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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和更换管理引擎
您可以在系统开启的情况下移除Firepower9300管理引擎，而不会损坏管理引擎硬件或系统。不过，
由于管理引擎控制着整个机箱，包括电源系统，所以我们建议您使用机箱后面板上的电源开关将系

统置于待机模式。有关管理引擎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引擎。

Step 1 若要移除管理引擎，请松开管理引擎托盘上的 2个紧固螺钉。

Step 2 拉动管理引擎上的手柄直到其移位，从机箱中移除管理引擎。

Step 3 将托盘拉出机箱一部分，另一只手放到托盘下方支撑住其重量，然后从机箱中取下该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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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拆卸和更换管理引擎

Step 4 若要安装新的管理引擎托盘，请抓住托盘的前侧，另一只手放到托盘下方进行支撑。

Step 5 打开托盘前面的手柄。

Step 6 将托盘慢慢滑入开口，直到推入到底。

Step 7 按下手柄以使其与机箱边缘啮合，并将托盘按入到位。

Step 8 当托盘完全进入机箱后，推入手柄以使托盘完全就位。

Step 9 使用手指拧紧管理引擎前面的紧固螺钉；如果使用螺丝刀，拧紧的力度不要超过 3 in-lbs。
使用手指拧紧紧固螺钉不太可能导致紧固螺钉剥落或损坏。

拆卸和更换安全模块
您可以在系统运行时拆卸 Firepower 9300安全模块，但建议您在拆卸之前使用机箱背面的电源开关
将安全模块置于备用模式。

请确保您安装了正确的固件包和软件版本，以支持您的安全模块。关于获取说明以验证您的固件软

件包版本并在必要时升级固件，请参阅《Cisco Firepower 4100/9300 FXOS固件升级指南》。关于软
件相容性矩阵，请参阅《Cisco Firepower 4100/9300 FXOS兼容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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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将某个现有安全模块替换为另一安全模块，必须先停用旧安全模块，再将其移除。有关说明，

请参阅《思科FXOSFirepower机箱管理器配置指南》中的“安全模块/引擎管理”一章。停用旧安全模
块后，您可以移除该模块，安装新安全模块，执行系统确认，然后再对其重新初始化。

注意

Step 1 若要拆卸安全模块，请松开安全模块正面的紧固螺钉。

Step 2 拉动安全模块上的手柄直到其移位，从机箱中移除安全模块。

Step 3 将安全模块拉出机箱一部分，另一只手放到安全模块下方支撑住其重量，然后从机箱中取下该模块。

图 2:拆卸和更换安全模块

Step 4 如果不用立即将其安装到其他插槽中，请将该安全模块放到防静电垫子或防静电泡沫上。

如果插槽保持为空，请安装空白面板以确保适当的空气流通并防止灰尘落入机箱；否则，请安装其他安全模

块。

Step 5 若要安装新的安全模块，请抓住安全模块的前侧，另一只手放到安全模块下方对其支撑。

Step 6 打开安全模块正面的手柄。

Step 7 将安全模块慢慢滑入开口，直到推入到底。

Step 8 按下手柄以使其与机箱边缘啮合，并将安全模块按入到位。

Step 9 使用手指拧紧安全模块前面的紧固螺钉；如果使用螺丝刀，拧紧的力度不要超过 3 in-lbs。
使用手指拧紧紧固螺钉不太可能导致紧固螺钉剥落或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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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ve and Replace the SSD
There are two SSDs in each security module. They are configured in a RAID 1 configuration. If one or both
SSDs fail, you must decommission the security module and acknowledge the slot to start the SSD installation
and update the inventory. See the "SecurityModule/EngineManagement" chapter in the Cisco FXOS Firepower
Chassis Manager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the instructions. After you decommission the security module, you
can remove the SSDs, install the new SSDs, and acknowledge the slot to bring the security module back
online.

Once you replace the SSD, the storage controller rebuilds the newly installed SSD and no loss of data should
occur. If both SSDs fail, no data can be recovered.

Note

The two SSDs in RAID 1 store the other's data. Breaking the RAID pair to use in another service modules
causes the service module to fail discovery by the Supervisor.

Note

Step 1 Decommission the security module.
Step 2 To remove an SSD, face the front of the chassis, press the handle release on the SSD and gently pull it out of the slot.

Figure 3: Remove the SSD

Handle release2Handle1

Step 3 To replace the SSD, hold the SSD in front of slot 1, push it in gently until it is seated, and close the ha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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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Tighten the captive screws on either side of the SSD.
Step 5 Acknowledge the slot to start the SSD installation.

安装单宽网络模块
此过程描述了如何将网络模块安装到从未安装过网络模块的空插槽中，以及如何删除已安装的网络

模块并将其替换为另一个。

热插拔

确认您有正确的软件来支持在 10 Gb和 40 Gb的非硬件旁路网络模块上的热交换。有关软件相
容性矩阵，请参阅《Cisco Firepower 4100/9300 FXOS兼容性》。您必须与相同的网络模块进行
热交换，即具有相同 PID的网络模块。有关网络模块 PID的列表，请参阅产品 ID编号。从机
箱中拆卸网络模块之前，必须使用适当的CLI命令使网络模块脱机，保存所有的网络模块配置。

不建议您在不先使用适当的 CLI命令使网络模块正确脱机的情况下，就直接拆除网络模块。注意

确认您的管理引擎上有正确的 ROMMON以支持热交换。有关获取说明以验证您的固件软件包
版本并在必要时升级固件，请参阅《Cisco Firepower 4100/9300 FXOS固件升级指南》。

注释

要拆卸和更换当前不支持热插拔的网络模块，请关闭机箱电源，更换网络模块，然后重新打开机箱

电源。

确认您在Supervisor上有正确的ROMMON，以支持100GB网络模块（FPRK-NM-4x100G和
FPRK-NM-2x100G）。有关如何验证您的固件软件包版本并根据需要升级固件的说明，请参阅《Cisco
Firepower 4100/9300 FXOS固件升级指南》。

注释

下图显示了 10Gb非硬件旁路网络模块的前面板视图。显示了紧固螺钉、端口和 LED的位置。有关
其他单位宽网络模块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网络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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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Firepower网络模块 10Gb

以太网 X/12紧固螺钉/手柄1

以太网 X/54以太网 X/33

以太网 X/26以太网 X/75

以太网 X/68以太网 X/47

网络活动 LED

•熄灭 -无连接或端口未使用。

•琥珀色 -无链路或网络故障。

•绿色 -链路打开。

•绿色闪烁 -网络活动。

10以太网 X/89

Step 1 若要将新的网络模块首次安装到空槽中，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将电源开关移至“关闭”(OFF)位置，关闭机箱。
b) 按照步骤5至7安装新的网络模块。
c) 通过将电源开关移至 “ON”位置来打开机箱。

新网络模块的状态为OIR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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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若要将网络模块的状态更改为联机，请重新启动机箱。请参阅《FXOSCLI配置指南》系统管理一章中的“重
启 Firepower 4100/9300机箱”小节，以获取符合您软件版本的操作。

Step 2 若要删除和替换现有的网络模块，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a) 保存配置。
b) 将电源开关切换至“关闭”(OFF)位置，关闭机箱电源（如果拆卸不支持热插拔的网络模块）。
c) 使用适当的 CLI命令使网络模块脱机（如果拆卸不支持热插拔的网络模块）。保存所有网络模块配置。请
参阅《FXOS配置指南》安全模块/引擎管理一章中“将网络模块脱机或联机”小节。

d) 继续执行第三步。

Step 3 要移除网络模块，请松开网络模块左侧的紧固螺钉，释放手柄，直到手柄完全旋转出来，然后将网络模块轻轻

拉出机箱。

图 5:拆卸和更换单位宽网络模块

如果插槽保持为空，请安装空白面板以确保适当的空气流通并防止灰尘落入机箱；否则，请安装其他网络模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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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可选）如果要在双位宽插槽中安装单位宽网络模块，您必须安装分配器。空白面板都是一个单插槽，若您需

要两个单网络插槽，则请安装分配器。

原来的 9300机箱和较新的 9300机箱具有不同的分流器。可以订购 FPR9K-NM-DIV=，其中包含一个
螺钉和两个分流器，方便您在丢失旧机箱的分流器（部件号 800-101936-01）时或者新机箱需要新分
流器（部件号 700-112465-01）时使用。

注释

Step 5 要安装新的网络模块，请握住机箱右侧的网络模块插槽正面的网络模块，并将手柄完全拉出。将模块慢慢推入

网络模块插槽，直到手柄与机箱的对应部件啮合。手柄应该正确啮合。

Step 6 轻轻地推动手柄，直到其完全位于网络模块面板上并且模块在机箱中完全就位。

Step 7 拧紧网络模块左侧的紧固螺钉。

Step 8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a) 打开机箱电源，以便识别新的网络模块（如果新的网络模块不支持热插拔）。
b) 使用适当的 CLI命令使新的网络模块脱机（如果新的网络模块支持热插拔）。新的网络模块重新联机后，
会自动重新应用保存的网络模块配置。

如果要安装的网络模块与原始网络模块具有不同的 PID，则删除保存的配置，并应用默认配置。
必须输入 acknowledge命令，确认网络模块 PID更改。

注释

按照《FXOS配置指南》中的程序连接到网络模块，并确保其已被 Firepower 9300正确发现。

安装双宽网络模块

在安装 FirePower 100Gb网络模块之前，请确保您的 FirePower 9300安装了正确的固件包。有关如何
验证您的固件软件包版本并根据需要升级固件的说明，请参阅《Cisco Firepower 4100/9300 FXOS固
件升级指南》。

注释

Firepower 100Gb网络模块是可选且可拆卸的 I/O模块，可提供两个光纤 100千兆以太网接口。它在
Firepower 9300上占用两个插槽，并且支持单模和多模两种模式。

验证您的软件支持热交换。有关软件相容性矩阵，请参阅《Cisco Firepower 4100/9300 FXOS兼容性
》。在拆卸和更换网络模块后，必须重新启动系统，以便 Firepower 9300发现新的网络模块。有关
Firepower 9300网络模块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网络模块。

下图显示了 Firepower 9300 100Gb网络模块的前面板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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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00Gb网络模块

100千兆以太网 QSFP28光纤端口

以太网 X/1

2紧固螺钉/手柄1

网络活动 LED

•熄灭 -无连接或端口未使用。

•琥珀色 -无链路或网络故障。

•绿色闪烁 -网络活动。

4100千兆以太网 QSFP28光纤端口

以太网 X/2

3

Step 1 若要将新的网络模块首次安装到空槽中，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将电源开关移至“关闭”(OFF)位置，关闭机箱。
b) 按照步骤 4至 6安装新的网络模块。
c) 通过将电源开关移至 “ON”位置来打开机箱。

新网络模块的状态为OIR失败。

d) 若要将网络模块的状态更改为联机，请重新启动机箱。请参阅《FXOSCLI配置指南》系统管理一章中的“重
启 Firepower 4100/9300机箱”小节，以获取符合您软件版本的操作。

Step 2 若要删除和替换现有的网络模块，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a) 保存配置。
b) 将电源开关移至“关闭”(OFF)位置，关闭机箱。
c) 继续执行第三步。

Step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a) 如果要拆除安装在两个网络模块插槽中的单位宽网络模块，请松开网络模块左侧的紧固螺钉，释放手柄，
然后将网络模块轻轻拉出机箱。通过松开分流器顶部的紧固螺钉，然后将其拉出，拆除位于两个网络模块

之间的分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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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您想要用一个或两个单位宽网络模块取代 100Gb双位宽网络模块，请保留分流器。也可以订
购分流器套件 (FPR9K-NM-DIV=)，其中包含两个分流器，一个用于原来的 9300机箱，另一个用
于较新的 9300机箱。

注释

图 7:拆卸网络模块分流器

b) 如果您要拆除 100Gb网络模块，请松开模块左侧的紧固螺钉，释放手柄，然后将网络模块轻轻拉出。

如果插槽保持为空，请安装空白面板以确保适当的空气流通并防止灰尘落入机箱；否则，请安装其他网络模

块。空白面板都是一个单插槽，若您需要两个单网络插槽，则请安装分配器。

Step 4 握住机箱右侧双网络模块插槽正面的 100Gb网络模块，并将手柄完全旋转拉出。将模块慢慢推入网络模块插
槽，直到手柄与机箱的对应部件啮合。手柄应该正确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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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安装 100Gb网络模块

Step 5 轻轻地推动手柄，直到其完全位于网络模块面板上并且模块在机箱中完全就位。

Step 6 拧紧网络模块左侧的紧固螺钉。

Step 7 启动机箱，以便识别新的网络模块。

按照《FXOS配置指南》中的程序连接到网络模块，并确保其已被 Firepower 9300正确发现。

拆卸和更换电源模块
可以在系统运行时拆卸和更换电源模块。请确保热插拔时至少有一个电源模块处于活动状态。

立即更换电源。电源空白不可用。注释

Step 1 要拆卸电源模块，请朝向机箱正面，拧松电源模块右侧的外加螺钉。

Step 2 抬起电源手柄以使其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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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使用手柄，将电源模块从插槽中拔出。将电源模块滑出机箱时，请用另一只手托住电源模块。立即安装新的电

源模块。

图 9:拆卸和更换电源模块

Step 4 要安装新的电源，请将电源模块手柄朝上放置。

Step 5 双手握住电源模块，然后将其滑入电源槽位。

Step 6 轻轻地把电源模块推到机箱里直到其完全固定，然后按下手柄。

Step 7 拧紧右侧的外加螺钉。

Step 8 检查电源模块 LED，以确定电源模块是否正常运行。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电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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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直流电源模块

声明 1002 -直流电源

当需要绞合布线时，请使用核准的布线终端，如闭环终端或带上翻接头的锹型终端。这些终端的尺

寸应与电线匹配，并且应夹紧绝缘体和导体。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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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立即更换电源。电源空白不可用。注释

此程序介绍如何安装直流电源模块，并将其连接到机箱背面的 PDU端子。

开始之前

您需要以下工具才能连接直流电源模块：

•十字头螺丝刀

• 10毫米扳手或套筒扳手

•连接器和用于直流电路或其他电路的电缆

•两个双孔接线片

配件包不提供这些接线片。我们建议使用与 90度弯曲的 Burndy YAZ6C2TC1490直流电接线片
类似的接线片。它支持 ¼-20螺栓且螺栓间间隙合适。

Step 1 在机箱中安装直流电源模块，记下槽位编号，以便用电线将电源模块连接到机箱背面正确的端子。请参阅拆

卸和更换电源模块，第 11页了解相关程序。

Step 2 确保所安装电源模块的直流电路电源处于关闭状态。

Step 3 确保符合所有现场电源与接地要求。

Step 4 挤压塑料盖顶端和底端的凸缘，将塑料盖从直流终端移除。

Step 5 用螺钉将绿色的接地线连接到机箱接地端子。

只需进行一次接地连接，即使可能需要进行两次直流电源连接。

Step 6 用螺钉将这两个双孔接线片连接到电源模块接线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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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连接直流电源连接器和接地片

螺母2DC端子盖1

DC端子4两个双孔接线片（未在配件包中提供）3

机箱接地片5

Step 7 将 DC输入电线连接到电源输入模块接线板。正确的接线顺序是正极连接正极（红线），负极连接负极（黑
线）。

Step 8 如上图所示盖上端子盖。

终端通电时，终端盖应务必盖牢。

Step 9 将电路中 DC断开开关设置为 ON。

将多电源系统中的每个电源连接到独立的 DC电源。遇到电源故障时，如果其他电源可用，仍可维
持系统运行。

注意

Step 10 检查机箱正面的电源 LED，以确定电源的运行状况。

有关 LED值的含义，请参阅电源模块。

连接 HVDC电源模块
请注意以下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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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1002 -直流电源

当需要绞合布线时，请使用核准的布线终端，如闭环终端或带上翻接头的锹型终端。这些终端的尺

寸应与电线匹配，并且应夹紧绝缘体和导体。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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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立即更换电源。电源空白不可用。注释

此程序介绍如何安装高压 (HV)直流电源模块，并将其连接到机箱背面的电源。当两个电源模块均已
插入并且是同时运行时，将会共享负载。HVDC电源模块支持热插拔。

Step 1 将HVDC电源模块安装到机箱中，记下槽位编号，以便将HVDC电源线连接到机箱背面HVDC电源模块上正
确的供电电源。请参阅拆卸和更换电源模块，第 11页了解相关程序。

Step 2 确保所安装电源模块的直流电路电源处于关闭状态。

Step 3 确保符合所有现场电源与接地要求。

Step 4 将 HVDC电源线插入 PSU-1和/或 PSU-2的供电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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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HVDC电源

PSU-1的供电电源2PSU-2的供电电源1

Step 5 将电路中的 HVDC断开连接开关设置为“开”。

在具有多个电源的系统中，请将每个电源连接到单独的 HVDC电源。遇到电源故障时，如果其他电
源可用，仍可维持系统运行。

注意

Step 6 检查机箱正面的电源 LED，以确定电源的运行状况。

有关 LED值的含义，请参阅电源模块。

Remove and Replace the Fan Module
You can remove and replace fan modules while the system is running. The airflow moves from front to back.
See Fan Module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fan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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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ssis is designed to have all fan modules in place and operating at all times. Do not leave the fan module
bay empty for longer than is necessary to replace it with a new fan module.

Note

Step 1 To remove a fan module, face the rear of the chassis, and hold the handle of the fan module.
Step 2 Press down on the spring latch at the top of the fan module.
Step 3 Pull the fan module out of the chassis.

Figure 12: Remove and Replace the Fan Module

Step 4 To install a new fan module, hold the fan module with the spring latch at the top of the module.
Step 5 Push the fan module into the chassis until it is properly seated and the spring latch snaps into place.

If the system is powered on, listen for the fans. You should immediately hear the fans operating. If you do not hear the
fans, make sure the fan module is inserted completely into the chassis and the faceplate is flush with the outside surface
of the chassis.

Step 6 Verify that the fan is operational by checking the fan module LED. It takes about a minute for the Fan LED to be updated.
See Fan Modules for a description of the fan module L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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