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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描述了 Aruba S3500 系列移动接入交换机的硬件特性。其详细概述了每个移动接入交换机型号的物理
和性能特性，并且说明了如何安装移动接入交换机将其附件。

指南总览
第 7 页上的第 1 章，“S3500 移动接入交换机” 提供了 S3500 移动接入交换机及其各个组件的详细硬件概述。

第 23 页上的第 2 章，“安装” 描述了如何通过多种方式安装 S3500，以及如何安装其每个组件。

第 31 页上的第 3 章，“上行链路模块” 概述了 S3500 的可选上行链路模块，以及如何安装它。

第 37 页上的第 4 章，“规格、安全性和合规性” 列出了 S3500 的技术规格以及安全与合规性信息。

相关文档
本指南中引用了以下文档，可以将它们视为成功执行 Aruba S3500 移动接入交换机的安装和管理所需的完
整文档集的组成部分：

ArubaOS 7.0 用户指南 

ArubaOS 7.0 命令行接口参考指南 

ArubaOS 7.0 快速入门指南 

ArubaOS 7.0 MIB 参考指南 

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最新文档以及本文位于 www.arubanetworks.com/documentation。
前言 | 5



联系支持 

表 1  网址与电子邮件

网址

主站点 http://www.arubanetworks.com

支持站点 https://support.arubanetworks.com

软件授权站点 https://licensing.arubanetworks.com/login.php

无线安全事故响应小组 (Wireless Security Incident 
Response Team, WSIRT)

http://www.arubanetworks.com/support/wsirt.php

Aruba 文档站点 http//www.arubanetworks.com/documentation

支持电子邮件

美洲和亚太地区 support@arubanetworks.com

欧洲、中东和非洲 emea_support@arubanetworks.com

WSIRT 电子邮件
请用电子邮件发送在 Aruba 产品中发现的任何安全性问
题的详细信息。

wsirt@arubanetworks.com

表 2  联系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

Aruba 公司 +1 (408) 227-4500

传真 +1 (408) 227-4550

支持

美国 800-WI-FI-LAN (800-943-4526)

全球免费电话服务号码 (Universal Free Phone Service Number, UIFN)：
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香港、爱尔兰、以色列、
日本、韩国、新加坡、南非、台湾及英国

+800-4WIFI-LAN (+800-49434-526)

所有其它国家/地区 +1 (408) 754-1200
6 | 前言 Aruba S3500 系列有线接入点 | 安装指南



Aruba S3500 系列有线接入点 | 安装指南
第 1 章

S3500 移动接入交换机 
 

 

Aruba S3500 移动接入交换机 是一种多端口以太网移动接入交换机，其可提供第 2 层和第 3 层交换，并且能
够作为有线接入点 (AP)。

型号
S3500 系列包含可提供不同功能水平的四种型号。此外，所有型号均可使用可用模块加以修改，以便升级该
设备的功能，从而满足您的需求。

包装核查清单
如果发现任何不正确、缺失或损坏的部件，请通知您的供应商。请尽可能保留包装箱，包括原始包装材料
（请参阅表 5）必要时，可以利用这些材料重新包装设备，将其退回给供应商。

表 4  Aruba S3500 移动接入交换机型号

型号 接入端口 PoE/PoE+ 端口 最小所需电源 控制器功能

S3500-24P 24 个 10/100/1000Base-T 24 600W 有

S3500-48P 48 个 10/100/1000Base-T 48 600W 有

S3500-24T 24 个 10/100/1000Base-T 0 350W 无

S3500-48T 48 个 10/100/1000Base-T 0 350W 无

表 5  包装内容

项目 数量

Aruba S3500-XX 1

电源装置 - 已安装 1

风扇架 - 已安装 1

上行链路模块托架上的空面板 1

未占用的 PSU 入口上的空面板 1

Aruba串行控制台电缆 1

RJ-45 至 DB9 适配器 1

机架安装托架 2

M6 x 15mm 机架安装螺丝 4

M4 x 6mm 机架安装托架螺丝 8

橡胶脚垫 4

Aruba S3500 安装指南（印刷） 1
S3500 移动接入交换机 | 7



前置面板 
Aruba S3500 移动接入交换机的前置面板包括以下组件：

24 或 48 个 10/100/1000BASE-T 以太网端口

LINK/ACT 和状态 LED

管理/状态 LED 

LCD 面板和导航按钮

上行链路模块插槽

图 1 显示了 S3500 24 端口的前置面板，图 2 显示了 S3500 48 端口的前置面板。

图 1  Aruba S3500 24 端口的前置面板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印刷） 1

Aruba 文档指针（印刷） 1

表 5  包装内容

项目 数量

注意

供与 Aruba S3500 系列一起使用的可选附件（如 SFP 模块）需另购。要了解详细信息以及获得协助，请联系您的
Aruba 销售代表。

5

4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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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ruba S3500 48 端口的前置面板

10/100/1000 以太网端口
根据型号，S3500 配有 24 或 48 个 10/100/1000BASE-T 千兆位以太网 (RJ-45) 端口。千兆位以太网使用所有
8 根线缆传输，每一对均采用双向形式，这意味着相同线对同时用于数据传输和接收。图 3 图解说明了
RJ-45 连接器上的 CAT-5 引脚分配。CAT-5 引脚分配对 10/100/1000Base-T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上的下列引脚
进行配对：1/2、3/6、4/5 及 7/8。这些端口支持 IEEE 802.3af 以太网供电 (PoE)，它们作为电源设备
(PSE)，可为连接的设备最高提供 15.4 W 的直流电。此外，这些端口可加以配置，以提供 IEEE 802.3at 以
太网供电+ (PoE+)，从而可为连接的设备最高提供 30.0 W 的直流电。

有关 PoE 和 S3500 电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8 页上的 “电源”。

图 3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引脚分配

表 6  前置面板组件

插图编号 组件 说明

1 电源、状态、堆栈 LED 用于对 S3500 的基本监控

2 LCD 屏幕 用于快速设置，控制 LED 行为，以及其他基本配置

3 菜单与 Enter 按钮 用于导航 LCD 屏幕

4 接入端口 10/100/1000 以太网端口

5 上行链路模块插槽 可选上行链路模块的安装插槽

5

4

1

2 3

1000Base-T 千兆位 
以太网端口

RJ-45 插孔
引脚分配

信号名称

1
2
3
4
5
6
7
8

BI_DC+
BI_DC-

BI_DD+
BI_DD-

BI_DA+
BI_DA-
BI_DB+

BI_DB-

功能

双向线对 +C
双向线对 -C

双向线对 +D
双向线对 -D

双向线对 +A
双向线对 -A
双向线对 +B

双向线对 -B    
Aruba S3500 系列有线接入点 | 安装指南 S3500 移动接入交换机 | 9



端口 LED

每个 10/100/1000 以太网端口均配有两个 LED，可使您监控该端口上的状态和活动。这些 LED 提供了对每
个端口的状态、活动和基本配置的基本监控。通过 LCD 可更改这些 LED 显示的信息。

LINK/ACT：位于端口的左侧，显示端口的链路状态。

状态：位于端口的右侧，显示端口的状态。此 LED 显示的信息可根据 LCD 的模式而改变。表 7 中描述
了每个模式的 LED 行为。

管理/状态 LED 指示灯
除各个端口上的这些 LED 外，前置面板上还有三个 LED，它们可显示该设备的总体状态。这些 LED 提供
了对 S3500 总体状态的基本监控。

表 7  10/100/1000 以太网端口 LED

LED 屏幕 功能 LCD 模式 指示灯 状态

LINK/ACT（链路/工作） 链路状态 N/A 绿灯（常亮） 链路已建立

绿灯（闪烁） 链路上的活动

不亮 没有无线节点接入

状态 端口状态 Administrative（管理） 绿灯（常亮） 端口已启用

不亮 端口已被管理员禁用

Duplex（双工） 绿灯（常亮） 全双工

不亮 半双工

PoE（以太网供电） 绿灯（常亮） PoE 已启用

绿灯（闪烁） 电源已启用，但因可用性，
电源被拒绝

不亮 PoE 未启用

Speed（速度） 绿灯（常亮） 1000 Mbps

不亮 10/100 Mbps

表 8  管理/状态 LED

LED 屏幕 功能 指示灯 状态

电源 输入电源状态/系统状态 绿灯（常亮） 通电

不亮 断电

状态 模块状态 绿灯（常亮） 操作

绿灯（闪烁） 设备正在加载软件（仅在初始启动时）

黄灯（闪烁） 重大警报

黄灯（常亮） 关键警报

不亮 无电
10 | S3500 移动接入交换机 Aruba S3500 系列有线接入点 | 安装指南



LCD 面板

S3500 配有一个 LCD 面板，其可显示有关移动接入交换机状态的各种信息，并且提供了可实现基本操作的
菜单，例如初始设置和重新启动。该 LCD 面板可显示两行文字，每行最多 16 个字符。使用该 LCD 面板
时，第一个字旁边的箭头指示活动行。

图 4  LCD 面板

使用屏幕左侧的两个导航按钮可操作该 LCD 面板。

菜单：可通过该 LCD 面板的菜单进行导航。

Enter：确认并执行该 LCD 面板上当前显示的操作。

该 LCD 具有四个模式：

引导：显示启动状态。

LED 模式：显示状态 LED 所处的模式。

状态：显示 S3500 不同组件的状态，包括堆栈端口、电源和 ArubaOS 版本。

维护：可执行 S3500 的一些基本操作，例如上传映像或重新启动系统。

Stack（堆栈） 堆栈指示 绿灯（常亮） 主要

绿灯（闪烁） 次要

不亮 线卡（堆叠成员）

表 9  LC 面板组件

插图编号 组件 说明

1 LCD 屏幕 用于配置 LCD 行为和其他基本操作

2 菜单按钮 用于选择 LCD 屏幕菜单

3 Enter 按钮 用于在 LCD 屏幕上执行操作

表 8  管理/状态 LED

LED 屏幕 功能 指示灯 状态

POWER

MENU

ENTER

STATUS

STACK

1

2

3

Aruba S3500 系列有线接入点 | 安装指南 S3500 移动接入交换机 | 11



通过 LED 模式菜单可选择每个端口上的 LED 传达的信息。有关每个模式的 LED 行为的描述，请参阅第 10
页上的表 7。

表 10  LCD 面板模式：引导

功能/菜单选项 显示

显示引导状态 “正在引导 ArubaOS...

表 11  LCD 面板模式：LED 模式

功能/菜单选项 显示

Administrative（管理） LED MODE: ADM（LED 模式：ADM）- 显示端口已被管理员启用还是禁用。

Duplex（双工） LED MODE: DPX（LED 模式：DPX）- 显示端口的双工模式。

PoE（以太网供电） LED MODE: POE（LED 模式：POE）- 显示端口的 PoE 状态。

Speed（速度） LED MODE: SPD（LED 模式：SPD）- 显示端口的速度。

Exit Idle Mode（退出空闲模式） EXIT IDLE MENU（退出空闲菜单）

表 12  LCD 面板模式：状态

功能/菜单选项 显示

Stack（堆栈） 显示该设备在堆栈中的角色以及插槽数。

ArubaOS Version（ArubaOS 版本） ArubaOS X.X.X.X

PSU Status（PSU 状态） 显示电源装置的状态。

PSU 0: [OK | FAILED | MISSING]（PSU 0：[正常 | 故障 | 缺失]）
PSU 1: [OK | FAILED | MISSING]（PSU 1：[正常 | 故障 | 缺失]）

Fan Tray（风扇架） 显示风扇架状态。

FAN STATUS: [OK | ERROR | MISSING]（风扇状态：[正常 | 错误 | 缺失]）
FAN TEMP: [OK | HIGH | SHUTDOWN]（风扇温度：[正常 | 高 | 关断]）

Exit Status（退出状态）菜单 EXIT STATUS（退出状态）

表 13  LCD 面板模式：维护

功能/菜单选项 显示

Upgrade Image（升级映像） 从附加 USB 闪盘设备的预定义位置升级所选分区上的软件映像。
Upgrade Image [no | yes] [0 | 1]（升级映像 [否 | 是] [0 | 1]）

Upload Config（上传配置） 将移动接入交换机的当前配置上传到附加 USB 闪盘设备的预定义位置。
Upload Config [no | yes]（上传配置 [否 | 是]）

Factory Default（工厂默认设置） 可使您将移动接入交换机返回到工厂默认设置。

Factory Default [no | yes]（工厂默认设置 [否 | 是]）
12 | S3500 移动接入交换机 Aruba S3500 系列有线接入点 | 安装指南



禁用 LCD 屏幕

在默认情况下，LCD 屏幕已启用。但如果您的 S3500 部署在无物理安全的位置，则可通过 CLI 禁用 LCD 屏
幕。禁用时，按下一个导航按钮将仅照亮屏幕，以及显示插槽、角色、设备名称和任何警报。

此外，还可仅禁用维护菜单。这可使您更改 LED 行为，以及查看设备状态，但会阻止升级和配置更改。

要禁用 LCD 屏幕，则进入 Enable（启用）模式并使用以下 CLI 命令：

(S3500) #configure terminal
(S3500) (config) #lcd-menu
(S3500) (lcd-menu) #disable menu

要仅禁用 Maintenance（维护）菜单或其中一个子菜单，则进入 Enable（启用）模式并使用以下 CLI 命令：

(S3500) #configure terminal
(S3500) (config) #lcd
(S3500) (lcd-menu) #disable menu maintenance ?

factory-default
media-eject
system-halt
system-reboot
upgrade-image
upload-config

(S3500) (lcd-menu) #disable menu maintenance upgrade-image ?
parition0
partition1

Media Eject（介质弹出） 完成附加 USB 设备的读取或写入。
Media Eject [no | yes]（介质弹出 [否 | 是]）

System Reboot（系统重新启动） 可使您重新启动移动接入交换机。

System Reboot: [no | yes]（系统重新启动：[否 | 是]）

System Halt（系统挂起） 可使您中断移动接入交换机。

System Halt [no | yes]（系统挂起 [否 | 是]）

Quick Setup（快速设置） 启用快速设置模式，以进行初始配置。选择此选项时按 Enter 将显示 
Quick Setup Invoked（已调用快速设置）。

Exit Maintenance（退出维护）菜单 EXIT MAINTENANCE（退出维护）

表 13  LCD 面板模式：维护

功能/菜单选项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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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置面板 
Aruba S3500 移动接入交换机的后置面板包括以下组件：

10/100/100BASE-T 管理端口

RJ-45 控制台端口

USB 2.0 接口

温度 LED

一个风扇架插槽

两个电源插槽

图 5  后置面板

图 6  后置端口

SHUTDOWN

CO
NS

OL
E

MG
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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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端口

S3500 配有一个 10/100/1000BASE-T 千兆位管理 (RJ-45) 端口。

管理端口可提供到 S3500 CLI、SNMP 及 Web 接口的 10/100/1000 Mbps 以太网接入，以实现全面的系统管
理和故障排除。其还可用于连接到单独管理网络。

管理端口接受带有 RJ-45 插头连接器的 4 或 8 导线 5 类 UTP 以太网电缆。连接至网络端口需要使用直通线。
连接至工作站需要使用交叉线。有关更多端口和电缆的规格，请参阅图 7。

图 7  10/100/1000BASE-T 管理端口引出线

管理端口的左侧具有 LINK/ACT LED，右侧具有 1000 LED。在运行过程中，此 LED 提供以下状态信息：

控制台端口

提供了一个串行控制台端口，用于与终端相连，以实现直接本地管理。该端口的 RJ-45 插孔连接器接受带
有插头连接器的 RS-232 串行电缆。S3500 的附件包中有一个 RJ-45 至 DB-9 适配器，可使您通过其串行端口
连接管理设备。

图 8  串行控制台端口引脚分配

表 14  S3500 10/100/1000BASE-T (RJ-45) 管理端口

LED 屏幕 功能 指示灯 状态

LINK/ACT（链路/工作） 链路状态信息 绿灯（常亮） 链路已建立

绿灯（闪烁） 链路活动

不亮 端口上没有链路

1000 接口速度 绿灯（常亮） 1000 Mbps

不亮 10/100 Mbps

1000Base-T 千兆位 
以太网端口

RJ-45 插孔
引脚分配

信号名称

1
2
3
4
5
6
7
8

BI_DC+
BI_DC-

BI_DD+
BI_DD-

BI_DA+
BI_DA-
BI_DB+

BI_DB-

功能

双向线对 +C
双向线对 -C

双向线对 +D
双向线对 -D

双向线对 +A
双向线对 -A
双向线对 +B

双向线对 -B    

注意

控制台端口配有两个 LED，但这些 LED 没有功能，不会打开。

串行控制台端口

1
2
3
4
5
6
7
8

发送数据

接地
接收数据

RJ-45 插孔
引脚分配

方向

输入
输出

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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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中列有串行控制台端口的通讯设置。

串行控制台端口适配器

模块适配器可用于将 RJ-45（插孔）连接器转换成 DB9（插头）连接器。有关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图 9。

图 9  RJ-45（插孔）转 DB9（插头）模块适配器转换

USB 接口
S3500 配有一个 USB 2.0 接口（请参阅图 6）。可使用 USB 存储设备保存配置以及将配置上传到移动接入交
换机。通过移动接入交换机前面的 LCD 面板控制 USB 功能。有关此 LCD 面板极其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第 11 页上的 “LCD 面板”。

关断 LED
S3500 配有关断 LED（请参阅图 6），其服务于两个功能：

如果从 CLI 或 LCD 屏幕执行系统挂起命令，则系统挂起完成后关断 LED 将变红。

如果 S3500 的温度超过温度阈值，则关断 LED 将亮起。要随时检查机箱温度，则滚动至 LCD 上 Status
（状态）菜单下的 Environmental（环境）屏幕。

如果 S3500 的任一组件达到指定的温度阈值，则关断 LED 将打开，S3500 将关闭，以防止自身受损。
CPU 阈值为 212 ºF (100 ºC)。

表 15  控制台终端设置

波特率 数据位 奇偶性 停止位 流量控制

9600 8 无 1 无

!
小心

请勿将接入点 (Access Point, AP) 连接到串行控制台端口。串行控制台端口只兼容 RS-232 装置。不支持非 RS-232
装置，例如 AP。

3
4
5

2

5
6 3

RJ-45 DB-9

内部连接

发送数据

接地
接收数据

1
2
3
4
5
6
7
8

发送数据

接地
接收数据

RJ-45 插孔
引脚分配

DB-9 插头
引脚分配

发送数据
接收数据

接地5
4
3
2
1

9
8
7
6

注意

当系统温度达到系统容限后， S3500 软件还会发送陷阱，以发出警告。此外，还可使用 CLI 或 LCD 屏幕监控当前系
统状态。有关陷阱和系统监控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rubaOS 6.1 用户指南（移动接入交换机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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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 Tray（风扇架）
S3500 配有可现场更换的热交换风扇架。每个风扇架均有四个单独风扇，这些风扇可通过机箱将空气从前面
和侧面送到后面。每个风扇架均可容忍单个风扇的故障，同时保持移动接入交换机的安全工作温度。

热插拔

热插拔可使您更换故障风扇架，在更换过程中无需关闭 S3500。

图 10  Fan Tray（风扇架）

图 11 显示了 S3500 的气流形式。蓝色箭头表示被送入设备中的冷空气，红色箭头表示由风扇架模块吹出去
的热空气。安装 S3500 时，确保在该设备周围留出了足够的空间，以实现正确的气流。

图 11  气流形式

表 16  风扇架组件

插图编号 组件 说明

1 左侧拴锁 用于将风扇架左侧固定到机箱。

2 右侧拴锁 用于将风扇架右侧固定到机箱。

3 把手 用于插入风扇架以及从机箱中取出风扇架。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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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 

Aruba S3500 系列电源可调节电力，以便在 S3500 中使用。设备机箱带有可容纳单独电源的两个插槽，以支
持均分负载、冗余和容错。

Aruba S3500 配有一个可现场更换的热交换交流电源（350W 或 600W，取决于型号）和一个空面板。配带
的电源安装在插槽 PSU 0 中，而插槽 PSU 1 具有一个盖住开口的空面板。根据配置要求，移动接入交换机
可使用一个或两个有源电源。

350W 电源：在 12V 时该电源具有一个电压轨，并且不支持 PoE。

600W 电源：该电源具有两个电压轨，一个是在 12V 时，另一个是在 56V 时，并且能够支持 PoE。

1050W 电源：该电源具有两个电压轨，一个是在 12V 时，另一个是在 56V 时，并且能够支持 PoE。

均分负载

当 S3500 中安装多个具有相同额定值的电源时，便会出现均分负载。均分负载在所有可用电源之间分隔交
换机的总电力负荷。由于这些电源一同工作，每加入一个电源便会增加交换机的有效电能。

冗余

凭借电源冗余，即使在电源出现故障或关闭时，S3500 也能够继续正常运行。安装多个电源时，如果一个变
得不可用（出现故障，以关闭或者已拆卸），则其余电源将尝试为该设备提供全部电力。如果该设备的总电
力负荷没有超过其余电源的总额定输出，则该交换机将继续运行。有关冗余和电源故障如何影响 PoE 的信
息，请参阅第 20 页上的 “PoE（以太网供电） ”。

热插拔

热交换可使您在其他电源提供全部电力时更换一个故障电源。这样在更换过程中无需关闭 S3500。

仅在电源冗余有效时才支持热交换。这要求在拆卸目标电源后，该设备的总电力负荷没有超过其余电源的
总额定输出

模块

300W 和 600W 电源为支持 100 VAC 至 240 VAC 输入电压的自动感应、均分负载的冗余电源模块。每个电源
都有用于连接交流电源插座的国家特定电源线。

!
小心

在连接了电源线时不要插入或拔出电源。安装或拆卸前验证是否已断开了电源线与电源的连接。

!
小心

不要在同一 S3500 中安装额定值不同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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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电源 

有三个电源可用于 S3500。如欲订购额外电源，请联系您的 Aruba 代表。

表 17  电源组件

插图编号 组件 说明

1 拴锁 用于将电源固定到机箱上。

2 交流电正常 LED 交流电状态 LED。

3 直流电正常 LED 直流电状态 LED。

4 热正常 LED 电源温度 LED。

5 固定夹 将电源线固定到电源。

6 交流电源插座 在这里连接电源线。

7 把手 用于插入电源以及从机箱中取出电源。

8 电源封板 盖住额外电源插槽。不要在任一插槽中均无该封板或电源的情况下操作
S3500。

表 18  可用电源模块

PSU 说明

PSU-350-AC 可现场更换的 350W 交流电源 

PSU-600-AC 可现场更换的 600W 交流电源 

PSU-1050-AC 可现场更换的 1050W 交流电源

1

5

7

2

3

4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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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每个电源均配有三个 LED，以帮助监控电源模块的状态。

监控

除电源上的 LED 外，还可通过 CLI 和 LCD 屏幕以及在电源出现故障时发送陷阱来监控它们。

从 LCD 屏幕上的 Status（状态）菜单可查看每个电源插槽的状态。LCD 屏幕将显示插槽数，之后以下三种
状态中的一种：OK（正常）、 FAILED（故障）或 MISSING（缺失）。

正常：电源正在正常运行

故障：电源已停止运行，并且应加以更换

缺失：该插槽中未安装电源

有关如何访问 Status（状态）菜单的信息，请参阅第 11 页上的 “LCD 面板”。

PoE（以太网供电）

S3500-P 型号支持可为已连接设备供电的 PoE (802.3af) 和 PoE+ (802.3at)。在默认情况下启用了 PoE/
PoE+，以便为具有 PoE 功能的设备提供即插即用功能。S3500 具有三个 PoE 管理模式：

动态模式：这是默认模式。从 PSU 提供的总电量中安排的每端口电量等于该端口消耗的电量。

静态模式：具体端口使用的电量为用户在该端口上配置的最大电量。该模式可确保预留用户指定的最大
电量，并且此电量不与其他端口共享。

基于类的模式：分配给端口的电量为提供给与该端口相连的此类被供电设备的最大电量。

S3500-P 至少需要一个 600W 电源。每个电源均为 S3500 分配 200W 的电量，以实现非 PoE 的系统功能。此
限制适用于每个电源。因此，如果您已安装了两个电源，则总共会留出 400W 的电量以供非 PoE 使用。

表 19  电源模块 LED

LED 屏幕 说明 指示灯 状态

交流电正常 交流电状态 绿灯（常亮） 正常运行
交流电压正常。

红灯（常亮） 电源故障

直流电正常 直流电状态 绿灯（常亮） 正常运行
12V 和 56V 均在范围内。

红灯（常亮） 电源故障
一个或多个电压超出范围。

热正常 电源温度 绿灯（常亮） 正常运行

红灯（常亮） 电源故障

注意

有关监控电源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rubaOS 6.1（移动接入交换机版本）用户指南和 ArubaOS 6.1（移动接入交换机
版本）CLI 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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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600W 电源外，还可在具有 PoE 功能的 S3500 中使用 1050W 电源。S3500 中安装的电源的类型和数量将
确定可用于 PoE 的电量以及具有 PoE 功能的端口数目。下表描述了可用于具有 PoE 功能的 S3500 的可能
电源配置。 

PoE 优先级

如果当正在使用整个电源池时 S3500 出现功率降低，则 S3500 将开始根据端口优先级禁用端口，直至再次
获得所需的功率为止。优先级较低的端口将在优先级较高的端口之前停止通电。用户可配置端口优先级，
以确保必要设备尽可能获得电力。但如果任何数目的端口具有相同优先级，则接口编号更高的端口将首先
停止通电。

例如：

如果接口 0/0/4 和接口 0/0/10 具有相同优先级，但没有足够电力提供给这二者，则 S3500 将首先切断 0/0/10。

表 20  PoE 电源配置

PSU 0 PSU 1 PoE 可用
端口数 

(802.3af 15.4W)
端口数 

(802.3at 30.0W)

600W 无 400W 25 13

600W 600W 660W 42 22

1050W 无 850W 48 28

1050W 1050W 1428W 48 48

注意

有关 PoE 和 PoE 管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rubaOS 6.1（移动接入交换机版本）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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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安装
 

 

本章描述了如何使用可获得的众多安装选件安装 Aruba S3500 移动接入交换机。S3500 配有附件包，其中包
括将移动接入交换机安装在标准两点式 19 英寸电信机架中所需的设备。其他安装选件单独销售。

第 23 页上的 “预防措施”

第 24 页上的 “选择位置”

第 24 页上的 “两点式机架安装”

第 26 页上的 “四点式机架安装”

第 28 页上的 “台面或支架安装”

第 28 页上的 “连接交流电源线”

第 29 页上的 “安装和拆卸风扇架”

第 30 页上的 “安装和拆卸电源”

预防措施
确保该机架的安装正确且牢固，以防止其跌倒或变得不稳。

将 Aruba 电源模块插入电插座时始终存在超过 240VAC 的危险电压。使用本产品前取下所有戒指、首饰
和其他可能导电的物品。

不要将外物插入机箱、电源或其他任何组件中，即使已关闭、拔下或拆下电源时也不要这样做。

通过将所有已安装电源的电源线从插座上拔下，将主电源与 S3500 完全断开。为确保安全，请验证操作
员是否能够轻松够到电源插座和插头。

不要接触未绝缘的电缆。这包括任何网线。

为最大程度减少电气危险，使水和其他液体远离本产品。

在本产品安装和运行的所有阶段均遵守电接地标准。不要使 S3500 机箱、网络端口、电源或安装托架接
触连接到不同地线的任何设备、电缆、物体或人。此外，不要将本设备连接到外部防风暴接地源。

必须在无静电的环境中安装或拆卸机箱或任何模块。强烈建议正确使用防静电带和垫子。

当模块没有安装到机箱中时必须将其放在防静电包装中。

发运/存放本产品时不要将其放在强电磁场、静电场、磁场或辐射场附近。

不要拆卸机箱或任何模块。

!
小心

应由经过培训的专业安装人员进行该设备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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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位置
像其他网络和计算设备一样，S3500 也需要 “电子友好” 的环境。

可靠电源。验证电源插座是否与 S3500 电源兼容。

无冷凝的冷空气通风

为实现正确运行，S3500 需要周围气温介于 0 至 40 ºC（32 至 104 ºF）的环境。湿度必须保持在 5 至 95%
之间的无冷凝水平。

在大量电气设备在同一区域中运行的情况下，可能需要使用额外的空调或空气循环设备。

充足的空间

为实现正确的空气循环，至少为机箱前、后、左、右的通风口留出 10 厘米（4 英寸）的间隙。

在机箱前面留出更多空间，以便能够接触到电源线、网线和指示灯 LED。

受限的电磁干扰

为实现最佳运行，使 S3500 和所有线缆和电缆距离荧光灯具至少 0.7 米（2 英尺），以及距离复印机、无
线电发射器、发电机及其他强电磁干扰源至少 2 米（6 英尺）。

两点式机架安装
配带的两点式机架安装套件提供了将 S3500 牢牢安装在标准 19” 电信机架中所需的硬件。

所需的工具和设备

安装 Aruba S3500 移动接入交换机需要使用以下工具和设备。

机架安装托架（2 个，进行桌面安装时不使用）

M4 x 6mm 十字槽沉头螺丝（8 个，机架安装托架自带）

M6 x 15mm 十字槽沉头螺丝（4 个， 19 英寸（48.26 厘米）机架系统安装螺丝）。

适用于两种类型螺丝的螺丝刀.

安装步骤

要将 Aruba S3500 移动接入交换机安装到两点式 19 英寸（48.26 厘米）机架系统中，则：

1. 将一个机架安装托架置于移动接入交换机一侧的安装孔上（请参阅图 13）。

2. 使用四个 M4 x 6mm 十字槽沉头螺丝和适用的螺丝刀将托架固定到移动接入交换机。

3. 在移动接入交换机的对侧重复以上步骤。

!
小心

每个 S3500 均应具有自己的安装设备。不要将其他联网设备直接放在安装的 S3500 顶部，否则可能损坏该设备。

注意

某些机架所需的螺丝与 S3500 自带的不同。安装 S3500 前确认具有正确的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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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机架安装托架

4. 使用四个（每托架两个）M6 x 15mm 十字槽沉头螺丝适用的螺丝刀将移动接入交换机安装到您组织的机
架系统中（请参阅图 14）。

图 14  机架安装

5. 在装置的左右两侧至少留出四英寸（10 厘米）的空间，以便气流通畅和通风。请参阅第 17 页上的图 11，
了解有关 S3500 气流要求的更多信息。

6. 在装置的前部和后部留出额外空间，以便插接电源线、网线、LCD 面板，以及查看 LED 状态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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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点式机架安装

所需的工具和设备

将 S3500 安装在四点式机架中需要以下几项：

2 个机架安装托架

2 个后置机架安装托架

M4 x 6mm 十字槽沉头螺丝（16 个，机架安装托架自带）

M6 x 15mm 十字槽沉头螺丝（8 个， 19 英寸（48.26 厘米）机架系统安装螺丝）。

适用于两种类型螺丝的螺丝刀.

安装步骤

要将 Aruba S3500 移动接入交换机安装到四点式 19 英寸（48.26 厘米）机架系统中，则：

1. 将一个前置机架安装托架置于移动接入交换机一侧的安装孔上（请参阅图 15）。

2. 使用四个 M4 x 6mm 十字槽沉头螺丝和适用的螺丝刀将托架固定到移动接入交换机。

3. 在移动接入交换机的对侧重复以上步骤。

图 15  前置机架安装托架

!
小心

每个 S3500 均应具有自己的安装设备。不要将其他联网设备直接放在安装的 S3500 顶部，否则可能损坏该设备。

注意

四点式机架安装包未包含在包装箱中，它们单独销售。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 Aruba 代表。

注意

某些机架所需的螺丝与 S3500 自带的不同。安装 S3500 前确认具有正确的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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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一个侧轨托架置于移动接入交换机一侧的后置安装孔上（请参阅图 16）。

5. 使用四个 M4 x 6mm 十字槽沉头螺丝和适用的螺丝刀将托架固定到移动接入交换机。

6. 在移动接入交换机的对侧重复以上步骤。

图 16  后置机架安装托架

7. 将移动接入交换机提升到位，将前置安装托架与机架中的所选安装点对齐，如图 17 中所示。

8. 插入四个（每托架两个）M6 x 15mm 十字槽沉头螺丝并使用适用的十字螺丝刀将它们拧紧，固定前置安
装托架。

图 17  插入后置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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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9. 将后置安装托架推入就位。

10.插入四个（每托架两个）M6 x 15mm 十字槽沉头螺丝并使用适用的十字螺丝刀将它们拧紧，固定后置安
装托架。

11.通过验证机架前面的螺丝是否与机架后面的螺丝对齐，确保移动接入交换机保持水平。

12.在装置的左右两侧至少留出四英寸（10 厘米）的空间，以便气流通畅和通风。请参阅第 17 页上的图 11，
了解有关 S3500 气流要求的更多信息。

13.在装置的前部和后部留出额外空间，以便插接电源线、网线，以及查看 LED 状态指示灯。

台面或支架安装

所需的工具和设备

橡胶脚垫（自带）

安装步骤

1. 将自带的橡胶脚垫固定到移动接入交换机的底部。

2. 将移动接入交换机放置在已选好的位置。

3. 将交流电源线连接到装置后部。

4. 将电源线的另一端插入电源插座，为移动接入交换机供电。

连接交流电源线
安装了 S3500 后，准备启动该设备。S3500 未配有开关。当交流电源线已连接到电源模块和交流电插座时，
该设备将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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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连接交流电源线，则：

1. 确保将电源模块正确安装在 S3500 中。

2. 提升电源线固定夹，以便使其不会阻挡交流电源连接器。

3. 将交流电源线的耦合器端插入电源模块上的交流电源连接器中。

4. 降低交流电源线上方的电源线固定夹。

S3500 现在应正在通电。由于 S3500 没有开关，因此必须使用电源线来打开和关闭该设备。要关闭该设备，则：

1. 提升电源线固定夹，使其脱离交流电源线。

2. 将交流电源线从电源模块中拉出。

安装和拆卸风扇架

风扇架可现场更换，并且可热交换。热交换可使您无需关闭 S3500 便可更换风扇架。

1. 拆卸旧风扇架。

a. 使用十字螺丝刀逆时针转动带铰链的外加螺丝，直至其松动（不能将它们完全拧下）为止。

b. 用力抓紧这两个带铰链的外加螺丝，将带有弹簧的铰链向下拉，直至确信铰链已脱离为止。握住风
扇架把手将风扇拉出。

2. 将新风扇架模块与移动接入交换机中的开口对齐，如图 19 中所示。

3. 向下拉新风扇架模块上带铰链的外加螺丝，将其锁片与开口任一侧上的插槽对齐。

4. 将风扇架模块推入移动接入交换机中。

5. 将两个带铰链的外加螺丝提到锁定位置中，然后拧紧外加螺丝，固定风扇架模块。

图 19  安装风扇架

注意

安装或拆卸风扇架模块时采用标准 ESD 防范措施。

!
小心

确保将风扇架模块与 S3500 上的开口正确对齐，否则可能损坏风扇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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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和拆卸电源

电源模块可热交换。热交换可使您在更换过程中无需关闭 S3500 便可更换故障电源。这样在更换过程中无
需关闭 S3500。

1. 使用十字螺丝刀逆时针转动带铰链的外加螺丝，直至其松动（不能将它们完全拧下）为止。

2. 用力抓紧这两个带铰链的外加螺丝，将带有弹簧的铰链向下拉，直至确信铰链已脱离为止。

3. 抓住电源封板上带铰链的外加螺丝，将其拖出封板。

4. 将新电源模块与移动接入交换机中的开口对齐，如图 20 中所示。

5. 向下拉电源模块上带铰链的外加螺丝，将其锁片与开口左侧上的插槽对齐。

6. 将电源模块推入移动接入交换机中。

7. 提升带铰链的外加螺丝，然后使用十字螺丝刀拧紧螺丝，固定电源模块。小心，不要将螺丝拧的太紧。

图 20  安装电源

8. 通过降低交流电源线上方的电源线固定夹，插入电源线并将其固定。

拆卸电源 

1. 提升电源线固定夹，使其脱离电源线。

2. 拔下与电源模块相连的电源线。

3. 使用十字螺丝刀松开电源模块前面带铰链的外加螺丝。

4. 将带铰链的外加螺丝降到最低。

5. 握住电源模块把手，将该模块拉出。

6. 如果不更换卸下的电源模块，则通过执行第 30 页上的 “安装电源” 下的安装步骤安装 S3500 自带的封板。

!
小心

在连接了电源线时不要插入或拔出电源。安装或拆卸前验证是否已断开了电源线与电源的连接。

注意

安装或拆卸电源模块时采用标准 ESD 防范措施。

注意

如果添加额外电源模块，则拆卸预安装的电源模块封板。如果正在更换故障电源，则参阅第 30 页上的 “拆卸电源 ”，
然后再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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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上行链路模块
 

 

可通过添加上行链路模块扩展 S3500 的功能。S3500 上行链路模块提供了用于连接其他设备的 SFP 和 SFP+
上行链路端口。

S3500 上行链路模块可热交换，并且可在启动或关闭系统时插入到 S3500 机箱中。但拆卸带电交换机上的上
行链路会影响服务，并且所有流量处理都将停止，直至新换上的上行链路模块已安装并运行为止。

图 21  上行链路模块

10GBASE-X 端口 
每个上行链路模块均配有四个 10GBASE-X 端口。这些端口主要与 Aruba SFP 一同使用。SFP 为 10 Gb 热交
换光收发器，可将串行电信号转换成外部串行光或电信号。

这些端口可作为上行链路端口或两个上行链路端口与两个堆叠端口的组合。在默认情况下，端口 0 和 1 被
配置为上行链路端口，端口 2 和 3 被配置为堆叠端口。可更改这些端口分配，以满足您的配置需求。

注意

S3500 不自带上行链路模块，必须单独购买它们。

1 LINK/ACT LED

2 状态 LED

3 10GBASE-X 端口

4 拴锁

5 把手

0
1

2
3

54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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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BASE-X 端口 LED
每个上行链路模块端口均有两个 LED。这些 LED 用于监控每个端口上的状态和活动。根据通过 LCD 面板
所选的 LED 模式，显示的信息将不同。有关 LCD 面板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1 页上的 “LCD 面板”。

SFP 和 SFP+ 模块
SFP 模块（也称为微型 GBIC）为热交换千兆位以太网收发器，其可提供与其他设备的光纤或铜缆连接。

表 21  SFP/SFP+ 10GBASE-X 端口 LED

LED 屏幕 功能 LCD 模式 指示灯 状态

LINK/ACT（链路/工作） 链路状态 N/A 绿灯（常亮） 已建立了 10G 链路

绿灯（闪烁） 已建立了 1G 链路

不亮 没有无线节点接入

状态 端口状态 Administrative（管理） 绿灯（常亮） 端口已启用

不亮 端口已被管理员禁用

Duplex（双工） 绿灯（常亮） 全双工

不亮 半双工

Speed（速度） 绿灯（常亮） 10 Gb

不亮 1 Gb 或更低

不亮 速度失配

PoE（以太网供电） 不亮 N/A

注意

Aruba 在他们的移动接入交换机系统中测试并支持 Aruba 认可的光纤。未认可的第三方光纤产品未经过测试或得到支
持，因此，Aruba 不能保证在 Aruba 系统内使用未认可的第三方光纤产品时能够发挥它们的正常功能。如欲获得
Aruba 认可的光纤产品的完整列表，请联系您的 Aruba 销售代表。

表 22  支持的 SFP

SFP 说明

SFP-SX Aruba SFP、1000BASE-SX、LC 连接器

SFP-LX Aruba SFP、1000BASE-LX、LC 连接器

SFP-TX Aruba SFP、1000BASE-T、RJ-45 连接器

SFP-10G-SR Aruba SFP+、10GBASE-SR、850nm 串行
可插拔 SFP+ 光纤、LC 连接器

SFP-10G-LR Aruba SFP+、10GBASE-SR、1310nm 串行
可插拔 SFP+ 光纤、LC 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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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连电缆
直连电缆 (DAC) 用于在组成堆栈时将一个 S3500 与另一个相连。DAC 是使用 10GBASE-X 端口通过与 SFP
模块相同的方式安装在上行链路模块中的。有关如何安装 SFP 或 DAC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4 页上的 “安
装 SFP”。如欲获得可通过 Aruba 获得的 DAC 的列表，请参阅表 23。

安装上行链路模块

S3500 上行链路模块可热交换，并且可在启动或关闭系统时插入到 S3500 机箱中。但拆卸带电交换机上的线
卡会影响服务，并且所有流量处理都将停止，直至新换上的线卡已安装并运行为止。

所需的工具和设备

十字螺丝刀

安装步骤

要安装上行链路模块，则：

1. 卸下预安装的上行链路模块封板。

a. 用十字螺丝刀松开带铰链的外加螺丝。

b. 向下拉左侧带铰链的外加螺丝，将其拖出封板。

2. 将新上行链路模块与移动接入交换机中的开口对齐，如图 22 中所示。

3. 向下拉上行链路模块上左侧带铰链的外加螺丝，将其锁片与开口左侧上的插槽对齐。

4. 将上行链路模块推入移动接入交换机中。

5. 提升左侧带铰链的外加螺丝，然后使用十字螺丝刀拧紧两个螺丝，固定上行链路模块。

表 23  直连电缆

DAC 说明 

SFP+，直连，0.5M 50cm 直连电缆；10G SFP+，用于堆叠

SFP+，直连，1M 1m 直连电缆；10G SFP+，用于堆叠

SFP+，直连，3M 3m 直连电缆；10G SFP+，用于堆叠

SFP+，直连，5M 5m 直连电缆；10G SFP+，用于堆叠

注意

安装或拆卸上行链路模块时采用标准 ESD 防范措施。

!
小心

确保将上行链路模块与 S3500 上的开口正确对齐，否则可能损坏上行链路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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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上行链路模块安装

拆卸上行链路模块

要拆卸上行链路模块，则：

1. 将任何电缆从上行链路模块上拔下。

2. 卸下连接到上行链路模块的任何 SFP 模块。

3. 使用十字螺丝刀松开上行链路模块前面的两个螺丝。

4. 将左侧螺丝降到最低。

5. 握住上行链路模块把手，将该模块拉出。

6. 如果不更换卸下的上行链路模块，则安装 S3500 自带的封板。

安装 SFP

要将 SFP 模块安装到 S3500 中，则：

1. 使 SFP 模块上面朝上将其推入 1000Base-X 端口中，直至建立了连接并听到咔嗒声为止。

2. 将模块上的拴锁移动到垂直位置，使其面向模块顶部，从而将 SFP 锁定就位。

0
1

2
3

0

注意

有关拆卸 SFP 模块的说明，请参阅第 35 页上的 “拆卸 SFP”。

注意

安装或拆卸 SFP 时采用标准 ESD 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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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安装 SFP

拆卸 SFP
要拆卸 SFP 模块，则：

1. 打开和释放 SFP 模块上的拴锁。

2. 将该模块从端口中拉出来。

连接 LC 光纤电缆
要将 LC 光纤电缆连接到 SFP-SX 或 SFP-LX 模块中，则：

1. 清洁光纤电缆连接器，然后再将其插入到 SFP+ 中。

2. 将光纤电缆插入到 SFP 模块中。确保该电缆上的拴锁朝向 SFP 模块的顶部。

3. 将电缆推入就位，直至建立了连接并且听到咔嗒声为止。

要断开 LC 光纤电缆与 SFP-SX 或 SFP-LX 模块的连接，则：

1. 按压以打开该电缆上的拴锁，同时将该电缆拉出端口。

图 24  连接 LC 光纤电缆

POWER

MENU

ENTER

STATUS

S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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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规格、安全性和合规性
 

 

S3500 规格

物理

设备尺寸（无安装托架）（高x宽x长）

所有型号：1.75" x 17.5" x 17.5" 

所有型号：4.4 cm x 44.5 cm x 44.5 cm 

设备重量（安装了一个电源）

S3500-24P：16.8 磅（7.60 千克）

S3500-48P：17.5 磅（7.95 千克）

S3500-24T：15.4 磅（6.98 千克）

S3500-48T：15.9 磅（7.22 千克）

电源规格（AC 输入要求）
350W 电源

交流输入电压：100 VAC 至 240 VAC

交流输入电流：4-2A

交流输入频率：50-60 Hz

600W 电源

交流输入电压：100 VAC 至 240 VAC

交流输入电流：8-4A

交流输入频率：50-60 Hz

1050W 电源

交流输入电压：100 VAC 至 260 VAC

交流输入电流：13-6A

交流输入频率：50-60 Hz

工作规格 
工作温度范围：0°C 至 40°C（32°F 至 104°F）

工作湿度范围：5% 至 95%（相对湿度），无冷凝 

存储规格 
存储温度范围：0°C 至 50°C（32°F 至 122°F）

存储湿度范围：5% 至 95%（相对湿度），无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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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链路模块规格

物理

模块尺寸

9.38"x 3"

23.8 cm x 7.6 cm

模块重量：0.8 磅（0.37 千克）

工作规格 
工作温度范围：0°C 至 40°C（32°F 至 104°F）

工作湿度范围：5% 至 95%（相对湿度），无冷凝 

存储规格 
存储温度范围：0°C 至 50°C（32°F 至 122°F）

存储湿度范围：5% 至 95%（相对湿度），无冷凝

安全性及合规性
ArubaNetworks 提供了一个多语言文档，其中包含所有 Aruba 产品的国家特定限制以及其它安全性和合规
性信息。可以从以下位置查看或下载本文档：www.arubanetworks.com/safety_addendum 

本产品符合 21 CFR 第 1 章第 J 节第 1040.10 部分以及 IEC 60825-1: 1993、A1: 1997、A2: 2001、IEC 60825-2:
2000。

要继续遵守以上激光安全标准，应在本产品中安装由我们认可的供应商生产的、经过认证的 1 类模块。

电磁干扰

美国

FCC A 级

本设备经测试证明符合 FCC 规章第 15 部分有关 A 级数字装置的限制规定。这些限制旨在提供合理的保
护，防止设备在商业环境中运行时受到有害的干扰。本设备可产生、使用并会发射无线射频能量，如果不
按照说明手册进行安装和使用，有可能对无线电通讯产生有害的干扰。在居住区使用本设备时可能会造成
有害干扰，在此情况下，用户应自行负责消除干扰。

!
小心

Aruba 有线接入点必须由专业安装人员进行安装。专业安装人员负责确保接地有效，并且符合适用的地方和国家电气
法规的规定。

CLASS 1 

LASER PRODUCT

!
小心

使用非本手册中指定的性能或操作步骤的控制或调整可能会导致严重辐射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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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户在未经合规责任方明确许可的情况进行任何改造或改动，可能会丧失操作本设备的权利。

本产品符合 FCC 规章第 15 部分的规定。其操作须符合以下两项条件：(1) 本装置不得产生有害干扰；
(2)本装置必须接受所接收到的任何干扰，包括可能会引发非预期操作的干扰。

加拿大

数字设备符合有关来自数字设备的无线电噪声发射的 A 级限制，如加拿大工业部 ICES-003 题为 “数字设备”
的干扰产生设备标准中所规定的。

Cet appareil numérique respecte les limites de bruits radioélectriques applicables aux appareils numériques
de Classe A prescrites dans la norme sur le matériel brouilleur: “Appareils Numériques,” NMB-003 édictée
par le ministère des Communications.

日本

VCCI - A 级

欧洲

本产品符合 EN55022 A 级和 EN55024 标准。

电池声明

警告

这是 A 级产品。在家庭环境中，该产品可能导致无线电干扰，在此情况下，用户可能需要采取适当措施。

!
小心

Il y a danger d’explosion s’il y a remplacement incorrect de la batterie.
Remplacer uniquement avec une batterie due même type ou d’un équivalent recommandé par le constructeur.
Mettre au rebut les batteries usagées conformément aux unstruction du fabricant.

!
小心

本产品配带的电池可能包含高氯酸盐物质。特殊处理可能适用于加利福尼亚和其他某些州。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www.dtsc.ca.gov/hazardouswaste/perchlorate。

警告

如果将电池更换成错误类型的电池，可能发生爆炸。请按照说明处理旧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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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uba 设备的正确处置

电气和电子设备垃圾

在欧盟成员国、挪威以及瑞士，当 Aruba 产品的生命周期完结时，需要单独收集和处理，因
此这些产品标记有左图所示的符号（打叉的有轮垃圾箱）。在上述国家，这些产品的生命周
期完结时所接受的处理应遵守实施了 2002/96EC 号电气和电子设备垃圾 (Was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WEEE) 法令的国家适用的国内法律。

欧盟 RoHS
Aruba 产品也遵守欧盟的 2002/95/EC 号危害物质限用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RoHS) 法令。欧盟 RoHS 限制在电气和电子设备的生产中使用某些有害物
质。具体地讲， RoHS 法令所规定的限用材料为：铅（包括印刷电路组件中使用的焊

料）、镉、汞、六价铬及溴。某些 Aruba 产品符合 RoHS 法令附录 7 中所列的豁免规定（关于印刷电路组件
所用焊料中的铅）。产品和包装上将贴有左图所示的 “RoHS” 标签，以表明其符合该法令的要求。

中国 RoHS
Aruba 产品也符合中国环境声明要求，并贴有左图所示的 “EFUP 50” 标签。

Hazardous Materials Declaration 
 

Hazardous Substances

(Parts) Lead 
(Pb) 

Mercury 
(Hg) 

Cadmium 
(Cd) 

Chromium VI 
Compounds 

(Cr6+) 

Polybrominated 
Biphenyls  

(PBB)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 

(PBDE) 

PCA Board 
X O O O O O 

Mechanical 
Subassembly 

X O O O O O 

Power Adaptor 
X O O O O O 

O:
This component does not contain this hazardous substance above the maximum concentration values in homogeneous materials 
specified in the SJ/T11363-2006 Industry Standard. 

X: 
This component does contain this hazardous substance above the maximum concentration values in homogeneous materials specified 
in the SJ/T11363-2006 Industry Standard. 

This table shows where these substances may be found in the supply chain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products, as of the date of sale of 
the enclosed product. 

The Environment- Friendly Use Period (EFUP) for all enclosed products and their parts are per the  
symbol shown here. The Environment- Friendly Use Period is valid only when the product is operated  
under the conditions defined in the product 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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