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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安全性产品的安全概述

• 安全建议和警告 (第3页)

• 场地和安装总体要求 (第7页)

• 电源注意事项和电气安全准则及警告 (第11页)

• 处理设备 (第15页)

• 机构批准与合规性声明 (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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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安全建议和警告

本指南包含有关如何避免可能造成人员伤害或设备损坏的情况的一般安全建议和警告。 有关安装

或使用特定 Juniper Networks 设备的准则，请参阅设备的硬件指南。

注意: 如需本指南的翻译版本，请访问 Juniper Networks 技术文档网站：

www.juniper.net/techpubs。

本章包括以下主题：

• 安全警告级别的定义 (第3页)

• 安全建议和警告 (第4页)

• 安全警告 (第4页)

安全警告级别的定义

本指南使用以下四种安全警告级别：

注意: 在特定情况下，您可能发觉此信息非常有用；在其它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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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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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熟悉标准做法以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警告: 此符号代表此设备会发出不可见的激光辐射，可能导致眼睛受到永久性的伤害。

3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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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建议和警告

在使用任何设备之前，请注意由电路引发的危险，并熟悉标准做法以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安装

或操作 Juniper Networks 设备时请遵守这些重要准则：

• 在移除机箱或更换保险丝之前，请务必断开所有电源连接。

• 在某区域开展工作之前，请先找到紧急断电开关的位置。

• 保持良好的空气流通。 拆除或安装元件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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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还组件时，请将其放置在防静电袋中，然后再进行包装。

如果将设备安装在机架中，则必须将机架固定在建筑结构上。 如果只在机架中安装这一台设

备，则应将它安装在机架最下方。

• 仔细查找工作区是否存在可能发生的危险，例如地面潮湿、电源延长线未接地、未进行安全接

地等。

• 请勿执行任何可能对人员造成潜在危险或使设备变得不安全的操作。

• 如果存在潜在的危险情况，请勿单独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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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勿穿着宽松的服装或佩戴珠宝饰物（如耳环、项链或手链），以防这些物品掉入机箱内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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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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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能用类型和额定值均相同的保险丝更换原保险丝。

• 请勿打开或拆卸机箱盖或钣金零件，除非本设备的硬件指南中提供了此类操作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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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勿将液体溅到机箱上。 此类操作可能导致电击或损坏机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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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始终确保所有的模块、电源和空面板都完全插入，而且安装螺钉也完全拧紧。

安全警告

为了保护您及周围人的安全，请确保遵守以下安全警告：

安装

警告: 在将设备连接到电源之前请先阅读电缆连接说明。 请参阅设备的硬件指南。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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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开电源

警告: 对带开关的设备开展工作之前，请将电路切换到 OFF 位置，并断开电源线与所

有电源的连接。

对于 DC 电源，先找到面板上用于该 DC 电路的断路器，再将断路器切换到 OFF 位

置，然后将 DC 断路器的开关手柄捆牢以确保它位于 OFF 位置。

断开设备与电源的连接

警告: 某些设备具有多个电源连接。 要切断设备的电源，必须完全移除所有连接。

用户可维护零件

警告: 某些设备的机箱是防篡改的。 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打开防篡改设备的机箱。 如

果打开，本公司将不负责保修。

其他的设备具有用户可维护零件，如保险丝、内存模块、处理器模块和应用程序模块，

则其需要打开机箱。 必要时可以更换这些元件。 如果没有卡片占用 CFM/FRU 插槽，

必须安装空白面板以保护空插槽，并可让冷却空气在设备中正确循环。 请确保将这些

元件返回制造商进行维护或更换。 有关用户可维护零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设备的硬

件指南。

电源断路器 — 最大电压

警告: 本设备依靠建筑物的安全装置来防止短路、过流和接地故障。 请确保建筑物的

安全装置完全符合设备的额定条件。 根据设备所使用的电源类型（AC 或 DC），相导

线（或所有载流导线）应使用能够承受为设备指定的最大电压的保险丝或断路器。 请

参阅设备的硬件指南。

SELV 电路

Juniper Networks 设备支持以太网 10BaseT、100BaseT、1000BaseT、串行、控制台和辅助端口，

其中包含安全特低电压 (SELV) 电路。 要查明哪种电缆和哪个接口配合使用，请参阅设备的硬件

指南。

小心: 请勿将以太网 10BaseT、100BaseT 或 1000BaseT 端口连接到电话线或任何电

信线路（例如，T-1、T-3 或 RJ-48 线路）。

5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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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电活动

警告: 雷电活动期间，请不要使用设备，也不要连接或断开设备。

锂电池注意事项

警告: 如果设备使用锂电池，请勿尝试自行更换电池。 请将设备返回制造商处进行电

池更换。 此外，如果含有锂电池的设备有防篡改的机箱，在任何情况下都请勿尝试开

启机箱。 如果打开，本公司将不负责保修。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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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场地和安装总体要求

小心: 为了安全地安装和操作您的设备，请确保在开始安装硬件之前对场地进行妥善

准备。

以下信息将帮助您确保对场地进行妥善准备：

• 检查场地电源，确保接收到洁净电源（无尖波或噪声）。 如有必要，请安装电源调

节器。

• 选择环境温度保持在 32 – 104°F (0 – 40°C) 的场地。本设备适用于一般办公

环境。 要在较为极端的环境中使用，请检查温度、湿度和电源条件是否符合每个

Juniper Networks 设备的规范。 要了解这些规范，请参见设备的硬件指南。

• 本设备依靠建筑物的安全装置来防止短路、过流和接地故障。 请确保建筑物的安全

装置完全符合设备的额定条件。

• 确保将设备安装在安全的地方，使只有经过授权的人员才能访问本设备。

在设备安装之前及安装期间，请遵守下列主题中所述的准则与警告：

• 现场预防措施 (第8页)

• 取得资格认证人员警告 (第8页)

• 受限访问区域警告 (第8页)

• 安装说明警告 (第8页)

• 机架安装要求和警告 (第8页)

• 防火安全要求 (第9页)

7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现场预防措施

注意: 可根据设备硬件指南中准则，根据用途将设备置于桌面上、或者使用机架安装

在墙壁上。 机箱的位置及设备机架或布线间的布局对系统的正常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设备彼此靠得太近 将引起通风不良，且系统出现故障或关机时也将很难接近

设备的操作区域。

规划场地布局和设备位置时，请遵守下述预防措施以帮助避免设备故障、降低由于环

境因素导致停机的可能性。 如果您的现有设备存在停机或经常出错等问题，这些预防

措施可帮助您分离出导致这类故障发生的原因并避免未来出现问题。

• 确保系统的操作间空气流通良好。 电气设备会产生热量。 如果没有额外的通风系

统，自然空气温度可能不能够将设备充分冷却到可接受的工作温度。

• 选择干燥、清洁、通风良好、可调节空气温度的区域作为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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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设备。

受限访问区域警告

警告: 本设备要求安装在设有访问限制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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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说明警告

警告: 在将设备连接到电源之前请先阅读安装说明。

机架安装要求和警告

以下信息将帮助您规划可接受的设备机架配置。

警告: 为防止在安装或维护机架中的设备时发生身体损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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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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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平稳牢固地支撑装有设备的设备机架，避免出现可能由不均匀的机械负荷引起

的危险状况。

• 如果将设备安装在机架中，则必须将机架固定在建筑结构上。

• 如果只在机架中安装这一台设备，则应将它安装在机架最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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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并将最重的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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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之前请先安装稳定装置。

• 拆除或安装元件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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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还元件时，请在包装元件之前将其置于防静电袋中。

• 如有可能，请将设备安装到开放式机架中。 如果将设备 安装在封闭的机架中，请

确保设备通风良好且机架存在足够的间隙便于空气流通和进行维护。 确保 机架不

过度拥挤，因为每台设备都会产生热量。 封闭机架应配有风扇，侧面应具有放热

孔，从而提供冷却空气。

• 在开放式机架中安装机箱时，请确保机架结构不阻塞进气口和排气口。 如果机箱安

装在滑动装置上，在将机箱滑入机架的整个过程中，请始终注意检查机箱的位置。

• 在通风扇安装在顶部的封闭机架中，靠近机架底部的设备发出的多余热量可能向上

传导并进入上方的设备的进气口。 请为机架底部的设备提供充足的通风条件。

• 导流片可帮助隔开排气与进气，还可帮助将冷空气吸入机箱。 导流片的最佳布置取

决于机架中的空气流动模式，可以通过比较各种布置来找出最佳布置。

防火安全要求

如果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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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进

行安全培训并配置正确的防火设备和灭火器。

另外，还应建立出现火灾时的设备保护规程。 Juniper Networks 设备应安装在适合安装电子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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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火灾、安全和电气法规及条例。

灭火和灭火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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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非腐蚀性阻燃剂，如二氧化碳 (CO
2
) 和 Halotron™，它们是扑灭电气火焰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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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保保修条款有效，请勿使用干粉灭火器对 Juniper Networks 设备或其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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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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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电源注意事项和电气安全准则及警告

本章包括以下主题：

• 电源注意事项 (第11页)

• 对于发生电气事故的情况 (第13页)

电源注意事项

一些设备可以使用 AC 和 DC 电源以及可选的冗余电源。

小心: 配线请勿过载；将设备连接至供电电路时请小心谨慎。

注意: 有关 AC 和 DC 电源规格及布线的信息，以及是否可以使用冗余电源，请参见

硬件指南。

警告: 仅使用硬件指南建议的电源线，以遵守当地法规与建筑法规。

IT 电源声明

注意: Juniper Networks 设备设计为连接到 IT 电源系统。 IT 电源系统是以单点通

过阻抗直接接地的配电系统。 裸露的导电安装部件连接到起保护作用的接地导体。

电源线警告（日语）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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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警告：随附的电源线只适用于本产品。 请勿将此电源线用于其它产品。

警告声明（挪威和瑞典）

警告: Advarsel Apparatet skal kobles til en jordet stikkontakt.

varning! Apparaten skall anslutas till jordat nätuttag.

译文：

本设备必须连接到接地的电源插座。

警告声明（芬兰）

警告: VAROITUS Laite on liitettävä suojamaadoituskoskettimilla varustettuun

pistorasiaan

译文：

警告：本设备必须连接到接地的电源插座。

支持 AC 电源之设备的警告声明

警告: 确保可随时接触到插座，因为它是主要的切断装置。

确保设备连接的 AC 电源配备有过电压保护装置。

支持 DC 电源之设备的警告声明

警告: 请仅将 DC 输入电源连接到符合 UL 60950-1、CSA 60950-1、EN 60950-1 和

IEC 60950-1 标准中安全特低电压 (SELV) 要求的 DC 电源。

在固定布线中安装便于操作的两极断路装置。

安装或拆卸电源之前，请确保 DC 电路未上电。 为预防起见，可以绑牢 DC 断路器的

开关手柄，确保其在 OFF 位置。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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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 DC 接线盒时，请只使用铜质导线。

配线需要绞合时，请使用获批准的接线端子，如闭环或铲式接线片。 这些端子的大小

应适合导线，并应夹紧绝缘层和导体。

确保 DC 输入电源线的裸露部分不从接线盒插头中伸出。 裸露的电线会传导有害电

流。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取下 DC 接线盒上面的外盖，请确保操作完成后重新装上外

盖。

DC 电源布线顺序警告（德语）

警告: Warnung: Die Stromzufuhr is nur mit geeigneten Ringösen an das DC

Netzteil anzuschliessen. Die richtige Anschlusssequenz is: Erdanschluss zu

Erdanschluss, +RTN zu +RTN, und dann -48v zu -48v. Die richtige Sequenz zum

Abtretten der Stromversorgung ist -48v zu -48v, +RTN zu +RTN, und dann

Erdanschluss zu Erdanschluss. Es is zu beachten dass der Erdanschluss immer

zuerst angeschlossen und ais letzes abgetrennt wird.

译文：

警告：仅可使用适当的接线环将电源连接到 DC 电源装置。 连接到电源时，正确的布

线顺序为接地连接到接地连接、+ RTN 到 + RTN，然后是 – 48V 到 – 48V。 断开

电源连接时，正确的布线顺序为 – 48V 到 – 48V、+ RTN 到 + RTN，然后是接地连

接到接地连接。 请注意：应始终最先连接接地连接，最后将其断开。

冗余电源注意事项

如果您的设备包含可选的冗余电源，请将两个电源中的每个电源连接到不同的输入电源。 否则，

当一个电源出现故障时，可能误判为所有电源均出现故障。

警告: 如果需要断开设备进行维护，请将两个电源都断开。 否则，可能会损坏系统元

件，如插拔式 I/O 卡 (IOC)。

对于发生电气事故的情况

如果电气事故导致了人身伤害，请按顺序进行以下操作：

1. 小心处理。 注意可能引起进一步伤害的潜在危险情况。

2. 将电源从设备断开。

3. 如果可能的话，派另一个人去获取医疗救助。 否则，判断伤者情况，然后电话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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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电气安全准则和警告

在电力驱动的设备上开展工作时，请遵守下列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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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工作区域中任何地方存在潜在的危险条件，请勿单独作业。

• 切勿想当然地认为电路与电源已断开连接。 开始工作前请始终记得检查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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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在标记的电气额定值范围内操作本设备，并遵守产品使用说明。

• 为了使本设备和外围设备能够安全且正确地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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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设备硬件指南所指定的当地、国家或国际电气法规来安装设备。

电气法规的合规性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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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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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计为 IT 电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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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处理设备

本章包括以下主题：

• 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第15页)

• 通用激光安全准则 (第16页)

• 激光警告 (第16页)

• 开放式端口孔径中的辐射警告 (第17页)

• 电信线路电线警告 (第17页)

• 防止电磁干扰 (第17页)

• 覆盖空插槽警告 (第17页)

• 摘下珠宝饰物警告 (第18页)

• 工作温度警告 (第18页)

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当错误操作电子卡或元件时可能发生静电放电 (ESD) 损坏，且会导致完全故障或间歇性故障。

许多设备很容易遭受静电损害。 30V 的低电压就可能会损坏某些元件。 即使是搬运塑料或泡沫

包装材料或者在塑料或地毯上移动元件，也会很容易产生潜在的破坏性静电电压。 请遵守下列准

则，将静电危害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 处理电子元件时，始终使用 防 ESD 的腕带或踝带，并检查确保其与皮肤直接接触。

小心: 为安全起见，要定期检查 ESD 腕带的电阻值。 测量值应为 1 到 10 兆欧

姆。

• 当处理从机箱上拆下的任何元件时，请检查 ESD 带的设备端是否连接到机箱上的其中一个 ESD

点。 请参阅设备的硬件指南。

• 避免组件与您的衣服接触。 腕带只能防止元件免受身体产生的 ESD 电压的损坏；衣服产生的

ESD 电压仍会损坏元件。

• 始终仅通过面板和边缘取放电子卡；请避免触碰印刷电路板和连接器引脚。

• 拆卸或安装组件时，必须确保将其正面朝上放置在抗静电台面上、抗静电 卡架中或防静电袋中

（请参见 第16页上的图1）。 返还组件时，请将其放置在防静电袋中，然后再进行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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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将组件放置在防静电袋中

通用激光安全准则

某些 Juniper Networks 设备配有光纤端口，其发出的辐射可能会损伤人的眼睛。 请注意下列事

项：

• 光纤端口（例如，GBIC 和小型 GBIC）被视为 1 类激光或 1 类 LED 端口。

• 使用物理接口卡 (PIC) 时，请遵守下列安全准则以防眼睛受伤害：

• 切勿窥视未端接的端口或观察与未知光源相连接的光纤。

• 切勿使用光学仪器观察未端接的光学端口。

• 应避免直接暴露于光束下。

• 请始终将未使用的未端接光学端口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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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能量聚焦到视网膜上，所以眼睛直视激光源（即使是低功率激光）可能会对眼

睛造成永久性伤害。

激光警告

1 类激光产品警告

警告: 1 类激光产品。

1M 类激光产品警告

警告: 1M 类激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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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切勿凝视激光束或使用光学仪器直接观察。

未连接任何光纤时，端口的孔径中可能会发射出不可见辐射。

开放式端口孔径中的辐射警告

这些产品经测试证实符合 IEC 60825-1、EN 60825-1 与 21CFR1040 之第 1 类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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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信线路电线警告

警告: 为降低发生火灾的危险，请仅使用 No. 26 AWG 或更大的符合 UL 标准的或经

CSA 认证的电信电路电线。

防止电磁干扰

注意: 当导线在电磁场中移动任何显著距离时，都会在电磁场和导线上的信号之间产

生电磁干扰 (EMI)。 请注意以下信息：

• 不良的设备布线会导致无线电频率干扰 (RFI)。

• 强烈的 EMI（特别是闪电或无线电发射器所引起的）会破坏系统中的信号驱动器和

接收器，甚至可能将电源浪涌通过电线导入系统中从而产生电气危险。

为防止和消除强烈的 EMI，请咨询 RFI 专家。

覆盖空插槽警告

请确保所有的卡、面板和盖子都安装到位。 使用空面板和覆盖面板的原因如下：

• 防止暴露于机箱中的危险电压和电流

• 帮助屏蔽可能干扰其它设备的电磁干扰 (EMI)

• 将冷空气流导入机箱

注意: 如果没有卡片占用 CFM/FRU 插槽，必须安装空白面板以保护空插槽，并可让冷

却空气在设备中正确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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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下珠宝饰物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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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体在连接到电源和地面之间时会发热，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烧焦或将金属体与接线

端相熔接。

工作温度警告

小心: 为防止空气流受到阻碍，通风口周围需要留出足够的间隙。 请参阅硬件指南，

了解相关产品的建议间隙。

警告: 在安装或移除元件时，请勿触摸高温表面。 待内部系统元件降温后再触摸元

件。

虽然风扇仍在旋转时也可将风扇架取出，但强烈建议您在风扇停止旋转后再将风扇架

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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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机构批准与合规性声明

本章包括以下主题：

• 机构批准 (第19页)

• 合规性声明 (第20页)

机构批准

Juniper Networks 设备符合下列标准（有关设备的具体信息，请参阅设备的硬件指南）：

• 安全

• CAN/CSA-C22.2 No. 60950-1 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性

• UL 60950-1 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性

• EN 60950-1 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性

• IEC 60950-1 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性（所有国家/地区的差异）：CB Scheme 报告

• 电磁兼容性

• EN 300 386 电信网络设备 - EMC 要求

• EN 55024 信息技术设备抗扰度特征

• EMI

• FCC 47CFR 第 15 部分 美国辐射发射标准

• EN 55022 欧洲辐射发射标准

• VCCI 日本辐射发射标准

• BSMI CNS 13438 和 NCC C6357 台湾辐射发射标准

• AS/NZS CISPR22

• 环境产品设计

• 2002/95/EC (RoHS) 有害物质限制

• 2002/96/EC (WEEE) 便于拆解和回收的设计

• 2006/1907/EC (REACH) 化学品注册、评估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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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G 101-A, JIG 101-B 联合产业指南日本材料成份声明

• IPC 1752

• CAITEC SJ/T 11363-2006 电子信息产品中部分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中国 RoHS）

• 客户特定要求 - 用于中央办公室部署之设备符合以下要求：

• GR-63-Core 网络设备、建筑系统 (NEBS) 物理保护

• GR-1089-Core 网络电信设备的 EMC 和电气安全

合规性声明

加拿大工业部声明

以下内容适用于具有无线接口的设备：

工作情况将受到以下两个条件的限制：

1. 本设备不可引起干扰。

2. 本设备必须接受任何干扰，包括可能引起意外操作的干扰。

本设备设计为与最大增益为 4 dB 的天线一起使用。 根据加拿大工业部的规定，严格禁止使用具

有更高增益的天线。 所需天线的阻抗为 50 欧姆。

为减少对其他用户造成潜在的无线电干扰，应这样选择天线类型和增益值，使 EIRP 不大于成功

通信所需的值。

为防止对已获许可的服务造成无线电干扰，规定在室内操作本设备并远离窗户以提供最大屏蔽。

在室外安装设备（或其传输天线）需要得到许可。

联邦通信委员会干扰声明

以下内容适用于具有无线接口的设备：

本设备已经过测试，结果表明符合 FCC 规则第 15 部分的 B 类数字设备限制。 这些限制旨在针

对住宅安装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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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按照说明进行安装和使用，则可能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干扰。 但是，并不保证在特定

安装中不会发生干扰。 如果本设备确实对无线电或电视接收造成有害干扰（可通过关闭和开启设

备来确定），则鼓励用户尝试采用下列方法之一来校正干扰：

• 重新定向或重新定位接收天线。

• 增加设备和接收器之间的间隙。

• 将设备连接到与接收器所连接的电路不同的电路上的插座上。

• 咨询经销商或经验丰富的无线电/电视技术人员以获取帮助。

本设备符合 FCC 规则第 15 部分的要求。 工作情况将受到以下两个条件的限制：(1) (2)

1. 本设备不可引起有害的干扰。

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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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设备必须接受所有接收到的干扰，包括可能引起意外操作的干扰。

FCC 警示：未经负责合规性的一方明确批准而所作的任何更改或修改都将使用户失去操作本设备

的权力。

重要注意事项：

FCC 辐射暴露声明：本设备符合为不可控环境事先设定的 FCC 辐射暴露限制。 在安装和操作本

设备时，辐射体与身体之间的最小距离应为 20 cm。

禁止将发射器与其它天线或发射器一起放置或操作。

中国台湾地区 DGT

以下内容适用于具有无线接口的设备：

VCCI 合规性

以下 VCCI 合规性信息适用于符合 VCCI A 类或 B 类限制的安全性产品。 请参阅设备硬件指南

中的“规格”一节来确定产品是否符合 A 类或 B 类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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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Copyright © 2012, Juniper Networ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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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根据日本志愿干扰控制委员会 (VCCI) 的标准，本产品为 B 类产品。 在家用环境下，如果在无

线电或电视接收器附近使用本产品，可能会造成无线电干扰。 请按照说明手册安装和使用本设

备。

合规性声明（韩国）

以下合规性信息适用于 A 类（工业用广播和通信设备）和 B 类（家用广播和通信）设备。

Korean Class A Warning g0
40

91
3

译文：

此设备是工业用（A 类）电磁波适用设备，销售商或用户应了解这一点，此设备可用于除家庭以

外的地点。

这是 B 类产品。

Korean Class B Warning g0
40

91
4

译文：

此设备是家用（B 类）电磁波适用设备，主要用于家庭，也可用于所有区域

具有无线接口的产品的无线连接

警告: 在美国或日本以外的国家/地区，您必须使用 set wlan country-code 命令来设

置正确的国家/地区代码，以避免违反本地的无线电频谱法律。 此命令会设置可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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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范围和传输功率电平，这样就可以建立 WLAN 连接。 有关国家代码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设备的硬件指南。

产品的回收和再利用计划

Juniper Networks 承诺开展对环境负责的行为。 作为此承诺的一部分，我们不断努力争取符合

各类环境标准，如欧盟的 废电器和电子设备 (WEEE) 指令和 危害物质限用 (RoHS) 指令。

这些指令和欧盟以外其他国家的类似法规规定了电子废物的管理，以及减少或消除电子产品中特

定的危险物质。 WEEE 指令要求电气产品和电子产品制造商提供可以循环使用他们产品的机制。

针对目前在电子产品中常发现的某些物质，RoHS 指令限制它们的使用。 受限制的物质包括重金

属、含铅物质和聚溴材料。 RoHS 指令（除了某些豁免外）适用于所有电气和电子设备。

根据 2002/96/EC (WEEE) 指令的第 11(2) 条款，2005 年 8 月 13 日之后投入市场的产品都标

记有以下符号，或者在产品文档中包含此符号：打叉的有轮垃圾箱，下有一横条。

Juniper Networks 为我们的设备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再利用支持以求符合 WEEE 指令。 要了解有

关再利用的信息，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recycling@juniper.net，并在邮件中注明您要处理的 Juniper

Networks 设备的类型及其当前所处的国家/地区，或者联系您的 Juniper Networks 客户代表。

通过我们的回收流程返回的产品将以一种负责的方式进行再利用、恢复或处置。 我们的包装材料

为可再利用材料，且应根据当地的再利用政策进行处理。

环境要求的合规性声明

本节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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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噪音的合规性声明（德国）

Maschinenlärminformations-Verordnung - 3. GPSGV, der höchste Schalldruckpegel beträgt

70_dB(A)oder weniger gemäss EN ISO 7779.

译文：

按照 EN ISO 7779，发出的最高声压级为 70_dB(A) 或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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