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装和连接

• 拆箱并检查机箱，第 1页
• 将机箱安装到机架上，第 2页
• 将机箱接地，第 6页
• 安装 FIPS不透明防护罩，第 8页
• 连接电缆、打开电源并检验连通性，第 12页

拆箱并检查机箱

保留装运箱，以备日后在装运机箱时使用。提示

机箱在发货前已经过全面检查。如果在运输过程中出现物品损坏或丢失，请立即与您的客户服务代

表联系。

注释

有关机箱出厂装箱清单，请参阅装箱清单。

步骤 1 从纸质包装箱中取出机箱，并保留所有包装材料。

步骤 2 将装运内容与客户服务代表提供的设备清单做对比。检查您是否具有所有项目。

步骤 3 检查故障并将任何差异或损坏报告给您的客户服务代表。准备好下列信息：

• 托运人的发票编号（参见装箱单）

• 损坏设备的型号和序列号

• 损坏说明

• 损坏对安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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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机箱安装到机架上
请注意以下警告：

声明 1006 -机架安装和维修的机箱警告

为避免在机架中安装或维修该部件时使身体受伤，请务必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确保系统固定。以下

是安全准则：

• 如果此部件是机架中唯一的部件，应将其安装在机架的底部。

• 如果在部分装满的机架中安装此部件，请按从下往上的顺序安装各个部件，并且最重的部件应

安装在机架的底部。

• 如果机架配有固定装置，请先装好固定装置，然后再在机架中安装或维修此装置。

警告

声明 1018 -供电电路

为降低触电和火灾风险，在将此装置连接到供电电路时应小心谨慎，以免线路过载。

警告

声明 1032 -提起机箱

为了预防人身伤害或机箱损坏，切勿企图使用模块（如电源、风扇或卡）上的把手提起机箱或使之

倾斜；此类把手在设计上无法承受装置的重量。

警告

此程序介绍如何使用机箱附带的配件包中的机架套件在机架中安装 Firepower 4100系列安全设备。

开始之前

您需要下列物品才能将机箱安装在机架（4柱 EIA-310-D机架）中：

• 1号十字头螺丝刀

• Firepower 4100配件包包含滑轨、安装凸耳和螺钉

滑轨组件与四柱机架和机柜配套使用，并且在机架立柱前面有方形插槽、7.1毫米圆孔和 10-32英寸
螺纹孔。滑轨与机架立柱之间从前到后应保持从 24到 36英寸的间隔。机架安装柱需要从 2到 3.5
毫米，以配合滑轨机架安装。

如果导轨之间存在内部障碍物，可能会使滑轨安装更加复杂。使用导轨之间没有内部障碍物的机架，

以便滑轨安装不受阻碍。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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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使用配件包中提供的六个 8-32 x 0.375英寸的沉孔十字头螺钉将机架安装支架固定到机箱的两侧。

图 1:将机架安装支架固定到机箱的侧面

机架安装支架2机箱1

8-32 x 0.375英寸的沉孔十字头螺钉（每侧 3个）3

步骤 2 将内滑轨固定到机箱的两侧：

a) 从滑轨组件中取下内滑轨。
b) 与内滑轨与机箱的一侧对齐，以使滑轨中的三个锁槽与机箱一侧的三个安装钉对齐。
c) 将锁槽放置在安装钉上方，然后向前滑动滑轨，以使其在安装钉上固定到位。后面的锁槽有一个金属夹，可锁
定在安装钉上面。

d) 使用一个M3X6毫米螺钉，将内滑轨固定到机箱一侧。
e) 将第二个内滑轨安装到机箱另一侧，并使用另一个M3X6毫米螺钉进行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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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将内滑轨固定到机箱的侧面

内滑轨2机箱正面1

M3X6毫米螺钉（每侧一个）3

步骤 3 打开两个滑轨组件上的前紧固板。滑轨组件的前端有一个弹簧紧固板，将安装钉插入机架立柱孔之前，必须打开
该紧固板。

在组件外面，将绿色箭头按钮向后推动，可打开紧固板。

图 3:前端的正面紧固机制

紧固板，显示向后推动至打开位置2前安装钉

适用于方形孔、7.1毫米圆孔和10-32号螺
纹孔

注释

1

机架立柱3

步骤 4 在机架上安装滑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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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将一侧的滑轨组件前端与您要使用的正面机架立柱孔对齐。

滑轨前端包裹住机架立柱的外面，然后从正前面将安装钉放入机架立柱孔。

机架立柱必须在安装钉和打开的紧固板之间。注释

b) 从正前面将安装钉推入机架立柱孔。
c) 按下标记为 PUSH的紧固板释放按钮。弹簧紧固板将安装钉锁定到位。

d) 调整滑轨长度，然后将后安装钉推入到相应的后部机架立柱孔。滑轨必须从前往后成一条直线。

将后部安装钉从机架立柱的内侧推入后机架立柱孔。

e) 将第二个滑轨组件安装到机架的另一侧。确保两个滑轨组件保持水平并处于同一高度并且从前往后成一条直
线。

f) 朝机架前方拉动每个组件上的内部滑轨，直到滑轨触到内挡块并锁定到位。

步骤 5 将机箱插入到滑轨中。

a) 将安装到机箱两侧的内滑轨后端与机架上的空滑轨的前端对齐。
b) 将内滑轨推入到机架上的滑轨中，直至触到内部挡块而停止。
c) 将释放扣夹滑入两个内滑轨的后端，然后继续将机箱推入机架，直到安装支架卡到滑轨的前面。

图 4:内滑轨释放扣夹

将内滑轨固定到机箱2内滑轨释放扣夹1

将外滑轨固定到机架立柱3

步骤 6 在安装支架正面使用紧固螺钉，将机箱完全固定到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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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做什么

将机箱接地。请参阅将机箱接地，第 6页了解相关程序。

如果需要，请安装 FIPS不透明防护罩。请参阅安装 FIPS不透明防护罩，第 8页了解相关程序。

按照您的版本对应的入门指南，根据默认软件配置安装电缆。

将机箱接地
请注意以下警告：

声明 1024 -接地导体

此设备必须接地。为降低触电风险，切勿使用故障的接地导线，或在未正确安装接地导线的情况下

操作此设备。如果您不能确定是否已正确接地，请联系合适的电路检测方面的权威人士或电工。

警告

声明 1046 -安装或更换装置

为降低触电风险，在安装或更换此装置时，必须始终最先连接并最后断开接地线。

警告

声明 1025 -仅使用铜导体

为降低火灾风险，请仅使用铜质导线。

警告

必须将机箱接地，即使机架已接地。机箱上提供带两个M4螺纹孔的接地垫，用于连接接地片。接
地插头必须是NRTL列出的。此外，必须使用铜导体（电线），且铜导体必须符合NEC规程的载流
容量。

注意

开始之前

• 您需要提供下列物品：

• 剥线工具

• 压线钳

• 接地电缆

• 两个适用于 10-32 x 0.375英寸螺钉的星型锁紧垫圈，用于固定接地片

• 您需要配件包中的下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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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地片，#6 AWG，90度，#10柱

• 两颗 10-32 x 0.375英寸螺钉，用于固定接地片

步骤 1 使用剥线工具将接地电缆末端的封皮去除约 0.75英寸（19毫米）。

步骤 2 将接地线的剥皮端插入接地插头的开口端。

图 5:将电缆插入接地片

步骤 3 使用卷边工具将接地电缆固定到接地片中。

步骤 4 去掉机箱接地垫上粘性标签。

步骤 5 将接地片放到接地垫上，以便产生固定的金属对金属触点，并通过接地片中的孔插入带垫圈的两个螺钉，将其插
入到接地垫中。

图 6:固定接地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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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确保接线插头和电缆不会干扰其他设备。

步骤 7 准备将接地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到站点中合适的接地点，以确保充分接地。

下一步做什么

如果需要，请安装 FIPS不透明防护罩。请参阅安装 FIPS不透明防护罩，第 8页了解相关程序。

继续执行连接电缆、打开电源并检验连通性，第 12页。

安装 FIPS不透明防护罩

此程序应仅由机密人员执行。注意

由于FIPS不透明防护罩会遮住机箱上的序列号，您需要先将序列号复制到标签上并将标签固定到机
箱上容易找到或查看的地方，然后再安装 FIPS不透明防护罩。在致电思科 TAC时，您需要提供序
列号。

注释

开始之前

您需要具备下列物品才能安装 FIPS不透明防护罩：

• 1号十字头螺丝刀

• FIPS套件中的以下各项物品：

• 一个 FIPS不透明防护罩

• 四个 8-32 x 0.375英寸的沉孔螺钉，用于将 FIPS不透明防护罩固定到电缆管理支架

• 15个防拆封标签 (TEL)

• Firepower 4100系列配件包中的以下各项物品：

• 两个电缆管理支架

• 四个 8-32 x 0.375英寸的沉孔螺钉，用于将电缆管理托架固定到滑轨锁定支架

步骤 1 将序列号复制到标签上并将标签固定到机箱上容易找到的地方，以便日后不时之需。如要查找序列号，请参阅序

列号位置。

步骤 2 从机架中拉出机箱，直到释放闩锁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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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如果您尚未执行此操作，请使用配件包中提供的六个 8-32 x 0.375英寸沉孔十字头螺钉将滑轨锁定支架固定到机
箱的两侧。

您应先完成此步骤，然后才能执行将机箱安装到机架上，第 2页中说明的程序。注释

图 7:将滑轨锁定支架固定到机箱的两侧

滑轨锁定支架2机箱1

8-32 x.375英寸的沉孔十字头螺钉（每侧三个）3

步骤 4 使用配件包中提供的四个 8-32 x 0.375英寸的沉孔十字头螺钉将电缆管理支架固定到各滑轨锁定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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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将电缆管理托架固定到滑轨锁定支架

滑轨锁定支架2电缆管理支架1

8-32 x.375英寸的沉孔十字头螺钉（每侧两个）3

步骤 5 将电缆连接到端口。请参阅连接电缆、打开电源并检验连通性，第 12页了解相关程序。请确保电缆足够松弛，
以便将其穿过电缆安装支架（如下面的第六步所示）。

如果您是在最初产品安装之后安装 FIPS不透明防护罩，则电缆应已连接。如果连接的电缆不够松弛，
以致无法将其穿过电缆安装支架（如下所示），您必须关闭设备电源，拔下电缆，将电缆穿过电缆安装

支架，重新连接电缆，然后继续执行下面的第七步。

注释

步骤 6 将电缆穿过电缆管理支架的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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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将电缆穿过电缆管理支架

步骤 7 使用 FIPS套件中提供的四个 8-32 x 0.375英寸的沉孔十字头螺钉将 FIPS不透明防护罩固定到电缆管理支架。

图 10:将 FIPS不透明防护罩固定到电缆管理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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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x.375英寸的沉孔十字头螺钉（每侧两个）2FIPS不透明防护罩1

电缆管理支架3

步骤 8 固定 15个 TEL。有关此程序和正确放置 TEL的信息，请参阅《FIPS 140-2非专有安全策略级别 2验证》文档中
的“放置防拆封标签 (TEL)”部分（第 2.13节）。

步骤 9 将电源线一端连接到机箱，另一端连接到电源插座。

步骤 10 按后面板上的电源按钮。

步骤 11 检查前面板上的电源 LED。有关电源 LED的说明，请参阅前面板 LED。绿色常亮表示机箱已通电。

当您将电源开关从打开切换为关闭时，系统需要几秒钟才能关闭。在电源 LED关闭之前，请勿拔下电
源线。关闭机箱电源（将电源开关切换至“关闭”(OFF)位置，或拔掉电源线）后，至少等待 10秒，
再重新开机。

注释

步骤 12 有关更多配置信息，请参阅与您的操作软件对应的入门指南：

• 《适用于 Firepower 4100的思科 ASA入门指南》

• 《适用于 Firepower 4100的 Cisco Firepower威胁防御入门指南》

连接电缆、打开电源并检验连通性
请注意以下警告：

声明 1021 - SELV电路

为避免触电，请勿将安全的超低电压 (SELV)电路连接至电话网络电压 (TNV)电路。LAN端口包含
SELV电路，WAN端口包含 TNV电路。某些 LAN和WAN端口都使用 RJ-45连接器。连接电缆时
请小心。

警告

声明 1051 -激光辐射

已断开的光纤或连接器可能会发出不可见的激光辐射。请勿凝视射束或通过光学仪器直接观看。

警告

安装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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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1055 -1/1M类激光

警告–不可见的激光辐射。请不要让用户暴露在照准器光学组件下。1/1M类激光产品

警告

在完成机箱的机架安装后，请按照下列步骤连接电缆，打开电源，并检查连通性。

步骤 1 连接到控制台端口。

使用串行控制台电缆，将计算机或终端服务器连接至 RJ-45串行控制台端口（波特率为 9600），以便使用 CLI进
行初始设置。

步骤 2 连接到管理接口。

在管理端口中安装配件包中提供的1千兆以太网SFP收发器，然后使用以太网电缆将管理计算机直接连接到SFP。

插入 SFP收发器时，请采用适当的 ESD程序。避免接触后面的触点，并且避免触点和端口沾染灰尘和污
垢。在不使用 SFP收发器时，请将其保存在 ESD包装中。

注释

请勿强行将 SFP收发器插入插槽。否则可能导致收发器卡在插槽中，对收发器和/或机箱造成永久性损
坏。

警告

图 11:将电缆连接到 Firepower 4100

1千兆以太网管理接口2控制台端口 (RJ-45)1

八个用于SFP+收发器的固定端口千兆以太网数
据接口

4八个用于SFP+收发器的固定端口千兆以太网
数据接口

请翻转 SFP+，连接到上排端口。

3

步骤 3 安装 SFP/SFP+收发器。

在固定端口的以太网网络接口或已安装的网络模块中安装SFP/SFP+收发器，注意不要碰触到后面的触点。请翻转
SFP+，连接到上排端口。在下排端口中以正常方式连接 SFP+收发器。上排端口插槽朝上，下排端口插槽朝下。

安装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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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允许使用非思科 SFP收发器，但我们不建议使用，因为这些 SFP未经思科测试和验证。对于因使用
未经测试的第三方 SFP收发器导致的任何互操作性问题，思科 TAC可能会拒绝提供支持。有关支持的思
科收发器列表，请参阅支持的 SFP/SFP+和 QSFP收发器。

注释

步骤 4 连接到以太网接口。

使用适当的电缆连接固定端口或已安装的网络模块中的 SFP/SRP+收发器。

步骤 5 （可选）如果您正在安装 FIPS不透明防护罩，请继续执行安装 FIPS不透明防护罩，第 8页中的第 6步。

步骤 6 将电源线一端连接到机箱，另一端连接到电源插座。

步骤 7 按后面板上的电源按钮。

步骤 8 检查前面板上的电源 LED。绿色常亮表示机箱已通电。

当您将电源开关从打开切换为关闭时，系统需要几秒钟才能关闭。在电源 LED关闭之前，请勿拔下电源
线。关闭机箱电源（将电源开关切换至“关闭”(OFF)位置，或拔掉电源线）后，至少等待 10秒，再重
新开机。

注释

步骤 9 有关更多配置信息，请参阅与您的操作软件对应的入门指南：

• 《适用于 Firepower 4100的思科 ASA入门指南》

• 《适用于 Firepower 4100的 Cisco Firepower威胁防御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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