.6 Nm)
到 25 磅英寸 (2.8 Nm) 的拧紧扭矩之间，用于拧紧每个电源 (在 DC 电源设
备上) 上接线柱处的螺母

小心: 不要替换成公制的螺母起子或扳手。与螺母不完全匹配的工具可能会损坏螺
母。如果没有 3/8 英寸的工具，请使用手钳或尺寸可调的扳手。

■ 钢丝钳

■ 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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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服务网关接地

将接地电缆连接到地面，然后再使用两个 UNC 1/4-20 螺丝将电缆连接到机箱接地
点，这样可将设备接地。您必须提供接地电缆 (电缆接线片随设备一起提供)。有
关接地电缆的规格，请参阅第175页上的“机箱接地规范”。

1. 请确保持证的电工已将随设备一起提供的电缆接线片连接到接地电缆。

2.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带固定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接地带连接到经过核准
的现场 ESD 接地点。请参阅现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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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接地电缆连接到合适的地面。

5. 将 ESD 接地带从现场 ESD 接地点拆分出来。

6.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7. 将接地电缆接线片放在机箱后侧上部接地点上。左侧一对适用于 M6 螺栓，右
侧一对适用于 UNC 1/4-20 螺栓。

8. 将接地电缆接线片固定在接地点上，先装上垫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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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组件的通道，并且未凌乱
置于地面，以防有人绊倒。

将电源连接到 AC 供电的服务网关

将电源线从 AC 电源连接到机箱中电源紧上方的 AC 设备插座，可将 AC 电源连接
到服务网关。有关电源线和接地电缆的规格，请参阅第178页上的“AC 电源线规格”
和第175页上的“机箱接地规范”。

要将 AC 电源线连接到设备，请对每个电源执行以下步骤 (请参见第57页上的图
32):

1.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2. 将接地电缆连接到合适的地面。

3. 请确保持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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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请确保在进行接地连接前接地表面是干净的，并且进行了抛光处理。

5.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6. 将接地电缆接线片放在接地点上。左侧一对适用于 M6 螺栓，右侧一对适用于
UNC 1/4-20 螺栓。

7. 将接地电缆接线片固定在接地点上，先装上垫片，然后再拧上螺丝。

8. 确保接地电缆连接正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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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找到随服务网关附送的电源线，其中应有适合于您当地使用的插头 (请参阅第
178页上的“AC 电源线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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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将电源上设备插座旁的 AC 开关移动到关闭位置 (O)。

11. 将电源线的插头插入外部交流电源插座。

注意: 每个电源必须连接到专用的 AC 供电系统和专用的外部断路器。建议您最小
使用 15 A (250 VAC)，或使用当地规定所允许的值。

12. 将电源线摆放整齐。确保电源线没有阻碍排气和到设备组件的通道，并且未凌
乱置于地面，以防有人绊倒。

13. 重复步骤 9 至步骤 12 完成余下的电源连接。

图32: 将 AC 电源连接到服务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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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AC 供电的服务网关接通电源

要接通 AC 供电的服务网关的电源:

1.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2. 确保电源全部插入到机箱。

3. 确保 AC 电源线已稳固地插入到设备的插座中。

4. 确保外部管理设备已连接到某个路由引擎端口 (AUX、CONSOLE 或 ETHERNET)。
有关连接管理设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51页上的“将服务网关连接到管理和
报警设备”。

5. 打开外部管理设备的电源。

6. 将每个电源上的 AC 开关切换到打开位置 (|)，然后观察每个电源面板上的状
态 LED。如果 AC 电源正确安装且运行正常，则 AC OK 和 DC OK LED 会稳定
点亮，且 PS FAIL LED 不会亮起。

如果任何一个状态 LED 指示电源未正常工作，请重复在第122页上的“更换电
源系统组件”中所介绍的安装步骤和电缆连接步骤。

注意: 关闭电源后，至少要等 60 秒方可重新打开电源。接通电源后，至少要等 60
秒方可关闭电源。

如果接通电源时系统处于完全断电状态，则当电源完成它的启动顺序时路由引擎才
启动。如果路由引擎完成了启动而您需要再次关闭系统电源，则要先发出 CLI
request system halt 命令。

接通电源后，状态指示器 (如电源上的状态 LED 和 show chassis 命令显示) 需要
60 秒时间方可指示电源是否正常工作。在前 60 秒会忽略显示的错误指示器。

7. 外部管理设备连接到路由引擎后，即监控启动过程以验证系统是否已正确启动。

将电源连接到 DC 供电的服务网关

将电源电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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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电源连接到服务网关，您必须提供接地电缆和电源电缆 (电缆接线片随服
务网关一起提供)。有关接地电缆和电源电缆的规格，请参阅第175页上的“机箱接
地规范”和第183页上的“DC 电源电缆规格”。

要将 DC 电源电缆连接到服务网关，请对每个电源执行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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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保整个 DC 电源电缆线的电压为 0 V，并确保安装期间电缆线不会通电。

小心: 必须确保电源连接保持正确的极性。电源电缆可能标有 (+) 和 (–) 来指示
它们的极性。直流电源电缆没有标准的彩色编码。现场外部直流电源使用的彩色编
码决定了电源电缆 (连接到每个电源的接线柱上) 中导线的彩色编码。

2.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带固定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接地带连接到经过核准
的现场 ESD 接地点。请参阅现场说明。

3. 将接地电缆连接到合适的地面。

4. 请确保持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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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请确保在进行接地连接前接地表面是干净的，并且进行了抛光处理。

6.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7. 将接地电缆接线片放在接地点上。左侧一对适用于 M6 螺栓，右侧一对适用于
UNC 1/4-20 螺栓。

8. 将接地电缆接线片固定在接地点上，先装上垫片，然后再拧上螺丝。

9. 确保接地电缆连接正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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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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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将电源面板上的断路器切换到 OFF 位置。

12. 取下对面板上接线柱加以保护的透明塑料封套。

13. 通常，机箱的输入端 RTN 线和电池/电源设备的 RTN 与建筑物 GND 连接到同
一电位。在连接到电源之前，请验证欧姆值输出是否为 48V，且 RTN 电缆是否
已连接到机箱接地，从而验证标签是否正确。在一个典型的配电方案中，如果
–48V RTN 连接到电池处的机箱接地，则将在返回电缆上有一个读数而在 –48V
电缆上有一个开放式读数。

14. 移除接线柱的螺母和垫圈。

15. 将 DC 电源电缆上的接地片连接到接线柱，请确保电缆未触到或阻碍任何服务
网关组件 (请参见第60页上的图33)。

■ 将正极 (+) DC 电源电缆接线片连接到 RTN (返回) 端子。

■ 将负极 (–) DC 电源电缆接线片连接到 –48V (输入) 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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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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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连接到 DC 电源
的信息，请参阅第183页上的“DC 电源电缆规格”。

16. 将每个电缆接线片固定到接线柱上，先装上弹簧垫片，然后再拧上螺母。对每
个螺母施加 23 磅英寸 (2.6 Nm) 到 25 磅英寸 (2.8 Nm) 之间的扭矩。

17. 松开电源面板较低边缘上电缆约束上的外加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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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使正负 DC 电源电缆穿过电缆约束的左右两侧。

19. 拧紧电缆约束外加螺丝以将电源电缆固定到位。

20. 更换面板接线柱上的透明塑料盖。

21. 确保接地电缆和电源电缆连接正确、未碰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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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重复步骤 11 至 21 完成余下的电源连接。

图33: 将 DC 电源连接到服务网关

为 DC 供电的服务网关接通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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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断路器切换到关闭位置，然后将
断路器的开关手柄绑在关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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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接通 DC 供电的服务网关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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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保外部管理设备已连接到某个路由引擎端口 (AUX、CONSOLE 或 ETHERNET)。
有关连接管理设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51页上的“将服务网关连接到管理和
报警设备”。

2. 打开外部管理设备的电源。

3.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4. 确保电源全部插入到机箱。

5. 确保电源电缆已连接到正确的终端: 正极 (+) 电源电缆应连接到返回终端 (标
记为 RETURN)，负极 (-) 电源电缆应连接到输入终端 (标记为 –48V)。

6. 打开专用设备的断路器，为 DC 电源电缆供电。

7. 检查 INPUT OK LED 是否以绿色稳定点亮，从而验证是否已经通电。

8. 如果没有通电:

■ 请验证保险丝已正确安装，然后打开蓄电池配电保险丝板或保险丝盒上的
断路器。

■ 请使用仪表检查电源接线端的电压高低和极性是否正确。

9. 将每个电源上的断路器都切换到 ON 位置 — ，并观察每个电源面板上的状态
LED。如果 DC 电源安装正确并正常运行，则 PWR OK、BREAKER ON 和 INPUT OK
LED 稳定点亮。

如果任何一个状态 LED 指示电源未正常工作，请重复在第122页上的“更换电
源系统组件”中所介绍的安装步骤和电缆连接步骤。

注意: 关闭电源后，至少要等 60 秒方可重新打开电源。接通电源后，至少要等 60
秒方可关闭电源。

如果接通电源时系统处于完全断电状态，则当电源完成它的启动顺序时路由引擎才
启动。如果路由引擎完成了启动而您需要再次关闭系统电源，则要先发出 CLI
request system halt 命令。

接通电源后，状态指示器 (如电源上的状态 LED 和 show chassis 命令显示) 需要
60 秒时间方可指示电源是否正常工作。在前 60 秒会忽略显示的错误指示器。

10. 外部管理设备连接到路由引擎后，即监控启动过程以验证系统是否已正确启动。

关闭服务网关的电源

安装或移除 SPC 之前必须切断服务网关的电源:

1. 在外部管理设备已连接到路由引擎时，发出 request system halt 操作模式命
令。该命令将彻底关闭路由引擎，因此其状态信息将被保护起来。

user@host> request system h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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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等到控制台上出现了消息，确认操作系统已停止。有关命令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 JUNOS System Basics and Services Command Reference。

2.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3. 对于 AC 供电的服务网关，将机箱中每个电源上方的断路器切换到关闭位
置 (O)。对于 DC 供电的服务网关，将每个电源面板上的断路器切换到关闭位
置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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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配置 JUNOS 软件

服务网关在预安装 JUNOS 软件时一并提供，当设备接通电源时即可对其配置。有
三个软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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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设备启动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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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原因尝试失败，则设备下一次尝试 CompactFlash 卡
(如果已安装)，最后尝试硬盘。

通过在连接到路由引擎的 CONSOLE 端口的控制台设备上或通过与路由引擎的 ETHERNET
端口相连的网络的 telnet 连接发出 JUNOS 命令行界面 (CLI) 命令来配置服务网
关。

在配置设备前请收集以下信息:

■ 设备将要在网络上使用的名称

■ 设备要使用的域名

■ 用于以太网接口的 IP 地址和前缀长度信息

■ 缺省路由器的 IP 地址

■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 根用户的密码

此步骤将设备连接到网络，但不能使其转发信息流。有关使设备可转发信息流的完
整信息 (包括示例)，请参阅相应的 JUNOS 软件配置指南。

要配置软件:

1. 验证设备的电源是否接通，如在第58页上的“为 AC 供电的服务网关接通电
源”或第60页上的“为 DC 供电的服务网关接通电源”中所述

2. 以根用户身份登录。此时无密码。

3. 启动 CLI。

root# cli
root@>

4. 进入配置模式。

configure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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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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设备的管理员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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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配置管理员帐户的密码。

[edit]
root@# set system root-authentication plain-text-password

8. 提交配置以便在设备上将其激活。

[edit]
root@# commit

9. 以在步骤 6 中配置的管理用户身份登录。

10. 配置设备的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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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为设备的以太网接口配置 IP 地址和前缀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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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配置 traffic 接口。

[edit]
admin@# set interfaces ge-6/2/0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address/prefix-length

admin@# set interfaces ge-6/3/5 unit 0 family inet address
address/prefix-length

13. 配置缺省路由。

[edit]
admin@# set routing-options static route 0.0.0.0/0 next-hop gateway

14. 配置基本安全区并将它们绑定到 traffic 接口。

[edit]
admin@#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trust interfaces ge-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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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set security zones security-zone untrust interfaces ge-6/2/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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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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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检查配置的有效性。

[edit]
admin@# commit check
configuration check succeeds

17. 提交配置以便在设备上将其激活。

[edit]
admin@# commit
commit complete

18. 此外，显示配置以验证它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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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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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 interactive-commands {

interactive-commands any;

}

}

license {

autoupd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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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interfaces {

ge-0/0/0 {

unit 0;

}

ge-6/2/0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5.1.1.1/24;

}

}

}

ge-6/3/5 {

unit 0 {

family inet {

address 192.1.1.1/2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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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0;

}

}

security-zone untrust {

interfaces {

ge-6/2/0.0;

}

}

}

policies {

from-zone trust to-zone untrust {

policy bob {

match {

source-address any;

destination-address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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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y;

}

then {

permit;

}

}

}

}

}

19. 提交配置以便在设备上将其激活。

[edit]
admin@# commit

20. 此外，可通过添加必要的配置语句来配置其它属性。然后提交更改以便在设备
上将其激活。

[edit]
admin@host# commit

21. 完成对设备的配置后，退出配置模式。

[edit]
admin@host# exit
admin@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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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硬件维护、更换以及故障排除步骤

■ 维护硬件组件 (第71页)

■ 排除硬件组件的故障 (第83页)

■ 更换硬件组件 (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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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维护硬件组件

本章介绍如何维护服务网关中安装的硬件组件。一些组件，如制作接口，不需要维
护。

有关将部件返回 Juniper Networks 进行维修或更换的信息，请参阅第209页上的
“联系客户支持及退回硬件”。

■ 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第71页)

■ 日常维护程序 (第71页)

■ 维护冷却系统组件 (第72页)

■ 维护主机子系统 (第74页)

■ 维护 IOC 和 SPC (第76页)

■ 维护 IOC 电缆 (第78页)

■ 卡的搬运和存储 (第78页)

■ 维护电源 (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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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螺丝起子

■ 十字 (+) 螺丝起子，1 号

■ 十字 (+) 螺丝起子，2 号

日常维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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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设备周
围气流畅通无阻，直接进入进气口。

■ 检查制作接口上的状态报告设备 - 系统报警和 LED。

■ 检查服务网关前面底部的空气过滤器，为获得最佳的冷却系统性能，每隔 6 个
月更换一次。空气过滤器未就绪时，运行设备不要超过几分钟。有关维护说明，
请参阅第72页上的“维护空气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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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冷却系统组件

本节讨论以下主题:

■ 维护空气过滤器 (第72页)

■ 维护风扇托盘 (第72页)

维护空气过滤器

请定期检查空气过滤器，除掉灰尘和残渣。空气过滤器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失
效，因此应定期更换使用中的空气过滤器以及备用空气过滤器。每六个月需更换一
次空气过滤器。备用空气过滤器应在制造一年内投入使用。检查印刷在过滤器上的
生产日期。有关更换空气过滤器的步骤，请参阅第100页上的“更换空气过滤器”。

小心: 运行服务网关时，始终将空气过滤器放在本来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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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材料拉进服务网关中。这会损坏服务
网关组件。

请将备用过滤器组件存放在阴凉干爽的地方。如果将过滤器组件存放在温度较高的
地方，或者暴露在可能会辐射紫外线 (UV)、排放碳氢化合物或出现溶液蒸汽的地
方，则它们的寿命会显著缩短。

维护风扇托盘

每个风扇托盘都包含多个风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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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子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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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风扇托盘时触发黄色报警。

要显示冷却系统的状态，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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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degrees C / 104 degrees F

PEM 1 Absent

PEM 2 Absent

PEM 3 OK 40 degrees C / 104 degrees F

Routing Engine 0 OK 39 degrees C / 102 degrees F

Routing Engine 1 OK 42 degrees C / 107 degrees F

CB 0 Intake OK 26 degrees C / 78 degrees F

CB 0 Exhaust A OK 27 degrees C / 80 degrees F

CB 0 Exhaust B OK 27 degrees C / 80 degrees F

CB 0 ACBC OK 26 degrees C / 78 degrees F

CB 0 SF A OK 37 degrees C / 98 degrees F

CB 0 SF B OK 35 degrees C / 95 degrees F

CB 1 Intake OK 27 degrees C / 80 degrees F

CB 1 Exhaust A OK 30 degrees C / 86 degrees F

CB 1 Exhaust B OK 28 degrees C / 82 degrees F

CB 1 ACBC OK 27 degrees C / 80 degrees F

CB 1 SF A OK 36 degrees C / 96 degrees F

CB 1 SF B OK 36 degrees C / 96 degrees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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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 2 Intake Absent

CB 2 Exhaust A Absent

CB 2 Exhaust B Absent

CB 2 ACBC Absent

CB 2 SF A Absent

CB 2 SF B Absent

FPC 2 Intake OK 22 degrees C / 71 degrees F

FPC 2 Exhaust A OK 27 degrees C / 80 degrees F

FPC 2 Exhaust B OK 33 degrees C / 91 degrees F

FPC 2 I3 0 TSensor OK 33 degrees C / 91 degrees F

FPC 2 I3 0 Chip OK 35 degrees C / 95 degrees F

FPC 2 I3 1 TSensor OK 33 degrees C / 91 degrees F

FPC 2 I3 1 Chip OK 33 degrees C / 91 degrees F

FPC 2 I3 2 TSensor OK 33 degrees C / 91 degrees F

FPC 2 I3 2 Chip OK 30 degrees C / 86 degrees F

FPC 2 I3 3 TSensor OK 30 degrees C / 86 degrees F

FPC 2 I3 3 Chip OK 30 degrees C / 86 degrees F

FPC 2 IA 0 TSensor OK 33 degrees C / 91 degrees F

FPC 2 IA 0 Chip OK 36 degrees C / 96 degrees F

FPC 2 IA 1 TSensor OK 30 degrees C / 86 degrees F

FPC 2 IA 1 Chip OK 35 degrees C / 95 degrees F

FPC 4 Intake OK 22 degrees C / 71 degrees F

FPC 4 Exhaust A OK 28 degrees C / 82 degrees F

FPC 4 Exhaust B OK 31 degrees C / 87 degrees F

FPC 4 I3 0 TSensor OK 31 degrees C / 87 degrees F

FPC 4 I3 0 Chip OK 34 degrees C / 93 degrees F

FPC 4 I3 1 TSensor OK 31 degrees C / 87 degrees F

FPC 4 I3 1 Chip OK 33 degrees C / 91 degrees F

FPC 4 I3 2 TSensor OK 31 degrees C / 87 degrees F

FPC 4 I3 2 Chip OK 29 degrees C / 84 degrees F

FPC 4 I3 3 TSensor OK 29 degrees C / 84 degrees F

FPC 4 I3 3 Chip OK 29 degrees C / 84 degrees F

FPC 4 IA 0 TSensor OK 35 degrees C / 95 degrees F

FPC 4 IA 0 Chip OK 37 degrees C / 98 degrees F

FPC 4 IA 1 TSensor OK 31 degrees C / 87 degrees F

FPC 4 IA 1 Chip OK 35 degrees C / 95 degrees F

FPC 7 Intake OK 20 degrees C / 68 degrees F

FPC 7 Exhaust A OK 21 degrees C / 69 degrees F

FPC 7 Exhaust B OK 21 degrees C / 69 degrees F

FPC 7 I3 0 TSensor OK 31 degrees C / 87 degrees F

FPC 7 I3 0 Chip OK 36 degrees C / 96 degrees F

FPC 7 I3 1 TSensor OK 32 degrees C / 89 degrees F

FPC 7 I3 1 Chip OK 35 degrees C / 95 degrees F

FPC 7 I3 2 TSensor OK 32 degrees C / 89 degrees F

FPC 7 I3 2 Chip OK 30 degrees C / 86 degrees F

FPC 7 I3 3 TSensor OK 30 degrees C / 86 degrees F

FPC 7 I3 3 Chip OK 31 degrees C / 87 degrees F

FPC 7 IA 0 TSensor OK 34 degrees C / 93 degrees F

FPC 7 IA 0 Chip OK 37 degrees C / 98 degrees F

FPC 7 IA 1 TSensor OK 31 degrees C / 87 degrees F

FPC 7 IA 1 Chip OK 35 degrees C / 95 degrees F

Fans Top Fan Tray Temp OK 27 degrees C / 80 degrees F

Top Tray Fan 1 OK Spinning at high speed

Top Tray Fan 2 OK Spinning at high speed

Top Tray Fan 3 OK Spinning at high speed

Top Tray Fan 4 OK Spinning at high speed

Top Tray Fan 5 OK Spinning at high speed

Top Tray Fan 6 OK Spinning at high speed

Bottom Fan Tray Temp OK 28 degrees C / 82 degrees F

Bottom Tray Fan 1 OK Spinning at high speed

Bottom Tray Fan 2 OK Spinning at high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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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tom Tray Fan 3 OK Spinning at high speed

Bottom Tray Fan 4 OK Spinning at high speed

Bottom Tray Fan 5 OK Spinning at high speed

Bottom Tray Fan 6 OK Spinning at high speed

注意: 风扇编号标记在各个风扇旁的风扇托盘金属板上。

维护主机子系统

主机子系统包含一个直接安装在 SCB 中的路由引擎。要维护主机子系统组件，按
照以下准则操作:

■ 检查制作接口上的 LED，以查看有关路由引擎的状态信息。有关 LED 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第20页上的“制作接口”。

■ 检查 SCB 面板上的 LED (请参阅第17页上的表8)。

■ 检查路由引擎面板上的 LED (请参阅第19页上的表9)。

■ 要检查路由引擎的状态，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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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erature 36 degrees C / 96 degrees F

CPU temperature 33 degrees C / 91 degrees F

DRAM 2048 MB

Memory utilization 12 percent

CPU utilization:

User 1 percent

Background 0 percent

Kernel 4 percent

Interrupt 0 percent

Idle 94 percent

Model RE-S-1300

Serial ID 1000697084

Start time 2008-07-11 08:31:44 PDT

Uptime 3 hours, 27 minutes, 27 seconds

Load averages: 1 minute 5 minute 15 minute

0.44 0.16 0.06

■ 要检查 SCB 的状态，发出 show chassis environment cb 命令。输出类似以下
内容:

user@host> show chassis environment cb

CB 0 status:

State Online Master

Temperature 40 degrees C / 104 degrees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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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1

1.2 V 1208 mV

1.5 V 1521 mV

1.8 V 1807 mV

2.5 V 2507 mV

3.3 V 3319 mV

5.0 V 5033 mV

12.0 V 12142 mV

1.25 V 1243 mV

3.3 V SM3 3312 mV

5 V RE 5059 mV

12 V RE 11968 mV

Power 2

11.3 V bias PEM 11253 mV

4.6 V bias MidPlane 4814 mV

11.3 V bias FPD 11234 mV

11.3 V bias POE 0 11176 mV

11.3 V bias POE 1 11292 mV

Bus Revision 42

FPGA Revision 1

CB 1 status:

State Online Standby

Temperature 40 degrees C / 104 degrees F

Power 1

1.2 V 1202 mV

1.5 V 1514 mV

1.8 V 1807 mV

2.5 V 2500 mV

3.3 V 3293 mV

5.0 V 5053 mV

12.0 V 12200 mV

1.25 V 1260 mV

3.3 V SM3 3319 mV

5 V RE 5059 mV

12 V RE 12007 mV

Power 2

11.3 V bias PEM 11311 mV

4.6 V bias MidPlane 4827 mV

11.3 V bias FPD 11330 mV

11.3 V bias POE 0 11292 mV

11.3 V bias POE 1 11311 mV

Bus Revision 42

FPGA Revision 1

要检查特定 SCB 的状态，发出 show chassis environment cb 命令，并包括该 SCB
的插槽号。输出类似以下内容:

user@host> show chassis environment cb 0

CB 0 status:

State Online

Temperature Intake 66 degrees C / 150 degrees F

Temperature Exhaust A 67 degrees C / 152 degrees F

Temperature Exhaust B 73 degrees C / 163 degrees F

Power

1.2 V 1153 mV

1.5 V 1417 mV

1.8 V 1704 mV

2.5 V 2375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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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V 3138 mV

5.0 V 4763 mV

1.2 V Rocket IO 1160 mV

1.5 V Rocket IO 1408 mV

1.8 V RLDRAM 1717 mV

I2C Slave Revision 15

有关使用 CLI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JUNOS 软件手册。

维护 IOC 和 SPC

最多可在设备机箱前面的插件架中垂直安装 11 个 I/O 卡 (IOC) 和服务处理卡
(SPC)，如第6页上的图1 所示。要维护 IOC 和 SPC，定期执行以下程序:

■ 检查制作接口上与每个 IOC 和 SPC 插槽对应的 LED。当 IOC 或 SPC 正常工
作时，标记为 OK 的绿色 LED 稳定地亮起。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22页上的
“IOC 和 SPC LED”。

■ 检查每个 IOC 和 SPC 的面板上的 OK/FAIL LED。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11
页上的表4 和第11页上的表5。如果 IOC 或 SPC 检测到故障，则向路由引擎
发送报警消息。

■ 发出 CLI show chassis fpc 命令检查已安装的 IOC 和 SPC 的状态。如示例输
出所示，在标记为 State 的列中的值 Online 表示 IOC 或 S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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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9 0 1024 15 57

1 Online 43 5 0 1024 16 57

2 Online 43 11 0 1024 16 57

3 Empty

4 Empty

5 Online 42 6 0 1024 16 57

要获得更详细的输出，添加 detail 选项。下例未指定插槽号，此选项是可选
的:

user@host> show chassis fpc detail

Slot 0 information:

State Online

Temperature 41 degrees C / 105 degrees F

Total CPU DRAM 1024 MB

Total RLDRAM 256 MB

Total DDR DRAM 4096 MB

Start time: 2007-07-10 12:28:33 PDT

Uptime: 1 hour, 33 minutes, 52 seconds

Slot 1 information:

State Online

Temperature 43 degrees C / 109 degrees F

Total CPU DRAM 1024 MB

Total RLDRAM 256 MB

Total DDR DRAM 4096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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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time: 2007-07-10 12:28:38 PDT

Uptime: 1 hour, 33 minutes, 47 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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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40 PDT

Uptime: 1 hour, 33 minutes, 45 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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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出 CLI show chassis fpc pic-status 命令。插槽从左到右编号为 0 至 5:

user@host> show chassis fpc pic-status

Slot 0 Online SRX5k DPC 40x 1GE

PIC 0 Online 10x 1GE RichQ

PIC 1 Online 10x 1GE RichQ

PIC 2 Online 10x 1GE RichQ

PIC 3 Online 10x 1GE RichQ

Slot 1 Online SRX5k DPC 40x 1GE

PIC 0 Online 10x 1GE RichQ

PIC 1 Online 10x 1GE RichQ

PIC 2 Online 10x 1GE RichQ

PIC 3 Online 10x 1GE RichQ

Slot 2 Online SRX5k DPC 40x 1GE

PIC 0 Online 10x 1GE RichQ

PIC 1 Online 10x 1GE RichQ

PIC 2 Online 10x 1GE RichQ

PIC 3 Online 10x 1GE RichQ

Slot 3 Online SRX5k SPC

PIC 0 Offline

PIC 1 Offline

Slot 4 Online SRX5k SPC

PIC 0 Offline

PIC 1 Offline

有关该命令的输出的更详细说明，请参阅 JUNOS System Basics and Services
Command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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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IOC 电缆

要维护 IOC 电缆，按照以下准则操作:

■ 使用电缆管理系统 (如第20页上的图12 所示) 支撑电缆和防止电缆移动或形
成应力点。

■ 将多余电缆放在电缆管理系统中。不允许紧固的电缆环在连接器或电缆管理系
统上摇摆，因为这会使电缆紧固点受力。将紧固件放在环上以保持其形状。

■ 保持电缆连接干净，没有灰尘和其它颗粒，否则会导致接收的功率级别下降。
在连接接口之前始终检查电缆，如果需要则清洁电缆。

■ 标记 IOC 电缆的两端，以识别它们。

以下准则专门适用于光纤电缆:

■ 从 IOC 上拔下光纤电缆时，始终将橡胶安全塞放在 IOC 面板和电缆末端的收
发器上。

■ 固定光纤电缆，以避免连接器受力。将光纤电缆连接到 IOC 上时，确保固定光
纤电缆，使其不必承受自重，就像将其置于地面上。决不要让光纤电缆在没有
固定的情况下自由悬挂在连接器上。

■ 避免弯曲光纤电缆超过其弯曲半径。小于几英寸的弧会损坏电缆，并造成难以
诊断的问题。

■ 频繁从光学仪器上插拔光纤电缆会造成光学仪器损坏，而且修理费用昂贵。替
代方法是，将一个短的光纤扩展件连接到光学设备上。这样，由于频繁插拔造
成的磨损可由短的光纤扩展件承受，而更换扩展件既容易又便宜。

■ 保持光纤电缆连接干净。油和灰尘在收发器或电缆连接器的管路中的微小沉淀
物会造成光线损失，从而降低信号功率，还可能造成光学连接的中断问题。

要清洁收发器，使用适合的光纤清洁设备，如 RIFOCS 光纤适配器清洁棒 (部
件号 946)。按照您所使用的清洁套件的说明进行操作。

清洁光纤 IOC 接口或端口上的收发器后，还要确保光纤电缆的连接器端干净。
仅使用已批准的无酒精光纤电缆清洁套件，如 Opptex Cletop-S® 光纤清洁器。
按照您所使用的清洁套件的说明进行操作。

卡的搬运和存储

本节说明如何避免损坏安装到服务网关中的卡 (IOC、SPC 和主机子系统)。卡上的
许多组件都易碎。

小心: 不按本文档中规定的方法处理卡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坏。

本节讨论如何在垂直和水平位置拿卡。不管方向如何，本节对卡的所有四个边使用
相同的术语 (请参见第79页上的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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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板 - 具有连接器 (将电缆或者 SFP 或 XFP 收发器的插座连接到该连接器)
的卡的一边

■ 连接器边 - 与面板相对的边；这个边上的连接器连接到中平面

■ 顶边 - 垂直放置时卡顶部的边

■ 底边 - 垂直放置时卡底部的边

注意: 本节中的说明适用于所有卡类型。

图34: 卡边

拿卡

运送卡时，可垂直或水平拿卡。

注意: 卡重量最多为 13.1 lb (5.9 kg)。举起卡时，准备好承受卡的全部重量。

垂直拿卡:

1. 调整卡的方向，使面板面向您。要验证方向，确认卡上的文本正面向上，电磁
干扰 (EMI) 条在右侧。

2. 将一只手放在卡面板周围，距顶边向下约四分之一。为避免 EMI 屏蔽条变形，
不要使劲按压该条。

3. 将另一只手放在卡的底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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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抓住卡之前卡是水平的，则将左手放在面板周围，右手沿着底边抓卡。

水平拿卡:

1. 调整卡的方向，使面板面向您。

2. 左手抓住顶边，右手抓住底边。

运送卡时，可将卡的面板靠在您的身体上。

运送卡时，不要将卡撞到任何物体上。卡组件易碎。

除了本文档指示的位置，决不要拿或抓卡的任何其它位置。尤其是，决不要抓连接
器边，特别是连接器边与底边相交的角上的电源连接器 (请参见第80页上的图35)。

图35: 不要抓连接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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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送卡时决不要仅用一只手拿面板。

不要将卡的任何一边直接搁在硬表面上 (请参见第81页上的图36)。

不要堆叠卡。

图36: 不要将卡的一边着地

如果在垂直和水平方向之间进行方向转换时必须将卡的一边着地，请将手垫在边和
表面之间。

存储卡

必须按如下方式存储卡:

■ 放在设备机箱中

■ 放在运输备用卡的容器中

■ 水平放置，金属板侧向下

将卡存放在水平表面上或运输容器中时，始终将其放在抗静电包中。因为卡很重，
且抗静电包易碎，所以两个人一起将卡插入包中更容易一些。为此，一个人水平位
置拿卡，面板面向身体，另一个人滑动包口，超过卡连接器边。

如果必须自己将卡插入包中，首先将卡水平放置在平坦稳定的平面上，金属板侧向
下。调整卡的方向，使面板面向您。将卡连接器边小心插入包口，朝您自己的方向
拉动包，使其覆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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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要将卡堆放在任何其它组件的下面或上面。

维护电源

要维护电源，按照以下准则操作:

■ 要检查电源的状态，请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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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erature OK

DC output OK

PEM 1 status:

State Online

Temperature OK

DC output OK

■ 确保安排好电源和接地电缆，使它们不会妨碍接近其它服务网关组件。

■ 例行检查电源面板和制作接口上的状态 LED，确定电源是否正常工作。有关电
源 LE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22页上的“电源 LED”和第25页上的“AC 电源
LED”或第26页上的“DC 电源 LED”。

■ 检查制作接口上的红色和黄色报警 LED。电源故障或移除电源会触发报警，造
成一个或两个 LED 亮起。通过发出以下命令显示相关联的错误消息:

user@host> show chassis alarms

有关可能的报警消息列表，请参阅第85页上的“机箱和接口报警消息”。

■ 定期检查安装场所，确保连接到设备的接地和电源电缆安全地处在本来位置，
设备附近没有湿气积聚。要查看设备的接地和安装场所配线要求，请参阅第31
页上的“安装场地的服务网关安装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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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排除硬件组件的故障

本章说明如何排除安装在服务网关中的硬件组件的故障。如果您遇到软件问题或此
处未讨论的硬件组件故障，请与 Juniper Networks 技术援助中心 (JTAC) 联系，
如第xxv页上的“请求技术支持”中所述。

■ 故障排除资源概述 (第83页)

■ 排除冷却系统的故障 (第85页)

■ 排除 IOC 的故障 (第86页)

■ 排除 SPC 的故障 (第88页)

■ 排除电源系统的故障 (第89页)

故障排除资源概述

本节概括介绍排除服务网关的故障时可使用的资源:

■ 命令行界面 (第83页)

■ LED (第84页)

■ 机箱和接口报警消息 (第85页)

■ Juniper Networks 技术援助中心 (第85页)

命令行界面

JUNOS 软件命令行界面 (CLI) 是对服务网关硬件、JUNOS 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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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g 和 traceroute 实用程序的网络连接的信息。

在连接到路由引擎的一个或多个外部管理设备上输入 CLI 命令。标记为 AUX 的端
口将路由引擎连接到笔记本电脑、调制解调器或其它辅助设备上；标记为 CONSOLE
的端口连接到系统控制台；标记为 ETHERNET 的端口连接到管理 LAN。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第19页上的“路由引擎接口端口和状态指示器”。

有关使用 CLI 显示由接口和硬件组件所生成报警的详细信息的信息，请参阅第85
页上的“机箱和接口报警消息”。

有关使用 CLI 排除 JUNOS 软件故障的信息，请参阅相应的 JUNOS 软件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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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服务网关上的 LED 显示各种组件的状态。本节介绍以下类型的 LED:

■ 制作接口 LED (第84页)

■ 组件 LED (第84页)

制作接口 LED

制作接口是服务网关前面的面板，在插件架上面，包含 LED 和可用于排除设备故
障的按钮。

要在 LED 显示屏上显示系统报警消息，请参阅第85页上的“机箱和接口报警消
息”。有关使用制作接口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20页上的“制作接口”。

制作接口上的 LED 包括:

■ 主机子系统 LED - 三个 LED (MASTER、ONLINE 和 OFFLINE) 指示主机子系统的
状态。绿色 MASTER LED 表示主机用作主设备。ONLINE LED 表示主机在线。
OFFLINE LED 表示主机离线。主机子系统 LED 位于制作接口的左侧，标记为
RE0 和 RE1。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21页上的“主机子系统 LED”。

■ 电源 LED - 两个 LED (PEM) 指示每个电源的状态。绿色表示电源正常工作。
红色表示电源工作不正常。电源 LED 位于制作接口的中间，标记为 0 到 3。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22页上的“电源 LED”。

■ IOC 和 SPC LED - 两个 LED，OK 和 FAIL，指示每个 IOC 的状态。绿色表示
正常，红色表示故障。IOC LED 位于制作接口的底部，标记为 0 到 5。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阅第22页上的“IOC 和 SPC LED”。

■ SCB LED - 两个 LED，OK 和 FAIL，指示每个 SCB 的状态。绿色表示正常，红
色表示故障。SCB LED 位于制作接口的底部中间，标记为 0 和 1。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第22页上的“SCB LED”。

■ 风扇 LED - 两个 LED 指示风扇的状态。绿色表示 OK，红色表示 FAIL。风扇
LED 位于制作接口的左上角。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21页上的“主机子系统
LED”。

■ 报警 LED - 一个大的红色圆形 LED 和一个大的黄色三角形 LED，位于制作接
口的左上角，指示报警情况的两个级别。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21页上的
“报警 LED 和报警关闭/灯测试按钮”。

组件 LED

以下 LED 位于各种服务网关组件上，显示这些组件的状态:

■ IOC LED - 每个 IOC 面板上一个标记为 OK/FAIL 的 LED，指示该 IOC 的状
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11页上的表4 和第11页上的表5。

■ SPC LED - 每个 SPC 面板上一个标记为 OK/FAIL 的 LED，指示该 SPC 的状
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页上的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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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B LED - 每个 SCB 面板上三个 LED，标记为 FABRIC ACTIVE、FABRIC ONLY
和 OK/FAIL，指示 SCB 的状态。如果没有 LED 亮起，则可能是主 RE 仍在启
动或 SCB 未通电。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6页上的“SCB 组件”。

■ RE LED - 每个路由引擎面板上四个 LED，标记为 MASTER、HDD、ONLINE 和
FAIL，指示路由引擎和硬盘驱动器的状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9页上的
表9。

■ 电源 LED - 每个电源面板上一个 LED，指示该电源的状态。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见第25页上的表16 和第26页上的表17。

机箱和接口报警消息

路由引擎检测到报警情况时，相应亮起制作接口上的红色或黄色报警 LED。要查看
报警原因的更详细说明，请发出 show chassis alarms CLI 命令:

user@host> show chassis alarms

有两类报警消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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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iper Networks 技术援助中心

如果在排除故障过程中需要帮助，可通过 Web 或通过电话与 Juniper Networks
技术援助中心 (JTAC) 联系。请参阅第xxv页上的“请求技术支持”。

排除冷却系统的故障

服务网关冷却系统由两个前风扇托盘组成，分别位于 IOC 插件架的上方和下方 (请
参见第6页上的图1)。每个风扇托盘都包含六个风扇。两个风扇托盘可互换。各风
扇托盘协同工作，以冷却安装在设备中的组件。第86页上的图37 显示了通过设备
的气流。

机箱正面的空气过滤器位于下风扇托盘的下方，用于阻止灰尘和其它颗粒进入冷却
系统。要正常工作，整个冷却系统要求安装场所周围气流畅通无阻，并有适当的间
隙，如第31页上的“安装场地的服务网关安装准备工作”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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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通过机箱的气流

正常运行时，风扇托盘中的风扇以小于全速的速度运行。SCB 不断监视由传感器和
设备组件检测的温度，根据需要调整风扇速度。如果设备温度超过可接受的最大
值，则 SCB 关掉电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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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移除风扇托盘 (黄色报警和红色报警)。

■ 设备温度超过“温度稍高”阈值 (黄色报警)。

■ 设备温度超过最大 (“温度高”) 阈值 (红色报警并自动关闭电源)。

要排除风扇故障，按照以下准则操作:

■ 如果制作接口上的红色报警 LED 亮起，则使用 CLI 获取有关报警情况来源的
信息: user@host> show chassis alarms。有关报警的信息，请参阅第21页上的
“报警 LED 和报警关闭/灯测试按钮”。

如果 CLI 输出列出只有一个风扇出现故障，其它风扇正常工作，则该风扇极其
可能出现故障，需要更换风扇托盘，如第95页上的“更换风扇托盘”中所述。

■ 将手放在机箱侧面排气口的附近，确定风扇是否将空气推出机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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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除 IOC 的故障

本章讨论如何排除设备中 IOC 的故障:

IOC 固定到运行设备中后，在以下两个条件下路由引擎将 IOC 软件下载到其中:路
由引擎启动 JUNOS 时 IOC 存在，以及安装了 IOC 并通过 CLI 或前面板上的按钮
在线请求 IOC。然后 IOC 运行诊断。在此期间，制作接口上 IOC 上方的标记为 OK
的绿色 LED 闪亮。当 IOC 在线并正常工作时，OK LED 以绿色稳定点亮。

要排除 IOC 故障，按照以下准则操作:

■ 确保 IOC 正确固定到中平面。检查每个排出器把手已顺时针方向旋转并紧密不
漏。

■ 发出 CLI show chassis fpc 命令检查已安装的 IOC 的状态。如示例输出所示，
标记为 State 的列中的值 Online 表示 IOC 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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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host> show chassis fpc

Temp CPU Utilization (%) Memory Utiliz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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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Online 41 9 0 1024 15 57

1 Online 43 5 0 1024 16 57

2 Online 43 11 0 1024 16 57

3 Empty

4 Empty

5 Online 42 6 0 1024 16 57

要获得更详细的输出，添加 detail 选项。下例未指定插槽号，此选项是可选
的:

user@host> show chassis fpc detail

Slot 0 information:

State Online

Temperature 41 degrees C / 105 degrees F

Total CPU DRAM 1024 MB

Total RLDRAM 256 MB

Total DDR DRAM 4096 MB

Start time: 2007-07-10 12:28:33 PDT

Uptime: 1 hour, 33 minutes, 52 seconds

Slo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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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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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40 PDT

Uptime: 1 hour, 33 minutes, 45 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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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 Basics and Services
Command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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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 SPC 的故障

本章讨论如何排除设备中 SPC 的故障:

要排除 SPC 故障，按照以下准则操作:

■ 确保 SPC 正确固定到中平面。检查每个排出器把手已顺时针方向旋转并紧密不
漏。

■ 发出 CLI show chassis fpc 命令检查已安装的 SPC 的状态。如示例输出所示，
标记为 State 的列中的值 Online 表示 S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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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9 0 1024 15 57

1 Online 43 5 0 1024 16 57

2 Online 43 11 0 1024 16 57

3 Empty

4 Empty

5 Online 42 6 0 1024 16 57

要获得更详细的输出，添加 detail 选项。下例未指定插槽号，此选项是可选
的:

user@host> show chassis fpc detail

Slot 0 information:

State Online

Temperature 41 degrees C / 105 degrees F

Total CPU DRAM 1024 MB

Total RLDRAM 256 MB

Total DDR DRAM 4096 MB

Start time: 2007-07-10 12:28:33 PDT

Uptime: 1 hour, 33 minutes, 52 seconds

Slo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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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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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40 PDT

Uptime: 1 hour, 33 minutes, 45 seconds

Slot 5 information:

State Online

Temperature 42 degrees C / 107 degrees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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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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 Basics and Services
Command Reference。

排除电源系统的故障

要检验电源是否正常工作，执行以下步骤:

■ 检查每个电源面板上的 LED。如果 AC 电源正确安装且运行正常，则 AC OK 和
DC OK LED 会稳定点亮，且 PS FAIL LED 不会亮起。如果 DC 电源安装正确并
正常运行，则 PWR OK、BREAKER ON 和 INPUT OK LED 稳定点亮。

有关 LE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25页上的“AC 电源 LED”或第26页上的“DC
电源 LED”。

■ 发出 CLI show chassis environment pem 命令检查已安装的电源的状态。如示
例输出所示，标记为 State 的行中的值 Online 表示插槽 0 和 1 中的电源正
常工作:

user@host> show chassis environment pem

PEM 0 status:

State Online

Temperature OK

DC output OK

PEM 1 status:

State Online

Temperature OK

DC outpu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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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发出 show chassis alarms 命令确定故障源。

注意: 如果系统温度超过阈值，则 JUNOS 软件关闭所有电源，所以不显示任何状
态。

JUNOS 软件还会因为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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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显示屏查看系统状态。

■ 检查 DC 断路器 -- 或 AC 开关 | 是否在打开位置并已通电。

■ 验证源电路断路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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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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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从电源到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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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备件更换电源，如第122页上的“更换电源
系统组件”中所述。

■ 如果不能确定故障原因，或需要更多帮助，请参阅第85页上的“Juniper
Networks 技术援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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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更换硬件组件

本章节介绍如何更换服务网关上的硬件组件。其中讨论了以下主题:

■ 现场置换单元 (FRU) (第91页)

■ 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第92页)

■ 更换制作接口 (第93页)

■ 更换冷却系统组件 (第95页)

■ 更换主机子系统组件 (第102页)

■ 更换 IOC (第110页)

■ 更换 SPC (第115页)

■ 移除 SFP 或 XFP 收发器 (第120页)

■ 安装 SFP 或 XFP 收发器 (第121页)

■ 更换电源系统组件 (第122页)

现场置换单元 (FRU)

现场置换单元 (FRU) 是可在客户站点更换的服务网关组件。该设备使用以下类型
的 FRU:

■ 可热拔除和可热插入 FRU - 无需切断设备电源或中断路由功能即可移除和替换
这些组件。

■ 可热插拔 FRU - 无需切断设备电源即移除和替换这些组件，但系统的路由功能
将在删除组件时中断。

■ 仅冷交换 FRU - 要移除、更换或添加这些组件，必须切断设备电源。

第92页上的表23 列出了 SRX 5800 服务网关的 F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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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现场置换单元

仅冷交换 FRU可热插拔 FRU可热拔除和可热插入 FRU

路由引擎

开关控制板 (SCB)

服务处理卡 (SPC)

I/O 卡 (IOC)空气过滤器

风扇托盘

制作接口

AC 电源和 DC 电源 (如果冗余)

SFP 和 XFP 收发器

有关切断设备电源以更换仅冷交换 FRU 的说明，请参阅第61页上的“关闭服务网
关的电源”。

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要更换硬件组件，需要使用第92页上的表24 中列出的工具和部件。

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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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寸螺母起子或钳子

SCB

IOC

SPC

电源

路由引擎

空面板 (如未重新安装组件)

制作接口

SCB

IOC

SPC

路由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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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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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续)

组件工具或部件

电缆和连接器

IOC

平头 (–) 螺丝起子

空气过滤器

路由引擎

制作接口

SCB

电缆和连接器

风扇托盘

十字 (+) 螺丝起子，1 号和 2 号

IOC

SPC

SFP 和 XFP 收发器

橡胶安全帽

电缆和连接器

DC 电源

钢丝钳

更换制作接口

制作接口位于插件架之上，如第6页上的图1 所示。其中安放了报警继电器接口端
口，并表示服务网关组件的状态。

制作接口可热插入和热拔除。它重约 2 磅 (.9 kg)。当您安装制作接口时，应等
待几分钟以便显示屏反映设备的当前状态。

要更换制作接口，请采用以下步骤:

■ 移除制作接口 (第93页)

■ 安装制作接口 (第94页)

移除制作接口

要移除制作接口 (请参见第94页上的图38):

1.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2. 拆卸所有连接到制作接口的外部设备。

3. 松开位于制作接口面板左上角和右上角的外加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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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抓住制作接口面板，小心地倾斜过来，使其水平面向您放置。

5. 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按住闩锁的两侧，断开橡胶电缆与面板背面的连接。将制作
接口从机箱上移除。

图38: 移除制作接口

安装制作接口

要安装制作接口 (请参见第95页上的图39):

1.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2. 用一只手抓住制作接口，并用另一只手拖住制作接口的底部边缘以支撑其重量。

3. 调整橡胶电缆的方位使其插入连接器插槽中。连接器是上锁的，只能以一种方
式插入。

4. 将制作接口的底部对准插件架上面的金属片，然后按下它使其就位。

5. 拧紧制作接口面板左角和右角上的螺丝。

6. 重新连接所有已连接到制作接口的外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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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安装制作接口

更换冷却系统组件

■ 更换风扇托盘 (第95页)

■ 更换空气过滤器 (第100页)

更换风扇托盘

服务网关具有两个前风扇托盘。两个风扇托盘分别水平安装在插件架的上方和下
方。每个前风扇托盘都包含六个风扇。上下的风扇托盘均可互换、可热插入且可热
拔除。

小心: 在卸下或更换任何组件前，请确保正确地操作弹出手柄，并且这些弹出手柄
都正确置于所有服务网关组件上。

要更换风扇托盘，请采用以下步骤:

■ 卸下风扇托盘 (第95页)

■ 安装风扇托盘 (第98页)

卸下风扇托盘

在机箱的正面，上风扇托盘位于插件架上方，下风扇托盘位于插件架下方。每个风
扇托盘重约 13 磅 (5.9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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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拆卸上风扇托盘或下风扇托盘 (请参见第97页上的图40 和第98页上的图41，其
中通过图解说明了上下两个风扇托盘):

1.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2. 解开电缆管理系统上的所有电缆，并拆除托盘上的电缆。整理好电缆，使它们
不会挡在电缆管理系统和托盘的前方，用临时紧固件固定住电缆，使其从连接
器悬挂下来后不用承受其自身的重量。

3. 如果拆卸前面的下风扇托盘，请同时拉动电缆管理系统上标记 PULL 的两个脱
扣。将其向上再向外抬起，使其锁定到位。

4. 松开风扇托盘面板每侧的外加螺丝。

5. 抓住风扇托盘的两侧，将其拉出大约 1 到 3 英寸。

警告: 为避免受伤，在将风扇托盘滑出机箱时，应使工具和手指远离风扇。风扇可
能仍在旋转。

6. 暂停约 15 秒以待风扇停止旋转。

7. 风扇停止旋转后，按住位于风扇托盘内部的两个闩锁。

8. 将一只手放在风扇托盘下面支撑，然后将风扇托盘完全从机箱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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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 拆卸上风扇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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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拆卸下风扇托盘

安装风扇托盘

要安装风扇托盘 (请参见第99页上的图42 和第100页上的图43):

1.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2. 抓住风扇托盘的每一侧，然后将其径直插入机箱。请注意，请按照风扇托盘顶
面上的“此面向上”标签确定正确方向。

3. 拧紧风扇托盘面板每侧的外加螺丝，以将其固定在机箱中。

4. 如果需要，将电缆管理系统降低回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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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安装上风扇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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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安装下风扇托盘

更换空气过滤器

服务网关具有一个空气过滤器，该空气过滤器水平安装在前面的下风扇托盘上方。
空气过滤器可热插入和热拔除。

要更换空气过滤器，请采用以下步骤:

■ 移除空气过滤器 (第100页)

■ 安装空气过滤器 (第101页)

移除空气过滤器

空气过滤器位于机箱前面插件架的下方。空气过滤器重约 1 磅 (0.5 kg)。

要移除空气过滤器 (请参见第101页上的图44):

1.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2. 解开电缆管理系统上的所有电缆，并拆除托盘上的电缆。整理好电缆，使它们
不会挡在电缆管理系统和托盘的前方，用临时紧固件固定住电缆，使其从连接
器悬挂下来后不用承受其自身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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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不要让光纤电缆在没有固定的情况下随意垂挂在连接器上。请勿让紧固好的
电缆线圈悬荡，因为这会在紧固点处对电缆产生压力。

3. 同时拉动电缆管理系统上标记 PULL 的两个脱扣。将其向上再向外抬起，使其
锁定到位，以便能够接近空气过滤器。

4. 将空气过滤器托盘滑出机箱。

5. 将空气过滤器抬起，离开空气过滤器托盘。

图44: 移除空气过滤器

安装空气过滤器

要安装空气过滤器 (请参见第101页上的图45):

1.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2. 确保空气过滤器正面朝上。

3. 将空气过滤器放入空气过滤器托盘中。

4. 将空气过滤器托盘直滑入机箱中，直到停止，以将其插入机箱。

5. 将电缆管理系统降低回原位。

6. 重新整理好电缆管理系统中的电缆。

图45: 安装空气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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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主机子系统组件

要更换主机子系统，请采用以下步骤:

■ 使主机子系统脱机 (第102页)

■ 更换 SCB (第102页)

■ 更换路由引擎 (第106页)

■ 更换到路由引擎接口端口的连接 (第109页)

使主机子系统脱机

使主机子系统脱机，然后将其作为一个单元进行联机。更换 SCB 或路由引擎之前，
必须使主机子系统脱机。主机子系统可热插拔，但使主机子系统脱机会导致设备关
闭。

要使主机子系统脱机:

1. 在控制台上，或在连接到与所移除的 SCB 配套的路由引擎的其它管理设备上，
进入 CLI 运行模式，然后发布以下命令。该命令将彻底关闭路由引擎，因此其
状态信息将被保护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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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JUNOS System Basics and Services Command
Reference。

注意: 发出 request system halt 命令后的约 5 分钟内，SCB 可以继续转发信息
流。

2. 一直等到控制台上出现了消息，确认操作系统已停止。

有关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JUNOS System Basics and Services Command
Reference。

注意: 发出 request system halt 命令后的约 5 分钟内，SCB 可以继续转发信息
流。

更换 SCB

服务网关最多可有三个 SCB。它们位于机箱前部标记为 0、1 和 2/6 的插槽中。安
装有路由引擎的 SCB 重约 9.6 磅 (4.4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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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 SCB 或路由引擎之前，必须切断服务网关的电源 [请参阅第61页上的“关闭
服务网关的电源”]。要更换 SCB，请采用以下步骤:

■ 运行和定位 SCB 弹出器 (第103页)

■ 卸下 SCB (第103页)

■ 安装 SCB (第104页)

运行和定位 SCB 弹出器

■ 当移除或插入 SCB 时，请确保相邻插槽中的 SCB 或空白面板已完全插入，以
避免弹出手柄碰到它们。弹出手柄要求所有相邻组件都完全插入，这样弹出手
柄才不会碰到它们而造成损坏。

■ 弹出手柄具有旋转中心，存放时需要将此中心朝向板的中心。请确保位于板顶
部和底部的弹出器的长末端垂直，并尽可能朝板的中心挤压。

■ 要插入或移除 SCB，请垂直滑动弹出器穿过 SCB，旋转弹出器，然后再旋转四
分之一圈。再次旋转弹出器，如有必要请重复。利用分度特性发挥最佳杠杆作
用，并避免碰到任何相邻组件。

■ 请同时操作两个弹出器手柄。作用于 SCB 的插入力对于一个弹出器来说过大。

卸下 SCB

要移除 SCB (请参见第104页上的图46):

注意: 可将 SCB 和路由引擎作为一个单元移除。您也可以单独移除路由引擎。

1. 切断设备电源。请参阅第61页上的“关闭服务网关的电源”。

2. 将抗静电袋或抗静电垫置于平坦且稳定的表面上。

3.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4. 同时逆时针旋转弹出手柄以使 SCB 脱离其位置。

5. 抓住弹出手柄，将 SCB 从机箱滑出约一半的长度。

6. 将一只手放在 SCB 的下面支撑它，然后将其完全滑出机箱。

7. 将 SCB 放置在抗静电垫上。

8. 如果现在没有更换 SCB，则请在空插槽上安装空面板。

更换主机子系统组件 ■ 103

第13章: 更换硬件组件



图46: 卸下 SCB

安装 SCB

要安装 SCB (请参见第106页上的图47):

1.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2. 按照第61页上的“关闭服务网关的电源”中的说明切断设备电源。

3. 请小心地将 SCB 的侧面对准机箱内部的导轨。

4. 将 SCB 滑入机箱直到感觉到阻力，并仔细核对确保已正确对准。

5. 抓住两个弹出手柄，然后同时顺时针旋转它们，直到 SCB 完全就位。

6. 将弹出手柄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垂直并朝向板的中心。

7. 按照第58页上的“为 AC 供电的服务网关接通电源”或第60页上的“为 DC 供
电的服务网关接通电源”的说明，接通服务网关电源。电源面板上的 OK LED
应闪烁，随后稳定点亮。

8. 要验证 SCB 是否正常运行，请检查其面板上的 LED。在安装完 SCB 之后，绿
色 OK/FAIL LED 应稳定点亮几分钟。如果 OK/FAIL LED 是红色的，则请再次移
除并安装 SCB (请参阅第103页上的“卸下 SCB”和第104页上的“安装 SCB”)。
如果 OK/FAIL LED 仍稳定点亮，即 S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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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B 的状态:

user@host> show chassis environment cb

CB 0 status:

State Online Master

Temperature 30 degrees C / 86 degrees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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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V bias MidPlane 4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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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 1 status:

State Online

Temperature 31 degrees C / 87 degrees F

Power 1

1.2 V 1205 mV

1.5 V 1508 mV

1.8 V 1817 mV

2.5 V 2507 mV

3.3 V 3306 mV

5.0 V 5053 mV

12.0 V 12200 mV

1.25 V 1256 mV

3.3 V SM3 3306 mV

5.0 V RE 5091 mV

12.0 V RE 0 mV

Power 2

11.3 V bias PEM 11214 mV

4.6 V bias MidPlane 4821 mV

11.3 V bias FPD 11350 mV

11.3 V bias POE 0 11350 mV

11.3 V bias POE 1 11330 mV

Bus Revision 42

FPGA Revisio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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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安装 SCB

更换路由引擎

路由引擎位于 SCB 中机箱中心位置上标记为 0 或 1 的插槽中。

要更换路由引擎，请采用以下步骤:

■ 移除路由引擎 (第106页)

■ 安装路由引擎 (第107页)

移除路由引擎

小心: 在更换路由引擎之前，必须先切断设备的电源。请参阅第61页上的“关闭服
务网关的电源”。

要移除路由引擎 (请参见第107页上的图48):

1. 切断设备电源。请参阅第61页上的“关闭服务网关的电源”。

2. 将抗静电袋或抗静电垫置于平坦且稳定的表面上。

3.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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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松开路由引擎面板各端的外加螺丝。

5. 向外翻转弹出手柄，使路由引擎脱离其位置。

6. 通过弹出手柄抓住路由引擎，将路由引擎从机箱中滑出一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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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将路由引擎放置在抗静电垫上。

注意: 要保证适当的气流流过机箱，则不应在长期没有路由引擎的情况下将 SCB 装
在机箱上。如果已移除了路由引擎，则应尽快安装替换路由引擎。

图48: 移除路由引擎

安装路由引擎

将路由引擎安装到 SCB 中 (请参见第109页上的图49):

1. 如果尚未切断设备电源，则应将其切断。请参阅第61页上的“关闭服务网关的
电源”。

2. 请确保弹出手柄不在锁定位置。如有必要，请向外翻转弹出手柄。

3. 将一只手放在路由引擎的下面支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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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心地将路由引擎的侧面对准 SCB 上通道内的导轨。

5. 将路由引擎滑入到 S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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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向内按下两个弹出手柄，使路由引擎就位。

7. 拧紧路由引擎上下两边的外加螺丝。

8. 按照第58页上的“为 AC 供电的服务网关接通电源”或第60页上的“为 DC 供
电的服务网关接通电源”的说明，接通服务网关电源。电源面板上的 OK LED
应闪烁，随后稳定点亮。

可能需要几分钟来启动路由引擎。

启动路由引擎之后，请验证其是否正确安装，方法为检查制作接口上的 RE0 和 RE1
LED。如果服务网关正在运行，且路由引擎运行正常，则绿色 ONLINE LED 稳定点
亮。如果是红色 FAIL LED 稳定点亮，则请移除并再次安装路由引擎 (请参阅第106
页上的“移除路由引擎”和第107页上的“安装路由引擎”)。如果红色 FAIL LED
仍稳定点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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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检查路由引擎的状态，请使用 CLI 命令:

user@host> show chassis routing-engine

Routing Engine status: Slot 0: Current state Master ...

有关使用 CLI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JUNOS 软件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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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安装路由引擎

更换到路由引擎接口端口的连接

路由引擎上的端口将其连接到外部管理设备 (请参见第109页上的图50)。

图50: 路由引擎接口端口

要更换连接到端口的电缆，请执行以下几节中所介绍的步骤:

■ 更换管理以太网电缆 (第110页)

■ 更换控制台或辅助电缆 (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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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管理以太网电缆

要将路由引擎连接到用于带外管理的网络，请将带有 RJ-45 连接器的以太网电缆
连接到路由引擎上的 ETHERNET 端口。随设备一起提供了一条这样的电缆。有关电
缆的规格，请参阅第190页上的“路由引擎接口电缆和电线规格”。请执行以下步骤:

1. 按连接器上的选项卡，然后将连接器直拉出端口。第110页上的图51 显示了该
连接器。

2. 断开电缆与网络设备的连接。

3. 将替换电缆的一端插入 ETHERNET 端口。第109页上的图50 显示了路由引擎上的
外部设备端口。

4. 将电缆的另一端插入到网络设备中。

图51: 电缆连接器

更换控制台或辅助电缆

要使用系统控制台配置和管理路由引擎，请将其连接到路由引擎的 CONSOLE 端口。
要使用笔记本电脑、调制解调器或其它辅助设备，请将其连接到路由引擎的 AUX 端
口。两个端口都可以接受使用 RJ-45 连接器的电缆。随设备一起提供了一条
RJ-45/DB-9 电缆。如果想要设备连接到两个端口，必须再提供一条电缆。有关电
缆的规格，请参阅第190页上的“路由引擎接口电缆和电线规格”。

要连接管理控制台或辅助设备:

1. 关闭控制台或辅助设备的电源。

2. 按连接器上的选项卡，然后将连接器直拉出端口。

3. 断开电缆与控制台或辅助设备的连接。

4. 将替换以太网电缆的一端插入 CONSOLE 或 AUX 端口。第109页上的图50 显示了
路由引擎上的外部设备端口。

5. 将 DB-9 凹端插入控制台或辅助设备的串行端口中。

更换 IOC

IOC 被垂直安装在服务网关的前部。IOC 可热插入和热拔除。当您移除 IOC 时，
尽管所移除的 IOC 已不再发挥作用，但服务网关却会继续运行。更换 IOC 之前，
请先查看第79页上的“拿卡”中的信息。要更换 IOC，请采用以下步骤:

■ 移除 IOC (第111页)

■ 安装 IOC (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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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 IOC

IOC 最重可达 13.1 磅 (5.9 kg)。请做好应对最大重量的准备。

要移除 IOC (请参见第112页上的图52):

1. 准备好替换 IOC 或空面板和 IOC 的抗静电垫。还要为每个所移除的、使用光
学接口的 IOC 准备好橡胶安全帽。

2.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3. 对连接到 IOC 上每个端口的电缆作出标记，以便随后可以将这些电缆重新连接
到正确的端口。

4. 使用以下其中一种方法使 IOC 脱机:

■ 按住制作接口上的相应联机按钮。按钮旁的绿色 OK LED 将开始闪烁。按
住此按钮直到 LED 熄灭。

■ 发出以下 CLI 命令:

user@host> request chassis fpc slot slot-number offline

有关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JUNOS System Basics and Services Command
Reference。

5. 断开电缆与 IOC 的连接。如果 IOC 使用光纤电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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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缆管理系统中排列未连接电缆，以防
止其成为受力点。

警告: 不要直视光纤收发器或光纤电缆的端部。光纤收发器和连接到收发器的光纤
电缆所发射的激光光线可能会损伤您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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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避免以超出光纤电缆最小弯曲半径的角度来折弯电缆。弧的直径小于几英
寸时会损坏电缆，并造成难以诊断的问题。

6. 同时逆时针旋转两个弹出手柄，使 IOC 脱离其位置。

7. 抓住手柄，然后将 IOC 从插件架滑出一半。

8. 将一只手环抱在 IOC 的前部，另一只手放在下面来支撑它。将 IOC 完全滑出
机箱，然后将其放在抗静电垫上或放入抗静电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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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IOC 的重量集中在后部。在将 IOC 滑出机箱时，请做好最大承接
13.1 磅 (5.9 kg) 重量的准备。

当 IOC 已脱离机箱后，请不要用弹出手柄、总线或边缘连接器来支撑。它们无法
承受其重量。

移除后，请不要堆放 IOC。将每个板卡分别放在抗静电袋中或其自己的抗静电垫
上，并置于平坦而稳定的表面上。

9. 如果短时间内不会将 IOC 重新安装到空插槽中，则请在插槽上安装空面板以保
持插件架中通风良好。

小心: 从机箱中移除 IOC 后，请等待至少 30 秒，然后再将其重新插入、从不同插
槽中移除 IOC 或将 IOC 插入到不同插槽。

图52: 移除 I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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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IOC

要安装 IOC (请参见第114页上的图53):

1.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2. 将 IOC 放在抗静电垫上或将 IOC 从其抗静电袋中取出。

3. 确定服务网关上将用于安装该板卡的插槽。

4. 请验证每个光纤收发器都已用橡胶安全帽覆盖。如果没有，则用安全帽罩住收
发器。

5. 调整 IOC 的方向，使面板面向您，卡上的文字正面朝上，且 EMI 条在右侧。

6. 将 IOC 抬起放入指定位置，然后仔细地将卡与插件架内的导轨对齐，先对齐底
部，再对齐其顶部。

7. 将 IOC 一直滑入插件架直到感觉到阻力。

8. 抓住弹出器两个手柄，然后同时顺时针旋转它们直到 IOC 完全就位。

9. 如果 IOC 使用光纤电缆，则请将橡胶安全帽从每台收发器和电缆上移除。

警告: 不要直视光纤收发器或光纤电缆的端部。光纤收发器和连接到收发器的光纤
电缆所发射的激光光线可能会损伤您的眼睛。

10. 将相应的电缆插入每个 IOC 上的电缆连接器端口中 (请参见第115页上的图54)。
固定电缆，使其不承受自身的重量。使用电缆管理系统，将多余的电缆整齐地
盘绕成圈收好。将固定器放在线圈上以帮助保持其形状。

小心: 不要让光纤电缆在没有固定的情况下随意垂挂在连接器上。请勿让紧固好的
电缆线圈悬荡，因为这会在紧固点处对电缆产生压力。

小心: 请避免以超出光纤电缆最小弯曲半径的角度来折弯电缆。弧的直径小于几英
寸时会损坏电缆，并造成难以诊断的问题。

11. 使用以下其中一种方法使 IOC 联机:

■ 按住制作接口上的相应联机按钮，直到该按钮旁的绿色 OK LED 在约 5 秒
内稳定点亮。

■ 发出以下 CLI 命令:

user@host> request chassis fpc slot slot-number online

有关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JUNOS System Basics and Services Command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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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在 OK LED 变绿之后，请等待至少 30 秒，然后再次移除 IOC、从不同插槽
中移除 IOC 或将 IOC 插入到不同插槽中。

您也可以验证 IOC 是否正在正确运行。方法为按照第76页上的“维护 IOC 和 SPC”
和第78页上的“维护 IOC 电缆”中的说明，发出 show chassis fpc 和
show chassis fpc pic-status 命令。

图53: 安装 I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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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将电缆连接到 IOC

更换 SPC

SPC 垂直安装在服务网关的前部。移除或安装 SPC 之前，必须切断服务网关的电
源 [请参阅第61页上的“关闭服务网关的电源”]。要更换 SPC，请采用以下步骤:

■ 移除 SPC (第115页)

■ 安装 SPC (第117页)

移除 SPC

SPC 最重可达 13.1 磅 (5.9 kg)。请做好应对最大重量的准备。

要移除 SPC (请参见第117页上的图55):

1. 准备好替换 SPC 或空面板和 SPC 的抗静电垫。还要为每个所移除的、使用光
学接口的 SPC 准备好橡胶安全帽。

2.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3. 按照第61页上的“关闭服务网关的电源”中的说明切断设备电源。

4. 为连接到 SPC 上每个端口的电缆贴上标签，以便随后可以将电缆重新连接到正
确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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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断开电缆与 SPC 的连接。如果 SPC 使用光纤电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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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缆管理系统中排列未连接电缆，以防
止其成为受力点。

警告: 不要直视光纤收发器或光纤电缆的端部。光纤收发器和连接到收发器的光纤
电缆所发射的激光光线可能会损伤您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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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避免以超出光纤电缆最小弯曲半径的角度来折弯电缆。弧的直径小于几英
寸时会损坏电缆，并造成难以诊断的问题。

6. 同时逆时针转动两个弹出手柄，使 SPC 脱离其位置。

7. 抓住该手柄，然后将 SPC 滑出插件架一半。

8. 将一只手环抱在 SPC 的前部，另一只手放在下面来支撑它。将 SPC 完全滑出
机箱，然后将其放在抗静电垫上或放入抗静电袋中。

小心: SPC 的重量集中在后部。在将 SPC 滑出机箱时，请做好最大承接
13.1 磅 (5.9 kg) 重量的准备。

当 SPC 已脱离机箱后，请不要用弹出手柄、总线或边缘连接器来支撑。它们无法
承受其重量。

移除后，请不要堆放 SPC。将每个板卡分别放在抗静电袋中或其自己的抗静电垫
上，并置于平坦而稳定的表面上。

9. 如果短时间内不会将 SPC 重新安装到空插槽中，则请在插槽上安装空面板以保
持插件架中通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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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移除 SPC

安装 SPC

要安装 SPC (请参见第119页上的图56):

1.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2. 如果尚未切断设备电源，则应将其切断。请参阅第61页上的“关闭服务网关的
电源”。

3. 将 SPC 放在抗静电垫上或将 SPC 从其抗静电袋中取出。

4. 确定服务网关上将用于安装该板卡的插槽。

5. 请验证每个光纤收发器都已用橡胶安全帽覆盖。如果没有，则用安全帽罩住收
发器。

6. 调整 SPC 的方向，使面板面向您，卡上的文字正面朝上，且 EMI 条在右侧。

7. 将 IOC 抬起放入指定位置，然后仔细地将卡与插件架内的导轨对齐，先对齐底
部，再对齐其顶部。

8. 将 SPC 一直滑入插件架直到感觉到阻力。

9. 抓住弹出器两个手柄，然后同时顺时针旋转它们直到 SPC 完全就位。

10. 如果 SPC 使用光纤电缆，则请将橡胶安全帽从每台收发器和电缆上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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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不要直视光纤收发器或光纤电缆的端部。光纤收发器和连接到收发器的光纤
电缆所发射的激光光线可能会损伤您的眼睛。

11. 将相应的电缆插入每个 SPC 上的电缆连接器端口中 (请参见第120页上的图57)。
固定电缆，使其不承受自身的重量。使用电缆管理系统，将多余的电缆整齐地
盘绕成圈收好。将固定器放在线圈上以帮助保持其形状。

小心: 不要让光纤电缆在没有固定的情况下随意垂挂在连接器上。请勿让紧固好的
电缆线圈悬荡，因为这会在紧固点处对电缆产生压力。

小心: 请避免以超出光纤电缆最小弯曲半径的角度来折弯电缆。弧的直径小于几英
寸时会损坏电缆，并造成难以诊断的问题。

12. 按照第58页上的“为 AC 供电的服务网关接通电源”或第60页上的“为 DC 供
电的服务网关接通电源”的说明，接通服务网关电源。电源面板上的 OK LED
应闪烁，随后稳定点亮。

13. 验证 SPC 是否正在正确运行，方法为按照第76页上的“维护 IOC 和 SPC”和
第78页上的“维护 IOC 电缆”中的说明，发出 show chassis fpc 和
show chassis fpc pic-status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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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安装 S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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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将电缆连接到 SPC

移除 SFP 或 XFP 收发器

小型可插拔收发器 (SFP) 和 XFP 都是光学收发器，安装于 IOC 和 SPC 之中。

SFP 和 XFP 都可热插入和热拔除。移除 SFP 或 XFP 不会中断 IOC 或 SPC 的功
能，但已移除的 SFP 或 XFP 将不再接收或传输数据。

要移除 SFP 或 XFP 收发器 (请参见第121页上的图58):

1. 准备好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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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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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伤害您
的眼睛。

4. 移除已插入到收发器中的电缆连接器。

5. 请小心地将未连接的电缆垂挂在电缆管理系统中的线轴上，以防电缆产生受力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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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请避免以超出光纤电缆最小弯曲半径的角度来折弯电缆。弧的直径小于几英
寸时会损坏电缆，并造成难以诊断的问题。

6. 将弹出器手柄从收发器中拉出以解锁收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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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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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移除 SFP 或 XFP

9. 将橡胶安全帽罩在收发器上。

10. 将已移除的收发器放在抗静电垫上或置于抗静电袋中。

安装 SFP 或 XFP 收发器

要安装 SFP 或 XFP:

1. 将 ESD 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个 ESD 点。

2. 将每个要安装的收发器从抗静电袋中取出，并标识要安装到的 IOC 或 SPC 上
的插槽。

3. 验证每个收发器已用橡胶安全帽盖住。如果还没有，则请用安全帽盖住该收发
器。

4. 请小心地将收发器对准 IOC 或 SPC 中的插槽。连接器应面向 IOC 或 SPC。

5. 滑动收发器直到连接器已位于 IOC 的插槽中。如果您无法完全插入收发器，则
请确保连接器的朝向是正确的。

6. 关闭收发器的弹出器手柄。

安装 SFP 或 XFP 收发器 ■ 121

第13章: 更换硬件组件



7. 将橡胶安全帽从收发器和电缆的末端移除。将电缆插入到收发器中。

8. 验证 IOC 或 SPC 面板上的状态 LED 是否表示 SFP 或 XFP 在正确运行。您也
可以验证 IOC 或 SPC 是否正在运行，方法为发出第78页上的“维护 IOC 电
缆”中所说明的 show chassis fpc pic-status 命令。

更换电源系统组件

在 AC 电源配置中，服务网关包含三个或四个 AC 电源 (请参见第25页上的图15)，
位于机箱背面的插槽 PEM0 至 PEM3 (从左至右) 中。每个 AC 电源都为服务网关中
的所有组件供电。当存在三个电源时，在完全满载系统中它们基本上均等分配电
力。

四个 AC 电源提供全电力冗余。如果一个电源发生故障或者被移除，则其余的电源
将立即承担全部电气负载，期间不会出现任何中断。在服务网关可运行的时间内，
三个电源可为最大配置提供满功率。

在 DC 电源配置中，服务网关包含两个或四个 DC 电源 (请参见第26页上的图16)，
位于机箱背面的下方，在插槽 PEM0 至 PEM3 (从左至右) 中。您可以将您的 DC 电
源系统从两个电源升级为四个电源。插槽 PEM0 和 PEM2 中的 DC 电源为下风扇托
盘、IOC 插槽 6 至 11 和 SCB 插槽 1 和 2 供电。插槽 PEM1 和 PEM3 中的 DC
电源为为上风扇托盘、IOC 插槽 0 至 5 和 SCB 插槽 0 供电。

每个电源 (AC 或 DC) 都是可热插入和热拔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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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移除了电源，则必须在移除后短时间内安装替换电源或空
面板。

要更换电源系统组件，请采用以下步骤:

■ 移除 AC 电源 (第122页)

■ 安装 AC 电源 (第125页)

■ 移除 DC 电源 (第126页)

■ 安装 DC 电源 (第128页)

■ 更换 AC 电源线 (第131页)

■ 更换 DC 电源电缆 (第132页)

移除 AC 电源

电源位于机箱的后面。每个 AC 电源重约 5.0 磅 (2.3 kg)。

小心: 在服务网关运行时，不要将电源插槽留空超过 30 分钟。为保持正常的通风，
电源必须保留在机箱中，或必须在空插槽中插上空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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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关闭电源后，至少要等 60 秒方可重新打开电源。

要移除 AC 电源 (请参见第124页上的图59):

1.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2. 将机箱中电源上方的断路器切换到关闭位置 (O)。

3. 用一只手抓住电源面板的手柄，用另一只手将释放杆中的弹簧锁销拉离机箱，
并逆时针转动释放杆，直到其停止。

4. 松开释放杆中的锁销。确保锁销固定到机箱中的相应孔中。

5. 将电源从机箱径直拔出。

警告: 切勿触碰电源顶部的电源连接器 (请参见第125页上的图60)。其中可以带有
危险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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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移除 AC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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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0: 显示中平面连接器的电源顶部

安装 AC 电源

要安装 AC 电源 (请参见第126页上的图61):

1.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2. 将机箱中空电源上方的电源开关切换到关闭位置 (O)。

3. 确保空电源插槽下方的释放杆锁定在逆时针位置 (请参见第126页上的图61)。

如有必要，将释放杆中的弹簧锁销拉离机箱，并逆时针转动释放杆，直到其停
止。松开释放杆中的锁销。确保锁销固定到机箱中的相应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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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释放杆控制的金属外壳上的小垂片必须位于电源底部的相应插槽中 (请参见
第126页上的图61)。此垂片用于在卸下电源之前切断机箱插槽中的电源。

5. 用一只手用力推电源面板的手柄，用另一只手将释放杆中的弹簧锁销拉离机箱，
并顺时针转动释放杆，直到其停止。

6. 松开释放杆中的锁销。确保锁销固定到机箱中的相应孔中。

7. 将每个电源上的 AC 开关切换到打开位置 (—)，然后观察各电源面板上的状态
LED。如果电源正确安装且运行正常，则 AC OK 和 DC OK LED 会稳定点亮，且
PS FAIL LED 不会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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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安装 AC 电源

移除 DC 电源

电源位于机箱的后面。每个 DC 电源重约 3.8 磅 (1.7 kg)。

小心: 在服务网关运行时，不要将电源插槽留空超过 30 分钟。为保持正常的通风，
电源必须保留在机箱中，或必须在空插槽中插上空面板。

注意: 关闭电源后，至少要等 60 秒方可重新打开电源。

要移除 DC 电源:

1. 请确保 DC 电源电缆导线间的电压为 0 V，这样在移除过程中电缆就不会变为
活动状态。

2.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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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电源面板上的断路器切换到 OFF 位置 (O)。

4. 取下对面板上接线柱加以保护的透明塑料封套。

5. 移除接线柱的螺母和垫圈 (请参见第127页上的图62)。(使用 3/8 英寸螺母起
子或钳子。)

图62: 断开电缆与 DC 电源的连接

6. 移除接线柱的电缆接线片。

7. 松开电源面板较低边缘上电缆约束上的外加螺丝。

8. 小心地移开电缆。

9. 用一只手抓住电源面板的手柄，用另一只手将释放杆中的弹簧锁销拉离机箱，
并逆时针转动释放杆，直到其停止。

10. 松开释放杆中的锁销。确保锁销固定到机箱中的相应孔中。

11. 将电源从机箱径直拔出。

警告: 切勿触碰电源顶部的电源连接器 (请参见第125页上的图60)。其中可以带有
危险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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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移除 DC 电源

安装 DC 电源

要安装 DC 电源 (请参见第130页上的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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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必须确保电源连接保持正确的极性。电源电缆可能标有 (+) 和 (–) 来指示
它们的极性。直流电源电缆没有标准的彩色编码。现场外部直流电源使用的彩色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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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3. 将电源面板上的断路器切换到 OFF 位置 (O)。

4. 确保空电源插槽下方的释放杆锁定在逆时针位置 (请参见第130页上的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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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必要，将释放杆中的弹簧锁销拉离机箱，并逆时针转动释放杆，直到其停
止。松开释放杆中的锁销。确保锁销固定到机箱中的相应孔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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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释放杆控制的金属外壳上的小垂片必须位于电源底部的相应插槽中 (请参见
第130页上的图64)。此垂片用于在卸下电源之前切断机箱插槽中的电源。

6. 用一只手用力推电源面板的手柄，用另一只手将释放杆中的弹簧锁销拉离机箱，
并顺时针转动释放杆，直到其停止。

7. 松开释放杆中的锁销。确保锁销固定到机箱中的相应孔中。

8. 取下对面板上接线柱加以保护的透明塑料封套。

9. 移除接线柱的螺母和垫圈。

10. 将 DC 电源电缆上的接地片连接到接线柱，请确保电缆未触到或阻碍任何服务
网关组件 (请参见第131页上的图65)。

■ 将正极 (+) DC 电源电缆接线片连接到 RTN (返回) 端子。

■ 将负极 (–) DC 电源电缆接线片连接到 –48V (输入) 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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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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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连接到 DC 电源
的信息，请参阅第175页上的“机箱接地规范”和第183页上的“DC 电源电缆规格”。

11. 将每个电缆接线片固定到接线柱上，先装上弹簧垫片，然后再拧上螺母。对每
个螺母施加 23 磅英寸 (2.6 Nm) 到 25 磅英寸 (2.8 Nm) 之间的扭矩。

12. 松开电源面板较低边缘上电缆约束上的外加螺丝。

13. 使正负 DC 电源电缆穿过电缆约束的左右两侧。

14. 拧紧电缆约束外加螺丝以将电源电缆固定到位。

15. 更换面板接线柱上的透明塑料盖。

16. 确保接地电缆和电源电缆连接正确、未碰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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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将电源上的断路器切换到 ON 位置，并观察电源面板上的状态 LED。如果电源
安装正确且正常运行，则 PWR OK、BREAKER ON 和 INPUT OK LED 稳定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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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安装 DC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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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将 DC 电源连接到服务网关

更换 AC 电源线

要更换 AC 电源的电源线:

1.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2. 根据适合您当地使用的插头类型确定替换电源线 [请参阅第178页上的“AC 电
源线规格”]。

3. 将电源上设备插座旁的 AC 开关移动到关闭位置 (O)。

4. 拔掉电源插座上的电源线。

5. 拔掉机箱中电源紧上方的对应设备插座中的电源线。

6. 将电源线的插头插入外部交流电源插座。

注意: 每个电源必须连接到专用的 AC 供电系统和专用的外部断路器。建议您最小
使用 15 A (250 VAC)，或使用当地规定所允许的值。

7. 将电源线摆放整齐。确定电源线未阻碍排风和服务网关组件的通路，并且未凌
乱置于地面，以防有人绊倒。

8. 将每个电源上的 AC 开关切换到打开位置 (—)，然后观察各电源面板上的状态
LED。如果电源正确安装且运行正常，则 AC OK 和 DC OK LED 会稳定点亮，且
PS FAIL LED 不会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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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 DC 电源电缆

要更换 DC 电源的电缆 (请参见第131页上的图65):

1. 找到符合第184页上的表36 中所定义规格的替换电缆。

2. 关闭电源的外部断路器。请确保 DC 电源电缆导线间的电压为 0 V，这样在移
除过程中电缆就不会变为活动状态。

3. 移除外部 DC 电源的电缆。

4.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5. 将电源面板上的断路器切换到 OFF 位置 (O)。

6. 取下对面板上接线柱加以保护的透明塑料封套。

7. 移除接线柱的螺母和垫圈 (请参见第127页上的图62)。(使用 3/8 英寸螺母起
子或套筒扳手。)

8. 移除接线柱的电缆接线片。

9. 松开电源面板较低边缘上电缆约束上的外加螺丝。

10. 小心地移开电缆。

11. 确保持证电工已将电缆接线片连接到替换电缆。

12. 将电缆接线片固定到接线柱上，先装上垫片，然后再拧上螺母。对每个螺母施
加 23 磅英寸 (2.6 Nm) 和 25 磅英寸 (2.8 Nm) 之间的扭矩，(请参见第133
页上的图66)。

13. 将电源电缆穿过电缆约束。确保电缆没有触碰或阻碍任何服务网关组件。

14. 拧紧电缆约束外加螺丝以将电源电缆固定到位。

15. 更换面板接线柱上的透明塑料盖。

16. 将电缆连接到 DC 电源。

17. 确保 DC 电源电缆和接地电缆连接正确、未碰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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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将电源上的断路器切换到 ON 位置，并观察电源面板上的状态 LED。如果电源
安装正确且正常运行，则 PWR OK、BREAKER ON 和 INPUT OK LED 稳定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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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将电缆连接到 DC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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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附录

■ 安全和法规合规性信息 (第137页)

■ 物理规格 (第171页)

■ 服务网关环境规格 (第173页)

■ 电源指导准则、要求和规格 (第175页)

■ 电缆和电线的指导准则及规格 (第187页)

■ 不使用机械升降机安装服务网关 (第191页)

■ 联系客户支持及退回硬件 (第209页)

■ 电缆连接器插脚引线 (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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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A

安全和法规合规性信息

要安全地安装和使用服务网关，请遵守正确的安全规程。

■ 安全警告级别的定义 (第137页)

■ 安全准则和警告 (第138页)

■ 代理批准与合规性声明 (第166页)

安全警告级别的定义

本手册使用以下三种安全警告级别:

注意: 在特殊情况下，您可能发觉此信息非常有用；在其它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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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熟悉标准操作以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Waarschuwing Dit waarschuwingssymbool betekent gevaar.U verkeert in een
situatie die lichamelijk letsel kan veroorzaken.Voordat u aan enige
apparatuur gaat werken, dient u zich bewust te zijn van de bij elektrische
schakelingen betrokken risico's en dient u op de hoogte te zijn van
standaard maatregelen om ongelukken te voorkomen.

Varoitus Tämä varoitusmerkki merkitsee vaaraa.Olet tilanteessa, joka voi
johtaa ruumiinvammaan.Ennen kuin työskentelet minkään laitteiston parissa,
ota selvää sähkökytkentöihin liittyvistä vaaroista ja tavanomaisista
onnettomuuksien ehkäisykeinoista.

Attention Ce symbole d'avertissement indique un danger.Vous vous trouvez
dans une situation pouvant causer des blessures ou des dommages
corporels.Avant de travailler sur un équipement, soyez conscient des
dangers posés par les circuits électriques et familiarisez-vous avec les
procédures couramment utilisées pour éviter les acc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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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ung Dieses Warnsymbol bedeutet Gefahr.Sie befinden sich in einer
Situation, die zu einer Körperverletzung führen könnte.Bevor Sie mit der
Arbeit an irgendeinem Gerät beginnen, seien Sie sich der mit elektrischen
Stromkreisen verbundenen Gefahren und der Standardpraktiken zur Vermeidung
von Unfällen bewußt.

Avvertenza Questo simbolo di avvertenza indica un pericolo.La situazione
potrebbe causare infortuni alle persone.Prima di lavorare su qualsiasi
apparecchiatura, occorre conoscere i pericoli relativi ai circuiti
elettrici ed essere al corrente delle pratiche standard per la prevenzione
di incidenti.

Advarsel Dette varselsymbolet betyr fare.Du befinner deg i en situasjon
som kan føre til personskade.Før du utfører arbeid på utstyr, må du vare
oppmerksom på de faremomentene som elektriske kretser innebærer, samt
gjøre deg kjent med vanlig praksis når det gjelder å unngå ulykker.

Aviso Este símbolo de aviso indica perigo.Encontra-se numa situação que
lhe poderá causar danos físicos.Antes de começar a trabalhar com qualquer
equipamento, familiarize-se com os perigos relacionados com circuitos
eléctricos, e com quaisquer práticas comuns que possam prevenir possíveis
acidentes.

¡Atención! Este símbolo de aviso significa peligro.Existe riesgo para su
integridad física.Antes de manipular cualquier equipo, considerar los
riesgos que entraña la corriente eléctrica y familiarizarse con los
procedimientos estándar de prevención de accidentes.

Varning! Denna varningssymbol signalerar fara.Du befinner dig i en
situation som kan leda till personskada.Innan du utför arbete på någon
utrustning måste du vara medveten om farorna med elkretsar och känna till
vanligt förfarande för att förebygga skador.

安全准则和警告

本节列出了用于安装、操作和维护服务网关的安全准则和警告。

■ 通用安全准则和警告 (第139页)

■ 防火安全要求 (第142页)

■ 安装安全准则和警告 (第143页)

■ 激光和 LED 安全准则和警告 (第148页)

■ 维护和操作安全准则和警告 (第151页)

■ 电气安全准则和警告 (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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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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仅可执行在本手册中明确描述的规程。请确保只有授权的服务人员执行其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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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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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决不要尝试抬起相对一个人的力量来说过重的设备。

■ 决不要在雷暴期间安装或操作配线。

■ 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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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非在本手册中有所说明，否则切勿打开或移除机箱盖或钣金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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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请遵守以下警告和准则:

■ 取得资格认证人员警告 (第139页)

■ 受限访问区域警告 (第140页)

■ 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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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arschuwing Installatie en reparaties mogen uitsluitend door getraind
en bevoegd personeel uitgevoerd worden.

Varoitus Ainoastaan koulutettu ja pätevä henkilökunta saa asentaa tai
vaihtaa tämän laitt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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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 Tout installation ou remplacement de l'appareil doit être réalisé
par du personnel qualifié et compétent.

Warnung Gerät nur von geschultem, qualifiziertem Personal installieren
oder auswechseln lassen.

Avvertenza Solo personale addestrato e qualificato deve essere autorizzato
ad installare o sostituire questo apparecchio.

Advarsel Kun kvalifisert personell med riktig opplæring bør montere eller
bytte ut dette utstyret.

Aviso Este equipamento deverá ser instalado ou substituído apenas por
pessoal devidamente treinado e qualificado.

¡Atención! Estos equipos deben ser instalados y reemplazados exclusivamente
por personal técnico adecuadamente preparado y capacitado.

Varning! Denna utrustning ska endast installeras och bytas ut av utbildad
och kvalificerad 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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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和钥匙或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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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arschuwing Dit toestel is bedoeld voor installatie op plaatsen met
beperkte toegang.Een plaats met beperkte toegang is een plaats waar toegang
slechts door servicepersoneel verkregen kan worden door middel van een
speciaal instrument, een slot en sleutel, of een ander veiligheidsmiddel,
en welke beheerd wordt door de overheidsinstantie die verantwoordelijk
is voor de locatie.

Varoitus Tämä laite on tarkoitettu asennettavaksi paikkaan, johon pääsy
on rajoitettua.Paikka, johon pääsy on rajoitettua, tarkoittaa paikkaa,
johon vain huoltohenkilöstö pääsee jonkin erikoistyökalun, lukkoon sopivan
avaimen tai jonkin muun turvalaitteen avulla ja joka on paikasta vastuussa
olevien toimivaltaisten henkilöiden valvoma.

Attention Cet appareil est à installer dans des zones d'accès réservé.Ces
dernières sont des zones auxquelles seul le personnel de service peut
accéder en utilisant un outil spécial, un mécanisme de verrouillage et
une clé, ou tout autre moyen de sécurité.L'accès aux zones de sécurité
est sous le contrôle de l'autorité responsable de l'emplacement.

Warnung Diese Einheit ist zur Installation in Bereichen mit beschränktem
Zutritt vorgesehen.Ein Bereich mit beschränktem Zutritt ist ein Bereich,
zu dem nur Wartungspersonal mit einem Spezialwerkzeugs, Schloß 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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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lüssel oder anderer Sicherheitsvorkehrungen Zugang hat, und der von
dem für die Anlage zuständigen Gremium kontrolliert wird.

Avvertenza Questa unità deve essere installata in un'area ad accesso
limitato.Un'area ad accesso limitato è un'area accessibile solo a personale
di assistenza tramite un'attrezzo speciale, lucchetto, o altri dispositivi
di sicurezza, ed è controllata dall'autorità responsabile della zona.

Advarsel Denne enheten er laget for installasjon i områder med begrenset
adgang.Et område med begrenset adgang gir kun adgang til servicepersonale
som bruker et spesielt verktøy, lås og nøkkel, eller en annen
sikkerhetsanordning, og det kontrolleres av den autoriteten som er
ansvarlig for området.

Aviso Esta unidade foi concebida para instalação em áreas de acesso
restrito.Uma área de acesso restrito é uma área à qual apenas tem acesso
o pessoal de serviço autorizado, que possua uma ferramenta, chave e
fechadura especial, ou qualquer outra forma de segurança. Esta área é
controlada pela autoridade responsável pelo local.

¡Atención! Esta unidad ha sido diseñada para instalarse en áreas de acceso
restringido. Área de acceso restringido significa un área a la que
solamente tiene acceso el personal de servicio mediante la utilización
de una herramienta especial, cerradura con llave, o algún otro medio de
seguridad, y que está bajo el control de la autoridad responsable del
local.

Varning! Denna enhet är avsedd för installation i områden med begränsat
tillträde.Ett område med begränsat tillträde får endast tillträdas av
servicepersonal med ett speciellt verktyg, lås och nyckel, eller annan
säkerhetsanordning, och kontrolleras av den auktoritet som ansvarar för
området.

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很多服务网关硬件组件都很容易收到静电的损害。30 V 的低电压就可能损坏某些
元件。只要处理塑料或泡沫包装材料时或者在塑料或地毯上移动元件时，就会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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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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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确保其直接接触您的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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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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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页上的图1 和第7页上的图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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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避免组件与您的衣服接触。由衣服产生的 ESD 电流同样会损害组件。

■ 拆除或安装组件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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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第1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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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7: 将组件置于防静电袋中

防火安全要求

如果路由器和其它网络设备发生火灾，应优先考虑人员安全。建立出现火灾时的人
员保护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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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出现火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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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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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使
用非腐蚀性阻燃剂) 灭火。有关灭火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2页上的“灭火装
置”。

灭火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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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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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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安全准则和警告

在安装服务网关前及安装过程中，请遵守以下准则和警告:

■ 机箱升举准则 (第143页)

■ 安装说明警告 (第143页)

■ 机架安装要求和警告 (第144页)

■ 斜坡警告 (第147页)

机箱升举准则

完全配置的机箱重约 350 lb (158.76 kg)。在抬起和移动服务网关时，请遵守以
下准则:

■ 在移动服务网关之前，请阅读第31页上的“安装场地的服务网关安装准备工
作”中的准则，以确保预期的场所可达到指定的电源、环境和空间的要求。

■ 切勿尝试自己举起完全装配的服务网关。建议使用机械升降装置将服务网关放
到机架中。如果无法使用升降装置，则必须至少由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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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有关抬举和组件拆除的说明，请
参阅第29页上的“设置服务网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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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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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arschuwing Raadpleeg de installatie-aanwijzingen voordat u het systeem
met de voeding verbindt.

Varoitus Lue asennusohjeet ennen järjestelmän yhdistämistä virtalähteeseen.

Attention Avant de brancher le système sur la source d'alimentation,
consulter les directives d'installation.

Warnung Lesen Sie die Installationsanweisungen, bevor Sie das System an
die Stromquelle anschließ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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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vertenza Consultare le istruzioni di installazione prima di collegare
il sistema all'alimentatore.

Advarsel Les installasjonsinstruksjonene før systemet kobles til
strømkilden.

Aviso Leia as instruções de instalação antes de ligar o sistema à sua
fonte de energia.

¡Atención! Ver las instrucciones de instalación antes de conectar el
sistema a la red de alimentación.

Varning! Läs installationsanvisningarna innan du kopplar systemet till
dess strömförsörjningsenh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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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组件的机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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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先安装稳定
器。

Waarschuwing Om lichamelijk letsel te voorkomen wanneer u dit toestel
in een rek monteert of het daar een servicebeurt geeft, moet u speciale
voorzorgsmaatregelen nemen om ervoor te zorgen dat het toestel stabiel
blijft.De onderstaande richtlijnen worden verstrekt om uw veiligheid
te verzekeren:

■ De Juniper Networks services gateway moet in een stellage worden
geïnstalleerd die aan een bouwsel is verankerd.

■ Dit toestel dient onderaan in het rek gemonteerd te worden als het
toestel het enige in het rek is.

■ Wanneer u dit toestel in een gedeeltelijk gevuld rek monteert,
dient u het rek van onderen naar boven te laden met het zwaarste
onderdeel onderaan in het rek.

■ Als het rek voorzien is van stabiliseringshulpmiddelen, dient u
de stabilisatoren te monteren voordat u het toestel in het rek
monteert of het daar een servicebeurt ge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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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oitus Kun laite asetetaan telineeseen tai huolletaan sen ollessa
telineessä, on noudatettava erityisiä varotoimia järjestelmän vakavuuden
säilyttämiseksi, jotta vältytään loukkaantumiselta.Noudata seuraavia
turvallisuusohjeita:

■ Juniper Networks services gateway on asennettava telineeseen, joka on
kiinnitetty rakennukseen.

■ Jos telineessä ei ole muita laitteita, aseta laite telineen alaosaan.

■ Jos laite asetetaan osaksi täytettyyn telineeseen, aloita
kuormittaminen sen alaosasta kaikkein raskaimmalla esineellä ja siirry
sitten sen yläosaan.

■ Jos telinettä varten on vakaimet, asenna ne ennen laitteen asettamista
telineeseen tai sen huoltamista siinä.

Attention Pour éviter toute blessure corporelle pendant les opérations
de montage ou de réparation de cette unité en casier, il convient de
prendre des précautions spéciales afin de maintenir la stabilité du
système. Les directives ci-dessous sont destinées à assurer la protection
du personnel:

■ Le rack sur lequel est monté le Juniper Networks services gateway doit
être fixé à la structure du bâtiment.

■ Si cette unité constitue la seule unité montée en casier, elle doit
être placée dans le bas.

■ Si cette unité est montée dans un casier partiellement rempli, charger
le casier de bas en haut en plaçant l'élément le plus lourd dans le
bas.

■ Si le casier est équipé de dispositifs stabilisateurs, installer les
stabilisateurs avant de monter ou de réparer l'unité en casier.

Warnung Zur Vermeidung von Körperverletzung beim Anbringen oder Warten
dieser Einheit in einem Gestell müssen Sie besondere Vorkehrungen treffen,
um sicherzustellen, daß das System stabil bleibt.Die folgenden Richtlinien
sollen zur Gewährleistung Ihrer Sicherheit dienen:

■ Der Juniper Networks services gateway muß in einem Gestell installiert
werden, das in der Gebäudestruktur verankert ist.

■ Wenn diese Einheit die einzige im Gestell ist, sollte sie unten im
Gestell angebracht werden.

■ Bei Anbringung dieser Einheit in einem zum Teil gefüllten Gestell ist
das Gestell von unten nach oben zu laden, wobei das schwerste Bauteil
unten im Gestell anzubringen ist.

■ Wird das Gestell mit Stabilisierungszubehör geliefert, sind zuerst
die Stabilisatoren zu installieren, bevor Sie die Einheit im Gestell
anbringen oder sie wa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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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vertenza Per evitare infortuni fisici durante il montaggio o la
manutenzione di questa unità in un supporto, occorre osservare speciali
precauzioni per garantire che il sistema rimanga stabile.Le seguenti
direttive vengono fornite per garantire la sicurezza personale:

■ Il Juniper Networks services gateway deve essere installato in un
telaio, il quale deve essere fissato alla struttura dell'edificio.

■ Questa unità deve venire montata sul fondo del supporto, se si tratta
dell'unica unità da montare nel supporto.

■ Quando questa unità viene montata in un supporto parzialmente pieno,
caricare il supporto dal basso all'alto, con il componente più pesante
sistemato sul fondo del supporto.

■ Se il supporto è dotato di dispositivi stabilizzanti, installare tali
dispositivi prima di montare o di procedere alla manutenzione
dell'unità nel supporto.

Advarsel Unngå fysiske skader under montering eller reparasjonsarbeid på
denne enheten når den befinner seg i et kabinett.Vær nøye med at systemet
er stabilt.Følgende retningslinjer er gitt for å verne om sikkerheten:

■ Juniper Networks services gateway må installeres i et stativ som er
forankret til bygningsstrukturen.

■ Denne enheten bør monteres nederst i kabinettet hvis dette er den
eneste enheten i kabinettet.

■ Ved montering av denne enheten i et kabinett som er delvis fylt, skal
kabinettet lastes fra bunnen og opp med den tyngste komponenten nederst
i kabinettet.

■ Hvis kabinettet er utstyrt med stabiliseringsutstyr, skal
stabilisatorene installeres før montering eller utføring av
reparasjonsarbeid på enheten i kabinettet.

Aviso Para se prevenir contra danos corporais ao montar ou reparar esta
unidade numa estante, deverá tomar precauções especiais para se certificar
de que o sistema possui um suporte estável.As seguintes directrizes
ajudá-lo-ão a efectuar o seu trabalho com segurança:

■ O Juniper Networks services gateway deverá ser instalado numa
prateleira fixa à estrutura do edificio.

■ Esta unidade deverá ser montada na parte inferior da estante, caso
seja esta a única unidade a ser montada.

■ Ao montar esta unidade numa estante parcialmente ocupada, coloque os
itens mais pesados na parte inferior da estante, arrumando-os de baixo
para cima.

■ Se a estante possuir um dispositivo de estabilização, instale-o antes
de montar ou reparar a unid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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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ención! Para evitar lesiones durante el montaje de este equipo sobre
un bastidor, o posteriormente durante su mantenimiento, se debe poner
mucho cuidado en que el sistema quede bien estable.Para garantizar su
seguridad, proceda según las siguientes instrucciones:

■ El Juniper Networks services gateway debe instalarse en un bastidor
fijado a la estructura del edificio.

■ Colocar el equipo en la parte inferior del bastidor, cuando sea la
única unidad en el mismo.

■ Cuando este equipo se vaya a instalar en un bastidor parcialmente
ocupado, comenzar la instalación desde la parte inferior hacia la
superior colocando el equipo más pesado en la parte inferior.

■ Si el bastidor dispone de dispositivos estabilizadores, instalar éstos
antes de montar o proceder al mantenimiento del equipo instalado en
el bastidor.

Varning! För att undvika kroppsskada när du installerar eller utför
underhållsarbete på denna enhet på en ställning måste du vidta särskilda
försiktighetsåtgärder för att försäkra dig om att systemet står
stadigt.Följande riktlinjer ges för att trygga din säkerhet:

■ Juniper Networks services gateway måste installeras i en ställning
som är förankrad i byggnadens struktur.

■ Om denna enhet är den enda enheten på ställningen skall den installeras
längst ned på ställningen.

■ Om denna enhet installeras på en delvis fylld ställning skall
ställningen fyllas nedifrån och upp, med de tyngsta enheterna längst
ned på ställningen.

■ Om ställningen är försedd med stabiliseringsdon skall dessa monteras
fast innan enheten installeras eller underhålls på ställn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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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arschuwing Gebruik een oprijplaat niet onder een hoek van meer dan 10
graden.

Varoitus Älä käytä sellaista kaltevaa pintaa, jonka kaltevuus ylittää 10
astetta.

Attention Ne pas utiliser une rampe dont l'inclinaison est supérieure à
10 degrés.

Warnung Keine Rampen mit einer Neigung von mehr als 10 Grad verwe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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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vertenza Non usare una rampa con pendenza superiore a 10 gradi.

Advarsel Bruk aldri en rampe som heller mer enn 10 grader.

Aviso Não utilize uma rampa com uma inclinação superior a 10 graus.

¡Atención! No usar una rampa inclinada más de 10 grados

Varning! Använd inte ramp med en lutning på mer än 10 grader.

激光和 LED 安全准则和警告

某些服务网关卡装有激光发射器，这些激光发射器被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界定为
1 类激光产品，并且根据 EN 60825–1 +A11 +A2 要求认定为 1 类激光产品。

请遵守以下准则和警告:

■ 通用激光安全准则 (第148页)

■ 1 类激光产品警告 (第148页)

■ 1 类 LED 产品警告 (第149页)

■ 激光束警告 (第149页)

■ 开放式端口孔径中的辐射警告 (第150页)

通用激光安全准则

在 PIC 附近工作时，请遵守以下安全准则以防止眼睛受到伤害:

■ 切勿窥视非封闭端口或观察与未知光源相连接的光纤。

■ 切勿使用光学仪器检查非封闭光学端口。

■ 应避免直接暴露于光束下。

警告: 非封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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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类激光产品警告

警告: 1 类激光产品。

Waarschuwing Klasse-1 laser produkt.

Varoitus Luokan 1 lasert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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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 Produit laser de classe I.

Warnung Laserprodukt der Klasse 1.

Avvertenza Prodotto laser di Classe 1.

Advarsel Laserprodukt av klasse 1.

Aviso Produto laser de classe 1.

¡Atención! Producto láser Clase I.

Varning! Laserprodukt av klass 1.

1 类 LED 产品警告

警告: 1 类 LED 产品。

Waarschuwing Klasse 1 LED-product.

Varoitus Luokan 1 valodiodituote.

Attention Alarme de produit LED Class I.

Warnung Class 1 LED-Produktwarnung.

Avvertenza Avvertenza prodotto LED di Classe 1.

Advarsel LED-produkt i klasse 1.

Aviso Produto de classe 1 com LED.

¡Atención! Aviso sobre producto LED de Clase 1.

Varning! Lysdiodprodukt av kla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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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arschuwing Niet in de straal staren of hem rechtstreeks bekijken met
optische instrumenten.

Varoitus Älä katso säteeseen äläkä tarkastele sitä suoraan optisen laitteen
avu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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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 Ne pas fixer le faisceau des yeux, ni l'observer directement à
l'aide d'instruments optiques.

Warnung Nicht direkt in den Strahl blicken und ihn nicht direkt mit
optischen Geräten prüfen.

Avvertenza Non fissare il raggio con gli occhi né usare strumenti ottici
per osservarlo direttamente.

Advarsel Stirr eller se ikke direkte p strlen med optiske instrumenter.

Aviso Não olhe fixamente para o raio, nem olhe para ele directamente com
instrumentos ópticos.

¡Atención! No mirar fijamente el haz ni observarlo directamente con
instrumentos ópticos.

Varning! Rikta inte blicken in mot strålen och titta inte direkt på den
genom optiska instr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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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arschuwing Aangezien onzichtbare straling vanuit de opening van de poort
kan komen als er geen fiberkabel aangesloten is, dient blootstelling aan
straling en het kijken in open openingen vermeden te worden.

Varoitus Koska portin aukosta voi emittoitua näkymätöntä säteilyä, kun
kuitukaapelia ei ole kytkettynä, vältä säteilylle altistumista äläkä katso
avoimiin aukkoihin.

Attention Des radiations invisibles à l'il nu pouvant traverser l'ouverture
du port lorsqu'aucun câble en fibre optique n'y est connecté, il est
recommandé de ne pas regarder fixement l'intérieur de ces ouvertures.

Warnung Aus der Port-Öffnung können unsichtbare Strahlen emittieren, wenn
kein Glasfaserkabel angeschlossen ist.Vermeiden Sie es, sich den
Strahlungen auszusetzen, und starren Sie nicht in die Öffnungen!

Avvertenza Quando i cavi in fibra non sono inseriti, radiazioni invisibili
possono essere emesse attraverso l'apertura della porta.Evitate di esporvi
alle radiazioni e non guardate direttamente nelle aperture.

Advarsel Unngå utsettelse for stråling, og stirr ikke inn i åpninger som
er åpne, fordi usynlig stråling kan emiteres fra portens åpning når det
ikke er tilkoblet en fiberk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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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so Dada a possibilidade de emissão de radiação invisível através do
orifício da via de acesso, quando esta não tiver nenhum cabo de fibra
conectado, deverá evitar a exposição à radiação e não deverá olhar
fixamente para orifícios que se encontrarem a descoberto.

¡Atención! Debido a que la apertura del puerto puede emitir radiación
invisible cuando no existe un cable de fibra conectado, evite mirar
directamente a las aperturas para no exponerse a la radiación.

Varning! Osynlig strålning kan avges från en portöppning utan ansluten
fiberkabel och du bör därför undvika att bli utsatt för strålning genom
att inte stirra in i oskyddade öppningar.

维护和操作安全准则和警告

维护服务网关时，请遵守以下准则和警告:

■ 电池处理警告 (第151页)

■ 摘下珠宝饰物警告 (第152页)

■ 雷电活动警告 (第153页)

■ 运行温度警告 (第154页)

■ 产品处理警告 (第155页)

电池处理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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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arschuwing Er is ontploffingsgevaar als de batterij verkeerd vervangen
wordt.Vervang de batterij slechts met hetzelfde of een equivalent type
dat door de fabrikant aanbevolen is.Gebruikte batterijen dienen
overeenkomstig fabrieksvoorschriften weggeworpen te worden.

Varoitus Räjähdyksen vaara, jos akku on vaihdettu väärään akkuun.Käytä
vaihtamiseen ainoastaan saman- tai vastaavantyyppistä akkua, joka on
valmistajan suosittelema.Hävitä käytetyt akut valmistajan ohjeiden mukaan.

Attention Danger d'explosion si la pile n'est pas remplacée correctement.Ne
la remplacer que par une pile de type semblable ou équivalent, recommandée
par le fabricant.Jeter les piles usagées conformément aux instructions
du fabricant.

Warnung Bei Einsetzen einer falschen Batterie besteht
Explosionsgefahr.Ersetzen Sie die Batterie nur durch den gleichen oder
vom Hersteller empfohlenen Batterietyp.Entsorgen Sie die benutzten
Batterien nach den Anweisungen des Herstel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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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vertenza Pericolo di esplosione se la batteria non è installata
correttamente.Sostituire solo con una di tipo uguale o equivalente,
consigliata dal produttore.Eliminare le batterie usate secondo le
istruzioni del produttore.

Advarsel Det kan være fare for eksplosjon hvis batteriet skiftes på feil
måte.Skift kun med samme eller tilsvarende type som er anbefalt av
produsenten.Kasser brukte batterier i henhold til produsentens
instruksjoner.

Aviso Existe perigo de explosão se a bateria for substituída
incorrectamente.Substitua a bateria por uma bateria igual ou de um tipo
equivalente recomendado pelo fabricante.Destrua as baterias usadas conforme
as instruções do fabricante.

¡Atención! Existe peligro de explosión si la batería se reemplaza de
manera incorrecta.Reemplazar la batería exclusivamente con el mismo tipo
o el equivalente recomendado por el fabricante.Desechar las baterías
gastadas según las instrucciones del fabricante.

Varning! Explosionsfara vid felaktigt batteribyte.Ersätt endast batteriet
med samma batterityp som rekommenderas av tillverkaren eller
motsvarande.Följ tillverkarens anvisningar vid kassering av använda
batte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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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arschuwing Alvorens aan apparatuur te werken die met elektrische
leidingen is verbonden, sieraden (inclusief ringen, kettingen en horloges)
verwijderen.Metalen voorwerpen worden warm wanneer ze met stroom en aarde
zijn verbonden, en kunnen ernstige brandwonden veroorzaken of het metalen
voorwerp aan de aansluitklemmen lassen.

Varoitus Ennen kuin työskentelet voimavirtajohtoihin kytkettyjen laitteiden
parissa, ota pois kaikki korut (sormukset, kaulakorut ja kellot mukaan
lukien).Metalliesineet kuumenevat, kun ne ovat yhteydessä sähkövirran ja
maan kanssa, ja ne voivat aiheuttaa vakavia palovammoja tai hitsata
metalliesineet kiinni liitäntänapoihin.

Attention Avant d'accéder à cet équipement connecté aux lignes électriques,
ôter tout bijou (anneaux, colliers et montres compris).Lorsqu'ils sont
branchés à l'alimentation et reliés à la terre, les objets métalliques
chauffent, ce qui peut provoquer des blessures graves ou souder l'objet
métallique aux bor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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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ung Vor der Arbeit an Geräten, die an das Netz angeschlossen sind,
jeglichen Schmuck (einschließlich Ringe, Ketten und Uhren)
abnehmen.Metallgegenstände erhitzen sich, wenn sie an das Netz und die
Erde angeschlossen werden, und können schwere Verbrennungen verursachen
oder an die Anschlußklemmen angeschweißt werden.

Avvertenza Prima di intervenire su apparecchiature collegate alle linee
di alimentazione, togliersi qualsiasi monile (inclusi anelli, collane,
braccialetti ed orologi).Gli oggetti metallici si riscaldano quando sono
collegati tra punti di alimentazione e massa:possono causare ustioni gravi
oppure il metallo può saldarsi ai terminali.

Advarsel Fjern alle smykker (inkludert ringer, halskjeder og klokker) før
du skal arbeide på utstyr som er koblet til
kraftledninger.Metallgjenstander som er koblet til kraftledninger og jord
blir svært varme og kan forårsake alvorlige brannskader eller smelte fast
til polene.

Aviso Antes de trabalhar em equipamento que esteja ligado a linhas de
corrente, retire todas as jóias que estiver a usar (incluindo anéis, fios
e relógios).Os objectos metálicos aquecerão em contacto com a corrente e
em contacto com a ligação à terra, podendo causar queimaduras graves ou
ficarem soldados aos terminais.

¡Atención! Antes de operar sobre equipos conectados a líneas de
alimentación, quitarse las joyas (incluidos anillos, collares y
relojes).Los objetos de metal se calientan cuando se conectan a la
alimentación y a tierra, lo que puede ocasionar quemaduras graves o que
los objetos metálicos queden soldados a los bornes.

Varning! Tag av alla smycken (inklusive ringar, halsband och armbandsur)
innan du arbetar på utrustning som är kopplad till
kraftledningar.Metallobjekt hettas upp när de kopplas ihop med ström och
jord och kan förorsaka allvarliga brännskador; metallobjekt kan också
sammansvetsas med kontakte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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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arschuwing Tijdens onweer dat gepaard gaat met bliksem, dient u niet
aan het systeem te werken of kabels aan te sluiten of te ontkoppelen.

Varoitus Älä työskentele järjestelmän parissa äläkä yhdistä tai irrota
kaapeleita ukkosilmalla.

Attention Ne pas travailler sur le système ni brancher ou débrancher les
câbles pendant un 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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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ung Arbeiten Sie nicht am System und schließen Sie keine Kabel an
bzw. trennen Sie keine ab, wenn es gewittert.

Avvertenza Non lavorare sul sistema o collegare oppure scollegare i cavi
durante un temporale con fulmini.

Advarsel Utfør aldri arbeid på systemet, eller koble kabler til eller fra
systemet når det tordner eller lyner.

Aviso Não trabalhe no sistema ou ligue e desligue cabos durante períodos
de mau tempo (trovoada).

¡Atención! No operar el sistema ni conectar o desconectar cables durante
el transcurso de descargas eléctricas en la atmósfera.

Varning! Vid åska skall du aldrig utföra arbete på systemet eller ansluta
eller koppla loss kablar.

运行温度警告

警告: 为防止服务网关过热，请勿在超过最大推荐环境温度 104οF (40οC) 的区
域进行操作。为防止空气流受到阻碍，通风口周围的间隙应至少为 6 英寸 (15.2
cm)。

Waarschuwing Om te voorkomen dat welke services gateway van de Juniper
Networks services gateway dan ook oververhit raakt, dient u deze niet te
bedienen op een plaats waar de maximale aanbevolen omgevingstemperatuur
van 40οC wordt overschreden.Om te voorkomen dat de luchtstroom wordt
beperkt, dient er minstens 15,2 cm speling rond de ventilatie-openingen
te zijn.

Varoitus Ettei Juniper Networks services gateway-sarjan reititin
ylikuumentuisi, sitä ei saa käyttää tilassa, jonka lämpötila ylittää
korkeimman suositellun ympäristölämpötilan 40οC. Ettei ilmanvaihto
estyisi, tuuletusaukkojen ympärille on jätettävä ainakin 15,2 cm tilaa.

Attention Pour éviter toute surchauffe des routeurs de la gamme Juniper
Networks services gateway, ne l'utilisez pas dans une zone où la
température ambiante est supérieure à 40οC. Pour permettre un flot d'air
constant, dégagez un espace d'au moins 15,2 cm autour des ouvertures de
ventilations.

Warnung Um einen services gateway der services gateway vor Überhitzung
zu schützen, darf dieser nicht in einer Gegend betrieben werden, in der
die Umgebungstemperatur das empfohlene Maximum von 40οC überschreitet.Um
Lüftungsverschluß zu verhindern, achten Sie darauf, daß mindestens 15,2
cm lichter Raum um die Lüftungsöffnungen herum frei blei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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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vertenza Per evitare il surriscaldamento dei services gateway, non
adoperateli in un locale che ecceda la temperatura ambientale massima di
40οC. Per evitare che la circolazione dell'aria sia impedita, lasciate
uno spazio di almeno 15.2 cm di fronte alle aperture delle ventole.

Advarsel Unngå overoppheting av eventuelle rutere i Juniper Networks
services gateway Disse skal ikke brukes på steder der den anbefalte
maksimale omgivelsestemperaturen overstiger 40οC (104οF).Sørg for at
klaringen rundt lufteåpningene er minst 15,2 cm (6 tommer) for å forhindre
nedsatt luftsirkulasjon.

Aviso Para evitar o sobreaquecimento do encaminhador Juniper Networks
services gateway, não utilize este equipamento numa área que exceda a
temperatura máxima recomendada de 40οC. Para evitar a restrição à
circulação de ar, deixe pelo menos um espaço de 15,2 cm à volta das
aberturas de ventilação.

¡Atención! Para impedir que un encaminador de la serie Juniper Networks
services gateway se recaliente, no lo haga funcionar en un área en la que
se supere la temperatura ambiente máxima recomendada de 40οC. Para impedir
la restricción de la entrada de aire, deje un espacio mínimo de 15,2 cm
alrededor de las aperturas para ventilación.

Varning! Förhindra att en Juniper Networks services gateway överhettas
genom att inte använda den i ett område där den maximalt rekommenderade
omgivningstemperaturen på 40οC överskrids.Förhindra att luftcirkulationen
inskränks genom att se till att det finns fritt utrymme på minst 15,2 cm
omkring ventilationsöppninga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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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arschuwing Dit produkt dient volgens alle landelijke wetten en
voorschriften te worden afgedankt.

Varoitus Tämän tuotteen lopullisesta hävittämisestä tulee huolehtia kaikkia
valtakunnallisia lakeja ja säännöksiä noudattaen.

Attention La mise au rebut définitive de ce produit doit être effectuée
conformément à toutes les lois et réglementations en vigueur.

Warnung Dieses Produkt muß den geltenden Gesetzen und Vorschriften
entsprechend entsorgt werden.

Avvertenza L'eliminazione finale di questo prodotto deve essere eseguita
osservando le normative italiane vigenti in ma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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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rsel Endelig disponering av dette produktet må skje i henhold til
nasjonale lover og forskrifter.

Aviso A descartagem final deste produto deverá ser efectuada de acordo
com os regulamentos e a legislação nacional.

¡Atención! El desecho final de este producto debe realizarse según todas
las leyes y regulaciones nacionales

Varning! Slutlig kassering av denna produkt bör skötas i enlighet med
landets alla lagar och föreskrifter.

电气安全准则和警告

当使用电力驱动的设备时，请遵守以下部分中描述的准则:

■ 对于发生电气事故的情况 (第156页)

■ 通用电气安全准则和警告 (第156页)

■ AC 电源电气安全准则 (第160页)

■ DC 电源电气安全准则和警告 (第161页)

对于发生电气事故的情况

如果电气事故导致了伤害，请按顺序进行以下操作:

1. 使用警告。注意可能引起进一步伤害的潜在危险情况。

2. 断开服务网关与电源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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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寻求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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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国 - 国家消防协会 (NFPA 70)，美国国家电气法规。

■ 加拿大 - 加拿大电气法规，第 1 部分，CSA C22.1。

■ 其它国家 - 国际电工协会 (IEC) 60364，第 1 到第 7 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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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工作前请始终检查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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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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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服务网关组件可以在不关闭电源或不断开服务网关电源的情况下移除和更换，
详细信息请参阅第91页上的“现场置换单元 (FRU)”。如果设备似乎已损坏，则决
不要安装。

接地设备警告

警告: 服务网关需要接地。请确保正常使用过程中服务网关接地。

Waarschuwing Deze apparatuur hoort geaard te worden Zorg dat de
host-computer tijdens normaal gebruik met aarde is verbonden.

Varoitus Tämä laitteisto on tarkoitettu maadoitettavaksi.Varmista, että
isäntälaite on yhdistetty maahan normaalikäytön aikana.

Attention Cet équipement doit être relié à la terre.S'assurer que
l'appareil hôte est relié à la terre lors de l'utilisation normale.

Warnung Dieses Gerät muß geerdet werden.Stellen Sie sicher, daß das
Host-Gerät während des normalen Betriebs an Erde gelegt ist.

Avvertenza Questa apparecchiatura deve essere collegata a massa.Accertarsi
che il dispositivo host sia collegato alla massa di terra durante il
normale utilizzo.

Advarsel Dette utstyret skal jordes.Forviss deg om vertsterminalen er
jordet ved normalt bruk.

Aviso Este equipamento deverá estar ligado à terra.Certifique-se que o
host se encontra ligado à terra durante a sua utilização normal.

¡Atención! Este equipo debe conectarse a tierra.Asegurarse de que el
equipo principal esté conectado a tierra durante el uso normal.

Varning! Denna utrustning är avsedd att jordas.Se till att värdenheten
är jordad vid normal användning.

中平面能量危险警告

警告: 高水平电能通过服务网关的中平面进行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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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面连接器或任何连接到中平面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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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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arschuwing Deze eenheid heeft meer dan één stroomtoevoerverbinding;
alle verbindingen moeten volledig worden verwijderd om de stroom van deze
eenheid volledig te verwijderen.

Varoitus Tässä laitteessa on useampia virtalähdekytkentöjä.Kaikki kytkennät
on irrotettava kokonaan, jotta virta poistettaisiin täysin laitteesta.

Attention Cette unité est équipée de plusieurs raccordements
d'alimentation.Pour supprimer tout courant électrique de l'unité, tous
les cordons d'alimentation doivent être débranchés.

Warnung Diese Einheit verfügt über mehr als einen Stromanschluß; um Strom
gänzlich von der Einheit fernzuhalten, müssen alle Stromzufuhren abgetrennt
sein.

Avvertenza Questa unità ha più di una connessione per alimentatore
elettrico; tutte le connessioni devono essere completamente rimosse per
togliere l'elettricità dall'unità.

Advarsel Denne enheten har mer enn én strømtilkobling.Alle tilkoblinger
må kobles helt fra for å eliminere strøm fra enheten.

Aviso Este dispositivo possui mais do que uma conexão de fonte de
alimentação de energia; para poder remover a fonte de alimentação de
energia, deverão ser desconectadas todas as conexões existentes.

¡Atención! Esta unidad tiene más de una conexión de suministros de
alimentación; para eliminar la alimentación por completo, deben
desconectarse completamente todas las conexiones.

Varning! Denna enhet har mer än en strömförsörjningsanslutning; alla
anslutningar måste vara helt avlägsnade innan strömtillförseln till enheten
är fullständigt bruten.

电源断开警告

警告: 使用服务网关或附件的电源之前，先从 AC 服务网关拔下电源线；然后在 DC
服务网关上的断路器处切断电源。

Waarschuwing Voordat u aan een frame of in de nabijheid van voedingen
werkt, dient u bij wisselstroom toestellen de stekker van het netsnoer
uit het stopcontact te halen; voor gelijkstroom toestellen dient u de
stroom uit te schakelen bij de stroomverbre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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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oitus Kytke irti vaihtovirtalaitteiden virtajohto ja katkaise
tasavirtalaitteiden virta suojakytkimellä, ennen kuin teet mitään
asennuspohjalle tai työskentelet virtalähteiden läheisyydessä.

Attention Avant de travailler sur un châssis ou à proximité d'une
alimentation électrique, débrancher le cordon d'alimentation des unités
en courant alternatif; couper l'alimentation des unités en courant continu
au niveau du disjoncteur.

Warnung Bevor Sie an einem Chassis oder in der Nähe von Netzgeräten
arbeiten, ziehen Sie bei Wechselstromeinheiten das Netzkabel ab bzw.
schalten Sie bei Gleichstromeinheiten den Strom am Unterbrecher ab.

Avvertenza Prima di lavorare su un telaio o intorno ad alimentatori,
scollegare il cavo di alimentazione sulle unità CA; scollegare
l'alimentazione all'interruttore automatico sulle unità CC.

Advarsel Før det utføres arbeid på kabinettet eller det arbeides i nærheten
av strømforsyningsenheter, skal strømledningen trekkes ut p
vekselstrømsenheter og strømmen kobles fra ved strømbryteren på
likestrømsenheter.

Aviso Antes de trabalhar num chassis, ou antes de trabalhar perto de
unidades de fornecimento de energia, desligue o cabo de alimentação nas
unidades de corrente alternada; desligue a corrente no disjuntor nas
unidades de corrente contínua.

¡Atención! Antes de manipular el chasis de un equipo o trabajar cerca de
una fuente de alimentación, desenchufar el cable de alimentación en los
equipos de corriente alterna (CA); cortar la alimentación desde el
interruptor automático en los equipos de corriente continua (CC).

Varning! Innan du arbetar med ett chassi eller nära
strömförsörjningsenheter skall du för växelströmsenheter dra ur nätsladden
och för likströmsenheter bryta strömmen vid överspänningsskydd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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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arschuwing Het apparaat is ontworpen om te functioneren met TN
energiesystemen.

Varoitus Koje on suunniteltu toimimaan TN-sähkövoimajärjestelmien
yhteydessä.

Attention Ce dispositif a été conçu pour fonctionner avec des systèmes
d'alimentation 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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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ung Das Gerät ist für die Verwendung mit TN-Stromsystemen ausgelegt.

Avvertenza Il dispositivo è stato progettato per l'uso con sistemi di
alimentazione TN.

Advarsel Utstyret er utfomet til bruk med TN-strømsystemer.

Aviso O dispositivo foi criado para operar com sistemas de corrente TN.

¡Atención! El equipo está diseñado para trabajar con sistemas de
alimentación tipo TN.

Varning! Enheten är konstruerad för användning tillsammans med
elkraftssystem av TN-typ.

铜导体警告

警告: 仅使用铜导体。

Waarschuwing Gebruik alleen koperen geleiders.

Varoitus Käytä vain kuparijohtimia.

Attention Utilisez uniquement des conducteurs en cuivre.

Warnung Verwenden Sie ausschließlich Kupferleiter.

Avvertenza Usate unicamente dei conduttori di rame.

Advarsel Bruk bare kobberledninger.

Aviso Utilize apenas fios condutores de cobre.

¡Atención! Emplee sólo conductores de cobre.

Varning! Använd endast ledare av koppar.

AC 电源电气安全准则

下列电气安全准则适用于 AC 供电的服务网关:

■ AC 供电的服务网关配备有三线电线，该电线具有仅适用于接地型电源插座的接
地型插头。切勿避开此安全功能。设备接地应符合当地和国家电气法规。

■ 每个 AC 电源在机箱中的电源紧上方都有一个对应的 AC 设备插座。每个插座
都需要一个专用的 AC 供电系统和一个专用的 15 A (250 VAC) 断路器。有关
安装场所电源准备工作的信息，请参阅第175页上的“电源指导准则、要求和规
格”。有关将服务网关连接到电源以及接地的信息，请参阅第56页上的“将电
源连接到 AC 供电的服务网关”和第175页上的“机箱接地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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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服务网关是安装在受限访问位置的可插拔 A 型设备。除电源线的接地管脚
外，机箱上还提供单独的保护性接地端子 (左侧一对适合 M6 螺栓，右侧一对适合
UNC 1/4-20 接地片)。这个单独的防护接地端子必须始终与地面相连。

■ 电源导线中线芯的颜色遵照以下规定:

■ 绿色和黄色 - 地线

■ 蓝色 - 零线

■ 棕色 - 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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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1页)

■ DC 电源断开警告 (第162页)

■ DC 电源接地要求和警告 (第163页)

■ DC 电源布线顺序警告 (第164页)

■ DC 电源接线端子警告 (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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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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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供充足的电源，在能够为系统提供至少 116 A (每个供
电电源 58 A，额定电压为 –48 VDC) 的设备 DC 电源上端接 DC 输入配线。
我们建议为 48 VDC 设备 DC 电源配备最小额定值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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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和加拿大，根据美国的国家电气法规和加拿大的加拿大电气法规，
–48 VDC 设备应配备断路器，其最小额定值为置备的输入电源的 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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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A 的电流。

■ 配备有 DC 接线盒的 DC 供电的服务网关只能安装在受限访问的位置。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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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过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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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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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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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您必须将正导线连接到标记为 RETURN 的
终端，将负导线连接到标记为 –48V 的终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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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arschuwing Voordat u een van de onderstaande procedures uitvoert, dient
u te controleren of de stroom naar het gelijkstroom circuit uitgeschakeld
is.Om u ervan te verzekeren dat alle stroom UIT is geschakeld, kiest u
op het schakelbord de stroomverbreker die het gelijkstroom circuit bedient,
draait de stroomverbreker naar de UIT positie en plakt de schakelaarhendel
van de stroomverbreker met plakband in de UIT positie vast.

Varoitus Varmista, että tasavirtapiirissä ei ole virtaa ennen seuraavien
toimenpiteiden suorittamista.Varmistaaksesi, että virta on KATKAISTU
täysin, paikanna tasavirrasta huolehtivassa kojetaulussa sijaitseva
suojakytkin, käännä suojakytkin KATKAISTU-asentoon ja teippaa suojakytkimen
varsi niin, että se pysyy KATKAISTU-asennossa.

Attention Avant de pratiquer l'une quelconque des procédures ci-dessous,
vérifier que le circuit en courant continu n'est plus sous tension.Pour
en être sûr, localiser le disjoncteur situé sur le panneau de service du
circuit en courant continu, placer le disjoncteur en position fermée (OFF)
et, à l'aide d'un ruban adhésif, bloquer la poignée du disjoncteur en
position OFF.

Warnung Vor Ausführung der folgenden Vorgänge ist sicherzustellen, daß
die Gleichstromschaltung keinen Strom erhält. Um sicherzustellen, daß
sämtlicher Strom abgestellt ist, machen Sie auf der Schalttafel den
Unterbrecher für die Gleichstromschaltung ausfindig, stellen Sie den
Unterbrecher auf AUS, und kleben Sie den Schaltergriff des Unterbrechers
mit Klebeband in der AUS-Stellung fest.

Avvertenza Prima di svolgere una qualsiasi delle procedure seguenti,
verificare che il circuito CC non sia alimentato.Per verificare che tutta
l'alimentazione sia scollegata (OFF), individuare l'interruttore automatico
sul quadro strumenti che alimenta il circuito CC, mettere l'interruttore
in posizione OFF e fissarlo con nastro adesivo in tale posizione.

Advarsel Før noen av disse prosedyrene utføres, kontroller at strømmen
er frakoblet likestrømkretsen.Sørg for at all strøm er slått AV. Dette
gjøres ved å lokalisere strømbryteren på brytertavlen som betje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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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strømkretsen, slå strømbryteren AV og teipe bryterhåndtaket på
strømbryteren i AV-stilling.

Aviso Antes de executar um dos seguintes procedimentos, certifique-se que
desligou a fonte de alimentação de energia do circuito de corrente
contínua.Para se assegurar que toda a corrente foi DESLIGADA, localize o
disjuntor no painel que serve o circuito de corrente contínua e coloque-o
na posição OFF (Desligado), segurando nessa posição a manivela do
interruptor do disjuntor com fita isoladora.

¡Atención! Antes de proceder con los siguientes pasos, comprobar que la
alimentación del circuito de corriente continua (CC) esté cortada
(OFF).Para asegurarse de que toda la alimentación esté cortada (OFF),
localizar el interruptor automático en el panel que alimenta al circuito
de corriente continua, cambiar el interruptor automático a la posición
de Apagado (OFF), y sujetar con cinta la palanca del interruptor automático
en posición de Apagado (OFF).

Varning! Innan du utför någon av följande procedurer måste du kontrollera
att strömförsörjningen till likströmskretsen är bruten.Kontrollera att
all strömförsörjning är BRUTEN genom att slå AV det överspänningsskydd
som skyddar likströmskretsen och tejpa fast överspänningsskyddets
omkopplare i FRÅN-lä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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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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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75页上的“机箱接地规范”和第183页上的“DC 电源电缆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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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arschuwing Bij de installatie van het toestel moet de aardverbinding
altijd het eerste worden gemaakt en het laatste worden losgemaakt.

Varoitus Laitetta asennettaessa on maahan yhdistäminen aina tehtävä ensiksi
ja maadoituksen irti kytkeminen viimeiseksi.

Attention Lors de l'installation de l'appareil, la mise à la terre doit
toujours être connectée en premier et déconnectée en dernier.

Warnung Der Erdanschluß muß bei der Installation der Einheit immer zuerst
hergestellt und zuletzt abgetrennt werden.

Avvertenza In fase di installazione dell'unità, eseguire sempre per primo
il collegamento a massa e disconnetterlo per ult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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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rsel Når enheten installeres, må jordledningen alltid tilkobles først
og frakobles sist.

Aviso Ao instalar a unidade, a ligação à terra deverá ser sempre a primeira
a ser ligada, e a última a ser desligada.

¡Atención! Al instalar el equipo, conectar la tierra la primera y
desconectarla la última.

Varning! Vid installation av enheten måste jordledningen alltid anslutas
först och kopplas bort s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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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连线顺序是地
到地、+RTN 到 +RTN，然后 –48 V 到 –48 V。断开电源时，正确连线顺序是
–48 V 到 –48 V、+RTN 到 +RTN，然后地到地。请注意，应始终最先连接接地
线，最后将其断开。

Waarschuwing De juiste bedradingsvolgorde verbonden is aarde naar aarde,
+RTN naar +RTN, en –48 V naar – 48 V. De juiste bedradingsvolgorde
losgemaakt is en –48 V naar – 48 V, +RTN naar +RTN, aarde naar aarde.

Varoitus Oikea yhdistettava kytkentajarjestys on maajohto maajohtoon,
+RTN varten +RTN, –48 V varten – 48 V. Oikea irrotettava
kytkentajarjestys on –48 V varten – 48 V, +RTN varten +RTN, maajohto
maajohtoon.

Attention Câblez l'approvisionnement d'alimentation CC En utilisant les
crochets appropriés à l'extrémité de câblage.En reliant la puissance,
l'ordre approprié de câblage est rectifié pour rectifier, +RTN à +RTN,
puis –48 V à –48 V. En débranchant la puissance, l'ordre approprié de
câblage est –48 V à –48 V, +RTN à +RTN, a alors rectifié pour
rectifier.Notez que le fil de masse devrait toujours être relié d'abord
et débranché pour la dernière fois.Notez que le fil de masse devrait
toujours être relié d'abord et débranché pour la dernière fois.

Warnung Die Stromzufuhr ist nur mit geeigneten Ringösen an das DC Netzteil
anzuschliessen.Die richtige Anschlusssequenz ist:Erdanschluss zu
Erdanschluss, +RTN zu +RTN und dann –48V zu –48V.Die richtige Sequenz
zum Abtrennen der Stromversorgung ist –48V zu –48V, +RTN zu +RTN und
dann Erdanschluss zu Erdanschluss.Es ist zu beachten dass der Erdanschluss
immer zuerst angeschlossen und als letztes abgetrennt wird.

Avvertenza Mostra la morsettiera dell alimentatore CC.Cablare
l'alimentatore CC usando i connettori adatti all'estremità del cablaggio,
come illustrato.La corretta sequenza di cablaggio è da massa a massa, da
positivo a positivo (da linea ad L) e da negativo a negativo (da neu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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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Tenere presente che il filo di massa deve sempre venire collegato
per primo e scollegato per ultimo.

Advarsel Riktig tilkoples tilkoplingssekvens er jord til jord, +RTN til
+RTN, –48 V til – 48 V. Riktig frakoples tilkoplingssekvens er –48 V
til – 48 V, +RTN til +RTN, jord til jord.

Aviso Ate con alambre la fuente de potencia cc Usando los terminales
apropiados en el extremo del cableado.Al conectar potencia, la secuencia
apropiada del cableado se muele para moler, +RTN a +RTN, entonces –48 V
a –48 V. Al desconectar potencia, la secuencia apropiada del cableado
es –48 V a –48 V, +RTN a +RTN, entonces molió para moler.Observe que
el alambre de tierra se debe conectar siempre primero y desconectar por
último.Observe que el alambre de tierra se debe conectar siempre primero
y desconectar por último.

¡Atención! Wire a fonte de alimentação de DC Usando os talões apropriados
na extremidade da fiação. Ao conectar a potência, a seqüência apropriada
da fiação é moída para moer, +RTN a +RTN, então –48 V a –48 V. Ao
desconectar a potência, a seqüência apropriada da fiação é –48 V a –48
V, +RTN a +RTN, moeu então para moer.Anote que o fio à terra deve sempre
ser conectado primeiramente e desconectado por último.Anote que o fio à
terra deve sempre ser conectado primeiramente e desconectado por último.

Varning! Korrekt kopplingssekvens ar jord till jord, +RTN till +RTN, –48
V till – 48 V. Korrekt kopplas kopplingssekvens ar –48 V till –48 V,
+RTN till +RTN, jord till j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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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端子的大小应适合导线，并应夹紧绝缘体和导体。

Waarschuwing Wanneer geslagen bedrading vereist is, dient u bedrading te
gebruiken die voorzien is van goedgekeurde aansluitingspunten, zoals het
gesloten-lus type of het grijperschop type waarbij de aansluitpunten
omhoog wijzen.Deze aansluitpunten dienen de juiste maat voor de draden
te hebben en dienen zowel de isolatie als de geleider vast te klemmen.

Varoitus Jos säikeellinen johdin on tarpeen, käytä hyväksyttyä
johdinliitäntää, esimerkiksi suljettua silmukkaa tai kourumaista liitäntää,
jossa on ylöspäin käännetyt kiinnityskorvat.Tällaisten liitäntöjen tulee
olla kooltaan johtimiin sopivia ja niiden tulee puristaa yhteen sekä
eristeen että johdinosan.

Attention Quand des fils torsadés sont nécessaires, utiliser des douilles
terminales homologuées telles que celles à circuit fermé ou du type à
plage ouverte avec cosses rebroussées.Ces douilles terminales doi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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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tre de la taille qui convient aux fils et doivent être refermées sur la
gaine isolante et sur le conducteur.

Warnung Wenn Litzenverdrahtung erforderlich ist, sind zugelassene
Verdrahtungsabschlüsse, sind zugelassene Verdrahtungsabschlüsse, sind
zugelassene Verdrahtungsanschlüsse, z.B. Ringoesen oder gabelförmige
Kabelschuhe mit nach oben gerichteten Enden zu verwenden.Diese Abschlüsse
sollten die angemessene Größe für die Drähte haben und sowohl die
Isolierung als auch den Leiter festklemmen.

Avvertenza Quando occorre usare trecce, usare connettori omologati, come
quelli a occhiello o a forcella con linguette rivolte verso l'alto.I
connettori devono avere la misura adatta per il cablaggio e devono serrare
sia l'isolante che il conduttore.

Advarsel Hvis det er nødvendig med flertrådede ledninger, brukes godkjente
ledningsavslutninger, som for eksempel lukket sløyfe eller spadetype med
oppoverbøyde kabelsko.Disse avslutningene skal ha riktig størrelse i
forhold til ledningene, og skal klemme sammen både isolasjonen og lederen.

Aviso Quando forem requeridas montagens de instalação eléctrica de cabo
torcido, use terminações de cabo aprovadas, tais como, terminações de
cabo em circuito fechado e planas com terminais de orelha voltados para
cima.Estas terminações de cabo deverão ser do tamanho apropriado para os
respectivos cabos, e deverão prender simultaneamente o isolamento e o fio
condutor.

¡Atención! Cuando se necesite hilo trenzado, utilizar terminales para
cables homologados, tales como las de tipo "bucle cerrado" o "espada",
con las lengüetas de conexión vueltas hacia arriba.Estos terminales deberán
ser del tamaño apropiado para los cables que se utilicen, y tendrán que
sujetar tanto el aislante como el conductor.

Varning! När flertrådiga ledningar krävs måste godkända ledningskontakter
användas, t.ex. kabelsko av sluten eller öppen typ med uppåtvänd
tapp.Storleken på dessa kontakter måste vara avpassad till ledningarna
och måste kunna hålla både isoleringen och ledaren fastklämda.

代理批准与合规性声明

本附录讨论下列规章符合性信息

■ 代理批准 (第167页)

■ EMC 要求的合规性声明 (第168页)

■ 环境要求的合规性声明 (第168页)

■ 噪音的合规性声明 (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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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批准

服务网关符合下列标准:

■ 安全

■ CAN/CSA-22.2 No. 60950-1-03/UL 60950-1，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

■ EN 60825-1 激光产品的安全 - 第 1 部分:设备分类、要求和用户指南

■ EN 60950-1 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

■ EMC

■ AS/NZS 3548 A 类 (澳大利亚/新西兰)

■ EN55022 A 类 (欧洲)

■ FCC 第 15 部分 A 类 (美国)

■ VCCI A 类 (日本)

■ 抗扰度

■ EN-61000-3-2 电源线谐波

■ EN-61000-3-3 电压波动和闪烁

■ EN-61000-4-2 ESD

■ EN-61000-4-3 辐射抗扰度

■ EN-61000-4-4 EFT

■ EN-61000-4-5 电涌

■ EN-61000-4-6 低频通用抗扰度

■ EN-61000-4-11 电压骤降与凹陷

■ ETSI

■ ETSI EN-300386-2 通信网络设备。电磁兼容性要求

服务网关设计为符合下列标准:

■ NEBS

■ GR-1089-Core:网络通信设备的 EMC 和电气安全

■ SR-3580 NEBS 标准级别 (符合 3 级)

■ GR-63-Core:NEBS，物理保护

■ 该设备适合作为共用等电位连接网络 (CBN) 的一部分进行安装。

■ 该设备适合安装在国家电气法规 (NEC) 适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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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GR-1089-CORE 中的定义，电池回路连接可以看作公共 DC 回路
(即 DC-C)。

EMC 要求的合规性声明

加拿大

此 A 类数字装置符合加拿大 ICES-003 规则。

Cet appareil numérique de la classe A est conforme à la norme NMB-003 du
Canada.

欧洲共同体

本产品为 A 类产品。在家用环境下，本产品可能会造成无线电干扰，在这种情况
下，用户可能需要采取充分的措施。

合规性声明

合规性声明待定。

日本

译文:

本产品为 A 类产品。在家用环境下，本产品可能会造成无线电干扰，在这种情况
下，用户可能需要采取充分的措施。VCCI-A

美国

根据 FCC 规则的第 15 部分，该服务网关已经过测试且符合 A 类数字设备限制。
当在商业环境中操作本设备时，这些限制旨在针对有害干扰提供合理的保护。本设
备生成、使用并可能辐射无线电频率能量，而且如果没有按照说明手册进行安装和
使用，则可能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干扰。在居民区中操作本设备可能导致有害干
扰，这种情况下，要求用户自付费用校正干扰。

环境要求的合规性声明

锂电池

本产品中使用的电池不含汞、铅或镉物质。本产品中使用的电池符合欧盟指令
91/157/EEC、93/86/EEC 和 98/101/EEC。产品文档中包含关于正确回收和再利用
方法的指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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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的合规性声明

Maschinenlärminformations-Verordnung - 3. GPSGV, der höchste
Schalldruckpegel beträgt 73 dB(A) oder weniger gemäss EN ISO 7779

译文:

按照 EN ISO 7779，发出的声压级达到 73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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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B

物理规格

■ 物理规格 (第171页)

物理规格

第171页上的表25 汇总了服务网关机箱的物理规格。

表25: 物理规格

值说明

27.75 英寸 (70.49 cm)

17.37 英寸 (44.11 cm)

23.0 英寸 (58.42 cm) (从前端安装托架到机箱后部)

总深度 (包括电缆管理系统) 27.75 英寸 (70.49 cm)

机箱尺寸

包括中平面、风扇托盘、空气过滤器和电缆管理系统在内的机
箱:150 磅 (60.4 kg)

最大配置:350 磅 (158.76 kg)

服务网关重量

2.4 磅 (1.1 kg)路由引擎重量

9.6 磅 (4.4 kg)SCB 重量

13.1 磅 (5.9 kg)IOC 重量

1.1 磅 (0.5 kg)制作接口重量

4.2 磅 (1.9 kg)风扇托盘重量

1.0 磅 (0.5 kg)空气过滤器重量

0.3 磅 (.14 kg)电缆管理系统重量

3.8 磅 (1.7 kg)DC 电源重量

5.0 磅 (2.3 kg)AC 电源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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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C

服务网关环境规格

■ 服务网关环境规格 (第173页)

服务网关环境规格

第173页上的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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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页上的“维护硬件组件”。

表26: 服务网关环境规格

值说明

10,000 英尺 (3048 m) 以下性能稳定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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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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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

经过测试以满足 Telcordia Technologies Zone 4 地震要求地震

AC 电源:20,160, BTU/小时 (5912 W)

DC 电源:17,057 BTU/小时 (5002 W)

注意: 这些规格均为估计值，可随时变动。

最大热输出

注意: 按照国家电气法规 ANSI/NFPA 70 的 110-16、110-17 和 110-18 条款，只
能将服务网关安装在受限区域中，如专用机房和设备室。

有关其它安全指导准则和要求，请参阅第137页上的“安全和法规合规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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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D

电源指导准则、要求和规格

■ 机箱接地规范 (第175页)

■ AC 电源规格 (第176页)

■ DC 电源规格 (第180页)

■ 现场电气布线指导准则 (第185页)

机箱接地规范

为满足安全和电磁干扰 (EMI) 要求并确保正确运行，在连接电源之前，服务网关
必须充分接地。在机箱后面的底部提供了两对带螺纹的插入物 (PEM 螺母)，用于
将服务网关接地 (请参阅第57页上的图32 或第60页上的图33)。

小心: 在开始安装服务网关之前，必须由持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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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将服务网关接地，请先将接地电缆接地，然后用两个螺丝将它固定到机箱的接地
点。左侧一对接地点适合 M6 螺丝 (欧标)，右侧一对接地点适合 UNC 1/4–20 螺
丝 (美标)。接地点的间距为 0.625 英寸 (15.86mm)。服务网关随附的配件盒包括
用于连接到接地电缆的电缆接线片 (请参见第175页上的图68) 和两个用于将接地电
缆固定到右侧一对接地点的 UNC 1/4–20 螺丝。82 A

警告: 服务网关是安装在受限访问位置的可插拔 A 型设备。除了电源线的接地插脚
外，它有一个在机箱上提供的单独的防护接地端子 (米制 [M6] 和英制 [¼-20] 螺
丝接地片)。这个单独的防护接地端子必须始终与地面相连。

图68: 接地电缆接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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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VDC 的设备应配备额定值为 40 A (–48 VDC) 或 60 A (–48 VDC) 的断路器，
接地电缆至少必须为 10 AWG，或遵守当地法规所允许的范围。

警告: 将服务网关安装在限制人员出入的地点。除了电源线的接地插脚外，它有一
个在机箱上提供的单独的防护接地端子 (米制 [M6] 和英制 [¼-20] 螺丝接地片)。
这个单独的防护接地端子必须始终与地面相连。

AC 电源规格

■ AC 电源系统规格 (第176页)

■ AC 电源规格 (第176页)

■ AC 电源断路器规格 (第177页)

■ AC 供电服务网关的要求 (第177页)

■ AC 电源线规格 (第178页)

AC 电源系统规格

第176页上的表27 列出了 AC 电源电气规格。

表27: AC 电源系统电气规格

规格项目

工作范围:200 到 240 VACAC 输入电压

50 到 60 HzAC 输入线路频率

33 A，在 240 VAC 时 (每个插座 11 A)AC 系统额定电流

6018 WAC 系统输入功率

AC 电源规格

第176页上的表28 列出了 AC 电源电气规格。

表28: AC 电源电气规格

规格项目

1700 W最大输出功率

工作范围:200 到 240 VACAC 输入电压

50 到 60 HzAC 输入线路频率

11 A，在 240 VAC 时 (最大)额定 AC 输入电流

176 ■ AC 电源规格

SRX 5800 服务网关硬件指南



AC 电源断路器规格

在电源上，每个 AC 电源均具有单一的 AC 设备插座，它需要一个专用的 AC 电源
供电和一个专用的 15 A (250 VAC) 断路器。我们建议您为每个 AC 电源配备最小
额定值为 15 A (250 VAC) 的专用的客户现场断路器，或者遵照当地法规的要求。
这样，您就可以在任意配置中运行服务网关，而无需升级电力基础设施。

AC 供电服务网关的要求

如果您计划运行进行了最大配置的 AC 供电的服务网关，我们建议您为系统置备至
少 33 A (电压为 240 VAC，每个插座 11 A)，或为每个电源置备 11 A (电压为
240 VAC)。这样，您就可以在任意配置中运行服务网关，而无需升级电力基础设
施。

如果您不打算为系统置备至少 33 A (电压为 240 VAC，每个插座 11 A) 或为每个
电源置备 11 A (电压为 240 VAC)，则您可以使用第177页上的表29 和第177页上的
表30 中的信息来计算您的硬件配置的功耗以及热输出。

第177页上的表29 列出了基本的 AC 供电的服务网关在标准电压条件下工作的电源
要求，并包括了非冗余和冗余电源配置。

表29: 基本设备 AC 电源要求

电源要求 (W)AC 电源配置

471 W (近似值)非冗余 AC 配置包括三个 AC 电源、中平面、制作接口和风扇托盘 (以正常速度运行)。

500 W (近似值)冗余 AC 配置包括四个 AC 电源、中平面、制作接口和风扇托盘 (以正常速度运行)。

第177页上的表30 列出了各种硬件组件在标准电压条件下的电源要求。

表30: AC 供电设备的组件电源要求

效率达 85% 时的电源要求 (W)电源要求 (W)组件

235 W600 W – 400 W = 200 W冷却系统 (全速 – 正常速度)

176 W150 WSCB

106 W90 W路由引擎

367 W312 WIOC - 通用典型值

429 W365 WIOC - 通用最大值

251 W213 WSPC - 通用典型值

413 W351 WSPC - 通用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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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供电设备的典型功耗:

■ 最小配置的功耗:

基本设备和三个电源 + 2 个 SCB + 1 个路由引擎 + 1 个 IOC + 1 个 SPC (通
用典型值) =

471 W + (2)176 W + 106 W + 367 W + 251 = 1547 W

■ 最大配置的 AC 功耗:

基本设备和四个电源 + 全速时的风扇托盘 + 2 个 SCB + 1 个路由引擎 + 10
个 IOC + 1 个 SPC (通用最大值) =

500 W + 235 W + 2(176 W) + 106 W + 10(429 W)+ 413 W = 500 W + 235 W +
352 W + 106 W + 4290 W+ 413 W = 5896 W

■ 风扇以全速运行 (高温环境或冷却组件故障) 时的电流要求调整:

计算的系统电流 (X) – 冷却 (正常) + 冷却 (全速) =
X A – 8.3 A + 12.5 A =
X A + 4.2 A

■ 进行了最大配置的 AC 供电服务网关的系统热输出:

W DC * 3.41 = BTU/hr
5896 W * 3.41 = 20,105 BTU/hr

AC 电源线规格

在电源上，每个 AC 电源均具有单一的 AC 设备插座，它需要一个专用的 AC 电源
供电和一个专用的 15 A (250 VAC) 断路器。大多数现场通过主干管道配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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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网关随附了可分离式 AC 电源线，每根长 2.5 m (大约 8 英尺)。电源线凹端
的 C19 设备联接器插入 AC 设备插座联接器 (型号 C20，直角)，如国际电工协会
(IEC) 标准 60320 所述。电源线凸端的插头插入您当地的标准电源插座。

警告: 服务网关的 AC 电源线仅供与服务网关一起使用，不用于任何其它用途。

注意: 在北美洲，AC 电源线的长度不得超过 4.5 m (大约 14.75 英尺)，以符合国
家电气法规 (NEC) 第 400-8 (NFPA 75，5-2.2) 和 210-52 部分，以及加拿大电
气法规 (CEC) 第 4-010(3) 部分。服务网关随附的电源线符合上述标准。

第179页上的表31 提供了规格，第179页上的图69 介绍了为每个国家或地区提供的
AC 电源线的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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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AC 电源线规格

插头类型电气规格国家/地区

SAA/3240 VAC，50 Hz AC澳大利亚

PSB-10220 VAC，50 Hz AC中国

CEE 7/7220 或 230 VAC，50 Hz
AC

欧洲 (丹麦、意大利、瑞士和英国除外)

CEI 23-16/VII230 VAC，50 Hz AC意大利

NEMA L6-20P220 VAC，50 或 60 Hz AC日本

NEMA L6-20P250 VAC，60 Hz AC北美洲

BS89/13240 VAC，50 Hz AC英国

图69: AC 插头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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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 电源 (包括组件描述) 的信息，请参阅第24页上的“AC 电源”。有关初
始安装期间连接电源线的说明，请参阅第56页上的“将电源连接到 AC 供电的服务
网关”。有关更换 AC 电源线的说明，请参阅第131页上的“更换 AC 电源线”。

警告: 服务网关是安装在受限访问位置的可插拔 A 型设备。除了电源线的接地插脚
外，它有一个在机箱上提供的单独的防护接地端子 (米制 [M6] 和英制 [¼-20] 螺
丝接地片)。这个单独的防护接地端子必须始终与地面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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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电源规格

■ DC 电源系统规格 (第180页)

■ DC 电源规格 (第180页)

■ DC 电源断路器规格 (第180页)

■ DC 供电服务网关的要求 (第181页)

■ DC 电源电缆规格 (第183页)

DC 电源系统规格

第180页上的表32 列出了 DC 电源系统电气规格。

表32: DC 电源的电气规格

规格项目

工作范围:–40.5 到 –72 VDCDC 输入电压

116 A (每个供电系统 58 A)，–48 VDC 时 (额定)DC 系统额定电流

4987 WDC 系统输入功率

DC 电源规格

第180页上的表33 列出了 DC 电源和电源系统电气规格。

表33: DC 电源的电气规格

规格项目

1600 W最大输出功率

额定值:–48 VDC

工作范围:–40.5 到 –72 VDC

DC 输入电压

33.3 A，–48 VDC 时额定 DC 输入电流

40 A内部辅助保护器

DC 电源断路器规格

如果您计划运行进行了最大配置的 DC 供电服务网关，我们建议您为系统置备至少
116 A (每个供电电源 58 A)，电压为 –48 VDC (额定)。为每个 DC 电源配备最
小额定值为 80 A (–48 VDC) 的客户现场断路器。这样，您就可以在任意配置中
运行服务网关，而无需升级电力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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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计划运行未达到最大配置的 DC 供电服务网关，并且未置备 80 A (–48 VDC)
的断路器，我们建议您为每个 DC 电源置备一个具有如下额定值的断路器，即在
–48 VDC 时，系统产生至少 125% 的连续电流。

DC 供电服务网关的要求

如果您计划运行进行了最大配置的 DC 供电服务网关，我们建议您为系统置备至少
116 A (每个供电电源 58 A)，电压为 –48 VDC (额定)。这样，您就可以在任意
配置中运行服务网关，而无需升级电力基础设施。

如果您不打算为系统置备至少 116 A (每个供电电源 58 A)，电压为 –48 VDC (额
定)，则您可以利用第181页上的表34 和第181页上的表35 中的信息来计算在 –48
VDC 时的硬件配置功耗以及热输出。

第181页上的表34 列出了基本的 DC 供电设备在标准电压条件下工作的电源要求，
并包括了非冗余和冗余电源配置。

注意: 基本 DC 供电设备包括中平面、制作接口和风扇托盘 (以正常速度运行)。

表34: 基本设备 DC 电源要求

电流要求 (A，电
压为 –48 VDC)电源要求 (W)DC 电源配置

8.3 A (近似值)400 W (近似值)非冗余 DC 配置，包括两个 DC 电源、中平面、制作接
口和以正常速度运行的风扇托盘。

8.3 A (近似值)400 W (近似值)冗余 DC 配置，包括四个 DC 电源、中平面、制作接口
和以正常速度运行的风扇托盘。

表35: 组件 DC 电源要求

电流要求 (A，电
压为 –48 VDC)电源要求 (W)组件

3.1 A150 WSCB

1.9 A90 W路由引擎

4.2 A600 W – 400 W
= 200 W

冷却系统 (全速 – 正常速度)

6.5 A312 WIOC - 通用典型值

7.6 A365 WIOC - 通用最大值

4.4 A213 WSPC - 通用典型值

7.3 A351 WSPC - 通用最大值

DC 电源规格 ■ 181

附錄D: 电源指导准则、要求和规格



DC 供电设备的典型功耗:

■ 最小配置的功耗:

基本设备和两个电源 + 2 个 SCB + 1 个路由引擎 + 1 个 IOC + 1 个 SPC (通
用典型值) =

8.3 A +2( 3.1) A + 1.9 A + 6.5 A + 4.4 A = 27.3 A (–48 VDC 时) =
1310 W

■ 最大配置的功耗:

基本设备和四个电源 + 全速时的风扇托盘 + 2 个 SCB + 1 个路由引擎 + 10
个 IOC + 1 个 SPC (通用最大值) =

8.3 A + 4.2 A + 2(3.1 A) + 1.9 A + 10(7.6 A) + 7.3 A = 8.3 A + 4.2 A +
6.2 A + 1.9 A + 76 A + 7.3 A = 103.9 A (–48 VDC 时) = 4987 W

■ 风扇以全速运行 (高温环境或冷却组件故障) 时的电流要求调整:

计算的系统电流 (X) – 冷却 (正常) + 冷却 (全速) =
X A – 8.3 A + 12.5 A =
X A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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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 * (输入电流 X) = (–48 VDC 输入) * (输入电流 Y)
54 * X = 48 * 103.9 A
X = 48 * 103.9 A/54 = 92.4 A

■ 进行了最大配置的 DC 供电服务网关的系统热输出:

W DC * 3.41 = BTU/hr
4987 * 3.41= 17,006 BTU/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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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电源电缆规格

服务网关随附的配件盒包括用于连接到每个电源接线柱的电缆接线片 (请参见第183
页上的图70)。

图70: DC 电源电缆接线片

小心: 在开始安装服务网关之前，必须由持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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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服务网关是安装在受限访问位置的可插拔 A 型设备。除了电源线的接地插脚
外，它有一个在机箱上提供的单独的防护接地端子 (米制 [M6] 和英制 [¼-20] 螺
丝接地片)。这个单独的防护接地端子必须始终与地面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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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4页上的表36 汇总了您必须提供的电源电缆的规格。

表36: DC 电源电缆规格

数量和规格电缆类型

四根 6-AWG (13.3 mm2)，最低 60°C 的电线，或者遵照当地法规的要求电源

小心: 必须确保电源连接保持正确的极性。电源电缆可能标有 (+) 和 (–) 来指示
它们的极性。直流电源电缆没有标准的彩色编码。现场外部直流电源使用的彩色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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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4页上的图71 显示了典型的 DC 电源布线。

图71: 关于设备的典型 DC 电源布线

警告: 对于现场布线连接，请仅使用铜导体。

有关其它电气安全信息，请参阅第156页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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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页上的“DC 电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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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页上的“将电源连接到 DC 供电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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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网关”。有关更换 DC 电源电缆的说明，请参阅第132页上的“更换 DC 电源电
缆”。

警告: 服务网关是安装在受限访问位置的可插拔 A 型设备。除了电源线的接地插脚
外，它有一个在机箱上提供的单独的防护接地端子 (米制 [M6] 和英制 [¼-20] 螺
丝接地片)。这个单独的防护接地端子必须始终与地面相连。

现场电气布线指导准则

信号发送的距离限制

安装不正确的电线会发出无线电干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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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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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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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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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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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E

电缆和电线的指导准则及规格

要准备进行设备或组件安装，请确保具有所有必需的电缆和电线。

■ 网络电缆规格和指导准则 (第187页)

■ 路由引擎接口电缆和电线规格 (第190页)

网络电缆规格和指导准则

服务网关支持的各个 IOC 接受不同种类的网络电缆，包括多模光纤电缆和单模光
纤电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部分:

■ 多模和单模光纤电缆中的信号丢失 (第187页)

■ 光纤电缆中的衰减和散射 (第187页)

■ 计算光纤电缆的功率预算 (第188页)

■ 计算光纤电缆的功率裕度 (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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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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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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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介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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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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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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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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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操作时所需的最小
功率。此外，总色散必须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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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功率预算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88页上的“计算光纤电缆的功率预算”。

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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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计算功率预算的最坏情况估算 (P

B
)，

请使用最小发送器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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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光纤电缆的功率裕度

计算完链路的功率预算 [使用第188页上的“计算光纤电缆的功率预算”中所述的等
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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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页上的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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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和其它因素引起的实际信号损耗量的信息，请参阅供应商文档。

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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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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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引起链路损耗的因素的估算值 (续)

估算的链路损耗值链路损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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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页上的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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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页上的

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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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共 4 dB) 与 7 个连接器损耗 (每个连接器为 0.5 dB，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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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由引擎接口电缆和电线规格

第190页上的表38 列出了关于连接到管理端口的电缆以及连接到报警继电器触头的
电线的规格。

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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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凸形6 英尺 (1.83 m)一条，6 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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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J-45 自动感应328 英尺
(100 m)

一条，15 英尺
(4.57-m) 长，带
有 RJ-45/RJ-45
连接器

类别 5 电缆或
同等电缆，适用
于 100Base-T
操作

路由引擎以太网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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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F

不使用机械升降机安装服务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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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需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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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磅 (60.4 kg)。

在将服务网关安装到机架之前，请先阅读第143页上的“机箱升举准则”中的安全信
息。按照第39页上的“拆开服务网关包装”中的说明将服务网关从装运箱中取出。
按照第43页上的“安装装配硬件”中的说明安装装配硬件。

本附录介绍了以下服务网关安装主题:

■ 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第191页)

■ 从机箱卸下组件 (第191页)

■ 在机架中手动安装机箱 (第199页)

■ 在机箱中重新安装组件 (第201页)

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要安装服务网关，您需要以下工具和部件:

■ 十字 (+) 螺丝起子，1 号和 2 号

■ 3/8 英寸 螺母起子

■ ESD 接地腕带

从机箱卸下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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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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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步骤介绍了如何从机箱卸下组件 (先从后面卸下，再从前面卸下):

■ 卸下电源 (第192页)

■ 卸下 SCB (第193页)

■ 卸下风扇托盘 (第194页)

■ 卸下电缆管理系统 (第196页)

■ 卸下 IOC 和 SPC (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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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下电源

电源竖直位于机箱后部。每个 AC 电源重约 5.0 磅 (2.3 kg)，每个 DC 电源重约
3.8 磅 (1.7 kg)。

先卸下最左边的电源，然后向右依次卸下各电源。要卸下 AC 或 DC 电源，对于每
个电源都要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请参见第193页上的图72):

1.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2. 对于 AC 供电的服务网关，将电源插槽上的 AC 开关切换到关闭位置 (O)。对
于 DC 供电的服务网关，将电源上的断路器切换到 OFF 位置。

即使电源未与外部电源连接，也建议这样做。

3. 用一只手抓住电源面板的手柄，用另一只手将释放杆中的弹簧锁销拉离机箱，
并逆时针转动释放杆，直到其停止。

4. 松开释放杆中的锁销。确保锁销固定到机箱中的相应孔中。

5. 将电源从机箱径直拔出。

警告: 切勿触碰电源顶部的电源连接器 (请参见第125页上的图60)。其中可以带有
危险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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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在安装服务网关之前卸下电源

卸下 SCB

服务网关最多可有三个 SCB。它们位于机箱背面右侧标记为 0、1 和 2/6 的插槽
中。每个 SCB 重约 9.6 磅 (4.4 kg)。

小心: 在卸下或更换任何组件前，请确保正确地操作弹出手柄，并且这些弹出手柄
都正确置于所有服务网关组件上。

要卸下 SCB (请参见第194页上的图73):

1. 将抗静电袋或抗静电垫置于平坦且稳定的表面上。

2.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3. 松开 SCB 面板两侧的弹出手柄上的外加螺丝。

4. 同时逆时针旋转弹出手柄以使 SCB 离位。

5. 抓住弹出手柄，将 SCB 从机箱滑出约一半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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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一只手放在 SCB 的下面支撑它，然后将其完全滑出机箱。将其放置在抗静电
垫上。

小心: 卸下硬件组件后不要将它们堆叠放置。将每个组件都放置在位于平坦且稳定
的表面上的抗静电垫上。

7. 对第二个 SCB 和第三个 SCB 重复该步骤。

图73: 卸下 SCB

卸下风扇托盘

在机箱的正面，上风扇托盘位于插件架上方，下风扇托盘位于插件架下方。每个风
扇托盘重约 13 磅 (5.9 kg)。

要拆卸上风扇托盘或下风扇托盘 (请参见第195页上的图74 和第196页上的图75，其
中通过图解说明了上下两个风扇托盘):

1.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2. 如果拆卸前面的下风扇托盘，请同时拉动电缆管理系统上标记 PULL 的两个脱
扣。将其向上再向外抬起，使其锁定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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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松开风扇托盘面板每侧的外加螺丝。

4. 抓住风扇托盘的两侧，将其拉出大约 1 到 3 英寸。

5. 将一只手放在风扇托盘下面支撑，然后将风扇托盘完全从机箱拉出。

图74: 拆卸上风扇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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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拆卸下风扇托盘

卸下电缆管理系统

电缆管理系统位于插件架的下面。电缆管理系统重约 4.1 磅 (1.9 kg)。

小心: 在卸下或更换任何组件前，请确保正确地操作弹出手柄，并且这些弹出手柄
都正确置于所有服务网关组件上。

要卸下电缆管理系统 (请参见第197页上的图76):

1.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2. 使用 3/8 英寸螺母起子，拧下电缆管理系统各个角的螺母。

3. 抓住电缆管理系统的底部，将它从机箱前面的螺栓上径直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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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卸下电缆管理系统

卸下 IOC 和 SPC

该服务网关最多容纳十二个 IOC 和 SPC，它们水平安装在设备的正面。每个 IOC
或 SPC 最多重达 13.1 磅 (5.9 kg)，请准备好承受其全重。

要卸下 IOC 或 SPC (请参见第199页上的图77):

1. 准备好抗静电垫以放置板卡。同时还为要卸下的板卡上每个使用光纤接口的端
口准备橡胶安全帽。

2.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3. 对连接到 IOC 上每个端口的电缆作出标记，以便随后可以将这些电缆重新连接
到正确的端口。

4. 如果板卡使用光纤电缆，请立即用橡胶安全帽盖上每个收发器和每条光纤电缆
的末端。在电缆管理系统中整理断开的电缆，以防止电缆受到压力。

警告: 不要直视光纤收发器或光纤电缆的端部。光纤收发器和连接到收发器的光纤
电缆所发射的激光光线可能会损伤您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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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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避免以超出光纤电缆最小弯曲半径的角度来折弯电缆。弧的直径小于几英
寸时会损坏电缆，并造成难以诊断的问题。

5. 同时逆时针旋转两个弹出手柄，使 IOC 离位。

6. 抓住手柄，然后将板卡从插件架径直滑出一半的长度。

7. 将一只手放在板卡正面周围，另一只手放在板卡下面作支撑。将 IOC 完全滑出
机箱，然后将其放在抗静电垫上或放入抗静电袋中。

小心: 板卡的重量集中在后端。在将板卡滑出机箱时，请做好承受高达
13.1 磅 (5.9 kg) 全重的准备。

当板卡脱离机箱后，请不要借助弹出手柄、总线或边缘连接器端着它。它们无法承
受其重量。

拆下板卡后，不要将它们堆叠放置。将每个板卡分别放在抗静电袋中或其自己的抗
静电垫上，并置于平坦而稳定的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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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卸下 IOC 或 SPC

在机架中手动安装机箱

要在机架中安装服务网关 (请参见第201页上的图78):

小心: 如果要在一个机架中安装两个或三个服务网关，请先安装最下面的服务网关。
在机架或机柜较上面的位置安装服务网关需要使用升降机。

小心: 在将服务网关前置安装到机架之前，让具有资格认证的技术人员检验机架的
坚固程度是否足以承受服务网关的重量，以及安装场地是否足以承受机架的重量。

小心: 抬起机箱并将其安装到机架中需要三个人。空机箱重约 150 磅 (60.4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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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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场地
的服务网关安装准备工作”。

2. 将服务网关放置在机架或机柜的前面，使其位于装配搁架前面的中心处。如果
准备了托板车，使用托板车会更方便一些。

3. 机箱两侧各站一个人，前面站一个人，托住机箱底部，然后小心地将其抬到大
装配搁架和小装配搁架 (如果已安装) 上。

警告: 为防止受伤，请将后背挺直，用腿而不是后背的力量来抬机箱。抬机箱时要
避免身体扭伤。均匀地分担重量，并要确保站稳脚步。

4. 将服务网关滑动到装配搁架上，直到安装托架或前置安装法兰接触到机架导轨。
搁架会确保机箱的安装托架和前置安装法兰中的孔与机架导轨中的孔对齐。

5. 要在开式机架中安装服务网关，请将装配螺丝安装到每个与机架对齐的开放式
装配孔中 (从底部开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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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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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 将服务网关安装到机架中

注意: 此图描述了正在将服务网关安装到一个开式机架的过程。有关四柱式机架或
机柜所需的装配硬件的例图，请参见第44页上的图24。

在机箱中重新安装组件

服务网关安装到机架中后，在启动和配置服务网关前，要重新安装已卸下的组件。
以下步骤介绍了如何在机箱中重新安装组件 (先在后面安装，再在前面安装):

■ 重新安装 SCB (第202页)

■ 重新安装电源 (第203页)

■ 重新安装 IOC 和 SPC (第204页)

■ 重新安装风扇托盘 (第205页)

■ 重新安装电缆管理系统 (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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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装 SCB

要安装 SCB (请参见第202页上的图79):

1.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2. 请小心地将 SCB 的侧面对准机箱内部的导轨。

3. 将 SCB 滑入机箱，小心地确保将其正确对齐。

4. 抓住两个弹出手柄，然后同时顺时针旋转它们，直到 SCB 完全就位。

5. 将弹出手柄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垂直并朝向板的中心。

图79: 安装 S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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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装电源

先重新安装最右边的电源，然后向左依次安装各电源。要重新安装 AC 或 DC 电
源，对于每个电源都要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请参见第204页上的图80，该图说明了
DC 电源的安装):

1.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2. 对于 AC 供电的服务网关，将电源插槽上的 AC 开关切换到关闭位置 (O)。对
于 DC 供电的服务网关，将电源上的断路器切换到 OFF 位置。

即使电源未与外部电源连接，也建议这样做。

3. 确保空电源插槽下方的释放杆锁定在逆时针位置 (请参见第204页上的图80)。

如有必要，将释放杆中的弹簧锁销拉离机箱，并逆时针转动释放杆，直到其停
止。松开释放杆中的锁销。确保锁销固定到机箱中的相应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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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释放杆控制的金属外壳上的小垂片必须位于电源底部的相应插槽中。此垂片
用于在卸下电源之前切断机箱插槽中的电源。

5. 用一只手用力推电源面板的手柄，用另一只手将释放杆中的弹簧锁销拉离机箱，
并顺时针转动释放杆，直到其停止。

6. 松开释放杆中的锁销。确保锁销固定到机箱中的相应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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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0: 重新安装电源

重新安装 IOC 和 SPC

要重新安装 IOC 和 SPC (请参见第205页上的图81):

1.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2. 将每个要安装的板卡从抗静电袋中取出，然后确定插件架上要将它接到的插槽。

3. 确认每个光纤端口都用橡胶安全帽罩住了收发器。如果没有，则用安全帽罩住
收发器。

4. 在插件架上找到计划安装板卡的插槽。

5. 确保板卡正面朝上，使板卡面板上的文字朝上。

6. 将板卡抬起放入指定位置，然后仔细地将板卡与插件架内的导轨对齐，先对齐
底部，再对齐其顶部。

7. 将板卡一直滑入插件架，直到感到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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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抓住两个弹出手柄，然后同时顺时针旋转它们，直到板卡完全就位。

9. 将相应的电缆插入每个板卡上的电缆连接器端口。固定好每条电缆，使其不会
承受其自身的重量。使用电缆管理系统，将多余的电缆整齐地盘绕成圈收好。
将固定器放在线圈上以帮助保持其形状。

小心: 不要让光纤电缆在没有固定的情况下随意垂挂在连接器上。请勿让紧固好的
电缆线圈悬荡，因为这会在紧固点处对电缆产生压力。

小心: 请避免以超出光纤电缆最小弯曲半径的角度来折弯电缆。弧的直径小于几英
寸时会损坏电缆，并造成难以诊断的问题。

图81: 安装 IOC

重新安装风扇托盘

小心: 在卸下或更换上风扇托盘之前，请确保所有 SCB 的弹出手柄垂直放置，并朝
SCB 的中心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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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安装风扇托盘 (请参见第206页上的图82 和第207页上的图83):

1.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2. 抓住风扇托盘的每一侧，然后将其径直插入机箱。请注意，请按照风扇托盘顶
面上的“此面向上”标签确定正确方向。

3. 拧紧风扇托盘面板每侧的外加螺丝，以将其固定在机箱中。

4. 如果需要，将电缆管理系统降低回原位。

图82: 安装上风扇托盘

206 ■ 在机箱中重新安装组件

SRX 5800 服务网关硬件指南



图83: 安装下风扇托盘

重新安装电缆管理系统

小心: 在卸下或更换上风扇托盘之前，请确保所有 SCB 的弹出手柄垂直放置，并朝
SCB 的中心按下。

要重新安装电缆管理系统，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将电缆管理系统放置在机箱正面下方的螺栓上。

2. 将电缆管理系统各角上的螺母插入到机箱的螺栓上。

3. 使用 3/8 英寸的螺母起子牢牢拧紧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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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G

联系客户支持及退回硬件

本附录介绍了如何将服务网关或单个组件退回 Juniper Networks 进行维修或更换:

■ 查找组件序列号 (第209页)

■ 联系客户支持 (第214页)

■ 退货流程 (第214页)

■ 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第215页)

■ 包装服务网关以进行货运 (第216页)

■ 包装组件以进行货运 (第217页)

查找组件序列号

在联系 Juniper Networ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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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N10B7ACDAGA SRX 5800

Midplane REV 03 710-013698 TR0813 SRX 5800 Backplane

FPM Board REV 03 710-014974 KC3418 Front Panel Display

PDM Rev 03 740-013110 QCS1122501L Power Distribution Modu

le

PEM 1 Rev 03 740-013682 QCS1130409T PS 1.7kW; 200-240VAC in

PEM 2 Rev 03 740-013682 QCS1130409M PS 1.7kW; 200-240VAC in

Routing Engine 0 REV 06 740-015113 1000697051 RE-S-1300

CB 0 REV 07 710-013385 KC0433 SRX5k SCB

CB 1 REV 07 710-013385 KC0259 SRX5k SCB

FPC 6 REV 03 750-020235 JS4722 SRX5k DPC 40x 1GE

CPU REV 06 710-013713 JZ4019 DPC PMB

PIC 0 BUILTIN BUILTIN 10x 1GE RichQ

Xcvr 0 REV 01 740-011782 PAQ2K01 SFP-SX

Xcvr 1 REV 01 740-014132 61531018 SFP-T

Xcvr 2 REV 01 740-013111 7303709 SFP-T

Xcvr 4 REV 01 740-011782 PAQ2JZP SFP-SX

Xcvr 5 REV 01 740-013111 8043356 SFP-T

Xcvr 6 REV 01 740-013111 8043257 SFP-T

Xcvr 7 REV 01 740-013111 8043300 SFP-T

Xcvr 8 REV 01 740-013111 8043215 SFP-T

Xcvr 9 REV 01 740-013111 8043184 SF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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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 1 BUILTIN BUILTIN 10x 1GE RichQ

Xcvr 0 0 NON-JNPR AM0619193B SFP-SX

Xcvr 9 0 NON-JNPR AJ054100PH SFP-SX

PIC 2 BUILTIN BUILTIN 10x 1GE RichQ

Xcvr 1 REV 01 740-014132 61522010 SFP-T

Xcvr 2 REV 01 740-013111 7303481 SFP-T

Xcvr 4 REV 01 740-011782 PAQ2K0H SFP-SX

Xcvr 5 REV 01 740-013111 8043179 SFP-T

Xcvr 6 REV 01 740-013111 7522572 SFP-T

Xcvr 7 REV 01 740-013111 8043157 SFP-T

Xcvr 8 REV 01 740-013111 7522678 SFP-T

Xcvr 9 REV 01 740-013111 7522683 SFP-T

PIC 3 BUILTIN BUILTIN 10x 1GE RichQ

Xcvr 0 0 NON-JNPR AJ06080TKC SFP-SX

Xcvr 9 0 NON-JNPR AJ06020HSJ SFP-SX

FPC 7 BB_P2_28 710-013699 JS4812 SRX5k SPC

CPU REV 06 710-013713 KA7426 DPC PMB

PIC 0 BUILTIN BUILTIN SPU Cp

PIC 1 BUILTIN BUILTIN SPU Flow

Fan Tray 0 REV 04 740-014971 TP1433 Fan Tray

Fan Tray 1 REV 04 740-014971 TP1636 Fan Tray

多数组件上还贴有一个小的矩形序列号 ID 标签 (请参见第210页上的图84)。

图84: 序列号 ID 标签

以下各节将介绍每种类型组件上的标签位置:

■ SRX 5800 机箱序列号标签 (第210页)

■ SCB 序列号标签 (第211页)

■ 制作接口序列号标签 (第212页)

■ IOC 和 SPC 序列号标签 (第212页)

■ 电源序列号标签 (第212页)

■ 路由引擎序列号标签 (第213页)

SRX 5800 机箱序列号标签

机箱序列号位于机箱侧面 (请参见第211页上的图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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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SRX 5800 机箱序列号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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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B 序列号标签

序列号位于 SCB 顶部右侧 (请参见第211页上的图86)。

图86: SCB 序列号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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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接口序列号标签

序列号位于制作接口面板的背面 (请参见第212页上的图87)。

图87: 制作接口序列号标签

IOC 和 SPC 序列号标签

序列号标签位于板卡面板右侧中央 (请参见第212页上的图88)。

图88: IOC 和 SPC 序列号标签

电源序列号标签

序列号标签位于 AC 电源面板“打开/关闭”开关的下方 (请参见第213页上的图89)。

序列号标签位于 DC 电源面板断路器开关的下方 (请参见第213页上的图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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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9: AC 电源序列号标签

图90: DC 电源序列号标签

路由引擎序列号标签

序列号标签位于路由引擎顶部右侧 (请参见第214页上的图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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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路由引擎序列号标签

联系客户支持

在找到需要退返的组件的序列号之后，请通过下列方式之一联系 Juniper Networks
技术援助中心 (JTAC)。JTAC 提供全天候服务，全年无休，您可以随时与之联系:

■ 在互联网上，访问 Case Manager 链接:

http://www.juniper.net/support/

■ 拨打电话:

美国和加拿大境内:1-888-314-JTAC

其它所有地区: 1-408-745-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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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键，
或者按 * 键转到下一个有空的支持工程师。

可能需要提供给 JT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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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一个或多个 show 命令得到的配置数据

退货流程

如果 JTAC 技术人员不能解决问题，将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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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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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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产品问题或技术支持问题，请使用 http://www.juniper.net/support/ 中的 Case
Manager 链接联系 Juniper Networks 技术援助中心 (JTAC)，还可拨打电话
1-888-314-JTAC (美国国内) 或 1-408-745-9500 (美国以外)。

当您需要退回组件时:

1. 确定组件的部件号和序列号。相关说明，请参阅第209页上的“查找组件序列
号”。

2. 从 Juniper Networks 技术援助中心 (JTAC) 获取退还材料授权 (RMA) 编号。
您可以按前文所述的方式发送电子邮件或拨打电话。

3. 在电子邮件消息中或在打电话的过程中，请提供下列信息:

■ 组件的部件号和序列号

■ 您的姓名、公司名称、电话号码和传真号码

■ 故障描述

4. 支持代表将确认您的请求，并发出用于退回组件的 RMA 编号。

5. 包装服务网关或组件以进行货运，如第216页上的“包装服务网关以进行货运”
或第217页上的“包装组件以进行货运”中所述。

所需的工具和部件

要从服务网关卸下组件，或从机架中卸下服务网关，需要使用下列工具和部件:

■ 2.5 mm 平头 (–) 螺丝起子，用于卸下报警信号继电器接线盒

■ 3/8 英寸螺母起子

■ 用于盖住空插槽的空面板

■ 抗静电袋或抗静电垫，用于每个组件

■ 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

■ 平头 (–) 螺丝起子

■ 机械升降机 (如果已准备)

■ 十字 (+) 螺丝起子，1 号和 2 号

■ 橡胶安全帽，用于光纤 IOC

■ 钢丝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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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服务网关以进行货运

要包装服务网关以进行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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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iper Networks 代理以咨询可使用哪些已核准的包装材料。

2. 将静电放电 (ESD) 接地腕带绑到露出的手腕上，然后将此腕带连接到机箱上某
个 ESD 点。有关 ESD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41页上的“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3. 在控制台或其它连接到主路由引擎的管理设备上，进入 CLI 操作模式并发出以
下命令关闭服务网关软件。(如果安装了两个路由引擎，则在备用路由引擎上也
要发出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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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JUNOS System Basics and Services Command
Reference。

4. 将所有电源的电源开关按到关闭 (O) 位置，以关闭服务网关的电源。在 AC 和
DC 电源上，该开关均位于电源面板上。

5. 断开服务网关与电源的连接。相关说明，请参阅第131页上的“更换 AC 电源
线”或第132页上的“更换 DC 电源电缆”。

6. 卸下连接到所有外部设备的电缆。相关说明，请参阅第109页上的“更换到路由
引擎接口端口的连接”。

7. 从服务网关卸下所有现场置换单元 (FRU)。

8. 从机架中卸下服务网关:

■ 如果要使用机械升降机，则将升降机平台放置在服务网关下方，松开并卸
下机架上的装配螺丝，然后将服务网关移动到装运箱中。

■ 如果不使用机械升降机，并且服务网关重量完全由搁架或其它服务网关支
撑，则松开并卸下机架上的装配螺丝。然后由三个人抬起服务网关并将其
搬移到装运箱中。

■ 如果不使用机械升降机，并且服务网关重量不是完全由搁架或其它服务网
关支撑，则应由三个人抓住服务网关，同时第四个人松开并卸下机架上的
装配螺丝。然后这三个人可将服务网关抬起并搬移到装运箱中。

9. 将服务网关放置在装运箱中或托板上。如果放在托板上，则用螺栓将服务网关
固定在托板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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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将配件盒重新放回包装泡沫顶上。

12. 用带子将箱子牢牢绑严，或在服务网关上面盖上装运箱盖。

13. 在箱子的外部写上 RMA 编号以确保正确的跟踪。

216 ■ 包装服务网关以进行货运

SRX 5800 服务网关硬件指南



包装组件以进行货运

要对各个组件进行包装和货运，请遵守以下准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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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各个控制板放置到抗静电袋中。

■ 在箱子的外部写上 RMA 编号以确保正确的跟踪。

小心: 不要将任何服务网关组件堆叠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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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H

电缆连接器插脚引线

■ 用于路由引擎 ETHERNET 端口的 RJ-45 连接器插脚引线 (第219页)

■ 用于路由引擎 AUX 和 CONSOLE 端口的 DB-9 连接器插脚引线 (第219页)

用于路由引擎 ETHERNET 端口的 RJ-45 连接器插脚引线

路由引擎上标记为 ETHERNET 的端口是一个自动感应式的 10/100-Mbps 以太网
RJ-45 插口，可接受以太网电缆，以将路由引擎连接到管理 LAN (或其它支持带外
管理的设备)。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9页上的“路由引擎接口端口和状态指示
器”。第219页上的表39 介绍了 RJ-45 连接器插脚引线。

表39: RJ-45 连接器插脚引线

信号引脚

TX+1

TX –2

RX+3

终端网络4

终端网络5

RX–6

终端网络7

终端网络8

用于路由引擎 AUX 和 CONSOLE 端口的 DB-9 连接器插脚引线

路由引擎上标记为 AUX 和 CONSOLE 的端口是接受 RS-232 (EIA-232) 电缆的 DB-9
插口。AUX 端口将路由引擎连接至笔记本电脑、调制解调器或其它辅助设备，CONSOLE
端口将其连接至管理控制台。这些端口被配置为数据终端设备 (DTE)。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第19页上的“路由引擎接口端口和状态指示器”。第220页上的表40 介
绍了 DB-9 连接器插脚引线。

用于路由引擎 ETHERNET 端口的 RJ-45 连接器插脚引线 ■ 219



表40: DB-9 连接器插脚引线

说明Direction信号引脚

载波检测<–DCD1

接收数据<–RxD2

传输数据–>TxD3

数据终端就绪–>DTR4

信号接地—Ground5

数据设备就绪<–DSR6

请求发送–>RTS7

清除发送<–CTS8

振铃指示器<–RING9

220 ■ 用于路由引擎 AUX 和 CONSOLE 端口的 DB-9 连接器插脚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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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符号
#，配置语句中的注释.........................xxiii
( )，在语法说明中............................xxii
< >，在语法说明中............................xxii
[ ]，在配置语句中...........................xxiii
{ }，在配置语句中...........................xxiii
| (竖线)，在语法说明中.......................xxii

A
AC 插头类型...................................178
AC 电源

电气规格...................................24
线 请参阅 AC 电源线
说明.......................................24

AC 电源线
更换......................................131
规格......................................178

ATM 分析器，使用...............................78
AUX 端口 请参阅 路由引擎上的辅助端口

C
CB

脱机......................................102
CLI

作为故障排除工具...........................83
命令

显示 IOC 状态......................76, 78
显示序列号............................209
显示机箱报警消息.......................85

CONSOLE 端口 请参阅 路由引擎上的控制台端口

D
DB-9 电缆连接器插脚引线 (辅助端口和控制台端
口).........................................219

DC 电源
接地......................................183
电气规格...................................25
电缆 请参阅 DC 电源电缆
说明.......................................25

DC 电源和接地电缆
接线片....................................183
规格......................................183

DC 电源和接地电缆的接线片.....................183
DC 电源电缆

规格......................................183
DC 电源线

更换......................................132
DC 规格

电气......................................183

E
EIA 机架标准...................................33
EMC (EMI)

抑制......................................185
标准......................................167
符合要求..................................168

EMP...........................................185
ESD

防止对组件造成损害........................141
ETSI 机架标准..................................33

I
I/O 卡 请参阅 IOC
IOC.............................................9

LED........................................22
故障排除...................................86
状态，检查.........................76, 78, 86
组件.......................................11
维护...................................76, 78
连接.......................................53

J
Juniper Networks 技术援助中心 (JTAC)...........85
JUNOS 增强型服务软件

文档....................................xxiii

L
LED

AC 电源....................................25
DC 电源....................................26
IOC........................................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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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B....................................16, 22
主机子系统.................................21
在制作接口上...............................84
在组件上...................................84
安全警告..................................148
报警 (制作接口上的红色和黄色)

说明...................................21
电源.......................................22

N
NEBS 标准.....................................167

P
PEM 请参阅 电源
PIC

SONET/SDH
功率预算计算..........................188

ping 命令......................................83

R
RFI...........................................185
RJ-45 电缆连接器插脚引线......................219

S
SCB

LED....................................16, 22
更换......................................102
组件.......................................16
维护.......................................74
说明.......................................15

SFP
安装......................................121
移除......................................120
说明......................................120

show chassis alarms 命令...................85, 89
show chassis fpc pic-status 命令...............78
show chassis fpc 命令

针对 IOC 状态..............................76
show chassis hardware 命令....................209
show chassis IOC detail 命令...................86
show chassis IOC 命令..........................86
show chassis SPC detail 命令...................88
show chassis SPC 命令..........................88
SPC............................................12

故障排除...................................88
状态，检查.................................88
组件.......................................13

T
telco 机架 请参阅 机架
traceroute 命令................................83

U
U (机架单位)...................................33

X
XFP

安装......................................121
移除......................................120
说明......................................120

中
中平面..........................................8

功能........................................8
说明........................................8

主
主机子系统

LED........................................21
维护.......................................74
脱机......................................102
说明.......................................14

代
代理批准......................................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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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更换说明..............................110
规格..................................190

传
传输距离，光纤电缆............................187

使
使主机子系统脱机..............................102

信
信号发送，距离限制............................185
信号散射......................................187

光
光纤电缆 请参阅 电缆，光纤
光纤电缆中的散射..............................187
光纤电缆中的模态色散..........................187
光纤电缆中的色散..............................187
光纤电缆中的衰减..............................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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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电缆支持的波长范围........................187

关
关闭服务网关的电源.............................61

兼
兼容性，电磁..................................185

冗
冗余............................................4

冷
冷却系统

故障排除...................................85
说明.......................................27

制
制作接口

IOC 和 SPC LED.............................22
LED

报警 (红色和黄色)......................21
SCB LED....................................22
主机子系统 LED.............................21
例行检查...................................71
在线按钮...................................23
报警关闭/灯测试按钮........................21
报警继电器触头.............................23
更换.......................................93
电源 LED...................................22
说明.......................................20

功
功率

裕度计算..................................188
预算计算..................................188

单
单模光纤电缆 请参阅 电缆，光纤

卡
卡

更换.................................110, 115

可
可热插拔组件，说明.............................91

合
合规性

EMC 要求..................................168
通用标准..................................167

启
启动服务网关...............................58, 60
启动，系统

监控...................................58, 60

命
命令

ping.......................................83
show chassis alarms........................85
show chassis fpc

针对 IOC 状态..........................76
show chassis hardware.....................209
show chassis IOC pic-status................78
traceroute.................................83

在
在线按钮

制作接口...................................23

地
地震

场地准备工作...............................34
经过测试的抗震能力........................173

场
场地

例行检查...................................71
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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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ii

字
字体约定.....................................xxii

安
安全信息......................................137

另请参阅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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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标准......................................167
安装

AC 电源，连接..............................56
DC 电源，连接..............................58
IOC，连接..................................53
准备安装...................................39
拆开服务网关包装...........................39
收到的部件，核对...........................41
服务网关..............................47, 191

安装场地准备工作的核对清单.....................31
安装说明

DC 电源和接地电缆
需要的工具.........................51, 55

报警继电器连接线
在初始安装期间.........................53
需要的工具.............................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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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用于维护或更换........................110
需要的工具.............................51

电缆，以太网端口 (用于路由引擎管理)
在初始安装期间.........................52
用于维护或更换........................110
需要的工具.............................51

客
客户支持......................................xxv

联系 JTAC.................................xxv

布
布线，电气 请参阅 电气

干
干扰

无线电频率................................185
电磁......................................185

序
序列号

在 show chassis hardware 命令的输出中.....209

开
开关控制板 请参阅 SCB
开式机架 请参阅 机架

手
手册

列表....................................xxiii
评论......................................xxv

批
批准，代理....................................167

技
技术出版物列表..............................xxiii
技术支持

联系 JTAC.................................xxv

抗
抗扰度标准....................................167
抗震能力......................................173
抗静电垫，使用................................141

报
报警

关闭/灯测试按钮............................21
制作接口上的 LED (红色和黄色)..............21
消息，列表.................................85
温度，显示.................................85
继电器触头.................................23

电线规格..............................190

拆
拆开服务网关包装...............................39

括
括号

尖角，在语法说明中.......................xxii
方，在配置语句中........................xxiii

括号，在语法说明中...........................xxii

振
振动 (地震)...................................173

接
接口

网络 请参阅 PIC
接地 (电气) 规格

DC 供电的服务网关.........................175
接地电缆

接线片....................................175
接通服务网关的电源.........................58,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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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更换说明..............................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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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190
连接器插脚引线 (DB-9).................219
连接器插脚引线 (RJ-45)................219

提
提醒图标......................................xxi

插
插头类型

AC........................................178
插脚引线

DB-9 电缆连接器端口 (辅助/控制台).........219
RJ-45 以太网电缆连接器端口................219

支
支持，技术 请参阅 技术支持

故
故障排除

CLI 命令...................................83
IOC........................................86
SPC........................................88
冷却系统...................................85
电源系统...................................89
风扇.......................................85

文
文档集

列表....................................xxiii
评论......................................xxv

无
无线电频率干扰，防止..........................185

更
更换

AC 电源线.................................131
DC 电源线.................................132
IOC.......................................110
SCB.......................................102
制作接口...................................93
卡........................................115
电源系统组件..............................122
空气过滤器................................100
路由引擎..................................106
风扇托盘...................................95

服
服务处理卡 请参阅 SPC
服务网关

不使用升降机安装..........................191
拆开包装...................................39
物理规格....................................5
组件概述....................................5
通过升降机进行安装.........................47
部件清单...................................41
配置.......................................63
重量........................................5

服务网关或组件的维修..........................209

机
机架

前置安装法兰孔间距.........................34
周围间隙，所需的...........................35
固定到建筑物...............................34
安装托架孔间距.............................34
标准，EIA 和 ETSI..........................33
要求的大小和强度...........................33

机架安装
前置安装法兰...............................43
托架.......................................43
搁架.......................................43

机柜安装
要求.......................................32

机箱............................................5
ESD 点......................................5
升举准则..................................143
安装在机架中...............................48
尺寸........................................5
报警消息 请参阅 报警，消息
接地点...................................7, 8
重量........................................5

标
标准合规性....................................167

案
案例编号，提供给 JTAC.........................214

概
概述

服务网关....................................3

模
模损耗，高阶..................................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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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法规合规性....................................137

注
注释，在配置语句中..........................xxiii

清
清洁说明

光纤收发器.................................78

温
温度，可接受的范围............................173

湿
湿度 (相对)，可接受的.........................173

激
激光安全准则..................................148

热
热输出........................................173

物
物理规格........................................5

环
环境规格......................................173

现
现场

环境规格..................................173
电气布线规范..............................185

现场置换单元
列出.......................................91

用
用于接地电缆的接线片..........................175

电
电气

安全警告..................................156
现场布线指导准则..........................185

电气规格......................................176

电池
环境合规性................................168
锂........................................168

电涌保护......................................185
电源

AC 电气规格...............................176
LED................................22, 25, 26
电涌......................................185
电缆 请参阅 DC 电源和接地电缆
电缆和线 请参阅 AC 电源线；DC 电源电缆
硬件组件要求.........................177, 181
系统

规格..................................175
维护.......................................82
说明.......................................24

电源系统
AC 电气规格...............................176
故障排除...................................89

电源系统组件
更换......................................122

电磁
兼容性 请参阅 EMC
脉冲......................................185

电缆
IOC

维护...................................78
以太网端口 (用于路由引擎管理)

在初始安装期间进行连接.................52
更换..................................110

光纤
传输距离，最大........................187
多模和单模............................187
收发器清洁说明.........................78
散射..................................187
波长范围..............................187
衰减..................................187

接地 请参阅 DC 电源和接地电缆
电源 请参阅 AC 电源线
盖

安装...................................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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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更换..................................110

电缆管理系统
光纤电缆，用于.............................78
卸下......................................196
安装......................................207
说明.......................................20

相
相对湿度，可接受的............................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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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
硬件组件

电源要求.............................177, 181
返修或更换................................209

移
移除说明

SFP.......................................120
XFP.......................................120
电缆

以太网端口 (用于路由引擎管理).........110
辅助端口或控制台端口 (用于路由引擎管
理).................................110

空
空气流通

机箱周围的所需间隙.........................35
空气过滤器

例行检查...................................71
更换......................................100
维护.......................................72

端
端口

路由引擎上的以太网 请参阅 路由引擎上的以太
网端口

路由引擎上的控制台 请参阅 路由引擎上的控制
台端口

路由引擎上的辅助 请参阅 路由引擎上的辅助端
口

管
管理

端口 请参阅 路由引擎上的以太网端口

约
约定

提醒图标..................................xxi
文字和语法...............................xxii

组
组件

IOC.........................................9
SCB........................................15
SPC........................................12
中平面......................................8
主机子系统.................................14
冗余........................................4
冷却系统...................................27
制作接口...................................20

机箱........................................5
概述........................................5
现场置换...................................91
电源.......................................24
电缆管理系统...............................20
路由引擎...................................17

维
维护

IOC....................................76, 78
主机子系统.................................74
电源.......................................82
空气过滤器.................................72
风扇托盘...................................72

维护准则
IOC....................................76, 78
IOC 电缆...................................78
概述.......................................71
警告......................................151

网
网络电缆 请参阅 电缆，光纤；电缆，PIC

装
装运箱

拆开包装...................................39
重新包装..................................216
重量.......................................39

规
规格

AC 电源线.................................178
机架

前置安装法兰孔间距.....................34
大小和强度.............................33
安装托架孔间距.........................34
连接到建筑物构件.......................34

机架周围的间隙.............................35
热输出....................................173
环境......................................173
电气......................................178
电源

由硬件组件产生...................177, 181
系统..................................175

电源系统.............................177, 181
电缆......................................187

电源和接地............................183
路由引擎管理端口......................190
另请参阅 电缆，PIC

连接外部报警记录设备的电线................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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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
电气

电缆和布线............................185
防火安全..................................142

警
警告

安装......................................143
定义的级别................................137
激光和 LED................................148
电气......................................156
维护和操作................................151
通用......................................139

语
语法约定.....................................xxii

说
说明

包装
设备以供货运..........................216

清洁 请参阅 清洁说明
维护 请参阅 维护准则

IOC....................................78
计算

电源要求..............................181

路
路由引擎

USB 端口...................................17
启动顺序...................................19
更换......................................106
状态指示器灯...............................19
用于电缆连接的插脚引线....................219
端口.......................................19
管理端口

电缆和电线规格........................190
组件.......................................17
维护.......................................74
脱机......................................102
说明.......................................17

路由引擎上的以太网端口
说明.......................................19

路由引擎上的控制台端口
说明.......................................19

路由引擎上的辅助端口
说明.......................................19

路由引擎的状态指示器灯.........................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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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更换说明..............................110
规格..................................190
连接器插脚引线 (DB-9).................219

配
配件盒

移除.......................................39
部件清单...................................41

配置
服务网关...................................63

链
链路损耗，计算................................188

锂
锂电池合规性..................................168

间
间隙，机架周围.................................35

防
防火安全规范..................................142

需
需要的工具

更换.......................................92
机箱

返修或更换............................215
硬件组件

返修或更换............................215
维护.......................................71

静
静电

袋，用于存储组件..........................141

风
风扇托盘

故障排除...................................85
更换.......................................95
维护.......................................72
说明.......................................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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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高度，可接受的范围............................173
高阶模损耗 (HOL)..............................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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