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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中产品的规格和信息可能会出现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思科认为本手册中的所有声明、信

息和建议都是正确的，但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指的保证。用户必须对其任何产品的任何应用承担

全部责任。 

 

所附产品的软件许可证和有限保修合同在随产品一同发货的信息包中提供，并作为本文参考内容

的一部分。如果您无法找到软件许可证或有限保修合同，请联系您的思科客户代表索取副本。 

 

以下是有关 A 类设备 FCC 法规遵从性的信息：本设备已经过测试，符合 FCC 规定第 15 部分的

A 类数字设备要求。这些要求旨在为商务环境中运行的设备提供合理的保护，以防有害干扰。本

设备生成、使用并可能发射射频能量，如果未能按照说明书安装和使用本设备，可能会对无线电

通信造成有害干扰。在居民区运行该设备有可能造成有害干扰，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将需要自行

投资来消除干扰。  

 

以下是有关 B 类设备 FCC 法规遵从性的信息：本手册中介绍的设备生成并可能发射射频能量。

如果未能按照思科安装说明来进行安装，它可能会干扰无线电和电视信号的接收。本设备已经过

测试，符合 FCC 规定第 15 部分的 B 类数字设备要求。这些规范旨在为在居民区安装时出现的

这种干扰提供合理的保护。但是，思科不保证在某个具体的安装项目中不出现这种干扰。  

 

在未得到思科书面授权的情况下修改本设备，可能会导致设备不再符合 A 类或 B 类数字设备的

FCC 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用户使用设备的权利可能会受到 FCC 法规的限制，用户可能需要自

行投资来消除对无线电或电视信号传输的干扰。  

 

用户可通过关闭设备来确定设备是否带来干扰。如果干扰终止，则它可能是由思科设备或其外围

设备之一造成的。如果设备对无线电或电视信号接收造成干扰，可尝试使用以下一种或多种方法

来消除干扰： 

 旋转电视或无线电接收天线，直至干扰终止。 

 将设备搬至电视或无线电设备的一侧或另一侧。 

 将设备搬至距离电视或无线电设备更远的地方。 

 将设备电源插头插入与电视或无线电设备的电路不同的插座。（即确保设备和电视或无线电

设备位于采用不同断路器或保险丝的不同电路上）。  

 

未得到思科公司授权而对本产品进行的修改可能会使 FCC 认证失效，使用户失去使用本产品的

权利。  

 

思科采用的 TCP 报头压缩算法改编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B）开发的一个程序，该程序是

UCB UNIX 操作系统公共域版本的一部分。保留所有权利。版权所有© 1981，加州大学校董事

会。  

 

与供应商有关的所有文档文件和软件都―按原样‖提供，思科不对其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提供任何担

保。思科和上述供应商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指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适销性、适用性和非侵权

性以及在交易、使用或贸易活动期间发生的上述问题。 

 

在任何情况下，思科或其供应商都不对任何间接、特殊、直接或偶然发生的损失负责，包括但不

限于，因使用或无法使用本手册造成的利润降低、数据丢失或损坏等，即使思科或其供应商已被

告知发生此类损失的可能性，也是如此。 

 

Cisco和Cisco标识是思科公司和/或其子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如需思科商标列表，

请访问：www.cisco.com/go/trademarks。文中提及的第三方商标是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合作伙

伴‖一词的使用并不表示思科和其他任何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100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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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主要说明本文的目的和组织结构，并介绍了如何查找与相关产品和服务有关的更多具体信

息。在本前言中，包括以下部分： 

 目的，第 4 页 

 组织结构，第 4 页 

 相关文档，第 5 页 

 获取相关文档、支持和安全指南，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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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介绍了如何安装和配置多信道 STM-1 服务模块（SM-1-STM1-SM-C 和 SM-1-STM1-MM-C），

后面简称为 SM-1-STM1，它适用于第二代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ISR G2），包括 Cisco 3925、

Cisco 3945、Cisco 3925E 和 Cisco 3945E 路由器。 

 

组织结构 
本文包括以下章节： 

 

章节 标题 说明 

第一章 概述 介绍 SM-1-STM1 及其 LED 显示屏、电缆和插座。  

第二章 安装准备工作 介绍安全措施和所需的工具，以及您在实际安装

前应执行的流程。 

第三章 拆装服务模块 介绍在支持的平台中安装和拆卸 SM-1-STM1 服

务模块的流程。 

第四章 配置 SM-1-STM1 介绍如何在支持的平台上配置 SM-1-ST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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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档 
您的路由器及其运行的 Cisco IOS 软件包括大量丰富的特性和功能，以下资源提供了相关的说明文

档： 

 Cisco IOS 软件配置和硬件安装及维护文档，位于 http://www.cisco.com 或 

http://www-china.cisco.com。 

 Cisco 3925 和 Cisco 3945 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 如需快速查看有关 Cisco 3900 系列 ISR 的文档，请访问以下 URL：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10536/prod_installation_guides_list.html  

 如需了解国际机构的法规遵从性、安全和法规信息，请参见以下文档：  

- Cisco 3900 系列集成多业务路由器的法规遵从性和安全信息 

 

获取相关文档、支持和安全指南 
如需了解更多有关如何获取相关文档、获得支持、提供反馈，以及查看安全指南、思科建议的产品

别称和一般性思科文档的信息，请参见每月提供的思科产品文档最新信息，其中列出了所有新增和

修订的技术文档： 

http://www.cisco.com/en/US/docs/general/whatsnew/whatsnew.html 

http://www-china.cisco.com/
http://www.cisco.com/en/US/docs/routers/access/3900/hardware/3900rcsi.html
http://www.cisco.com/en/US/docs/general/whatsnew/whatsne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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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本章主要介绍 SM-1-STM1 服务模块（SM），包括以下部分：  

 服务模块概述，第 1-1 页 

 SDH 概述，第 1-4 页 

 SM-1-STM1 多路复用层，第 1-5 页 

 特性，第 1-5 页 

 SM-1-STM1 光纤规格，第 1-6 页 

 LED 和端口，第 1-7 页 

 电缆、连接器和引脚，第 1-8 页 

 网络管理，第 1-9 页 

 Cisco 3900 系列集成多业务路由器上的服务模块插槽位置，第 1-10 页 

 识别接口地址，第 1-10 页 

 

服务模块概述 
图 1-1 中所示的 SM-1-STM1-SM-C 是一个单模、高速、单端口多信道 STM-1 服务模块。图 1-2 中所

示的 SM-1-STM1-MM-C 则是一个多模、高速、单端口多信道 STM-1 服务模块。您可以将 SM-1-STM1

配置为一个多信道 E1 STM-1 端口，并配置为连接 63 条独立 E1 链路。每条 E1 链路都能以全速率或

部分速率传输单一信道的数据，或者也可分为多个 DS0 速率。  

 

存在以下限制：  

 每个 SM-1-STM1 的最大信道数目为 226。  

 在 3900 系列 ISR 中，此 Cisco IOS 软件（Cisco IOS 版本 15.1（2）T）支持的 SM-1-STM1 SM

数量不能超过 2 个。  

 为支持在线插拔（OIR），需要在进行模块热插拔前，将 STM-1 控制器置于关闭状态。  

 SONET 控制器上对回环的支持仅用于诊断目的，对回环功能无影响。请注意以下行为：当

SONET 控制器设置为回环 [local | network]（本地|网络）时，链路在对等接口间振荡（flap）。

使用 shutdown/no shutdown 命令将能解决上述链路振荡问题。请参见第 4-2 页―关闭接口‖一节，

了解有关使用 shutdown/no shutdown 命令的详细信息。 

 FIFO 缓存的最大数目为 2048。各接口共享 FIFO 缓存；其共享的方式由速度决定。如果所有

FIFO 缓存都被分配给了现有接口，则无法创建新接口，并将显示―%Insufficient FIFOs to create 

channel group‖（无充足的 FIFO 来创建信道组）错误信息。表 1-1 提供了 FIFO 分配信息，表 1-2

和表 1-3 则分别提供了所支持的配置示例和不支持的配置示例。 

 

表 1-1 FIFO 分配 

时隙数目 FIFO 缓存数目 

1 3 

2 3 

2 3 

4 4 

5 5 

6 6 

7 7 

8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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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 

11 12 

12 12 

13 16 

14 16 

15 16 

16 16 

17 17 

18 18 

19 20 

20 20 

21 21 

22 22 

23 24 

24 24 

25 25 

26 26 

27 28 

28 28 

29 29 

30 30 

31 32 

全 E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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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别是三个所支持的配置示例和三个不支持的配置示例。 

 

表 1-2 支持的配置 

支持的配置 FIFO 缓存总数 

63 E1 –> x 32 FIFO = 2016 

226 DSO –> 226 x 3 FIFO = 678 

62 E1 + 21 DSO –>（62 x 32）+（21 x 3）= 2047 

 

表 1-3 不支持的配置 

不支持的配置 结果 

228 DS0 –>  超过了 226 个接口的限制 

62 E1，带 31 DSO –>（62 x 32）+（31 x 3）= 2077 FIFO（超过了 2048 个 FIFO 的限制） 

 

SM-1-STM1 最多支持 3 个 TUG-3/AU-3 传输插槽，编号为 1 到 3。 

 

图 1-1 SM-1-STM1-SM-C—面板视图 

 
 

图 1-2 SM-1-STM1-MM-C—面板视图 

 
 

图 1-3 SM-1-STM1 组件 

 
1 外加安装螺丝 2 服务模块产品名 

3 输出端口 4 激光警示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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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入端口 6 告警 LED 

7 Rx 载波 LED 8 产品 ID 卡 

9 启动 LED   

 

SDH 概述 
同步数字层级（SDH）是一项国际标准,使用从 155.520 Mbps（STM-1）到 2.5 Gbps（STM-16）乃至

更高的层次化速率进行光数字传输。 

 

国际电信联盟远程通信标准化组（ITU-T）对从 155.520 Mbps 开始的一系列 SDH 传输速率定义如下： 

 

表 1-4 SDH 传输速率 

SDH 传输速率 

STM-1 155.520 Mbps 

STM-4 622.080 Mbps 

STM-16 2,488.320 Mbps 

STM-64 9,953.280 Mbps 

 

SM-1-STM1 目前只允许在单模和多模光纤上传输。传输速率是 51.840 Mbps 的整数倍数，可用于传

输 E3 位同步信号。 

 

 

警告  内部无用户可维修部件。请勿打开。第 1073 条声明 

 

警告  该设备的安装必须遵从当地和国家的电气规程。第 1074 条声明   

 

警告  不按规定进行的控制、调节或操作流程可能会导致有害的辐射暴露。第 1057 条声明 

 

SM-1-STM1 多路复用层 
图 1-4 介绍了 SM-1-STM1 所支持的 SDH 多路复用结构。SM-1-STM1 多路复用结构属于 ITU-T G.707

中定义的一个子集。在最低层次，容器（C）输入到带填充位的虚拟容器（VC）中，采用常规位速

率创建统一 VC 负载，为同步多路复用作好准备。随后，VC 对齐进入支路单元（TU），执行指针处

理操作，将 TU 多路复用到 TU 组（TUG）。3 个 TU-12 能多路复用为 1 个 TUG-2。 

 

图 1-4 SM-1-STM1 多路复用结构 

 
 

TUG 随后多路复用到更高级别的 VC，VC 再多路复用到管理单元（AU）。AU 随即多路复用到一个

AU 组（AUG），AUG 的最终负载则多路复用到同步传输模块（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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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以下是 SM-1-STM1 服务模块提供的特性列表：  

 1 个信道化 STM-1 端口  

 支持信道化 E1、部分速率 E1 和全速率 E1 

 在 63 个 E1 端口间分配多达 226 个可用信道 

 每个 E1 都可以选择内部或网络时钟   

 64 kbps DS0 时隙 

 线路和负载回环功能 — 本地和网络，位于 E1 和 STM-1 级别  

 任意 E1 上都支持完整的位速率错误测试功能  

 可编程伪随机模式，最长 32 位，包括 2 11-1；2 15-1；以及 2 20-1、0153 和 QRSS  

 32 位错误计数寄存器和位计数寄存器  

 检测测试模式符合 ITU-T 0.151 和 0.152 标准  

 在线插拔（OIR） 

 支持以下串行封装协议：  

- 帧中继 

- PPP  

- HDLC  

 支持 IP 协议  

 支持 16 位或 32 位 CRC4  

 SM-1-STM1 上提供的 SDH / E1 功能   

 

注：3900 系列 ISR 可能并不完全支持 SDH/E1 功能。 

 

SM-1-STM1 光纤规格  
SM-1-STM1 光纤传输规格定义了两种光纤类型：单模和多模。在单模光纤类别中，定义了两种类型

的传输：中距离和远距离传输。在多模光纤类别中，只提供短距离传输。（具体规格请参见表 1-5）。  

 

模可以被认为是以特定角度进入光纤的光束。单模光纤只允许单束光在光纤中传输，采用单一波长

和偏振，而多模光纤允许多束光在光纤中传输，有各自不同的波长和偏振。 

 

光纤中传输的多束光因进入角度不同而传输距离不同，这导致它们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也不同（这一

现象称为模色散）。在光本身衰减之前，模色散就限制了它在多模光纤中的传输距离。因此，单模光

纤比多模光纤的带宽大，电缆传输距离远。表 1-5 列出了单模和多模光纤传输的额定 OC-3 光传输参

数。  

 

注：如果两个相连基站间的距离大于所列出的最远距离，会发生严重的信号丢失，使传输不可靠。 

 

表 1-5 OC-3 光传输参数 

收发器类型 1
 传输功率 接收器最大

功率 2
 

接收器灵敏度 损耗预算 基站间的额
定距离 

单模 3中距离 最小–15 dBm 到
最大–8 dBm，
1280–1335 nm 

–8 dBm –28 dBm 0 到 12 dB 最远 9 英里
（15 公里） 

多模 4短距离 最小–20 dBm 到
最大–14 dBm，
1280–1335 nm 

–8 dBm –23 dBm 0 到 7 dB 最远 1.2 英里
（2 公里） 

1. 本表提供了额定 OC-3 光传输参数。  

2. 该数值是接收器能承受的最大功率。 

3. 符合 ITU-T G.957 标准 S.1-1 规范。 

4. 符合短距离 OC-3 规范 SR-O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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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计算应用的链路损耗和色散损耗，请参考以下规范和文档：  

 EIA/TIA-IVa 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  

 EIA-TIA-IVb 色散位移单模光纤  

 GR-20-CORE 光纤和光缆的总体要求  

 ITU-T 建议 G.957，用于同步数字层级相关设备和系统的光传输接口 

 

LED 和端口 
图 1-5 所示为 SM-1-STM1 的 LED 以及 Tx 和 Rx 端口。  

 

绿色或黄色的 LED 表示服务模块状态。 

 

图 1-5 SM-1-STM1 LED 

 
1 输出端口 2 输入端口 

3 告警 LED 4 Rx 载波 LED 

5 启动 LED   

 

系统初始化后，启动 LED 点亮，表示 SM 已经启动，能够运行。 

 

在启动 SM-1-STM1 前，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SM-1-STM1 正确连接，正常通电。  

 已经成功下载了用于 SM 的有效系统软件镜像。  

 系统能够识别 SM-1-STM1。 

 

如果上述某个条件没有满足，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而初始化失败，启动 LED 则不会点亮。  

 

表 1-6 列出了 LED 的颜色和含义。 

 

表 1-6 SM-1-STM1 LED 

LED 标签 颜色 状态 含义 

启动 绿色 运行 服务模块已启动，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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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xCXR 绿色 运行 表示 SM-1-STM1 正在接收正常的 SDH 信号。 

告警 黄色 运行 表示 SDH/E1 信号错误，如 LOS1或 LOF2。 

1.LOS = 信号丢失 

2.LOF = 帧丢失   

 

 

 

电缆、连接器和引脚 
使用单模或多模光纤接口电缆，将路由器或交换机连接到另一台路由器或交换机。一般来说，多模

电缆是灰色或橙色的，而单模电缆是黄色的。  

 

注：思科公司不提供这些电缆。 

 

为连接 SDH 单模和多模光纤，需使用 1 个双工 SC 型连接器（参见图 1-6）或 2 个单工 SC 型连接器

（参见图 1-7）。 

 

图 1-6 双工 SC 电缆连接器 

 
 

图 1-7 单工 SC 电缆连接器 

 
 

在服务模块和连接服务模块的设备之间，用一条双工光纤电缆或两条单工光纤电缆连接。图 1-8 所

示为接收（RX）和发射（TX）电缆之间的关系。 

 

图 1-8 连接单工或双工光纤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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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使用光纤电缆端口时，应注意以下警告。 

 

警告  开口的光纤电缆或连接器可能会散射不可见的激光射线。请勿直接用光学仪器查看。 

      在 100 毫米距离内用某些光学仪器（例如眼罩、放大镜和显微镜等）查看激光射线， 

      可能会伤害眼睛。第 1056 条声明 

 

警告  1 类激光产品。第 1008 条声明 

 

警告  1 类 LED 产品。第 1027 条声明 

 

网络管理 
如需了解 SM-1-STM1 服务模块的相关 MIB 和系统信息，请访问以下网站：  

 错误消息解码器网站为您提供现有思科系统日志消息的说明和建议操作。只有 Cisco.com 注册

用户才能访问此文档。如需访问错误消息解码器网站，请访问以下 URL：
http://www.cisco.com/cgi-bin/Support/Errordecoder/home.pl 

 您能在 Cisco IOS MIB 定位器和 SNMP 对象标识符网站找到有关 MIB 和 OID 的信息。MIB 定

位器能够找到 Cisco IOS 软件版本中的 MIB。SNMP 对象导航器将 OID 转换为 SNMP 名称。如

需访问 Cisco IOS MIB 定位器和 SNMP 对象标识符网站，请访问以下 URL：
http://tools.cisco.com/ITDIT/MIBS/servlet/index 

 

Cisco 3900 系列集成多业务路由器上的服务模块插槽位置 
本节主要介绍所支持平台上的服务模块插槽位置。后面的说明总结了每个平台上的插槽位置惯例。 

 

Cisco 3900 系列路由器的插槽编号 

请参见思科接入路由器网络模块和服务模块概述，了解概要信息，以及单宽和双宽插槽编号。 

 

SONET/SDH，配备单工或

双工 SC 连接器 

 

单工 

 

双工 

http://www.cisco.com/cgi-bin/Support/Errordecoder/home.pl
http://tools.cisco.com/ITDIT/MIBS/servlet/index


 16 

图 1-9 安装了服务模块的 Cisco 3900 系列路由器 

 
 

Cisco 3945 系列路由器有四个用于服务模块的插槽。您可将服务模块放置在这四个插槽中的任意一

个。 

 

识别接口地址  
本节介绍如何识别 SM-1-STM1 的接口地址。接口地址定义了路由器上每个接口的实际物理位置。 

 

对于路由器中已经安装的 SM-1-STM1 接口来说，无论是否安装或拆除其他服务模块，都会始终保持

相同的地址。但是，当您将服务模块移入另一个插槽时，接口地址的第一位数字会发生改变，对应

新的服务模块插槽编号。  

 

注：Cisco 3945 系列路由器上的接口编号从 1 开始，自右下角向左上角编号。 

 

表 1-7 总结了所支持平台的接口地址格式。 

 

表 1-7 识别接口地址 

平台 接口地址格式 编号 语法结构 

Cisco 3945 系列 ISR SM/插槽编号 服务模块插槽—1 到 4  

接口—0 

1/0 

Cisco 3925 系列 ISR SM/插槽编号 服务模块插槽—1 到 2  

接口—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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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安装准备工作 
 

本章介绍了安装 SM-1-STM1 的常用设备，以及安全和现场准备要求。这一章包含以下内容： 

 所需工具和设备，第 2-1 页 

 最低软件和硬件要求，第 2-1 页 

 检查硬件和软件兼容性，第 2-2 页 

 安全指南，第 2-2 页 

 激光和 LED 安全性，第 2-8 页 

 FCC Class A 法规遵从性，第 2-10 页 

 

所需工具和设备 
您需要以下工具和部件来安装 SM-1-STM1。如果您需要其他设备，请联系服务代表，以获取订购信

息。  

 SM-1-STM1SMI 或 SM-1-STM1MM  

 1 条 SC 型双工或 2 条 SC 型单工、多模或单模光纤电缆，用来将接口与网络相连。（思科公司

不提供用于 SM-1-STM1 的单模和多模光纤电缆，但商用电缆厂商提供这些电缆。如需了解有

关光纤电缆的信息，请参见第 1-8 页―电缆、连接器和引脚‖一节。） 

 2 号十字螺丝刀或 3/16 英寸一字螺丝刀  

 自备的防静电放电（ESD）设备或一次性防静电腕带，包括所有升级工具、可现场更换的部件

（FRU）和备件  

 防静电垫  

 防静电容器 

 

最低软件和硬件要求 
本节介绍了在所支持的平台中使用 SM-1-STM1 时建议采用的最低 Cisco IOS 软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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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支持 SM-1-STM1 的最新版本，请参见第 2-2 页―检查硬件和软件兼容性‖部分。 

 

检查硬件和软件兼容性 
为检查路由器上安装的硬件所需的最低 Cisco IOS 软件版本，思科在 Cisco.com 上提供了 Software 

Advisor（软件顾问）工具。该工具不能验证一个系统中的各模块是否兼容，但它能提供各硬件模块

或组件的最低 IOS 要求。 

 

注 只有拥有 Cisco.com 登录帐户的用户才能访问此工具。  

 

如需使用 Software Advisor，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en/US/support/tsd_most_requested_tools.html。 

 

选择一个产品系列，或输入特定产品编号，来搜索您的硬件所需的最低软件版本。 

 

安全指南 
本节提供了您在使用任何接电设备或与电话线相连的设备时应遵循的安全指南。 

 

警告的定义 

本文中的安全警告如果未得到正确执行，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在每条警告声明前都有一个警告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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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设备使用指南 

在使用电气设备时应遵循以下基本准则：  

 在开始任何需要接触机箱内部的操作流程前，必须找到您所在房间的紧急断电开关。  

 在移动机箱前断开所有电源，拔下外部电缆。  

 不要在有潜在危险的环境中单独作业。  

 永远不要假设电源已断电；应该检查是否断电。  

 请勿执行任何有可能威胁到人身安全或设备安全的操作；认真检查您的工作区，查看是否有地

板潮湿、电源线延长线未接地和缺少安全接地措施等潜在威胁。 

 

防止静电放电损害 

当电子卡或组件未能正确操作时，会导致静电放电（ESD）损害，导致全面或间歇性故障。服务模

块和处理器模块包括固定在金属外壳中的印制电路板。电磁干扰（EMI）防护组件和连接器是其不

可缺少的组件。尽管金属外壳有助于保护电路板免遭 ESD 损害，但在操作时仍应使用防静电腕带。  

 

以下是防止发生 ESD 损害的使用指南：  

 始终使用 ESD 腕带或踝带，并确保它与皮肤良好接触。  

 将腕带或踝带连接设备的一端与未涂漆的机箱表面连接。  

 抓住把手或边缘来搬运机箱；避免接触印制电路板或连接器。  

 将拆下的电路板放到旁边的防静电表面上或防静电容器中。如果您计划将组件退回工厂，应立

即将其放置到一个防静电容器中。  

 避免印制电路板和衣服接触。腕带仅能保护组件免遭人体 ESD 电压的损害；衣服上的 ESD 电

压仍能损坏组件。  

 切勿尝试将印制电路板从金属外壳中移出。 

 

注意 为安全起见，应定期检查防静电带的阻抗值。测量值应在 1 到 10 兆欧姆（Mohm）之间。 

 

激光和 LED 安全性 
模块中的单模发射器使用一个小型激光器将光信号发射到网络环。当发射端口未连接电缆时，保持

它始终盖好。尽管多模收发器一般使用 LED 发射，最好也将未连接端口盖好，以避免操作人员直视

开放的端口或开口。单模开放端口带一个激光警告标签，如图 2-1 所示。 

 

图 2-1 SM-1-STM1-SM-C 的激光警告标签 

 
 

 

警告  1 类激光产品。第 1008 条声明。 

 

警告  未连接的光纤或连接器可能会散射不可见的激光射线。请勿凝视光束或直接用光学仪器查看。

第 1051 条声明。 

 

多模端口带一个 1 类 LED 警告标签，如图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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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SM-1-STM1-MM-C 的激光警告标签 

 
 

警告  1 类 LED 产品。第 1027 条声明。 

 

警告  开口的光纤电缆或连接器可能会散射不可见的激光射线。请勿直接用光学仪器查看。 

      在 100 毫米距离内用某些光学仪器（例如眼罩、放大镜和显微镜等）查看，可能会伤害眼睛。 

      第 1056 条声明 

 

FCC Class A 法规遵从性 
本设备已经过测试，符合 FCC 规定第 15 部分的 A 类数字设备要求。这些要求旨在为商务环境中运

行的设备提供合理保护，以防有害干扰。本设备生成、使用并可能发射射频能量，如果未能按照说

明书安装和使用，可能会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干扰。在居民区运行该设备可能造成有害干扰，在

这种情况下，用户需要自行投资来消除干扰。  

 

用户可通过关闭设备来确定设备是否带来干扰。如果干扰终止，则它可能是由思科设备或其外围设

备之一造成的。如果设备对无线电或电视信号接收造成干扰，可尝试使用以下一种或多种方法来消

除干扰：  

 旋转电视或无线电接收天线，直至干扰终止。  

 将设备搬至电视或无线电设备的一侧。  

 将设备搬至距离电视或无线电设备更远的地方。  

 将设备电源插头插入与电视或无线电设备的电路不同的插座。（即确保设备和电视或无线电设备

位于采用不同断路器或保险丝的不同电路上）。  

 

注意  本产品的设计符合 FCC Class A 法规遵从性要求。如果在未得到思科公司授权的情况下修改

本产品，会导致各种认证失效，用户会失去使用本产品的权利。 



 26 

第三章 拆装服务模块 
 

本章介绍了如何拆卸 SM-1-STM1 服务模块。这一章包含以下内容：  

 搬运服务模块，第 3-1 页 

 在线插拔，第 3-2 页 

 警告和注意事项，第 3-2 页 

 服务模块的拆装，第 3-3 页 

 连接 SM-1-STM1 电缆，第 3-3 页 

 

搬运服务模块 
每个服务模块电路板安装在一个金属外壳中，易于遭到静电放电（ESD）损害。 

 

注：当某个插槽未被使用时，必须用一个空白服务模块插入这个空插槽，以便路由器符合电磁干扰

（EMI）放射要求，并在服务模块中实现正确的空气流通。如果您计划在未被使用的插槽中安装一

个新服务模块，您必须首先拆除空白服务模块。 

 

注意  请始终抓住金属外壳的把手或边缘来搬运服务模块；避免接触 SM 组件或连接器插头。（参见

图 3-1。） 

 

图 3-1 搬运服务模块 

 
 

在线插拔 

注：当您将服务模块从路由器或交换机拔下时，在线插拔（OIR）会从管理级别关闭服务模块中的

所有激活接口。为正确进行 OIR，请按照位于以下 URL 的步骤操作：
http://www.cisco.com/en/US/docs/routers/access/2900/hardware/installation/guide/appendix.html#wpxref6

8698 

 

OIR 使您能在系统运行的同时安装和更换服务模块；您无需通知软件或重启系统电源，但您不能在

拆除服务模块时使用其传输流量。对网络上的最终用户来说，OIR 是一种无缝方法，能够保留所有

路由信息，确保连接得以保存。 

 

注：在您开始安装前，请阅读第二章―安装准备工作‖，查看安装所需的部件和工具列表。 

 

警告  请先阅读安装说明，再为系统通电。第 1004 条声明 

 

警告和注意事项 
在拆装模块时注意以下事项： 

 

注意  请确保服务模块稳固放置在路由器中。 

 

http://www.cisco.com/en/US/docs/routers/access/2900/hardware/installation/guide/appendix.html#wpxref68698
http://www.cisco.com/en/US/docs/routers/access/2900/hardware/installation/guide/appendix.html#wpxref68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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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装警告 

警告  只有接受过培训的合格人员才能安装、更换或维修此设备。第 1030 条声明 

 

警告  空白面板和盖板有三个重要功能：它们能防止危险电压和电流进入机箱；消除可能会破坏其

他设备的电磁干扰（EMI）；并决定了机箱中的空气流通方向。除非所有插卡、面板、前盖和后盖都

安装到位，否则请勿操作该系统。第 1029 条声明 

 

警告  在操作已连接电源线的设备之前，请先摘下珠宝首饰（包括戒指、项链和腕表等）。当通电并

接地时，金属物体会发热，可能会导致严重灼伤或将金属物体与接线端焊接在一起。第 43 条声明 

 

服务模块的拆装 
本节介绍了如何拆装服务模块。 

 

图 3-2 从 Cisco 3945 ISR 中拆除 SM-1-STM1  

 
 

第 1 步 拧下服务模块的外加螺丝。 

第 2 步 将服务模块拉出服务模块插槽。 

第 3 步 将服务模块插入服务模块插槽并将它完全插好。 

第 4 步 拧紧服务模块上的外加螺丝。 

 

连接 SM-1-STM1 电缆 
为继续安装 SM-1-STM1 服务模块，您必须连接接口电缆。以下说明适用于所有支持的平台。 

 

注：思科公司不提供光纤电缆；但商用电缆厂商提供这些电缆。（如需了解更多有关您应为此服务模

块配置的电缆的信息，请参见第 1-6 页―SM-1-STM1 光纤规格‖一节和第 1-8 页―电缆、连接器和引脚‖

部分）。 

 

如需向 SM-1-STM1 连接电缆，请在 SM-1-STM1 接口和网络之间用一条双工光纤电缆或两条单工光

纤电缆连接。（参见图 3-3。） 

 

注：请确保您正确识别 SM-1-STM1 上连接 RX SC 型插座的接收（RX）电缆和连接 TX SC 型插座

的发射（TX）电缆间的正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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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将单工或双工光纤电缆连接到 SM-1-STM1 

 
 

          

警告  开口的光纤电缆或连接器可能会散射不可见的激光射线。请勿直接用光学仪器查看。 

      在 100 毫米距离内用某些光学仪器（例如眼罩、放大镜和显微镜等）查看，可能会伤害眼睛。 

      第 1056 条声明 

 

警告  1 类激光产品。第 1008 条声明。 

 

警告  1 类 LED 产品。第 1027 条声明。 

或 

1 个双工 
连接器 

（RX 和 TX） 
2 个单工

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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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配置 SM-1-STM1 
 

为了继续安装 SM-1-STM1 服务模块，您必须配置 STM-1 接口。 

 

这一章包含以下内容： 

 配置接口，第 4-1 页 

 检查配置，第 4-5 页  

 

 

配置接口  
在您确认已正确安装新的 SM-1-STM1（启动 LED 点亮）后，使用特权级（privileged-level）configure

命令来配置新接口。提供以下信息：  

 计划在每个新接口实施的路由协议  

 IP 地址，如果您计划配置 IP 路由接口  

 您计划使用的桥接协议 

 

如果您安装一个全新 SM-1-STM1，或更改一个现有接口的配置，您必须进入配置模式来配置新接口。

如果您更换一个以前配置的 SM-1-STM1，系统将识别新的接口，并以其现有配置启动它们。  

 

如需了解可用配置选项的概要信息和有关在 SM-1-STM1 上配置接口的说明，请参见第 5 页―相关文

档‖部分列出的、有关配置的相应文档。  

 

本节包含以下内容： 

 关闭接口，第 4-2 页 

 执行基本接口配置，第 4-3 页 

 配置 SM-1-STM1 的 AU-3 和 TUG-3，第 4-4 页 

 配置一个 E1 非成帧信道，第 4-5 页 

 使用 show 命令验证新接口状态，第 4-5 页 

 使用 ping 命令验证网络连接，第 4-12 页 

 使用 loopback 命令，第 4-12 页 

  

关闭接口  

在您拆除一个您不会以新组件取代的接口，或是更换服务模块时，请使用 shutdown 命令来关闭（禁

用）接口，以防在您安装新 SM 或经过重新配置的 SM 时发生异常情况。在您关闭一个接口时，在

show 命令结果显示中它需被指定为 administratively down（管理性关闭）。  

 

步骤总结 

1. enable 

2. configure terminal 

3. interface serial 插槽/端口 

4. shutdown 

5. copy running-config startup-config 

6. show interfaces serial 插槽/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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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步骤 

 命令或操作 目的 

第 1 步 enable 

 

例如： 

Router# enable 

进入特权 EXEC 模式。 

第 2 步 configure terminal 

 

例如： 

Router#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第 3 步 interface serial 插槽/端口 

 

例如： 

Router(config-if)# interface serial 3/0 

进入接口配置模式，并指定一个接口进行

配置。 

第 4 步 shutdown 

 

例如： 

Router(config-if)# shutdown 

关闭选定的接口。 

第 5 步 copy running-config startup-config 

 

例如： 

Router# copy running-config startup-config 

将新配置复制到 NVRAM。 

第 6 步 show interfaces serial 插槽/端口 

 

例如： 

Router# show interfaces serial 3/0 

确认接口已被关闭。 

 

注：如需关闭更多接口，则对 SM 上的每个接口执行 interface serial 命令（后跟接口的地址）。使用

no shutdown 命令来启用接口。  

 

执行基本接口配置  

以下是基本配置说明，包括如何启用一个接口和配置 SONET 控制器。您可能还需要输入其他配置

子命令，具体取决于您的系统配置要求和您计划在接口上实施的路由协议。如需有关配置子命令和

SONET 接口配置选项的完整说明，请参考相应的软件文档。 

 

在以下步骤中，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应在每一步后按 Enter 键。您可以根据以下提示符输入 disable

命令，随时退出特权级别，返回用户级别，如下所示： 

Router# disable 

Ro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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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总结 

1. enable 

2. configure terminal 

3. controller sonet 插槽/端口 

4. clock source {internal | line} 

5. end 

6. copy running-config startup-config 

 

详细步骤 

 命令或操作 目的 

第 1 步 enable 

 

例如： 

Router# enable 

进入特权 EXEC 模式。 

第 2 步 configure terminal 

 

例如： 

Router# configure terminal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第 3 步 controller sonet 插槽/端口 

 

例如： 

Router(config)# controller sonet 3/0 

配置 SONET 控制器。 

注：按照此命令要求，输入您计划配置的

控制器的接口地址。 

第 4 步 clock source {internal | line} 

 

例如： 

Router(config-controller)# clock source 

internal 

确定时钟是从 SM-1-STM1 本地获取、还

是通过网络或在线获取。 

第 5 步 end 

 

例如： 

Router(config-controller)# end 

返回特权 EXEC 模式。 

第 6 步 copy running-config startup-config 

 

例如： 

Router# copy running-config startup-config 

将新配置复制到 NVRAM。 

 

配置 SM-1-STM1 的 AU-3 和 TUG-3 

您能配置 SM-1-STM1 的每个管理单元组(AUG)和支路单元组(TUG)，来承载一组映射到 TU-12 的

E1 链路（参见图 4-1）。  

 

图 4-1 SM-1-STM1 多路复用结构 

 
 



 32 

配置一个 E1 非成帧信道 

为在E1线路上创建一个非成帧信道或纯信道逻辑信道组，应使用 tug-2 tug-2# e1 e1# unframed命令，

如下例所示： 

 
 

注 该信道组的值对于非成帧 E1 线路来说始终为 0。 

 

检查配置  
在配置完新接口后，使用 show 命令来显示新接口或所有接口的状态，并使用 ping 和 loopback 命令

来检查连接。本节包含以下内容：  

 使用 show 命令验证新接口状态，第 4-5 页 

 使用 ping 命令验证网络连接第 4-12 页 

 使用 loopback 命令第 4-12 页 

 

使用 show 命令验证新接口状态 

本节内容介绍了您可以如何使用 show 命令来验证新接口是否配置完毕并正确运行，并且其中的模块

也运行正常。后面的部分中提供了特定 show 命令的输出结果示例。如需全面了解命令说明和示例，

请参见第 5 页―相关文档‖一节中所列的文档。 

 

如果一个接口被关闭，而您将其配置为启用，或者如果出现硬件未能正确运行的提示，请检查以确

保接口是否已正确连接和端接。如果您仍无法启用接口，请联系服务代表获取帮助。  

 

本节包含以下内容：  

 使用 show controllers 命令，第 4-6 页 

 使用 show protocols 命令，第 4-6 页 

 使用 show running-config 命令，第 4-7 页 

 使用 show startup-config 命令，第 4-7 页 

 使用 show version 或 show hardware 命令，第 4-9 页 

 使用 show diag 命令，第 4-10 页 

 使用 show interfaces 命令，第 4-11 页 

 

使用 show controllers 命令  

使用 show controllers 命令显示所有现有接口处理器及其接口。 

 

注 本文中提供的输出结果可能与您在运行这些命令时所获得的输出结果不同。本文中的输出结果仅

起示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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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show controllers 命令的一个示例： 

 
 

使用 show protocols 命令 

使用 show protocols 命令来显示为整个系统和特定接口配置的协议。 

 

注 本文中提供的输出结果可能与您在运行这些命令时所获得的输出结果不同。本文中的输出结果仅

起示例作用。 

 

以下是 show protocols 命令的一个示例： 

Router# show protocols 

line protocol is up 

 

使用 show running-config 命令 

使用 show running-config 命令显示正在运行的配置文件。 

 

注：本文中提供的输出结果可能与您在运行这些命令时所获得的输出结果不同。本文中的输出结果

仅起示例作用。 

 

以下是 show running-config 命令的一个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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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how startup-config 命令 

使用 show startup-config 命令显示存储在 NVRAM 中的配置。 

注：本文中提供的输出结果可能与您在运行这些命令时所获得的输出结果不同。本文中的输出结果

仅起示例作用。 

 

以下是 show startup-config 命令的一个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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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how version 或 show hardware 命令  

使用 show version（或 show hardware）命令显示系统硬件配置、安装的每种接口类型的数量、Cisco 

IOS 软件版本、配置文件名称和来源，以及启动镜像。 

 

注：本文中提供的输出结果可能与您在运行这些命令时所获得的输出结果不同。本文中的输出结果

仅起示例作用。 

 

show version 命令的输出结果示例 

以下是安装了 SM-1-STM1 的 Cisco 3945 ISR 路由器运行 show version 命令的一个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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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how diag 命令 

使用 show diag 插槽命令来显示您系统中安装的服务模块类型（以及每种服务模块的具体信息），其

中插槽代表 Cisco 3925 路由器或 Cisco 3945 路由器中的服务模块插槽。 

 

注：本文中提供的输出结果可能与您在运行这些命令时所获得的输出结果不同。本文中的输出结果

仅起示例作用。 

 

使用 show interfaces 命令 

使用 show interfaces 命令显示指定接口的状态信息（包括物理插槽和接口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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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有关所支持接口的接口子命令和配置选项的完整说明，请参见第 5 页―相关文档‖部分中所

列的文档。 

 

注：本文中提供的输出结果可能与您在运行这些命令时所获得的输出结果不同。本文中的输出结果

仅起示例作用。 

 

show interfaces 命令的输出结果示例 

以下是安装了 SM-1-STM1 的 Cisco 3945 ISR 运行 show interfaces 命令的一个示例： 

 
 

使用 ping 命令验证网络连接 

使用 ping 命令，您可以验证某个接口是否正常运行。本节对此命令进行了简要介绍。如需了解详细

的命令说明和示例，请参见第 5 页―相关文档‖一节中所列的文档。 

 

ping 命令向位于指定 IP 地址的远程设备发送 echo(回应)请求包。在发送 echo 请求后，系统将在一

个特定的时间段内等待远程设备回复。每个 echo 回复都以惊叹号(!)的形式显示在控制台终端上；每

个未能在超时前回复的请求都显示为句号(.)。一连串惊叹号(!!!!!)表示连接正常；而一连串句号(.....)、

[timed out] 或 [failed] 消息则表示连接不正常。  

 

以下是一个发送到地址为 10.0.0.10 的远程服务器的成功 ping 命令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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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连接失败，请检查您的目的地 IP 地址是否正确以及设备是否激活（通电），并再次重复 ping 命

令。 

 

请执行第 4-12 页―使用 loopback 命令‖一节中的步骤，以完成网络连接的检查。 

 

使用 loopback 命令 

借助回环测试，您能通过测试 SM-1-STM1 接口和多路复用器接口等远程设备间的连接，来发现并

隔离设备故障。loopback 子命令将一个接口置于回环模式，使 ping 命令生成的测试数据包通过远程

设备回环。如果数据包完成了回环，则表示连接正常。否则，您也可以隔离回环测试路径中远程设

备的故障。  

 

SM-1-STM1 支持两个 sonet 控制器级别的回环模式：本地和网络。 

 

使用 loopback {local | network}命令来设置回环模式，如下所示： 
Router(config)# controller sonet 3/0 

Router(config-controller)# loopback network 

 

当使用 loopback local 命令时，所有传输到网络的数据都从内部回环到接收方。在这种回环模式下，

串行接口应设置为启用/启用循环状态。 

 

当使用 loopback network 命令时，所有接收自相连设备的数据都毫无改动地传输回设备。在这种回

环模式下，T1 串行接口不工作。  

 

SM-1-STM1 还支持映射到 TUG-3 或 AU-3 的 E1 线路上的回环。 

 

如需在已映射到 TUG-3 的 E1 线路上制定一个回环，请在配置控制器 tug3 模式中使用 tug-2 e1 

loopback 命令。 

 

如需在已映射到AU-3的E1线路上定义一个回环，请在配置控制器 au3模式中使用 tug-2 e1 loopback

命令。  

 

完整的 tug-2 e1 loopback 命令语法结构如下： 

 
 

如需禁用回环，请使用该命令的 no（否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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