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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ation Warnings
Read the Regulatory and Compliance Safety Information document before installing the Firepower 9300.

Take note of the following warnings:

声明 1071 -警告定义

重要安全性说明

此警告符号表示存在危险。您目前所处情形有可能遭受身体伤害。在操作任何设备之前，请务必了

解触电危险并熟悉标准工作程序，以免发生事故。请根据每个警告结尾处的声明号来查找此设备随

附的安全警告的翻译文本。

请妥善保存这些说明

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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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12 -电源断开警告

在操作机箱或在电源附近工作前，请拔掉交流装置上的电源线；断开直流装置上断路器的电源。

Warning

声明 19 - TN电源警告

本设备旨在与 TN电源系统配套使用。

Warning

声明 43 -首饰摘除警告

在操作与电源线连接的设备前，请摘下首饰（包括戒指、项链和手表）。金属物品连接在电源和接

地之间时会变热，可能会造成严重烧伤或者将金属物品焊接到终端上。

Warning

声明 94 -腕带警告

执行此程序时，请佩戴接地腕带，以免静电放电 (ESD)损坏接口卡。切勿用手或任何金属工具直接
接触背板，否则可能会遭到电击。

Warning

声明 1004 -安装说明

请在使用、安装或将系统与电源连接前阅读此安装说明。

Warning

Statement 1005—Circuit Breaker

This product relies on the building's installation for short-circuit (overcurrent) protection. Ensure that the
protective device is rated not greater than: 20 A, 120 V, and 16 A, 250 V

Warning

Statement 1015—Battery Handling

To reduce risk of fire, explosion or leakage of flammable liquid or gas:

• Replace the battery only with the same or equivalent type recommended by the manufacturer.

• Do not dismantle, crush, puncture, use sharp tool to remove, short external contacts, or dispose of in fire.

• Do not use if battery is warped or swollen.

• Do not store or use battery in a temperature > 60° C.

• Do not store or use battery in low air pressure environment < 69.7 kPa.

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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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1017 -限制区域

本部件应安装在限制进出的场所。该场所应允许熟练人员、受指导人员或有资质人员进入。

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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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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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ning

声明 1028 -多个电源

此部件连接的电源可能不止一个。为降低触电风险，在停止为此装置供电时必须断开所有电源。

Warning

声明 1029 -空面板和盖板

空面板和盖板具有以下三项重要功能：用于防止接触机箱内的危险电压和电流；屏蔽电磁干扰 (EMI)
以免影响其他设备；引导冷却气流通过机箱。只有在所有插卡、面板、前盖和后盖都安装到位的情

况下才能对系统进行操作。

Warning

声明 1030 -设备安装

仅允许经过培训的合格人员安装、更换或维修本设备。

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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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1040 -产品处理

本产品的最终处理应根据所有国家法律法规进行。

Warning

声明 1045-短路保护

此产品需要建筑物的基础设施提供短路（过流）保护。安装时应严格遵守国家和当地布线法规。

Warning

声明 1074 -遵守当地和国家电气规程

为降低触电和火灾风险，设备的安装必须符合本地和国家电气规范。

Warning

安全建议
请遵守以下安全准则：

•在安装前、安装中和安装后，请保持现场干净且没有灰尘。

•请勿将工具放在人行通道上，以免绊倒自己和他人。

•不要穿宽松的衣服或佩戴首饰（如耳环、手镯或项链），以免卡入机箱。

•如果您在任何可能对眼睛有危险的条件下工作，请佩戴护目镜。

•切勿执行对人员有潜在危险或使设备不安全的任何操作。

•切勿尝试一个人搬运过重的物品。

维护用电安全

在操作机箱之前，请务必拔下电源线插头。警告

请在安装安全设备之前阅读《合规性和安全信息》文档。

在通电的设备上工作时，请遵循以下准则：

•在开始执行需要接触机箱内部的程序之前，找到您所在房间的紧急断电开关。这样，万一发生
电力事故，您就可以迅速切断电源。

•如果工作场所的某个位置存在潜在危险，切勿单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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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假设电源已断开；应始终通过检查确保电源已断开。

•仔细检查您的工作区域是否有潜在危险，例如潮湿的地面、未接地的电源延长线、电源线磨损、
未安全接地。

•如果发生用电事故：

•保持谨慎，不要让自己成为受害者。

•断开系统电源。

•如果可能，请其他人去寻求医疗救助。否则，要评估受害者的状况，然后致电求助。

•确定受害人是否需要人工呼吸或胸外按压；然后采取适当的措施。

•在标示的额定电气条件下使用机箱，并注意遵守产品使用说明。

防范 ESD损害
电子组件处理不当时会发生 ESD，它会损坏设备和损害电路，导致间歇性故障或完全故障。

卸下和更换组件时，务必遵循 ESD预防程序。确保机箱电气接地。佩戴防 ESD腕带，确保腕带与
皮肤密切接触。将接地夹连接到机箱架未上漆的表面，以使 ESD电压安全接地。为正确防范 ESD
损害和电击，腕带和电源线必须保持有效工作。如果没有腕带，请通过触摸机箱的金属部分使自己

接地。

为安全起见，请定期检查防静电腕带的电阻值，该值应介于 1-10兆欧之间。

现场环境
有关物理规格的信息，请参阅硬件规格。

为避免设备故障，降低环境造成停机的可能性，请仔细规划现场布局和设备位置。如果您的现有设

备目前遇到停机或异常高的错误率，这些注意事项可帮助您查明故障原因，防止以后出现问题。

现场考虑因素
下列考虑因素可帮助您为机箱规划合适的工作环境，避免因环境造成设备故障。

•电气设备会产生热量。环境气流若循环不足，可能无法将设备充分冷却至合适的工作温度。确
保系统所在房间的空气能充分流通。

•确保机箱盖紧密稳固。机箱设计的初衷便是保证冷却空气可以在内部充分流动。开放机箱会造
成空气泄漏，这可能会干扰内部组件的冷却气流，改变气流方向。

•务必遵循前述ESD预防程序，避免损坏设备。静电放电造成的损坏可能导致立即或间歇性设备
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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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Supply Considerations
See电源模块 for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power supply modules in the Firepower 9300 .

When installing the chassis, consider the following:

• Check the power at the site before installing the chassis to ensure that it is “clean” (free of spikes and
noise). Install a power conditioner, if necessary, to ensure proper voltages and power levels in the appliance
input voltage.

• Install proper grounding for the site to avoid damage from lightning and power surges.

• The chassis does not have a user-selectable operating range. Refer to the label on the chassis for the
correct appliance input-power requirement.

• Install an uninterruptible power source for your site, if possible.

• If you are using dual redundant (1+1) power supplies, we recommend that you use independent electrical
circuits for each power supply.

机架配置注意事项
有关对机箱进行机架安装的程序，请参阅将机箱安装到机架上。

在规划机架配置时，请考虑以下事项：

•配备安装导轨的标准 19英寸（48.3厘米）四柱 EIA机架，带有符合 ANSI/EIA-310-D-1992第 1
部分规定的英国通用孔间距。

•机架安装柱需要从 2到 3.5 mm，以配合滑轨机架安装。

•如果在开放式机架中安装机箱，请确保机架框不会阻塞进气口或排气口。

•如果您的机架包括封闭式前门和后门，则这些门的 65%必须为开孔区域，从上到下均匀分布，
以便气流顺畅。

•请确保封闭机架中通风良好。请确保机架不过度拥塞，因为每个机箱都会产生热量。封闭的机
架应配有百叶侧和风扇为其提供冷却空气。

•在顶部装有散热风扇的封闭机架中，靠近机架底部的设备产生的热量可能被向上牵引而吸入机
架中上方设备的进气口。确保为机架底部的设备创造良好的通风条件。

•导流板可以帮助隔开排气与进气，这样也有助于引导冷却空气流从机箱内流过。导流板的最佳
位置取决于机架中的气流模式。尝试不同的排列方式，有效地定位导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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