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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 

本产品符合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设计要求，产品的存放、使用和弃置应遵照相关国家法律、法规要

求进行。 
 



前  言 

UNIS R3900-S28-G-DP[S51-G-DP]路由器 硬件描述主要介绍了设备的外观及规格、产品指示灯以

及槽位及接口编号等内容。 

前言部分包含如下内容： 
• 读者对象 

• 本书约定 

• 产品配套资料 
• 资料意见反馈 

读者对象 

本手册主要适用于如下工程师： 
• 网络规划人员 

• 现场技术支持与维护人员 

• 负责网络配置和维护的网络管理员 

本书约定 

1. 命令行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粗体 命令行关键字（命令中保持不变、必须照输的部分）采用加粗字体表示。 

斜体 命令行参数（命令中必须由实际值进行替代的部分）采用斜体表示。 

[ ] 表示用“[ ]”括起来的部分在命令配置时是可选的。 

{ x | y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仅选取一个。 

[ x | y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或者不选。 

{ x | y |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至少选取一个。 

[ x | y |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多个或者不选。 

&<1-n> 表示符号&前面的参数可以重复输入1～n次。 

# 由“#”号开始的行表示为注释行。 

 

2. 图形界面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 > 带尖括号“< >”表示按钮名，如“单击<确定>按钮”。 

[ ] 带方括号“[ ]”表示窗口名、菜单名和数据表，如“弹出[新建用户]窗口”。 



格    式 意    义 

/ 多级菜单用“/”隔开。如[文件/新建/文件夹]多级菜单表示[文件]菜单下的[新建]子菜单下

的[文件夹]菜单项。 

 

3. 各类标志 

本书还采用各种醒目标志来表示在操作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些标志的意义如下： 

 
该标志后的注释需给予格外关注，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对人身造成伤害。 

 
提醒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者设备损坏。 

 
为确保设备配置成功或者正常工作而需要特别关注的操作或信息。 

 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配置、操作、或使用设备的技巧、小窍门。 

 

4. 图标约定 

本书使用的图标及其含义如下：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一般网络设备，如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等。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一般意义下的路由器，以及其他运行了路由协议的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二、三层以太网交换机，以及运行了二层协议的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控制器、无线控制器业务板和有线无线一体化交换机的

无线控制引擎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接入点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终结单元。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终结者。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Mesh设备。 

 
该图标代表发散的无线射频信号。 

 该图标代表点到点的无线射频信号。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防火墙、UTM、多业务安全网关、负载均衡等安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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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防火墙插卡、负载均衡插卡、NetStream插卡、SSL VPN插

卡、IPS插卡、ACG插卡等安全插卡。 

 

5. 端口编号示例约定 

本手册中出现的端口编号仅作示例，并不代表设备上实际具有此编号的端口，实际使用中请以设备

上存在的端口编号为准。 

产品配套资料 

配套资料包括如下部分： 

大类 资料名称 内容介绍 

产品知识介绍 产品彩页 帮助您了解产品的主要规格参数及亮点 

硬件描述与安装 安装指导 帮助您详细了解设备硬件规格和安装方法，指导您对设备进行

安装 

业务配置 

配置指导 帮助您掌握设备软件功能的配置方法及配置步骤 

命令参考 详细介绍设备的命令，相当于命令字典，方便您查阅各个命令

的功能 

版本说明书 帮助您了解产品版本的相关信息（包括：版本配套说明、兼容

性说明、特性变更说明、技术支持信息）及软件升级方法 

 

资料意见反馈 

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产品资料的任何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反馈： 
E-mail：mailto:info@unisyue.com 

感谢您的反馈，让我们做得更好！ 
 

mailto:info@unisyu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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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介绍 

1.1  设备外观及其说明 

 

设备外观请以实际发货为准，本指导中的图片仅供参考。 

 

1.1.1  R3900-S28-G-DP 

图1-1 R3900-S28-G-DP 前视图 

  

1: 千兆以太网LAN口GE5～GE28 2: CONSOLE接口 
3: USB接口 4: 千兆以太网WAN口GE0 
5: 10GBASE-R-SFP+以太网光口29~36 6: 千兆以太网WAN口GE1～GE4 

 

图1-2 R3900-S28-G-DP 后视图 

 

1: SIC接口模块插槽4 2 SIC接口模块插槽3 
3: SIC接口模块插槽2 4: SIC接口模块插槽1 
5: 交流电源插座2 6: 交流电源插座1 
7: 接地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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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R3900-S51-G-DP 

图1-3 R3900-S51-G-DP 前视图 

 

1: 千兆以太网LAN口GE5～GE52 2: 光模块接口SFP+53、SFP+54 
3: 千兆以太网WAN口GE0 4: USB接口 
5: CONSOLE接口 6: 千兆以太网WAN口GE1～GE4 

 

图1-4 R3900-S51-G-DP 后视图 

 

1: SIC接口模块插槽4 2 SIC接口模块插槽3 
3: SIC接口模块插槽2 4: SIC接口模块插槽1 
5: 交流电源插座2 6: 交流电源插座1 
7: 接地端子 

 

1.2  R3900-S28-G-DP[S51-G-DP]路由器规格列表 

表1-1 R3900-S28-G-DP[S51-G-DP]路由器规格列表 

项目 R3900-S28-G-DP R3900-S51-G-DP 

Console接口 1 

USB接口 1 

GE WAN接口 5 

GE LAN接口 24 48 

SFP+接口 8 2 

SIC插槽 支持4个SIC插槽 

内存 默认2GB DDR4 

内置存储 4GB Flash（eM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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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R3900-S28-G-DP R3900-S51-G-DP 

外型尺寸（W×D×H） 

（不含脚垫和挂耳） 
440mm×400mm×43.6mm 

电源槽位 2 

AC电源 额定电压范围：100V AC～240V AC；50Hz/60Hz 

AC电源额定功率 100W 

工作环境温度 0℃～45℃ 

环境相对湿度 5%RH～95%RH（不结露） 

 

1.3  接口模块规格 

设备支持 SIC 接口模块，关于接口模块的规格以及详细介绍请参见《UNIS R3900_R5900 综合业

务网关 接口模块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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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示灯说明汇总 

2.1  面板指示灯 

2.1.1  R3900-S28-G-DP 

图2-1 R3900-S28-G-DP 指示灯 

 

1: 千兆以太网电口指示灯GE5～GE28 2: 系统指示灯SYS 
3: 电源指示灯PWR1 4: 电源指示灯PWR2 
5: 千兆以太网电口指示灯GE0 6: 10GBASE-R-SFP+以太网光口指示灯29~36 
7: 千兆以太网电口指示灯GE1～GE4 

 

2.1.2  R3900-S51-G-DP 

图2-2 R3900-S51-G-DP 指示灯 

 

1: 千兆以太网电口指示灯GE5～GE52 2: 千兆以太网电口指示灯GE0 
3: 光模块接口指示灯SFP+53、SFP+54 4: 千兆以太网电口指示灯GE1～GE4 
5: 电源指示灯PWR2 6: 电源指示灯PWR1 
7: 系统指示灯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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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指示灯说明 

灯名称 位置 状态 含义 

SYS 前面板 

8HZ绿色闪烁 镜像搬移解压缩（BootRom阶段） 

绿色常亮 SDRAM进行检测（BootRom阶段） 

1HZ绿色闪烁 Uniware启动阶段和正常运行阶段 

1HZ黄色闪烁 内存检测失败（Bootware阶段） 

8HZ黄色闪烁 扩展段不存在（BootRom阶段） 

黄色常亮 镜像不存在 

灭 没有电源输入，或者工作故障状态 

PWR 前面板 

绿色常亮 表示系统电源供电正常 

黄色常亮 系统电源不在位或供电异常 

灯灭 没有电源输入 

GE 前面板 

绿色常亮 表示链路已连通，并工作在千兆模式 

绿色闪烁 表示有数据收发，并工作在千兆模式 

黄色常亮 表示链路已连通，并工作在十、百兆模式 

黄色闪烁 表示有数据收发，并工作在十、百兆模式 

灯灭 表示链路没有连通 

SFP+ 前面板 

绿色常亮 表示链路已连通，并工作在万兆模式 

绿色闪烁 表示有数据收发，并工作在万兆模式 

黄色常亮 表示链路已连通，并工作在百、千兆模式 

黄色闪烁 表示有数据收发，并工作在百、千兆模式 

灯灭 表示链路没有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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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槽位类型及编号信息 

3.1  槽位类型及编号信息 

设备提供 4 个 SIC 接口模块槽位。设备面板上所有固定接口均属于槽位 0，其他槽位类型及编号情

况如下表所示。 

表3-1 设备槽位类型及编号 

款型 槽位类型及编号 接口编号描述 

R3900-S28-G-DP 
R3900-S51-G-DP  

编号为x/y（x表示槽

位编号；y表示接口编

号。） 

：覆盖区域表示SIC接口模块槽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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