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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更换实际上运行良好的硬件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资源。本文帮助您发现并排除Cisco AS5350和
AS5400系列路由器的潜在硬件问题，并帮助有关人员根据路由器上出现的错误类型来确定可引起硬
件故障的组件。

先决条件
要求
本文读者应该对这些文档熟悉：
●

●

●

●

●

●

Cisco AS5350通用网关机柜安装指南
Cisco AS5400通用网关机柜安装指南
Cisco AS5350和AS5400通用网关卡安装指南
路由器崩溃故障排除
AS5350系列问题信息通告（Field Notice）
AS5400系列问题信息通告（Field Notice）

使用的组件
本文的信息非某个Cisco IOS(r)软件版本所特有，相反，它适用于Cisco AS5350和5400系列交换机
上运行的所有Cisco IOS软件版本。
本文档中的信息都是基于特定实验室环境中的设备创建的。本文档中使用的所有设备最初均采用原
始（默认）配置。如果您是在真实网络上操作，请确保您在使用任何命令前已经了解其潜在影响。

规则
有关文档规则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Cisco 技术提示规则。

硬件软件兼容性与内存要求
无论何时安装新卡、模块或Cisco IOS软件镜像，一定要确保访问服务器具有足够的内存，并且硬件
与软件要与所需要使用的特性兼容。
我们建议您执行下面推荐的步骤来检查硬件软件兼容性和内存需求
1. 使用软件顾问工具（仅限注册用户）来为网络设备选择软件。
2. 请使用下载软件地区(仅限注册用户)检查Cisco IOS软件内存(RAM和闪存)要求的最小数量，并
且下载Cisco IOS软件镜像。"要确定安装在您的路由器上的内存(RAM和闪存)的大小，请参见
""如何选择Cisco IOS软件版本""的""内存需求""部分。"提示：在不了解所使用特性组的情况下
，若想保持与当前路由器上运行的软件版本相同的特性，请在路由器上输入 show version 命
令，并将其粘贴到 输出 解释器 工具 (仅限注册用户) 从而了解所使用的特性组。检查功能支持
是重要的，特别是如果您计划使用最新的软件功能。如果需要将Cisco IOS软件镜像升级到新
版本或功能集，请参见"如何选择Cisco IOS软件版本"，以获得更多信息。
3. 如果确定Cisco IOS软件升级要求，请跟随Cisco AS5350及AS5400的软件安装和升级流程。

确定问题
因为遇到的问题可能是由硬件、软件、电缆、电话公司、配置等诸多原因所引起的，因此，对每个
选项进行隔离及验证很重要。本文说明一些故障的常见表现以及相应的解决程序。

收集信息
为了确定导致故障的原因，首先需要最大限度地获得与问题有关的信息。下面的信息对于确定故障
的原因至关重要：
控制台日志(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应用正确终端仿真器设置建立控制台连接”))。
系统日志信息？如果将路由器设置为向 Syslog 服务器发送日志，您就可能能够获得关于所发生
情况的信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如何配置Cisco设备来支持系统日志分析”。基本指南）。
show technical-support命令输出？show technical-support命令是许多不同的命令的编译包括
show version、show running-config和show stacks。技术支持工程师通常需要了解这方面的信
息来确定并排除硬件故障。因为重新加载或重新启动电源可导致与故障有关的所有信息丢失
，因此，在重新加载或重新启动电源之前收集 show technical-support 信息非常重要。
若路由器出现启动错误，请执行启动顺序所要求的操作。
如果您拥有Cisco设备的show命令(包括show technical-support)的输出，则您能利用这些信息，找
到潜在问题和修复方法。 要使用输出结果，您必须是注册用户，并且必须进行登录，还要激活
JavaScript。
●

●

●

●

若要使用Output Interpreter，您首先必须进行 注册 、登录并启用JavaScript功能。

路由器重新启动或重新加载
路由器可能会由于各种原因而需要重新启动或重新加载。当路由器重新启动时，回到正常状态(含义

通过流量并且允许您访问到路由器);然而，它可能再重新启动。下表提供了导致路由器重新启动的
常见原因和故障排除方面的提示。若遇到这类问题，则只需单击击链接，就可查看排除特定故障的
步骤。若要检查路由器重新启动的原因，发出 show version 命令，并查看输出。
重新启动
的原因

要采取的步骤

由于路由
器崩溃而
引起的重
新加载

“系统崩溃”是指系统检测到无法恢复的错误并
已经重新启动的情况。软件问题和/或硬件问题
都可能引起系统崩溃。此部分处理硬件造成的
崩溃，以及软件相关的但可能被错认为硬件问
题的崩溃。重要信息：如果路由器在崩溃后重
新加载 (例如，通过重新启动电源或 reload 命
令)，有关崩溃的重要信息将会丢失，因此
，在重新加载路由器之前，设法收集 show
technical-support 和 show log 输出，以及
crashinfo文件(在可能的情况下)!请查阅 “路由
器崩溃故障排除” 以了解更多有关这方面问题
的信息。

由于总线
错误崩溃
而引起的
重新加载

当处理器尝试访问不存在（软件错误）、或者
没有正确回应（硬件问题）的存储位置时，系
统遇到总线错误。总线错误可以通过查看路由
器提供的show version命令的输出来确定(如果
不重新启动或手工重新载入) 。下面是总线错
误崩溃的两个示例： 在控制台输出中，该错误
信息可能还会和一个总线错误信息同时出现：
有关这方面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排除总线错误
崩溃故障”。

由于奇偶
校验错误
而引起的
重新加载

在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时，只需对路由器进行
监视。在第二次发生这种情况时，则根据“处
理器内存奇偶校验错误”的说明替换相应硬件
。

由于总线
错误而引
起的重新
加载

对照总线错误地址，检查show region 命令的
内存映射。如果地址有效，则很可能是硬件问
题。如果该地址无效，则是正在运行的Cisco
IOS软件的版本有问题。试用输出 解释器(注
册用户 （仅适用此类消费者）) 工具来显示潜
在的问题和修复程序。请参见 “排除总线错误
崩溃故障” 以了解有关这方面的更多信息。

由于软件
所制崩溃
而引起的
重新加载

通常情况下，这种情况几乎都是软件问题。升
级到最新版本的Cisco IOS

由于
SegV错
误而引起
的重新加
载

(分段违规)SegV 错误总是与软件相关的问题
。升级到版本系列中最新的Cisco IOS软件版
本，或者使用 Output Interpreter (仅限于 注册
用户) 工具来显示潜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请
参见 “SegV 例外情况” 以了解有关这方面的更
多信息。

由于看门
狗定时器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消息指示硬件故障。除
非其他组件（例如，插入新模块，并开始重新

超时引起
的重新加
载

加载）指示某个具体硬件，否则，更换CPU板
通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请参见 “监视器超时
”， 以了解有关如何排除这方面故障的更多信
息。

是什么原
因使路由
器通过
如果不对路由器进行电源重新启动或人工进行
“Abort”或 重新加载，则 show version 输出显示如下：
“Trace
或
Trap”来重
新启动？
在重新启
动期间
，路由器
为什么丢
失其配置
？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由配置寄存器不正确设
定而引起的。在密码恢复期间，通常改变配置
寄存器以在重新启动时绕过启动配置。在很多
情况下，配置寄存器不返回到通常的设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系统崩溃的特殊类型”。

连续启动或启动循环
路由器可能会出现由硬件故障引起的连续环路。若发生连续环路，则无法访问路由器(例如，无法登
录到特权模式等)，并且在电源关闭之前，路由器一直显示循环的错误消息。
若路由器上发生连续环路，关闭路由器电源，并从机箱中拆除所有Dial Feature Card（拨号特性卡
）（如CT1/CE1 PRI、CT3或NextPort卡等），复位所有内存模块（闪存和RAM），然后再次启动
路由器。
若仍然存在连续循环，则可能是由路由器闪存上存在损坏或无效的Cisco IOS软件镜像导致的。因此
，设法上载“ Xmodem Console Download Procedure Using ROMmon（使用ROMmon的
Xmodem控制台下载程序）”中所说明的不同Cisco IOS软件版本。
如果使用空机柜和不同的Cisco IOS软件版本后问题依然存在，那么更换内存(闪存和RAM)。如果问
题持续，请替换机箱。
如果问题在删除所有DFCs以后消失，再停电路由器，再插入第一个网络模块并且通电它回到。检查
路由器是否再失败。请重复此步骤，直到您识别引起失败的DFC并且替换有故障DFC。
注意： 如果路由器不在遵从以上的故障排除步骤以后体验连续环路，问题可能由插错位置的网络模
块引起。我们建议您24小时监控路由器，以确保路由器继续运行，而不会再遇到问题。

路由器根本不能启动
设法通过控制台端口连接路由器，必须使用随路由器一同提供的Rollover线 (若想了解如何确定电缆
线方面的指示信息请参见 “确定Rollover线”) 以及连接到和计算机串行端口相匹配的DB-9或 DB25适配器的RJ-45接头。请务必使用装备路由器的反转电缆(参考识别一条反转电缆关于关于如何的
说明识别电缆)与RJ-45一起到匹配您的计算机的DB-9或DB-25适配器串行端口。此外，必须将终端
软件配置为：9600bps、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奇偶校验位。为路由器重新通电。若在一分钟
的时间内根本看不到输出，则更换硬件。

有关连接控制台端口方面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应用正确的终端仿真器设置。

排除故障
本文提供不同接口和设备故障排除方面的参考。

排除串行接口故障
●

●

●

T1 故障排除流程图
排除串行线路故障
T1/56K 线路的环回测试

排除ISDN接口故障
●

●

●

排除ISDN第1层故障
排除ISDN第2层故障
排除ISDN第3层故障

排除NextPort调制解调器故障
●

●

●

●

●

●

确定AS5xxx平台上的控制器和调制解调器硬件
配置NextPort SPE恢复程序
对比NextPort SPE命令与MICA调制解调器命令
说明NextPort断开原因代码
NextPort SPE 和 IOS 软件版本参考表
了解NextPort SPE版本

排除内存问题
若访问服务器内存不足，可导致启动错误或其他故障，如， %SYS-2-MALLOCFAIL:内存分配 失败
错误。

排除路由器挂起故障
Cisco 4000 系列路由器可能会出现死机。挂起是指路由器启动到某个点后不再接受任何命令或键击
。也就是说，控制台屏幕到 某种 程度 以后挂起。死机不一定是硬件问题，大多数情况下是软件问
题。若出现路由器死机请参见 “解决路由器死机问题”。

开立服务请求时要收集的信息
若完成上述故障排除步骤之后仍需要帮助，并希望 在
Cisco技术支持开立服务请求， (仅限注册用户) 则必须提
交以下信息：
●

●

显示报错消息的控制台显示内容
显示故障排除步骤及每步骤期间启动顺序的控制台显
示内容

发生故障的硬件组件和机箱的序列号
故障排除日志
show technical-support 命令的输出
您可以使用 TAC 服务请求工具（仅限注册用户）来加载
信息，将信息附加到服务请求中。若无法访问TAC 服务请
求工具，请将信息以电子邮件附件形式将发送到
attach@cisco.com ，并在消息标题栏中输入服务请求编
号以获得服务请求的附加相关信息。
●

●

●

相关信息
●

●

硬件故障排除索引页
技术支持 - Cisco Syste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