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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快速安装指南 

 

• UNIS F5000-M 系列多业务安全网关包括 F5000-M06、F5000-M14 两款产品，在不区分具体

型号时，后续章节统称为 F5000-M 系列多业务安全网关设备。本手册以 F5000-M06 为例，对

各部分的安装进行介绍。 

• 本文档用于为 UNIS F5000-M 系列多业务安全网关的硬件安装提供简单快捷的操作指导，有关

安装过程及注意事项更详细的介绍，请参见《UNIS F5000-M 系列多业务安全网关 安装指导》。 

 

1.1  安装前的准备 

• 如果计划将 F5000-M 系列多业务安全网关设备安装到机柜，请确认已经准备好 19 英寸标准

机柜（有关机柜安装的详细说明，请参见机柜安装说明书）；并检查机柜的接地与平稳性，确

保机柜内的安装位置足够放置待安装的机箱，机柜内部和周围没有影响机箱安装的障碍物。 

• 在规划设备安装时，请确认待安装到机柜的所有设备的总高度不能超过机柜面板可安装高度，

同时需要预留足够的走线空间。 

 

为了保证机柜的平稳性，推荐将设备安装于机柜底部。如果要在机柜上安装多台设备，请将重量较

大的设备安装于机柜下方。 

 

1.2  安装防火墙 

1.2.1  安装前检查 

请确保滑道或者托盘的承载平面与机柜方孔条相邻两个RU（Rack Unit）之间的分界线（整U分界

线）对齐，如 图 1-1 所示。 

 

1 RU 有 3 个孔的高度，中间孔为辅助安装孔，两侧孔为标准安装孔。其中相邻的两个标准安装孔

之间的间距略小于辅助安装孔和与它相邻的标准安装孔之间的间距，请注意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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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整 U 分界线示意图（以滑道为例） 

 

1: 整U分界线 

 

1.2.2  安装浮动螺母 

(1) 将挂耳竖直放置、平行于机柜前方立柱的方孔条，并使挂耳下端与滑道或托盘的承载平面在

同一水平线上。 

(2) 根据挂耳上的安装孔位比对出浮动螺母在机柜方孔条上的安装位置，并用记号笔一一标出（挂

耳上每个安装孔都要对应安装一个浮动螺母）。 

(3) 安装浮动螺母到机柜前方两侧立柱的方孔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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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安装浮动螺母示意图 

 
 

1.2.3  安装走线架 

走线架用于设备的布线，分为信号线走线架和电源线走线架两部分。 

具体安装步骤如下： 

(1) 从附件盒中取出走线架。 

(2) 将走线架紧贴机箱，并对准走线架安装处，同时将螺钉对准机箱的螺钉孔。 

(3) 用螺丝刀将螺钉拧紧，固定住走线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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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安装电源线走线架示意图（以 F5000-M06 为例） 

 
1: 将走线架紧贴机箱，并对准走线架安装处 2: 用于安装走线架的螺钉孔 
3: 用于将走线架固定到机箱的螺钉 4: 电源线走线架（安装于机箱下部） 

 

1.2.4  安装挂耳 

挂耳内侧（靠近机箱的一侧）标有丝印L和R，可用于区分左右挂耳。安装时正对机箱前面板，将左

右挂耳分别固定在机箱两侧，如 图 1-4 所示。 

图1-4 安装挂耳示意图（以 F5000-M06 为例） 

 
1: 用于将挂耳固定到机箱的螺钉 2: 挂耳 
3: 信号线走线架 

 

1.2.5  安装机箱到机柜 

(1) 调整机箱方位，使机箱背面正对机柜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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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人配合，使用机箱上的把手从两侧抬起机箱，放置在机柜滑道或托盘上，并将其平稳推入

机柜，直到挂耳紧贴机柜前方的方孔条。 

 

F5000-M06 的机箱把手位于机箱的顶部。请勿试图通过抓握防火墙的风扇框或电源把手、机箱通风

孔或机箱后面板拉手来进行设备的搬运，否则可能因为该部件无法承重而引起设备损坏。 

 

图1-5 安装机箱示意图（以 F5000-M06 为例） 

 

 

(3) 用随机附带的螺钉将机箱通过挂耳固定到机柜上。 

 

如果挂耳上的螺钉孔与在机柜上安装的浮动螺母无法完全对正，请检查滑道或托盘的承载平面是否

在整 U 分界线上，以及浮动螺母是否安装在正确的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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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连接保护地线 

 

• 防火墙保护地线的正常连接是设备防雷、抗干扰的重要保障，请正确连接保护地线。 

• 为了保证良好的接地效果，请使用随机附带的保护地线（黄绿双色电缆）。 

• 消防水管和建筑物的避雷针接地都不是正确的接地位置，防火墙的保护地线应该连接到机房的

工程接地。 

 

(1) 从包装袋中取出随机附带的保护地线。 

(2) 用螺丝刀将机箱后面板上的两个接地螺钉分别取下。 

(3) 用接地螺钉将保护地线的双孔端子紧固到机箱接地点上。 

(4) 将保护地线的另一端（OT 端子）套在接地螺钉上，将保护地线紧固到机柜的接地端子上。 

图1-6 连接接地线到接地排（以 F5000-M06 为例） 

 
 

1.4  安装模块 

 

请妥善保管防火墙机箱及各模块的包装盒、包装袋等物品，以便将来需要时使用。 

 

1.4.1  佩戴防静电手腕 

设备随机配备有防静电手腕，为了避免静电对电子器件造成损坏，在安装各种可插拔模块的过程中，

请佩戴防静电手腕。 

防静电手腕的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1) 确认防火墙已经良好接地。防火墙的接地方法请参见“1.3  连接保护地线”。 

(2) 将手伸进防静电手腕，拉紧锁扣，使防静电手腕与皮肤接触良好。 

(3) 如 图 1-7 所示，将防静电手腕接地端子插入机箱的防静电手腕插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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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佩戴防静电手腕示意图（以 F5000-M06 为例） 

 
 

1.4.2  安装单板到机箱 

 

设备出厂时，部分单板槽位无假面板，本文中的图片仅供参考，请以设备的实际情况为准。 
 
各种类型的单板安装方法相同，且均支持带电插拔。本节以横插型单板的安装方法为例进行介绍。 

(1) 选择安装单板的插槽，若该槽位装有假面板，需要先拆卸假面板。 

(2) 一只手握住单板前面板，另一只手托住单板底部，将单板沿着导轨平稳推入插槽。 

(3) 当单板大部分已插入插槽后，将单板上两个扳手向外翻。 

(4) 继续推动单板，当单板的定位插销与机箱上插销定位孔接触时，停止向前推动。 

(5) 如 图 1-8 中②所示，将两个扳手向内合拢，直到扳手贴紧单板前面板，使单板与背板上插口

接触良好。 

(6) 如 图 1-8 中③所示，用螺丝刀拧紧单板上的松不脱螺钉。 

图1-8 安装单板示意图（以 F5000-M06 为例） 

 

1: 将单板插入机箱 2: 将扳手向内合拢 3: 拧紧单板的松不脱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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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安装电源模块到机箱 

 

• 交流电源模块和直流电源模块不支持混插使用，有关电源模块的详细介绍请参见《UNIS 
F5000-M 系列多业务安全网关 安装指导》。 

• 交流电源模块和直流电源模块安装过程相同，下面安装过程以交流电源模块为例进行说明。 

• 设备出厂时，部分电源模块槽位无假面板，本文图片仅供参考，请以设备的实际情况为准。 

 
(1) 选择安装电源模块的电源插槽，用十字螺丝刀沿逆时针方向松开电源假面板上的松不脱螺钉，

将假面板取出。 

(2) 从电源包装盒中取出电源模块。 

(3) 电源假面板上印有正确的电源安装图示，用户可以根据图示提示进行安装，保证电源模块安

装方向正确。用一只手抓住电源模块的把手，另一只手托住电源模块的底部，将电源模块沿

着电源插槽导轨水平插入插槽。 

(4) 电源模块完全插入插槽后，将电源模块上的把手合拢到电源模块的凹槽中。 

(5) 用十字螺丝刀对准电源上的松不脱螺钉，按顺时针方向旋转直至拧紧，使电源模块固定到机

箱中。 

1.5  连接电源线 

1.5.1  连接交流电源线 

 

连接电源线前，请将电源输入端空气开关置于断开状态。 

 

(1) 将交流电源线插头插入电源模块的电源输入插口上。 

(2) 用可拆卸式扎带将电源线固定到电源线走线架上，以防止电源线脱落。 

(3) 将电源线的另一端插到交流供电系统的插座上。 

图1-9 交流电源线固定方式示意图（以 F5000-M06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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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连接直流电源线 

 

• 请保证每根电源线都有独立的输入断路器。 

• 连接电源线前，请将电源输入端断路器置于断开状态。 

 

(1) 将直流电源线插头插到电源模块的电源输入插口上。 

(2) 按顺时针方向旋转电源线紧固螺钉直至拧紧，以防止电源线脱落。 

(3) 为了便于整理电源走线，可以用可拆卸式扎带将电源线固定到电源线走线架上，固定方式与

交流电源线相似，可以参见 图 1-9 的示意图。 

(4) 将直流电源线的另一端连接到为防火墙提供电源输入的接线端子上。标识为“-48V”的一端

（其导线颜色为蓝色）插到标有“-48V”的端子上，标识为“RTN”的一端（其导线颜色为

黑色）插到标有“RTN”的端子上。 

1.6  安装XFP/SFP+/SFP/QSFP+模块（可选） 

(1) 从包装袋中取出待安装的 XFP/SFP+/SFP/QSFP+模块（请不要用手直接触摸模块的金手指部

分）。 

(2) 将待安装模块的拉手向上垂直翻起（QSFP+塑料拉手模块无此步骤），用手捏住待安装模块

两侧，将其轻推入插槽，直至模块与插槽紧密接触（可以感到接口模块底部的弹片卡住插槽）。 

图1-10 安装 XFP/SFP+/SFP/QSFP+模块示意图 

 

 

1.7  登录防火墙 

将本地终端（本例为一台PC）通过配置电缆与防火墙的Console口相连，如 图 1-11 所示。 

(1) 将配置电缆的 DB-9 孔式插头连接到 PC 的串口上。 

(2) 将配置电缆的 RJ-45 插头连接到防火墙的配置口（Console）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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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机串口不支持带电插拔，在防火墙上电的情况下，请先安装配置电缆的 DB-9 插头到 PC 机，再

连接 RJ-45 插头到防火墙；拆卸时，请先拔出 RJ-45 插头，再拔出 DB-9 插头。 

 

图1-11 本地登录防火墙配置环境（以 F5000-M06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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