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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声明  

 

 

本文档的内容将做定期性的变动，且不另行通知。更改的内容将会补充到本手册中。 

除特别声明外，此文档所用的公司名称、个人姓名及数据均属为说明的目的而模拟。 

文档的版权属杭州维卡科技有限公司所有，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 

本文档所含的任何构思、设计、工艺及其他技术信息均属本公司所有，受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律的保护。 

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全部或部分复制本书内容，或者

以其他任何方式使第三方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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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安装前准备 

1.1 安全注意事项 

 1.1.1 通用安全 

    交换机必须工作在清洁的环境中，应保持无灰尘堆积，以避免静电吸附而导致器件损坏。

不要将本设备安装在行走区域内。 

安装本设备时，请相关技术人员到现场安装，不要佩戴首饰、挂件等物品。 

 

 1.1.2 用电安全 

   请注意如下用电安全事项： 

   请仔细检查工作区域内是否存在潜在的危险，比如电源未接地、电源接地不可靠、地面 

   潮湿等； 

   安装本设备前，请先找好紧急开关电源的位置，发生意外时，请先切断电源； 

   在拆装或移动机箱时，请拔掉所有电源； 

   尽量不要一个人到现场进行带电维护、维修设备； 

   需要关闭电源时，一定要仔细检查、确认。 

1.2 安装场所要求 

     为保证设备正常使用及延长使用寿命，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2.1 温/湿度的要求 

    机房内的温度不宜过高，一旦过高，需要进行排风、降温， 

    交换机必须工作在室内环境温度0～50°C（32~122华氏度）、湿度5～95%无凝结的环境中。 

    交换机必须置于干燥阴凉处，四周都应留有足够的散热间隙，以便通风散热。 

   注意： 

    安装和使用中，为了您和他人的人身安全，以及确保 VMS 设备的正常

使用，请仔细阅读如下安全注意知识，以下的安全建议并不包括所有可能出

现的的危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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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换机必须有效接地，以避免静电损坏交换机和漏电造成人身伤害。 

    交换机必须避免阳光直射，远离热源和强电磁干扰源。 

    交换机必须可靠的、稳固的安装到平面上或标准 19 英寸机架上。 

  1.2.2 防静电 

静电会对交换机的电路和整机产生破坏作用。为防止静电的危害，应做到交换机及地板

良好、有效接地，机房室内防尘及除尘，保持适当的温湿度，操作人员穿着防静电服装和佩

戴防静电手环、手套。 

  1.2.3 抗干扰 

各种干扰源，无论是来自交换机或其它设备，无论来自内部还是来自外部，都是以电容

耦合、电感耦合、电磁波辐射、公共阻抗（包括接地系统）和导线（电源线、信号线和

输出线等）的传导方式对交换机产生影响。因此要注意如下事项： 

  要对供电系统采取有效的防电网干扰措施 

  交换机工作接地最好不要和电力设备的接地装置或防雷接地装置合用，并尽可能  

         相距远一些 

  远离强功率无线电发射台、雷达发射台和高频大电流设备 

  必要时采取电磁屏蔽的方法 

  1.2.4 机架配置 

交换机的尺寸是按照19 英寸标准机柜设计的，可以安装在标准的机柜上。至于通风散  

热，请注意如下情况： 

 机架上每一台设备工作时都会发热，因此封闭的机架必须有散热口和冷却风扇，而 

        且设备不能放得太密集，以确保通风散热良好 

 在开放的机架上安装交换机时，注意机架的框架不要挡住交换机两侧的通风孔。在 

    安装好交换机后要仔细检查交换机的安装状态，防止上述情况发生 

 

 

 1.2.5  安全警告 

    不要尝试可能引起人身伤害、意外事故或损坏交换机的安装操作。 

 注意： 

    如果没有19 英寸标准机柜，那么就需要将交换机安装在平稳的、干净

的桌面上，同时四周要留出10mm 的散热空间，不要在交换机上面放置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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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带电状态下安装、移动和拆卸交换机，以避免造成人身伤害和设备损坏。 

    不要私自拆开交换机，有故障可直接送修，以避免造成人身伤害和设备损坏。 

    不要将金属物接触带电电源或掉入交换机内部，以避免短路和器件损坏。 

    不要在带电状态下触摸电源插头和插座，以免触电造成人身伤害。 

    不要将易燃物堆放在交换机周围，以免发生火灾。 

    不要在有潜在危险的情况下单独安装调试交换机，以应付突发意外事故。 

    要使用标准的、有过载和漏电保护的电源插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要经常检查和维护电路和安装、工作环境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做好预防工作。 

    要将紧急电源开关安装在工作间中，以便在意外事故发生可以迅速切断电源。 

 

 第二章    设备安装 

2.1 安装准备 

核对装箱单 

根据装箱单的清单检查附件是否完备。 

板卡：主控板、数字板、模拟板（后两项根据客户购买合同发货） 

风扇、风扇网 

电源 

转接盒及配线 

安装工具及材料 

设备安装工具清单： 

 十字螺丝刀 

 一字螺丝刀 

 防静电腕带 

 防静电服 

 注意： 

    可能潜在危险和安全隐患包括：电源漏电、电源打火、电线破损、接

地不良、电路过载和电路短路等。如果遇到触电、火灾、短路等意外情况

发生，请迅速切断电源，并立即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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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装步骤 

1）确定设备安装的位置，放置机框。 

2）连接地线，符合“接地规定”的要求。 

3）连接电源线，先确定电源开关，用万用表检查供电是否正常。 

4）关闭开关，插上电源板，再开启电源，检查电源板指示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5）关闭电源，在安装之前，先检查各功能板及其他配件，确认是否在运送过程受损。再将 

   板卡插入交换机的插槽，查看指示灯是否正常。 

6）布置用户线缆，扎线要美观流畅。 

 2.2.1 风扇的安装 

 风扇位于机箱的左侧，竖插拔结构。 

   1、手握住风扇的拉手，沿着滑轨轻轻将风扇推进，直到与交换机内的连接插座紧紧固牢；   

  
   2、防尘网的安装同上。 

注意： 

 将设备放置在一个水平结实的平面上，避免倾斜、振荡； 

 温度、湿度稳定适中； 

 将设备摆放在干燥、清洁、通风、避免阳光直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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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功能板的安装   

 

 主控板（MPU）需安装在第一个槽位，其他功能板可安装在交换的任意槽位。 

1、双手握住助拔器，沿着机框的滑轨插入插槽，直至接触到交换机内的连接插座； 

2、稍微用力将功能板按下，使功能板和交换机的连接插座牢定； 

3、面板上的 2 颗螺丝按顺时针方向拧，旋转到底为止。 

    

注意： 

 安装过程请佩戴手套和防静电环。 

 安装板卡时，不要用手接触模块上的元器件或电路板，以免因人体

静电导致元器件的损坏。 

 

    

 

助拔器 助拔器 

螺丝 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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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模块的安装 

1、模块上的槽位对准功能板上模块座位置，用手按下。 

 

2、拆卸模块：双手轻轻掰开模块卡扣，模块自动弹出，即可拆卸。 

 

 

2.2.4 电源模块的安装    

 电源区位于机框右侧，对应交流（AC）输入，直流（DC）输入两种供电方式，需

要分别选用交流电源模块、直流电源模块。 

 

螺丝 
螺丝 

拉手 

槽位对齐 

模块卡扣 模块卡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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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手托住电源模块的下方，对准交换机电源模块插槽的位置，沿着滑轨将电源模块 

缓缓插入，直至接触到交换机内的电源模块接口牢固； 

2、将电源拉手旁的螺丝按顺时针方向拧，旋转到底为止。 

2.2.5 48V 电源的接入 

      

                            红色接线柱为正极 

                            黑色接线柱为负极 

 2.2.6 配线盒的安装 

   线缆类型与规格表 

名称 类  型 长  度 接  口 

模拟转接线 2*30 双头 200mm 欧式插座 

数字转接线 2*8  双头 200mm 欧式插座 

    

   转接盒规格    

名  称 规  格 功  能 接  口 

模拟转接盒 432mm*124mm*45mm 坐席模式 JR45  RJ11 

数字转接盒 432mm*124mm*45mm E1 Q9 

 

VMS30S-RJ       RJ11 接口的 30 路模拟配线盒 

 

VMS480D-RJ      RJ45 接口的 480 路数字配线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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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S480D-BNC    BNC 接口的 480 路数字配线盒 

 

 

 

  RJ-45 接头应与转接盒的接口连接紧密 

  模拟 RJ11 转接盒 

 

 

 

 

 数字 Q9 头转接盒 

 

 

 

 

 转接盒与交换机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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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后面板的安装    

      

            

     步骤一、双手拿起后面板，对齐机框缝隙，用手推进。 

步骤二、用螺丝刀将 3 颗螺丝拧紧，将后面板与机框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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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统启动 

3.1 上电前检查 

在系统启动前，请确认以下内容 

①机箱安装正确 

②地线和电源线连接正确 

③供电电压是否与设备要求一致 

3.2 上电顺序 

设备上电时需严格遵循以下步骤 

步骤一、打开机房总电源 

步骤二、打开设备机柜电源，如安装在工作台，跳过此步骤 

步骤三、打开交换机电源 

——结束 

3.3 上电后检查 

上电后，最好进行如下检查，以保证后面配置工作的正常进行； 

步骤一、配置使用的终端界面有打印信息； 

步骤二、设备的指示灯是否正常； 

步骤三、系统启动正常。 

——结束 

※所有功能板、电源板支持在线插拔。 

注意： 

 正常情况下，禁止用户私自拆装机箱内部器件和线缆。 

 如遇线缆脱落或其他问题，联系维卡的技术人员，在其指导下进

行安装。 

 交、直流电源的馈电电缆，必须分开布放，电源电缆、信号电缆、

用户电缆与中继电缆应分离布放。 

 电缆转弯应均匀圆滑，电缆弯曲率半径应大于 6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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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断电顺序 

设备断电时需严格遵循以下步骤 

步骤一、关闭交换机设备电源 

步骤二、关闭其他设备电源和机柜电源 

步骤三、最后关闭总电源 

——结束  

第四章   故障处理的一般流程 

4.1 对维护人员的基本要求 

为了正确地使用手册，交换机维护人员应具备以下基本素质： 

 4.1.1 专业素质和技能 

维护人员应做到以下应知应会： 

 熟悉 PCM 原理、交换原理等通信专业知识； 

 熟悉交换机的功能结构、呼叫流程、业务流程等产品知识； 

 熟悉一号信令、七号信令、ISDN 信令、SIP 协议等相关信令； 

 熟悉想各个国际技术标准； 

 熟悉计费原理及流程； 

 了解以太网、TCP/IP、数据库常识等计算机基础知识； 

 熟练掌握程控交换日常操作及计算机基本操作。 

 4.1.2 对系统和组网的熟悉 

维护人员应对 VMS 及其网络组网情况非常熟悉； 

 熟悉 VMS 的硬件结构及性能参数； 

 熟悉 VMS 各模块间及到各局所的路由组织； 

 熟悉 VMS 与各组网络设备所使用的信令或协议； 

 熟悉相关传输设备的网络结构和通道分配。 

 4.1.3 对设备的操作                               

   为了提高故障处理的效率，防止误操作，维护人员必须对交换机的相关操作流程十分熟

悉，还应十分清楚以下内容： 

 哪些操作将导致部分或全部业务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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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操作将造成设备损坏； 

 哪些应急或备份的措施。 

4.2 故障处理的一般流程 

   一般情况下，故障处理需经历“信息采集     故障判断    故障定位    排除故障”

等 4 个阶段。 

 4.2.1 信息采集 

随着网络规模的扩大，系统的组网情况也日趋复杂，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变化和干扰常

常对交换机的正常运行产生连带影响，使交换机的故障成因日趋复杂，同时也增加了故障定

位难度。   

如果仅仅依靠简单的信息分析、判断问题，而忽视进一步收集各种相关的原始信息，往

往事倍功半甚至寸步难行，它不但使故障判断的范围扩大、难度增加，而且还有可能在分析

思路上南辕北辙，以致贻误故障处理时机，给交换机的文档、安全运行带来严重威胁。 

 4.2.2 故障判断——确定故障的范围与种类 

   在获取故障信息以后，接下来需要对故障现象有一个大致的定义--明确故障的范围与种

类，这也就是说，需要判断故障所发生的范围，属于哪一类，何种性质的问题。 

 确定故障的范围 

确定故障的范围就是确定故障的处理方向，也就是说在什么地方、顺着什么思路去查找

故障的具体原因。 

在交换机中，故障的范围一般是指故障发生的区域，它往往与交换机的功能模块重合， 

这是由交换机的模块化设计所决定的。本手册将主要以交换机的功能模块划分来判定故

障的范围。 

 4.2.3 故障定位——确定故障的具体原因 

故障定位就是“从众多可能原因中找出这个单一原因”的过程，它通过一定的方法或手

段进行分析、比较各种可能的故障成因，不段排除非可能因素，最终确定故障发生的具体原

因。 

 4.2.4 排除故障——采取适当的措施或步骤清除故障、恢复系统 

在故障原因最终定位以后，就进入了故障处理程序的最后一步--排除故障。 

排除故障是指采取适当的措施或步骤清除故障、恢复系统的过程，如更换故障单板、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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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配置数据、倒换系统、复位单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