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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指南的目标受众
Cisco®智能业务平台(IBA)指南主要面向承担以下职务的读者:

•	需要用标准程序来实施方案时的系统工程师

•	需要撰写思科IBA实施项目工作说明书的项目经理

•	需要销售新技术或撰写实施文档的销售合作伙伴

•	需要课堂讲授或在职培训材料的培训人员

一般来说,您也可以将思科IBA指南作为增加工程师和项目实施统一性的指导文
件,或利用它更好地规划项目成本预算和项目工作范围。

版本系列
思科将定期对IBA指南进行更新和修订。在开发新的思科IBA指南系列时,我们将
会对	其进行整体评测。为确保思科IBA指南中各个设计之间的兼容性,您应当使
用同一系列	中的设计指南文档。

每一个系列的Release	Notes（版本说明）提供了增加和更改内容的总结。

所有思科IBA指南的封面和每页的左下角均标有指南系列的名称。我们以某系列
指南发	布时的年份和月份来对该系列命名,如下所示:

年	月	系列

例如,我们把于2011年8月发布的系列指南命名为：	
	“2012年8月系列”

您可以在以下网址查看最新的IBA指南系列:

 http://www.cisco.com/go/cn/iba

	

如何阅读命令
许多思科IBA指南详细说明了思科网络设备的配置步骤,这些设备运行着Cisco	
IOS、	Cisco	NX-OS或其他需要通过命令行界面(CLI)进行配置的操作系统。下
面描述了系	统命令的指定规则,您需要按照这些规则来输入命令：

在CLI中输入的命令如下所示:

configure terminal

为某个变量指定一个值的命令如下所示:

ntp server 10.10.48.17

包含您必须定义的变量的命令如下所示:

class-map [highest class name]

以交互示例形式显示的命令(如脚本和包含提示的命令)如下所示:

Router# enable

包含自动换行的长命令以下划线表示。应将其作为一个命令进行输入:

wrr-queue random-detect max-threshold 1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系统输出或设备配置文件中值得注意的部分以高亮方式显示,如下所示:

interface Vlan64
  ip address 10.5.204.5 255.255.255.0

问题和评论
如果您需要评论一个指南或者提出问题，请使用	IBA反馈表。

如果您希望在出现新评论时获得通知,我们可以发送RSS信息。

http://www.cisco.com/go/cn/iba
http://ciscosba.com/feedback/?id=Aug1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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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指南
本部署指南包括一个或多个部署章节，其中包含如下内容：

•	业务概述——描述本设计的商业用例，业务决策者可通过本章内容来了解解
决方案与企业运营的相关性。

•	技术概述——描述该商业用例的技术设计，包含思科产品如何应对业务挑
战。技术决策者可利用本章节理解该设计如何实现。

•	部署详情——提供解决方案的逐步实施和配置的指导。系统工程师可以在这
些步骤的指导下快速和可靠的设计和部署网络。	

您可以在以下网址查看最新的IBA指南系列:

 http://www.cisco.com/go/cn/iba

本IBA指南的内容

关于IBA协作
思科IBA能帮助您设计和快速部署一个全服务企业网络。IBA系统是一种规范式
设计，即购即用，而且具备出色的可扩展性和灵活性。

思科IBA在一个综合的解决方案中集成了局域网、广域网、无线、安全、数据
中心、应用优化和统一通信技术，并对其进行了严格测试，确保能实现无缝协
作。IBA采用的模块化分类简化了多技术系统集成的复杂度，使您能够根据需要
解决企业需求，而无需担心技术复杂性。

思科IBA协作整合了统一通信、视频协作和网页会议。并从网络基础、网络服务和
用户服务这种分层架构进行介绍。		
思科IBA协作提供了可靠的业务部署、应用以及服务。

成功部署路线图
为确保您能够按照本指南中的设计成功完成部署，您应当阅读本指南所依据的所
有相关指南——即如下路线中本指南之前的所有指南。

4本IBA指南的内容2012年8月系列

协作设计概览 ·  使用思科UCM的电话部署指南
·  视频会议系统部署指南

 VCS和UCM视频集成部署指南
 
  

 

    协作

您在这里预备知识

http://www.cisco.com/go/cn/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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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业务概述
通常，企业机构会根据其最迫切的需求，从两种截然不同的视频解决方案类型中
选择一种，不会过多地考虑将两种不同平台相连的问题。当企业机构需要看到和
听到远程参会者时，会快速设置多用途系统，而不会过多地关注体验质量。这些
组件采用能够在不同会议室间方便移动的设计。而相对来说，沉浸式系统的部
署时间较长，因为其营造了虚拟会议室体验，需要提供高质量的视频和立体声音
频。这些高端系统并不在会议室之间移动，但是它们向参会者一致地提供更高水
平的视频和音频功能。

多用途视频终端成本较低、较为灵活。它们通常与滚轮推车一起购买，以便轻松
放置在不同地点，由更多的人员在不同的会议室使用。它们是视频领域真正的主
力军，已经在不计其数的企业机构中服役了许多年。而另一方面，沉浸式系统则是
作为董事会议室或管理者会议解决方案的扩展而部署。这些解决方案使用户感到
身处同一会议室，旨在令参会者感到如同在和对方面对面交谈。

因为这两种解决方案试图解决的问题有所不同，它们采用的底层技术也互不相
同。当部署规模较小时，它们之间相互隔离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随着视频协作规
模不断扩大，企业机构需要原本分属两个群体的人员定期互相通信。他们希望多
用途办公室系统与董事会议室系统连接，并且希望远程办公室的员工与总部会
议室中的管理者交流。没有正确的指导，这两种系统之间的技术壁垒无法轻易打
破。

对于希望将两种分立视频解决方案相结合的企业机构来说，面临着以下主要问
题：

•	各终端需要特定功能，以实现最高运行性能

•	这两种解决方案的高级特性无法互操作

•	终端标识难以管理

•	错误设置会对网络造成不利影响

多用途视频会议的用户已经习惯了其产品中的高级特性。当他们需要更先进功能
来召开高效会议时，他们不介意通过多按钮遥控器配置系统。视频会议终端自行
处理并提供大多数复杂功能。相反，沉浸式系统的用户只需走进会议室，然后坐

下来按一个按钮，便可以将其会议扩展至全世界的其他地点。这种简洁性使参会
者无需面对底层复杂功能。如果没有深入考虑错综复杂的技术问题，同时使用这
两种类型的解决方案，会给企业机构的运行造成负面影响。

技术概述
思科多用途系统和思科网真系统(CTS)沉浸式视频解决方案直接采用点对点呼叫
通信，无需在中间加入视频转码器或多点控制单元(MCU)。该互操作性水平允许
多用途会议室系统与沉浸式系统通信，无需额外的视频基础设施硬件，并不会增
加呼叫复杂性。使用低成本系统的远端站点员工可以在需要时参加与总部管理者
之间的视频通话。

思科®网真视频通信服务器(VCS)管理多用途系统，而思科统一通信管理器	
(Unified	CM)	则管理CTS沉浸式解决方案和可视电话终端。某些多用途终端也
可在Unified	CM上注册，但是只有VCS支持高级H .323特性。

Cisco	VCS部署作为一个双呼叫服务器集群提供永续性配置。VCS终端包括多
用途会议室系统、管理者系统和个人系统。Unified	CM配置在使用一个多服务
器集群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IBA)协作基础架构上完成。Unified	CM终端包
括三屏幕会议室系统、单屏幕会议室系统、管理者系统和个人可视电话。呼叫代
理之间的连接使用会话发起协议(SIP)建立。

当两个呼叫代理连接以后，企业机构将获得以下优势：

•	多用途终端在VCS上注册并保留其高级特性，例如双视频、远端摄像机控制
(FECC)、以及多站点和多路会议等。

•	CTS和可视电话终端使用Unified	CM注册，并保留集中软件更新、动态配
置设置、以及简单的一触式界面等特性。

•	为多用途终端提供一组独特的电话号码范围，以简化两个呼叫代理之间的通
话路由。

•	每种解决方案都配置了不同的服务质量（QoS），因此在网络基础设施中能
够正确地识别流量。

使用多用途视频终端时，只要远端站点的用户能够看到、听到对方并与其共享数
据，摄像机的角度和高宽比就不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多用途系统最重要的一个特
点是完成设置所需要的时间很短，而且能够非常方便地在各种会议室环境中部
署。	

只有VCS支持高级视频会议特性，例如双视频共享演示等。VCS所独有的其他特
性还包括FECC，它允许远端站点操纵其视角和多站点/多路会议。多站点会议允
许具有内置会议功能的终端向通话中添加第三台设备。多路会议则支持终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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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标准MCU发起临时多点呼叫。通过VCS中通道和链路的高级呼叫准入控制特
性，能够进行超出简单的星形拓扑范围以外的带宽管理。

在另一方面，CTS沉浸式系统需要非常具体的会议室空间规模，来满足特定的摄
像机角度和音频扬声器放置要求。会议室采用严格的照明和声学特性构建，以便
提供最高质量的体验。设计时采用安静运行的取暖和空调设备，诸如地毯颜色和
墙面漆等小细节也考虑在内。为会议地点购买相匹配的办公家具，能够进一步增
强虚拟会议室体验。

针对沉浸式系统的多点控制单元必须能容纳多屏幕终端，并具有智能切换功能将
参与者的正确设置呈现在只有单独显示器的远程网络。思科网真服务器具有身临
其境的渲染能力，并使用SIP中继注册到Unified	CM	。

CTS终端在Unified	CM上注册，这是因为它在处理软件更新和动态配置设置方
面，提供与电话类似的行为。沉浸式系统中的用户使用简单的电话界面或触摸屏
幕相互作用，因为其目标听众与多用途视频会议部署不同。通过配置外部呼叫信
令，能够使用两个呼叫代理都支持的标准协议，与非Unified	CM终端连接。	

解决方案详情

视频集成解决方案包括以下组件，如下图中所示：	

•	用于多用途视频会议系统的VCS

•	用于CTS沉浸式系统和可视电话系统的Unified	CM

•	个人、管理者和多用途会议室系统

•	可视电话

•	用于沉浸式系统的多点控制单元（MCU）

•	网络时间协议（NTP）服务器，用于确保日志一致性

•	域名服务器（DNS），用于提供域名到IP的解析功能

•	系统日志服务器，用于记录事件（可选）

两种系统的视频终端都使用数字电话号码拨号，保留从仅支持数字拨号的设备接
听来电的功能。两个呼叫代理都能在发送呼叫前转换拨打的数字号码和域名称属
性，以便呼叫采用适合各自平台的正确格式。

该解决方案构建在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的基础上，使用思科推荐的
媒体网QoS和带宽控制设置。来自VCS的多用途视频会议流量和来自Unified	
CM的可视电话流量标记为保证转发41(AF41)，来自Unified	CM的CTS流量则
被标记为等级选择器4(CS4)。呼叫信令流量被标记为呼叫选择器3(CS3)。如果
采用多用途终端，两个站点间的呼叫带宽由VCS控制，而如果采用的是CTS和可

视电话终端，则由Unified	CM控制。两个呼叫代理彼此并行工作，控制带宽。

路由器和交换机中的不同优先级带宽队列根据两个呼叫代理所需的带宽总量调
配。因为呼叫代理并行工作，所以在两个远程地点之间，这两种类型的视频流量“
基本各自为政，仅偶有交集”。这允许VCS和Unified	CM自主管理各自的带宽设
置，不会在网络中的队列点相互干扰，因为队列配置为支持两个呼叫代理的综合
带宽。一个地点的单一呼叫代理带宽由每个终端的默认呼叫设置处理。

Cisco	IBA无边界网络通过配置，将23%的可用广域网带宽用于视频呼叫。在该
示例中，远端站点到多协议标签交换(MPLS)云的带宽为15Mbps，能在每个地
点支持两个1 .5Mbps呼叫，总部站点的带宽则为30Mbps，能够支持四个呼叫。
这意味着每个呼叫控制代理仅能处理进出远端站点的一个呼叫。如果需要支持多
个呼叫，那么您需要在远端站点增加更大的宽带带宽并使总部地点适应更高值。

呼叫控制代理和MCU集中部署在数据中心。接入层、广域网和园区网支持媒体
网，使用高度可用的设计和本地化的服务，例如媒体网呼叫监控和媒体跟踪等。
这些服务会尽可能在远端站点配置并尽可能接近实际的端点。视频监控功能用于
在故障出现时进行故障排除，媒体跟踪功能则允许管理员查看路径中所有网络组
件的健康状态。将思科视频技术引入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参考设计模式的优势
在于，由于该架构在设计之初便考虑了视频通信需求，因此初始基础架构的运行
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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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IBA智能业务平台基础架构中的VCS和Unified	CM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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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详情

该部署指南重点关注在Cisco	VCS上注册的多用途视频会议系统与在Cisco	
Unified	CM上注册的CTS沉浸式视频终端之间的呼叫。《会议室系统视频部署
指南》和《H.323视频集成部署指南》中介绍了配置SIP和H .323设备并在VCS上
注册的步骤，因此本指南中不再赘述这些概念。	

Unified	CM终端使用其完整的分机号码范围和[10.4.48.111]域名。VCS终端
使用8XXX46XX和	8XXX47XX分机号码范围和cisco.local域名。VCS的
独特号码范围提供非重叠拨号计划，能在每个呼叫代理上执行简单的呼叫路由。	

图	2	-	VCS和Unified	CM视频终端的目录号码	

《使用思科UCM电话的部署指南》中介绍了基本Unified	CM集群的配置
流程，因此在本指南中不再赘述相关概念。http://www .cisco .com/go/
telepresenceservices/中介绍了物理会议室和CTS终端的设置程序，在本指
南中不再赘述。	

每个CTS终端及其关联的电话都必须完成以下四个流程。

程序	1	  
配置CTS连接到LAN

为确保视频流量被优先处理，您必须配置已连接CTS终端的访问端口，以信任区
分服务代码点（Differentiated	Services	Code	Point	简称	DSCP）标记。
用最简单的方法清除接口上之前所配的配置，然后应用的出口QoS宏（egress	
QoS	macro），它被定义在IBA智能业务平台—《局域网部署指南》的接入交换

配置Cisco	Unified	CM

1、配置CTS连接到LAN

2、配置CTS沉浸式终端

3、配置CTS关联的电话

4、安装CTS软件

5、配置最新的CTS软件

6、部署CTS电话应用程序

7、配置可视电话终端

8、配置UCM呼叫准入控制

9、Unified	CM至Unified	CM呼叫

10、配置Unified	CM	至VCS	呼叫

流程

http://www.cisco.com/go/telepresenceservices/
http://www.cisco.com/go/telepresence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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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配置中。	

步骤 1:  使用可以更改配置的用户名，登录至Catalyst	交换机，并进入enable
模式。	

步骤 2:  在CTS连接的交换机端口上清楚接口的配置。

defaul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0/24

步骤 3:  配置端口作为访问端口并应用出口QoS策略。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0/24
description CTS Video Endpoint
switchport access vlan 64
switchport host
macro apply EgressQoS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程序	2	  
配置CTS沉浸式终端

CTS终端及其关联的IP电话在Unified	CM中是手动配置的。根据每个设备中代
码的不同版本，编解码器和电话可能需要升级，以便匹配Unified	CM中的版本。
升级过程约需要一个小时完成。

对于终端寻址，我们建议您使用统一的在线拨号计划，它包括访问代码，站点代
码和一个四位数分机号。访问代码和站点代码使得通过在线拨号计划来区分不同
区域的分机号成为可能，否则如果实施统一的缩位拨号计划可能出现号码重叠。

当使用站点代码，新的分区（Partition）、呼叫搜索空间（CSS，Calling	
Search	Space）和每个站点的转化模式（translation	pattern）都需要允许在
同一站点的终端之间使用四位拨号，这也是大多数用户喜欢的。	

步骤 1:  按照终端安装指南说明，连接电缆，并打开用于编解码器和显示器的主
电源开关。等待几分钟后，系统和关联的思科IP电话完成启动。系统启动后，终端
的IP地址和MAC地址将在屏幕上显示几分钟。记录该信息，因为在后续步骤中
需要使用。

步骤 2:  在您的Web浏览器中，使用主机名或IP地址访问Unified	CM	
Administration（Unified	CM管理）界面。

步骤 3:  在Installed Applications（已安装应用）下的页面中心，单击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思科统一通信管理器）链
接。		

步骤 4:  输入您为应用管理员创建的Username（用户名）和Password（密
码），然后单击Login（登录）。	

步骤 5:  转至Device（设备）> Phone（电话），然后单击Add New（新增）。

步骤 6:  在Phone	Type（电话类型）列表，选择：Cisco 
TelePresence500-37，然后单击Next（下一步）。

步骤 7:  在Phone	Configuration（电话配置）页面，在Device	
Information（设备信息）选项下输入以下值。

•	MAC	Address（MAC地址）—[MAC Address]

•	Description（描述）—RS208 CTS 500-37

•	Device	Pool（设备池）—DP _ RS208 _ 1

•	Phone	Button	Template（电话按钮模
板）—Standard _ Cisco _ TelePresence _ 500

•	Calling	Search	Space（呼叫搜索空间）—CSS _ RS208

如果您收到关于网站安全证书的警告，请将其忽略并继续网页操作。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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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tion（地点）—LOC _ RS208

步骤 8:  在Protocol	Specific	Information（协议的具体信息）选项下输入以
下值。

•	Device	Security	Profile（设备安全性配置文件）—Cisco 
TelePresence500-37 - Standard SIP Non-Secure Profile

•	SIP	Profile（SIP配置文件）—Standard SIP Profile

•	Allow	Presentation	Sharing	using	BFCP（使用BFCP允许演示共
享）—Yes

步骤 9:  在Secure	Shell	Information（安全Shell信息）和SNMP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SNMP配置参数）选项下，输入以下值，然后单
击Save（保存）。 

•	SSH	admin	Password（SSH管理员密码）—[password]

•	SSH	admin	Life（SSH管理员生命）—0（没有到期）

•	SSH	helpdesk	Password（SSH帮助桌面密码）—[password]

•	SSH	helpdesk	Life（SSH帮助桌面生命）—0（没有到期）

•	Enable	SNMP（开启SNMP）—Enabled (v2c)

•	SNMP	System	Location（SNMP系统位置）—San Jose, CA（可选）

•	SNMP	System	Contact（SNMP系统联系）—John Smith（可选）

•	SNMP	(v2c)	Community	Read	Only（SNMP（v2c）Community只
读）—cisco

•	SNMP	(v2c)	Community	Read	Write（SNMP（v2c）Community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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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cisco123

步骤 10:  在Phone	Configuration（电话配置）页面，在Association	
Information（相关信息）下，单击Line [1] - Add a new DN（线路 [1] – 
添加一个新的DN）。

步骤 11:  在Directory	Number	Configuration（目录号码配置）页面，输入
以下值，然后单击Save（保存）：

•	Directory	Number（目录号码）—85194390（访问代码，站点代码和扩
展）

•	Route	Partition（路由分区）—PAR _ Base

•	Description（描述）—RS208 CTS 500-37

•	Alerting	Name（警报名称）—[Alerting name]

•	ASCII	Alerting	Name（ASCII警报名称）—[ASCII alerting name]

程序	3	  
配置CTS关联的电话

CTS终端使用关联的IP电话来运行组件的日常功能。Unified	CM的初始设置
auto-registration是开启的，需要将其临时关闭，将相关的电话配置为SIP设
备。关联电话的目录号码使用801XXXX范围，以便将其与属于单独用户的电话
和自动注册的电话区分开。

分配目录号码的最简单方法是为思科网真系统(CTS)终端的四位数分机号码前直
接添加801。例如，如果CTS-500的分机号为4390，那么分配8014390作为关
联CP-7975电话的目录号码。

步骤 1:  转至System（系统）> Cisco Unified CM，单击Find（查找），然
后选择Unified	CM服务器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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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选择Auto-registration Disabled on the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在思科统一通信管理器上禁用自动注册）复
选框，并单击Save（保存）。

	

步骤 3:  对已经启用自动注册的所有服务器重复步骤	1和步骤	2。

步骤 4:  使用电话的触摸界面，在Settings（设置）> Network 
Configuration（网络配置）>MAC Address（MAC地址）下查找MAC地
址。

步骤 5:  在Unified	CM中，转至Device（设备）> Phone（电话），单击
Find（查找），然后查找上一个步骤中的MAC地址。因为电话已经自动注册为内
部呼叫控制协议（SCCP）设备，所以选择与之相邻的复选框，然后单击Delete 
Selected（删除所选设备）。

步骤 6:  在Find	and	List	Phones（查找并列出电话）页面中，单击Add 
New（新增）。

步骤 7:  输入以下值，在每个条目后单击Next（下一步）。

•	Phone	Type（电话类型）—Cisco 7975

•	Select	the	device	protocol（选择设备协议）—SIP

步骤 8:  在Phone	Configuration（电话配置）页面，输入以下值，然后单击
Save（保存）：

•	MAC	Address（MAC地址）—[MAC Address]

•	Description（描述）—RS208 CTS 7975

•	Device	Pool（设备池）—DP _ RS208 _ 1

•	Phone	Button	Template（电话按钮模式）—Standard 7975 SIP

•	Calling	Search	Space（呼叫搜索空间）—CSS _ RS208

•	Location（地点）—LOC _ RS208

•	Device	Security	Profile（设备安全配置文件）—Cisco 7975 - 
Standard SIP Non-Secure Profile

•	SIP	Profile（SIP配置文件）—Standard SIP Profile

在禁用自动注册后，开始和结尾的目录号码将变为1000。如果添加
关联电话后启用自动注册，那么之前的值必须重新输入。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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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Access（Web访问）—Enabled

步骤 9:  在Phone	Configuration（电话配置）页面，在Association	
Information（相关信息）下，单击Line [1] - Add a new DN（线路 [1] – 
添加一个新的DN）。

步骤 10:  在Directory	Number	Configuration（目录号码配置）页面，输入
以下值，然后单击Save（保存）。

•	Directory	Number（目录号码）—8014390（在4390前面加上801）

•	Route	Partition（路由分区）—PAR _ Base

•	Description（描述）—RS208 CTS 500-37

•	Alerting	Name（警报名称）—[Alerting name]

•	ASCII	Alerting	Name（ASCII警报名称）—[ASCII alerting name]

步骤 11:  为每个CTS终端和需要添加至Unified	CM的关联电话重复程序	1至
程序	3。更改单元具体参数使之与每个终端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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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4	  
安装CTS软件

在CTS终端注册到Unified	CM之后，安装最新版本的终端软件到您集
群的TFTP服务器上。您需要一个有效的cisco .com	帐户来下载Cisco	
TelePresence	终端软件。您同时也需要（安全文件传输协议（Secure	File	
Transfer	Protocol	简称SFTP）服务器软件，安全的传输文件到您的Unified	
CM	TFTP服务器。

我们推荐安装CTS终端软件，因为升级过程中会在TFTP服务器上自动安装强制
性的电话应用程序软件。	

步骤 1:  从您的web浏览器，访问www .cisco .com，使用您的用户ID登录，然后
转至Support（支持）> All Downloads（所有下载）。

步骤 2:  在Select a Product（选择一个产品）页面中，转至Products（产
品）> TelePresence（网真）> Telepresence Endpoints - Personal（
网真终端—个人）> TelePresence Office（网真办公室）> Cisco 
TelePresence System Device（思科网真系统设备）> TelePresence 
Software（网真软件）> Latest Releases（最新版本）。

步骤 3:  选择最新发布的文件cmterm-CTS.1-8-2-11R-K9.P1.cop.sgn，
然后下载至您的PC中。

步骤 4:  在您的PC上启动SFTP软件，为它配置用户名和密码以访问指定目录中
下载的软件。

步骤 5:  从您的浏览器，访问您集群中TFTP服务器的Unified	CM	
Administration（Unified	CM管理）接口。

步骤 6:  在Installed	Applications（已安装应用）下的页面中心，单击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思科统一通信管理器）链接。	

步骤 7:  在页面顶端的Navigation（导航）列表中，选择Cisco Unified OS 
Administration（Cisco Unified OS管理），然后单击Go（开始）。	

步骤 8:  输入平台管理员的Username（用户名）和Password（密码），然后
单击Login（登录）。	

步骤 9:  转至Software Upgrades（软件升级）> Install/Upgrade（安
装/升级），输入以下信息然后单击Next（下一步）。

•	Source（源）—Remote Filesystem

•	Directory（目录）—/

•	Server（服务器）—10.4.48.152（PC运行SFTP服务器软件的IP地址）

•	User	Name（用户名）—root

•	User	Password（用户密码）—[password]

•	Transfer	Protocol（传输协议）—SFTP

http://www.ci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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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0:  选择下载的CTS终端文件，并单击Next（下一步）。

步骤 11:  文件下载并可用后，确认服务器上的MD5	Hash	Value	与您PC上的
MD5	hash	是否匹配。

图	3	-	来自Unified	CM的MD5	Hash	Value

图	4	-	来自PC运行SFTP服务器的MD5	Hash	Value

步骤 12:  如果MD5	Hash不匹配，重新传输文件。如果匹配，单击Next（下一
步）并确认文件已经安装成功。

步骤 13:  在页面顶部的Navigation（导航）列表中，选择Cisco Unified 
Serviceability（Cisco Unified可维护性），然后单击Go（开始）。

步骤 14:  输入应用管理员的Username（用户名）和Password（密码），然
后单击Login（登录）。	

步骤 15:  转至Tools（工具） > Control Center（控制中心） - Feature 
Services（特色服务），选择TFTP服务器，然后单击Go（开始）。

步骤 16:  在CM	Services（CM服务）选项中，选择Cisco	Tftp服务器广播按
钮，然后单击Restart（重启）。

步骤 17:  针对您集群中所有的TFTP服务器重复步骤	5至步骤	16。

程序	5	  
配置最新的CTS软件

步骤 1:  在最终TFTP服务器上刷新屏幕后，使用您的web浏览器访问您集群中
发布者服务器的Unified	CM	Administration	（Unified	CM管理）接口。	

步骤 2:  在页面中间Installed	Applications（已安装的应用）下，单击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思科统一通信管理器）链接。	

步骤 3:  输入应用管理员的Username（用户名）和Password（密码），然后
单击Login（登录）。	

步骤 4:  转至Device（设备） > Device Settings（设备设置） > Device 
Defaults（设备默认），在负载信息栏为每个CTS终端输入不带cmterm	的已
下载文件的名称，然后单击Save（保存）。

•	Load	Information（负载信息）—CTS.1-8-2-11R-K9.P1

步骤 5:  转至Device（设备） > Phone（电话），单击Find（查找），然后单击
CTS终端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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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从Phone Configuration（电话配置）页面，单击Reset（复位），
然后在Device Reset（设备复位）页面中，单击Reset（复位）。

步骤 7:  为每个CTS终端重复步骤	5和步骤	6。

程序	6	  
部署CTS电话应用程序

步骤 1:  从您的浏览器，访问您集群中发布者的Unified	CM	
Administration（Unified	CM管理）接口。	

步骤 2:  在页面顶端的Navigation（导航）列表中，选择Cisco Unified CM 
Administration（Cisco Unified CM管理），然后单击Go（开始）。	

步骤 3:  转至Device（设备）> Device Settings（设备设置）> Phone 
Services（电话服务），然后单击Add New（新增）。

步骤 4:  在IP Phone Services Configuration（IP电话服务配置）页面，
输入以下值，然后单击Save（保存）：

•	Service	Name（服务名称）—TSPM-1.8.2-P1-1S

•	ASCII	Service	Name（ASCII服务名称）—TSPM-1.8.2-P1-1S

•	Service	Description（服务描述）—MIDlet UI

•	Service	URL（服务URL）—http://10.4.48.120:6970/TSPM-1.8.2-
P1-1S.jad

•	Service	Category（服务列别）—Java MIDlet

•	Service	Type（服务类型）—Standard IP Phone Service

•	Service	Vendor（服务供应商）—Cisco

•	Enable	Checkbox（开启复选框）—Yes

步骤 5:  选择Device（设备）> Phone（电话），单击Find（查找），然后单击
关联CTS终端的电话MAC地址。	

步骤 6:  在Related	Links（相关链接）列表中，选择Subscribe/
Unsubscribe Services（订阅/取消服务），然后单击Go（开始）。

步骤 7:  在Select	a	Service（选择一项服务）列表中，选择您在步骤	4中配置
的服务，然后单击Next（下一步）。

步骤 8:  在下一个页面中，单击Subscribe（订阅）。

在1或2分钟后，应用在电话中启动，并且可用于拨打电话。

对与CTS终端关联的其余电话重复步骤	5至步骤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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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7	  
配置可视电话终端

语音终端使用Unified	CM	Foundation中的自动注册流程注册集群。分机移
动性功能向电话分配用户特定信息。设备移动性信息将电话放置在正确的设备池
中，以便使用与其关联的所有设置。可视电话可以使用分机移动性，或者配置一个
特定的目录号码。

	以下步骤要求分配正确的设备池（device	pool），呼叫搜索空间（calling	
search	space），并使电话作好收发视频呼叫的准备。

步骤 1:  使用电话的触摸界面，在Settings（设置）> Network 
Configuration（网络配置）>MAC Address（MAC地址）下查找MAC地
址。

步骤 2:  在Unified	CM中，选择Device（设备）> Phone（电话），单击
Find（查找），查找可视电话，然后单击上一个步骤中的MAC地址。在本例中，电
话被配置在RS200位置。

步骤 3:  在Phone Configuration（电话配置）页面下的Device	
Information（设备信息）选项，输入以下值。

•	Device	Pool（设备池）—DP _ RS200 _ 1

•	Calling	Search	Space（呼叫搜索空间）—CSS _ RS200

步骤 4:  在Product	Specific	Configuration	Layout（产品特定配置布局）
选项下输入以下值，然后单击Save（保存）。

•	Cisco	Camera（思科摄像头）—Enabled

•	Video	Capabilities（视频功能）—Enabled

如果电话没有与分机移动性功能一起使用，您必须完成步骤	5和步骤	6，为其分
配一个属于该站点具有正确站点代码和分机号范围的八位目录号码。

步骤 5:  在Phone	Configuration（电话配置）页面，在Association	
Information（相关信息）下，单击Li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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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在Directory	Number	Configuration（目录号码配置）页面，输入以
下值，然后单击Save（保存）： 

•	Directory	Number（目录号码）—85114019（访问代码，站点代码和分机
号）

•	Route	Partition（路由分区）—PAR _ Base

程序	8	  
配置UCM呼叫准入控制

在该配置指南中，不同地点之间的视频呼叫上限为1 .5Mbps，每个站点允许一个
呼叫。在该示例中，远端站点至少需要15Mbps总广域网带宽，而总部站点需要
30Mbps连接至MPLS云。如果广域网带宽较高，则各地点间的视频和音频传输
质量也更高。如果您在每个远端站点需要支持多个呼叫或者您想要为每个呼叫使
用更高带宽，那么您必须升级站点之间的广域网带宽，以支持更多呼叫。

区域配置的最大音频位速率设置为64kbps，因为两个CTS终端之间的初始呼叫
信号是纯音频呼叫，需要G .722。地点配置音频带宽至少设置为96kbps，因为
从多用途终端到CTS终端的视频呼叫最初是纯音频呼叫，如果带宽小于96kbps
它们会被拒绝。

步骤 1:  转至System（系统）> Region（区域），单击Find（查找），然后单击
区域名称。

步骤 2:  在屏幕底部的Modify	Relationship	to	other	Regions（修改与其
他区域之间的关系）下，选择具有CTS视频终端的每个区域，按如下值更改，然后
单击Save（保存）：

•	Max	Audio	Bit	Rate（最大音频比特率）—64 kbps (G.722, G.711)

•	Kbps	(radio	button)（单选按钮）—Select

•	Max	Video	Call	Bit	Rate（最大视频呼叫比特率）—1536

•	Link	Loss	Type（链接损失类型）—Keep Current Setting

步骤 3:  在修改Region（区域）列表中的所有区域以后，单击Apply Config（
应用配置）。	

步骤 4:  对具有CTS终端的所有区域重复步骤	1至步骤	3。

步骤 5:  转至System（系统）> Location（地点），单击Find（查找），然后单
击具有CTS终端远端站点名称。

步骤 6:  输入以下值，然后单击Save（保存）：

•	Audio	Bandwidth	radio	button（音频带宽单选按钮）—Yes

•	Audio	kbps（音频kbps）—96	(must	be	at	least	96)（必须至少在96）

•	Video	Bandwidth	radio	button（视频带宽单选按钮）—Yes

•	Video	kbps（视频kbps）—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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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  单击Resync Bandwidth（重新同步带宽），在出现的弹出消息上单
击OK。

步骤 8:  对具有CTS终端的每个远端站点重复步骤	3至步骤	5。	

程序	9	  
Unified CM至Unified CM呼叫

当终端已经注册并已配置呼叫准入控制后，在各地点之间拨打测试电话，以确认
所有功能都按预期正常工作。如果电话不工作，再次检查您在此程序流程中的工
作。

步骤 1:  在关联的电话上，触按New Call（新呼叫）。

在不同的地方输入另一个CTS终端的8位分机号85314510，然后触按Dial（拨
号）。

步骤 2:  从用您的web浏览器，访问CTS终端管理界面https://10 .4 .84 .50/，
并使用您在本程序程序	2中配置的SSH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步骤 3:  在Cisco	TelePresence	Systems	Administration（思科网真系统
管理）页面，输入以下值，然后单击Login（登录）：	

•	Username（用户名）—admin

•	Password（密码）—[password]

步骤 4:  转至Monitoring（监控）> Call Statistics（呼叫统计），并确认带
宽是否和您的期望一致。如果带宽过高或过低，确认您在程序	8中输入的值与该
链路的可用带宽相匹配。

步骤 5:  如需在电话中挂断电话，请触按End Call（结束通话）。

程序	10	  
配置Unified CM 至VCS 呼叫

Unified	CM至VCS的呼叫使用一个SIP中继进行路由。发送8XXX46XX和
8XXX47XX号码范围的呼叫需要Unified	CM中具有一个单一路由模式。下图

https://10.4.84.50/


20部署详情2012年8月系列

所示为Unified	CM终端至VCS终端简单数字拨号的呼叫流程。

SIP中继（SIP	trunk）、路由组（route	group）、路由列表（route	list）和路由
模式（route	pattern）将呼叫发送至VCS的IP地址。在添加SIP中继前，您同样
要创建一个标准SIP配置文件和一个非安全SIP中继（non-secure	SIP	trunk）
的安全配置文件。在完成Unified	CM拨号计划之后，您可以执行随后流程中的
额外步骤，在VCS中转换所呼叫号码的格式。

步骤 1:  从您的Web浏览器中，访问您集群中后端推送服务器（Publisher）的
Unified	CM	Administration	interface（Unified	CM管理接口）。

步骤 2:  在Installed	Applications（已安装应用）下的页面中心，单击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思科统一通信管理器）链接。	

步骤 3:  输入您为应用管理员创建的Username（用户名）和Password（密
码），然后单击Login（登录）。

步骤 4:  转至Device（设备） > Device Settings（设备设置） > SIP 
Profile（SIP配置文件），并单击Copy（复制），创建一个新的基于默认值的
SIP配置文件。	

步骤 5:  从SIP	Profile	Configuration（SIP配置文件配置）页面输入以下信
息，然后单击Save（保存）：

•	Name（名称）—Standard SIP Profile for VCS

•	Description（描述）—SIP Profile for VCS

•	Redirect	by	Application（通过应用重新定向）—Yes

•	Allow	Presentation	Sharing	using	BFCP（允许演示共享使用

BFCP）—Yes

•	Leave	the	rest	of	the	fields	at	their	defaults（其他字段保持默认设
置）

步骤 6:  转至System（系统） > Security（安全性） > SIP Trunk 
Security Profile（SIP中继安全配置文件），单击Find（查找），然后单击
Copy（复制），创建一个新的默认值安全配置文件。

步骤 7:  从SIP	Trunk	Security	Profile	Configuration（SIP中继安全配置
文件配置）页面，输入以下值，然后单击Save（保存）：

•	Name（名称）—Non Secure SIP Trunk Profile for VCS

•	Accept	unsolicited	notification（接受不受邀请的通知）—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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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pt	replaces	header（接受替换头）—Yes

步骤 8:  转至Device（设备）> Trunk（中继），然后单击Add New（新增）。

步骤 9:  在Trunk	Configuration（中继配置）页面，输入以下值，然后单击
Next（下一步）。

•	Trunk	Type（中继类型）—SIP Trunk

•	Device	Protocol（中继协议）—SIP

•	Trunk	Service	Type（中继服务类型）—None (Default)

步骤 10:  在下一个页面的Device	Information（设备信息）选项，输入以下
值。

•	Device	Name（描述名称）—SIP _ VCS _ Trunk

•	Description（描述）—CUCM to VCS SIP Trunk for Video

•	Device	Pool（设备池）—DP _ HQ1 _ 1

•	Call	Classification（呼叫分类）—OnNet

•	Location（地点）—Hub _ None

•	Retry	Video	Call	as	Audio（用音频替代视频呼叫重新尝试）—Yes

•	Run	On	All	Active	Unified	CM	Nodes（在所有活动Unified	CM节点
上运行）—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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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1:  在Inbound	Calls（入站呼叫）选项中，输入以下值。

•	Significant	Digits（有效数字）—All

•	Calling	Search	Space（呼叫搜索空间）—CSS _ Base

•	Redirecting	Diversion	Header	Delivery	Inbound（重定向导流头输送
入站）—Yes

步骤 12:  在SIP	Information（SIP信息）选项中，输入以下值，然后单击
Save（保存）。

•	Destination	Address	1（目标地址1）—10.4.48.130

•	Destination	Port	1（目标端口1）—5060

•	Destination	Address	2（目标地址2）—10.4.48.131 (单击+示意去添加
新行)

•	Destination	Port	2（目标端口2）—5060

•	SIP	Trunk	Security	Profile（SIP中继安全配置文件）—Non Secure 
SIP Trunk Profile for VCS

•	SIP	Profile（SIP配置文件）—Standard SIP Profile for VCS

•	DTMF	Signaling	Method（DTMF信号方法）—RFC 2833

•	Normalization	Script（正常化脚本）—vcs-interop

步骤 13:  在弹出信息上，单击OK。

步骤 14:  在Trunk	Configuration（中继配置）页面，单击Reset（复位）。

步骤 15:  从Device	Reset（设备复位）页面，单击Reset（复位），然后单击
Close（关闭）。

步骤 16:  转至Call Routing（呼叫路由）> Route / Hunt（路由/查询）> 
Route Group（路由组），然后单击Add New（新增）。

步骤 17:  在Route	Group	Configuration（路由组配置）页面中，输入Route	
Group	Name（路由组名称）RG _ VCS _ SIP _ Tr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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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8:  从Available	Devices（可用设备）中，选择SIP_VCS_Trunk（All 
Ports），单击Add to Route Group（添加至路由组），然后单击Save（保
存）。	

步骤 19:  转至Call Routing（呼叫路由）> Route / Hunt（路由/查询）> 
Route List（路由列表），然后单击Add New（新增）。 

步骤 20:  在Route	Group	Configuration（路由组配置）页面，输入以下值，
然后单击Save（保存）。

•	Name（名称）—RL _ VCS

•	Description（描述）—Route List for VCS Video Calls

•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Group（思科统一通信管理
组）—Sub1 _ Sub2（默认）

步骤 21:  在Route	List	Configuration（路由列表配置）页面，单击Add 
Route Group（添加路由组）。

步骤 22:  在Route	List	Detail	Configuration（路由列表详细配置）页面，
输入以下值，然后单击Save（保存）：	

•	Route	Group（路由组）—RG _ VCS _ SIP _ Trunk [NON-QSIG]

步骤 23:  转至Call Routing（呼叫路由）> Route / Hunt（路由/查询）> 
Route Pattern（路由模式），然后单击Add New（新增）。 

步骤 24:  在Route	Pattern	Configuration（路由模式配置）页面，输入以下
值，然后单击Save（保存）。

•	Route	Pattern（路由模式）—8XXX4[6-7]XX

•	Route	Partition（路由分区）—PAR _ Base

•	Description（描述）—Route Pattern for Video Calls to VCS

•	Gateway/Route	List（网关/路由列表）—RL _ V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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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	Classification（呼叫分类）—OnNet

使用Unified	CM注册CTS终端、修改呼叫准入控制，并创建拨号计划后，您可
以配置Cisco	VCS，支持与相邻呼叫代理之间的双向呼入和呼出电话。	

程序	1	  
配置VCS 电话呼入

当收到来自Unified	CM的呼叫时，被叫号码的格式为[被叫号码]@[VCS	IP地
址]：5060。Cisco	VCS使用搜索规则，将被叫号码转换为[被叫号码]@[域名]的
格式。您将为集群中每个VCS创建搜索规则。

例如，从分机号85104600呼入VCS终端的电话抵达时显示为
85104600@10 .4 .48 .130:5060。在本地区域内搜索设备之前，VCS将被叫号
码转换为85104600@cisco .local。	

当收到来自Unified	CM的呼叫时，回呼号码采用[呼叫号码]@[Unified	CM	IP
地址]的格式。因为VCS需要把回呼路由至Unified	CM，所以VCS使用一个转
换，将呼叫号码转换为[呼叫号码]@[域名]的格式。您将为每个Unified	CM	订购
者创建一个转换。	

例如，来自分机85104300的Unified	CM终端呼叫抵达时显示为
85104300@10 .4 .48 .111。VCS在呼叫号码发送至终端以前将其转换为
85104300@cisco .local，因此确保最近呼叫列表具有格式正确的回呼号码。

配置Cisco	TelePresence	VCS（思科网真VCS）

1、配置VCS	电话呼入

2、配置VCS电话呼出

3、配置VCS呼叫准入控制

4、VCS至Unified	CM拨号

5、Unified	CM至VCS拨号

流程

mailto:4600@cisco.local
mailto:4300@cisco.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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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使用您的web浏览器，访问您集群中主VCS的管理界面，然后单击
Administrator login（管理员登录）。

步骤 2:  输入以下值并单击Login（登录）。

•	Username（用户名）—admin

•	Password（密码）—[password]

步骤 3:  转至VCS configuration（VCS配置）> Dial Plans（拨号计划）> 
Search rules（搜索规则），然后单击New（新建）。

步骤 4:  输入以下值并单击Create search rule（创建搜索规则）。

•	Rule	name（规则名称）—CUCM Calls to VCSc1

•	Description（描述）—8XXX4[6-7]XXtoregistered VCS 
endpoints

•	Priority（优先级）—40

•	Source（源）—Any

•	Request	must	be	Authenticated（请求必须被认证）—No

•	Mode（模式）—Alias Pattern Match

•	Pattern	Type（模型类型）—Regex

•	Pattern	String（模型字符
串）—(8\d{3}4[6-7]\d{2})@10.4.48.130:5060

•	Pattern	behavior（模型行为）—Replace

•	Replace	String（代替字符串）—\1@cisco.local

•	On	successful	match（成功匹配）—Stop

•	Target（目标）—LocalZone

•	State（状态）—Enabled

步骤 5:  为您VCS集群里的每个VCS	IP地址重复步骤	3和步骤	4。更改规则名
称，模型字符串的IP地址并为每个搜索规则的优先级增加1。

步骤 6:  转至VCS configuration（VCS配置）> Dial Plans（拨号计划）> 
Transforms（转换），然后单击New（新建）。

步骤 7:  输入以下值，然后单击Create transform（创建转换）。

•	Priority（优先级）—3

•	Description（描述）—CUCM _ Sub1 IP Address to Domain Name

•	Pattern	type（模型类型）—Regex

•	Pattern	string（模型字符串）—(.*)@10.4.48.111((:|;).*)?

mailto:4[6-7]XX@10.4.48.130: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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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tern	behavior（模型行为）—Replace

•	Pattern	string（模型字符串）—\1@cisco.local\2

•	State（状态）—Enabled

步骤 8:  为您Unified	CM	集群里的每个订购者IP地址重复步骤	6和步骤	7。
更改描述，模型字符串的IP地址并每次为优先级增加1。	

程序	2	  
配置VCS电话呼出

来自多用途终端的呼叫使用SIP中继，从VCS路由至Unified	CM。在VCS中为
每个Unified	CM订购者创建一个邻接区域和两个搜索规则，以支持两个系统间
的永续性拨号。下图所示为VCS终端至Unified	CM终端数字拨号的呼叫流程。

为每个用户配置一个不同的邻接区域，以提供信号冗余性。创建相同优先级的搜

索规则，将呼叫发送至为Unified	CM集群定义的邻接区域。本地域名替换为指
定Unified	CM用户的IP地址。	

呼叫将在具有相同优先级的搜索规则间轮询，反过来则在Unified	CM	用户间
轮询。如果用户不可到达，该区域将变成非激活区域，并且针对不可到达的用户
的搜索规则将被忽略知道他再次上线。	

步骤 1:  选择VCS configuration（VCS配置）> Zones（区域），然后单击
New（新建）。

步骤 2:  在Create Zone（创建区域）页面，在Configuration，	H .323	and	
SIP（配置，H .323和SIP）选项下，输入以下值。

•	Name（名称）—CUCM _ Sub1 Neighbor

•	Type（类型）—Neighbor

•	H .323	Mode（H .323模式）—Off

•	SIP	Mode（SIP模式）—On

•	SIP	Port（SIP端口）—5060

•	SIP	Transport（SIP传输端口）—T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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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pt	proxied	registrations（接受代理注册）—Deny

步骤 3:  在Location	and	Advanced（位置和高级）选项下输入以下值，然后
单击Create Zone（创建区域）。

•	Peer	1	Address（Peer	1地址）—10.4.48.111（第一个用户）

•	Zone	Profile（区域配置文件）—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步骤 4:  为Unified	CM	集群的每个用户重复步骤	1至步骤	3。为每个区域更改
名称和Peer	1地址。

步骤 5:  选择VCS configuration（VCS配置）> Dial Plans（拨号计划）> 
Search rules（搜索规则），然后单击New（新建）。

步骤 6:  输入以下值，然后单击Create search rule（创建搜索规则）。

•	Rule	name（规则名称）—Route1 to CUCM _ Sub1

•	Description（描述）—Send all 8XXX4XXX except 8XXX4[6-7]XX 
calls to CUCM

•	Priority（优先级）—100（每个用都具有相同的优先级）

•	Source（源）—Any

•	Request	must	be	Authenticated（请求必须被认证）—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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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模式）—Alias Pattern Match

•	Pattern	Type（模型类型）—Regex

•	Pattern	String（模型字符串）—(8\d{3}4[^6-7]\d{2})@cisco.
local(.*)

•	Pattern	behavior（模型行为）—Replace

•	Replace	String（替代字符串）—\1@10.4.48.111

•	On	successful	match（成功匹配）—Stop

•	Target（目标）—CUCM _ Sub1 Neighbor

•	State（状态）—Enabled

步骤 7:  转至VCS configuration（VCS配置）> Dial Plans（拨号计划）> 
Search rules（搜索规则），然后单击New（新建）。	

步骤 8:  输入以下值，然后单击Create search rule（创建搜索规则）：

•	Rule	name（规则名称）—Route2 to CUCM _ Sub1

•	Description（描述）—Send all calls except 8XXX4XXX@cisco.
local to CUCM

•	Priority（优先级）—102（每个用户都具有相同的优先级）

•	Source（源）—Any

•	Request	must	be	Authenticated（请求必须被认证）—No

•	Mode（模式）—Alias Pattern Match

•	Pattern	Type（模型类型）—Regex

•	Pattern	String（模型字符串）—(8\d{3}[^4]\d{3})@cisco.local(.*)

•	Pattern	behavior（模型行为）—Replace

•	Replace	String（替代字符串）—\1@10.4.48.111

•	On	successful	match（成功匹配）—Stop

•	Target（目标）—CUCM _ Sub1 Neigh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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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状态）—Enabled

步骤 9:  为Unified	CM	集群中的每个用户重复步骤	5至	步骤	8。为每个搜索
规则的设置更改规则名称，替代字符串的IP地址和目标。	

程序	3	  
配置VCS呼叫准入控制

您可以在VCS基本配置中修改呼叫准入控制，以满足CTS终端的更高带宽要求。
远端站点允许以1536	kbps进行单呼叫，总部站点允许以1536	kbps进行双呼
叫。额外的广域网带宽可以让视频音频质量更高。

在Traversal	Subzone（穿越子区域）和Unified	CM邻接区域之间自动创建一

条链路，允许H .323呼叫CTS终端。但是，在邻接区域和总部子区域之间需要建
立链路，以便能在两个系统之间进行SIP呼叫。带宽由每个呼叫代理中的远端站
点设置控制，因此在与邻接区域之间的链路上不需要传输通道。

步骤 1:  选择VCS Configuration（VCS配置）> Bandwidth（带宽）> 
Pipes（传输通道），然后单击主站点的名称—PP_HQ。

步骤 2:  在Edit	pipe	configuration（编辑传输通道配置）页面，输入以下值，
然后单击Save（保存）：	

•	Total	bandwidth	limit	(kbps)（总带宽限制）—3072（2个1 .5	Mbps呼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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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	call	bandwidth	limit	(kbps)（每个呼叫带宽限制）—1536

步骤 3:  在Pipes（传输通道）页面，单击远端站点传输通道的名称—PP_R1。

步骤 4:  在Edit	pipe	configuration（编辑传输通道配置）页面，输入以下值，
然后单击Save（保存）：

•	Total	bandwidth	limit	(kbps)（总带宽限制）—1536（1个1 .5	Mbps呼
叫）

•	Per	call	bandwidth	limit	(kbps)（每个呼叫带宽限制）—1536

步骤 5:  对所有远端站点重复步骤	3和步骤	4。为每个Pipe	更改名称。	

步骤 6:  转至VCS configuration（VCS配置）> Bandwidth（带宽）> 
Links（链路），然后单击New（新建）。

步骤 7:  在Create	link（创建链路）页面，输入以下值，然后单击Create 
Link（创建链路）：

•	Name（名称）—LK _ HQ _ CUCM _ S1

•	Node	1（节点1）—SZ _ HQ

•	Node	2（节点2）—CUCM _ Sub1 Neighbor

步骤 8:  为VCS集群中的每个用户邻接区域重复步骤	6和步骤	7。为每个链路
更改Name（名称）和Node	2（节点2）。

VCS创建到CUCM邻接区域的默认链路。步骤	9和步骤	10修改穿越Traversal	
Subzone（子分区）链路的名称，使其更具可读性。步骤	12删除到Default	
Zone（默认区域）的链路，因为已不再需要此链路。	

步骤 9:  从Links（链路）页面，单击Zone001toTraversal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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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0:  从Edit	link（编辑链路）页面，更改链路名称LK_CUCM_S1_TSZ，
然后单击Save（保存）。	

步骤 11:  为VCS	集群中的每个Unified	CM	用户邻接区域重复步骤	9和步骤	
10。为每个链路更改Name（名称）和Node	1（节点1）。

步骤 12:  从Links（链路）页面，选择Zone001toDefaultSZ，Zone002
toDefaultSZ，Zone003toDefaultSZ，Zone004toDefaultSZ，单击
Delete，然后单击在Confirm（确认）弹出窗口单击Yes（是）。

程序	4	  
VCS至Unified CM拨号

在完成两个呼叫代理的配置后，通过数字拨号，从VCS终端呼叫Unified	CM终
端，以确认所有功能按预期正常工作。

步骤 1:  如果屏幕上没有显示菜单，按下遥控器上的Home（主页）按钮。

步骤 2:  输入CTS终端的分机号85194390并按绿色Call（呼叫）按钮。

步骤 3:  使用遥控器选择Home（主页）> Settings（设置）> System 
Information（系统信息），在System	Information（系统信息）页面中，验证
以下设置：	

•	Video（视频）:	Transmit（传输）:	Channel	Rate（通道速率）—1472 
kbps（在移动中可变）

•	Video（视频）:	Receive（接收）:	Channel	Rate（通道速率）—1472 
kbps（在移动中可变）

•	Audio（音频）:	Transmit（传输）:	Channel	Rate（通道速率）—64 
kbps

•	Audio（音频）:	Receive（接收）:	Channel	Rate（通道速率）—64 kbps

步骤 4:  按下红色的End call（结束通话）按钮挂断电话。

程序	5	  
Unified CM至VCS拨号

通过数字拨号，从Unified	CM终端呼叫VCS终端，以确认所有功能按预期正常
工作。

步骤 1:  在关联的电话上，选择New Call（新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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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拨打多用途终端的8位分机号85104600然后选择Dial（拨打）。

步骤 3:  使用您的web浏览器访问终端管理界面https://10 .5 .84 .50/，并使用
SSH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步骤 4:  在Cisco	TelePresence	Systems	Administration（思科网真系统
管理）页面，输入以下值，然后单击Login（登录）：	

•	Username（用户名）—admin

•	Password（密码）—[password]

步骤 5:  转至 Monitoring（监控） > Call Statistics（呼叫统计）以验证使
用的带宽。

步骤 6:  如需使用电话中断通话，请选择End Call（结束通话）。

思科网真服务器，也叫做多用途控制单元（MCU），用于终端之间召开已预约和
安排的视频会议。思科拥多种MCU，具有不同的功能。取决于您同时呼叫的终端
数量，您可以选择可以满足您需要的MCU。	

思科网真服务器，也叫做多点控制单元(MCU)，用于支持视频终端间的非预约式
会议和预约式会议。思科拥有不同性能的MCU。您可以根据所需并发呼叫终端
数量来选择您所需要的MCU的型号。

如果您的企业计划广泛使用非预约式会议，思科建议将这两种不同的会议类型部
署到两个MCU上。将这两种会议类型分开可以防止非预约式会议占用MCU上支
持预约式会议的全部资源

预约式会议呼叫在Cisco	MCU上创建，用于支持呼入和呼出会议类型。在开始
前，您需要收集一些与您站点相关的特定信息。在开始配置Cisco	MCU前，您可
以将信息填入下表。	

配置思科网真服务器

1、配置MCU至LAN连接

2、准备Cisco	MCU平台

3、配置Cisco	MCU

4、从Unified	CM	配置SIP中继

5、配置从VCS至MCU的搜索规则		

流程

https://10.5.84.50/


33部署详情2012年8月系列

表	1	-		开始配置思科网真服务器前要收集的信息

项目 Cisco	IBA	配置 站点——具体详情

IPV4地址 10 .4 .48 .136

IPV4子网 255 .255 .255 .0

IPV4默认网关 10 .4 .48 .1

主机名称 TS7010

DNS服务器地址 10 .4 .48 .10

DNS本地主机名称 TS7010

DNS域名 cisco .local

NTP服务器地址 10 .4 .48 .17

时间区域 Pacific	-8	

SNMP只读团体 cisco

SNMP读/写团体 cisco123

SNMP	trap团体 cisco

远程syslog服务器 10 .4 .48 .35

程序	1	  
配置MCU至LAN连接性

网真服务器可连接到位于数据中心的Nexus交换机或服务器机房的Catalyst交
换机。在这两个案例中，QoS策略将添加到端口以维护视频会议期间的视频质
量。请选择适合于您环境的选项。

选项 1.  连接TS7010到Nexus 2248UP

步骤 1:  使用可以更改配置的用户名登录Nexus交换机。

步骤 2:  如果TS7010已连接的交换机端口之前已经配置，使用no命令移除每
一个端口前的配置使其恢复默认状态。

步骤 3:  使用拥有修改配置权限的用户名登录Nexus交换机。

interface Ethernet107/1/4
description TS7010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48
spanning-tree port type edge
service-policy type qos input DC-FCOE+1P4Q_INTERFACE-DSCP-QOS

选项 2.  连接TS7010到Catalyst 3750-X

为确保视频流量被优先处理，您必须在Catalyst配置以连接MCU的访问端
口，以信任区分服务代码点（Differentiated	Services	Code	Point	简称	
DSCP）标记。用最简单的方法清除接口上之前所配的配置，然后应用的出口
QoS宏（egress	QoS	macro），它被定义在IBA智能业务平台—《局域网部署
指南》的接入交换平台配置中。

步骤 1:  使用拥有修改配置权限的用户名登录Catalyst交换机，然后进入
enable模式。	

步骤 2:  清除TS7010连接的交换机端口上的接口配置。

defaul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2

步骤 3:  配置端口作为访问端口并应用出口QoS策略。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2
description TS7010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48
switchport host
macro apply EgressQoS

程序	2	  
准备Cisco MCU平台

在如下步骤中，使用PC，经由串口线缆连接到控制台端口（Console），设定初始
化配置。

当部署双归属Nexus	2248时，该配置将应用于2台Nexus2248
上。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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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确保Cisco	MCU接通电源，状态LED指示灯显示为绿色。

步骤 2:  使用以太局域网线缆将设备前端的以太网A端口与网络相连。	

步骤 3:  使用提供的蓝色RJ45到DB9线缆将Cisco	MCU的控制台端口与PC
的串行端口相连。

步骤 4:  使用终端仿真软件，比如PuTTY；配置PC的串行端口如下：

•	Baud	rate（波特率）—38400

•	Data	bits（数据位）—8

•	Parity（奇偶性）—none

•	Stop	bits（停止位）—1

•	Flow	control（流量控制）—none

步骤 5:  按下Enter键，MCU命令提示符出现在终端上。

步骤 6:  将以太网端口A配置为自动感知。	

ethertype auto

步骤 7:  分配静态IP地址，子网掩码，缺省网关和DNS服务器。

static A 10.4.48.136 255.255.255.0 10.4.48.1 10.4.48.10

步骤 8:  断开串行电缆，将其放置到安全位置。

程序	3	  
配置Cisco MCU

Cisco	MCU的其余配置使用标准的Web浏览器完成。在Cisco	MCU配置步骤
开始时表格	1收集的信息用于填写字段。

步骤 1:  使用您的web浏览器，访问Cisco	MCU	管理接口。

步骤 2:  输入以下值并单击Log in（登录）：

•	Username（用户名）—admin

•	Password（密码）—（保留密码字段空白）

步骤 3:  用下拉菜单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Change password（更
改密码）。

步骤 4:  在Change	password（更改密码）页面，输入以下值，然后单击
Change password（更改密码）。

•	New	password（新密码）—[password]

•	Re-enter	password（再次输入密码）—[password]

步骤 5:  转至Network（网络）> DNS，输入以下值，然后单击Update DNS 
configuration（更新DNS配置）：

•	DNS	configuration（DNS配置）—Manual

•	Host	name（主机名）—TS7010

•	Name	server（名称服务器）—10.4.48.10

•	Domain	name	(DNS	suffix)（域名（DNS后缀））—cisco.local

步骤 6:  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Time（时间），选择Enable NTP（开
启NTP），输入以下值，然后单击Update NTP settings（更新NTP设置）：

•	UTC	offset（UTS撤销）—	-7

•	NTP	host	IP	address（NTP主机IP地址）—10.4.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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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  转至Network（网络）> QoS，在Quality	of	Service	IPv4（IPv4的
QoS）下输入以下值，并单击Update QoS settings（更新QoS设置）：

•	Audio（音频）—100010	(AF41)

•	Video（视频）—100010	(AF41)

缺省情况下，系统日志级别设置为一级。这一设置将配置Cisco	MCU在系
统日志和syslog消息中记录高级别（可轻松读取）的事件。系统日志存储在
Solarwinds服务器上，服务器的IP地址列表如下。管理员可以使用该信息排查
设备的问题。	

步骤 8:  转至Logs（日志）> Syslog（系统日志），在Host address 1（主
机地址1）框内，输入10.4.48.35，然后单击Update syslog settings（更新
系统日志设置）。

Cisco	MCU平台配置完成。

程序	4	  
从Unified CM 配置SIP中继

从Unified	CM	配置一个带SIP中继的思科网真服务器，允许MCU接受允许
MCU接受带服务前缀的非预约呼叫。通过这种简单的方法，可允许终端拨打普通
电话号码并直接接入会议网桥，而不需要通过自动话务员中转。这同样允许用于
Unified	CM的通用语音信号集成战略。

在预定的会议开始时，两个系统间的SIP中继将允许MCU呼叫已注册到Unified	
CM或VCS的视频终端。		

步骤 1:  从TelePresence	Server（网真服务器）的主菜单，转至
Configuration（配置）> 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在SIP配置选项
中输入以下值，然后单击Apply changes（应用更改）：

•	Outbound	call	configuration（出站呼叫配置）—Use Trunk

•	Outbound	address（出站地址）—10.4.48.111

•	Outbound	domain（出站域）—10.4.48.111（针对Unified	CM用户的

需要定义QoS，以便将媒体和信令流量加入到《局域网部署指南》中
定义的低延迟队列中。QoS设置使视频数据包能够获得比数据队列
中的非实时流量更高的优先级。

差分服务标记与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中交互式视频流量的
Medianet推荐设置相对应。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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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步骤 2:  在页面的右上角，单击Log out（注销）。

步骤 3:  使用您的web浏览器，访问在您集群中后端推送服务器（publisher）
的Unified	CM	管理界面。	

步骤 4:  在页面中间Installed	Applications（已安装的应用）下，单击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思科统一通信管理器）链接。	

步骤 5:  输入您为应用管理员创建的Username（用户名）和Password（密
码），然后单击Login（登录）。	

步骤 6:  转至Device（设备）> Trunk（中继），并单击Add New（添加）。

步骤 7:  在Trunk Type（中继类型）下选择SIP Trunk（SIP中继），并单击
Next（下一步）。

步骤 8:  在Device Information（设备信息）配置部分输入以下值。

•	Device	Name（设备名称）—SIP _ TS7010

•	Description（描述）—SIP Trunk to TelePresence Server 7010

•	Device	Pool（设备池）—DP _ HQ1 _ 1

•	Call	Classification（呼叫分类）—OnNet

•	Location（位置）—Hub _ None

•	Retry	Video	Call	as	Audio（用音频取代视频呼叫重新呼叫）—Yes

在Call Routing Information（呼叫路由信息）部分下的Inbound Calls（
带内呼叫）部分中，使用下拉标签Calling Search Space（呼叫搜索空间），
选择CSS _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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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9:  在SIP Information（SIP信息）部分输入以下值，然后单击Save（
保存）。

•	Destination	Address（目的地址）—10.4.48.136

•	Destination	Port（目的端口）—5060

•	SIP	Trunk	Security	Profile（SIP中继安全配置文件）—Non Secure 
SIP Trunk Profile

•	SIP	Profile（SIP配置文件）—Standard SIP Profile

步骤 10:  在弹出的消息上单击OK。

步骤 11:  在Trunk	Configuration（中继配置）页面，单击Reset（复位）。

步骤 12:  从Device	Reset（设备复位）页面，单击Reset（复位），然后单击
Close（关闭）。

步骤 13:  转至Call Routing（呼叫路由）> Route/Hunt（路由/搜索）> 
Route Group（路由组），并单击Add New（添加）。

步骤 14:  在Route	Group	Configuration（路由组配置）页面，输入Route	
Group	Name（路由组名称）：RG _ TS7010 _ SIP。	

步骤 15:  从Available	Devices（可用的设备），选择SIP _ TS7010 (All 
Ports)，单击Add to Route Group（添加到路由组），然后单击Save（保
存）。	

步骤 16:  转至Call Routing（呼叫路由）> Route/Hunt（路由/搜索）> 
Route List（路由列表）并单击Add New（添加）。

步骤 17:  在Route	Group	Configuration（路由组配置）页面，输入以下值，
然后单击Save（保存）。

•	Name（名称）—RL _ TS7010

•	Description（描述）—Route List forTelePresence Server 
7010

•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Group（思科统一通信管理



38部署详情2012年8月系列

器组）—Sub1 _ Sub2

步骤 18:  在Route	List	Configuration（路由列表配置）页面	，单击Add 
Route Group（添加路由组）。

步骤 19:  在Route	List	Detail	Configuration（路由列表详细配置）页面，
输入以下值，然后单击Save（保存）。

•	Route	Group（路由组）—RG _ TS7010 _ SIP-[NON-QSIG]

本设计使用3位数前缀，以便在会议类型和总共7位数的4位会议识标识符之间加
以区分。885前缀用于adhoc	，886用于已预订的会议。	

步骤 20:  转至Call Routing（呼叫路由）> Route/Hunt（路由/搜索）> 
Route Pattern（路由模式），并单击Add New（添加）。

步骤 21:  在Route	Pattern	Configuration（路由模式配置）页面，输入以下
值，然后单击Save（保存）：

•	Route	Pattern（路由模式）—88[5-6]XXXX

•	Route	Partition（路由分区）—PAR _ Base

•	Description（描述）—Route Pattern for TelePresence 
Server 7010

•	Gateway/Route	List（网关/路由列表）—RL _ TS7010

•	Call	Classification（呼叫分类）—OnNet

•	Provide	Outside	Dial	Tone（提供外线拨号音）—No（未经检查的）

程序	5	  
配置从VCS至MCU的搜索规则

在VCS集群上需要一组附加的搜索规则，允许注册到Unified	CM的多用途终端
调呼叫思科网真服务器上的会议。您可以创建具有相同优先级的搜索规则，将呼
叫发送到为Unified	CM	集群定义的邻接区域。本地域名将被指向Unified	CM



39部署详情2012年8月系列

前端用户注册服务器（subscriber）的IP地址取代。	

呼叫将在具有相同优先级的搜索规则间轮询，反过来将在Unified	CM用户之间
轮询。如果一个用户不可到达，该区域将变成非活动区域，针对不可到达用户的
搜索规则将被忽略，直到它重新上线。	

本设计使用3位数前缀，以便在会议类型和总共7位数的4位会议识标识符之间加
以区分。885前缀用于adhoc	，886用于已预订的会议。

步骤 1:  使用您的web浏览器，访问您集群中主VCS的管理员界面，然后单击
Administrator login（管理员登录）。

步骤 2:  输入以下值，然后单击Login（登录）：

•	Username（用户名）—admin

•	Password（密码）—[password]

步骤 3:  转至VCS configuration（VCS配置）> Dial Plans（拨号计划）> 
Search rules（搜索规则），然后单击New（新建）。

步骤 4:  输入以下值，然后单击Create search rule（创建搜索规则）：

•	Rule	name（规则名称）—Route to MCU on CUCM _ Sub1

•	Description（描述）—Send 88[5-6]XXXX calls to CUCM for 
MCU

•	Priority（优先级）—110

•	Source（源）—Any

•	Request	must	be	Authenticated（请求必须被身份认证）—No

•	Mode（模式）—Alias Pattern Match

•	Pattern	Type（模式类型）—Regex

•	Pattern	String（模式字符串）—(88[5-6]\d{4})@cisco.local(.*)

•	Pattern	behavior（模式行为）—Replace

•	Replace	String（替换字串）—\1@10.4.48.111

•	On	successful	match（成功匹配）—Stop

•	Target（目标）—CUCM _ Sub1 Neighbor

•	State（状态）—Enabled

步骤 5:  为Unified	CM	集群上的用户重复步骤	3和步骤	4。为每个搜索规则
更改规则名称，替换字符串的IP地址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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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配置非预约式会议，然后移到已预约式会议。预约式会议配置包括两类会
议，一类会议是由参与者拨入，另一类会议是在指定的时间由Cisco	MCU呼叫
每一名参与者。

程序	1	  
配置非预约式会议

在网真服务器上，通过web控制台创建非预约式会议。这种类型的会议不可提前
预定，所以不会在Cisco	MCU上保留资源。

指定有权限创建非预约式会议的个人用户或组登录。参加者通过从web界面拨出
以添加至会议或者用户拨打一个预定义的会议号码进入会议。如果需要的话，视
频终端可以加入会议中。

本案例中，管理员作为会议的发起者，将从他的角度展示adhoc会议。在首次创
建会议前，管理员必须创建终端，会议室和用户。为开始会议，会议发起人登录到
基于Web的用户界面，启动一个两人参与者的会议，并在web控制台通过呼叫在
中途添加另一个终端。通过拨打会议号码，其他用户可以加入进来，并在最终由
会议发起人结束会议。

步骤 1:  使用您的web浏览器，访问Cisco	MCU的管理界面。

步骤 2:  输入以下值并单击Log in（登录）：

•	Username（用户名）—admin

•	Password（密码）—[password]

步骤 3:  转至Endpoints（终端）> Endpoints（终端）并单击Add new 
endpoint（添加新的终端）。

步骤 4:  在Endpoint（终端）配置选项下输入以下值并单击Add new 
endpoint（添加新的终端）。

•	Name（名称）—RS208 TX1300

•	Address（地址）—85194390

•	Call	Protocol（呼叫协议）—SIP

步骤 5:  为其它终端重复步骤	3和步骤	4。为每个终端更改Name（名称）和
Address（地址）。	

配置非预约式会议和预约式会议

1、配置非预约式会议

2、配置预约式会议

流程

在本设计中，对于呼叫路由来说，所有呼叫控制流量将从Cisco	
MCU	流经SIP中继到Unified	CM。对于终端信令协议的域或IP地
址来说，Call	Protocol（呼叫协议）将一直是SIP，且地址总是不带
域名的数字。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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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转至Rooms（会议室） > Rooms（会议室）并单击Add new 
room（添加新房间）。

步骤 7:  在Room（会议室）配置部分下输入以下值并单击Add new room（
添加新房间）。

•	Name（名称）—Reservationless Meeting Room

•	User	ID（用户ID）—reservationless _ user

•	Password（密码）—[password]

•	Endpoint（终端）—RS208 TX1300

•	Numeric	ID（数字ID）—8851000

步骤 8:  为其它会议室重复步骤	6和步骤	7。为每个会议室更改Name（名称）
，User	ID（用户ID），Password（密码），Endpoint（终端）和Numeric	ID（
数字ID）。

预配置的终端可以被添加到会议室，以便用户可以快捷拨打到其它终端。	

步骤 9:  在Pre-configured	participants（预先配置的参与者）部分，单击
Add pre-configured participants（添加预先配置的参与者）。

步骤 10:  选择添加您所需要的终端，并单击Update conference（更新会
议）。在本例中选择RS208 EX90和RS232 TX1300。	

步骤 11:  为测试配置，单击页面右上角的key icon（钥匙图标）以注销管理员
帐户。

步骤 12:  在登录页面，输入来自步骤	7中的以下值，并单击Log in（登录）:

在思科网真服务器上，第三方交互操作特性需要创建一个会议室。
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Upgrade（升级）并向下滚动至
Feature	Management（功能管理）部分进行确认。如果该特性在
您的系统是不存在，请联系您的思科代表。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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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name（用户名）—reservationless _ user

•	Password（密码）—[password]

步骤 13:  选择一个额外的预先配置的参与者，开始一个两个参与者的会议。在
本例中，选择RS208 EX90。要启动会议，请单击绿色的圆圈标签Call。

步骤 14:  添加一个额外的预先配置的中途参与者，通过呼叫选择参与者并单击
绿色的圆形标记Call。

步骤 15:  通过使用步骤	7配置的Numeric ID（数字ID），另一个视频终端可
以拨号进来。

步骤 16:  如有必要，管理员可以监视该会议。使用步骤	1和步骤	2中概述的方
法，登录到管理员控制台。

步骤 17:  作为管理员，转至Conferences（会议）> Conferences（会议）
并单击会议室名称：Reservationless Meeting Room (room)。

步骤 18:  单击终端旁边的[more]，查看每个端点的Rx和Tx视频以及控制视频
静音，音频静音，并分配重要性。

步骤 19:  会议发起人离开会议或单击红色圆圈标签End，结束非预约式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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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2	  
配置预约式会议

预约式会议在Cisco	MCU上经由管理员创建和安排。终端可以拨入会议，或者
MCU可以在会议开始时呼叫终端。无论使用何种方法，MCU均会针对会议的时
限，在Cisco	VCS上注册会议ID。您也可以创建固定会议。这类会议将为特定会
议预留资源，支持参与者随时使用。

预约式会议具有一个886的前缀。这使它们与以885为前缀的非预约式会议区分
开来。在本示例中，一个每周举行的呼入式会议将使用8861234的ID，呼出式会
议将使用8866789。

如果您希望由Cisco	MCU在会议开始时呼叫参与者，必须提前在MCU中输入终
端信息。在创建会议前，您需要向MCU添加一个SIP终端。	

步骤 1:  使用您的web浏览器，访问Cisco	MCU	的管理员界面。

步骤 2:  输入以下值并单击Log in（登录）：

•	Username（用户名）—admin

•	Password（密码）—[password]

步骤 3:  如果需要，使用程序	1“配置非预约式会议”中的步骤	2和步骤	3创建
其它终端。

下面步骤的设置将创建一个一次呼出会议。

步骤 4:  转至Conferences（会议）> Conferences（会议）并单击Add 
new conference（添加新会议）。

步骤 5:  在Conference（会议）配置选项下输入以下值，并单击Add new 
conference（添加新会议）。

•	Name（名称）—Onetime Call-Out

•	Numeric	ID（数字ID）—8861234

•	Schedule（时间表）—Yes

•	Start	time（开始时间）—[start of meeting]

•	End	time（结束时间）—[end of meeting]

步骤 6:  单击Add pre-configured participants（添加预先配置的参与
者），选择RS200 E20和RS200 EX90，然后单击Update（更新）。	

接下来步骤的设置将创建一个永久呼入会议。

步骤 7:  转至Conferences（会议）> Conferences（会议），并单击Add 
new conference（添加新会议）。

步骤 8:  在Conference（会议）配置选项下输入以下值，并单击Add new 
conference（添加新会议）。

•	Name（名称）—Permanent Call-In

•	Numeric	ID（数字ID）—886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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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edule（时间表）—Yes

•	Start	time（开始时间）—[current time and date]

•	Permanent（永久）—Yes

会议预约部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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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产品列表

数据中心或服务器机房

功能区域 产品描述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服务于多用途终端的呼叫控制 Cisco	TelePresence	Video	Communication	Server	Control	 CTI-VCS-BASE-K9 X7 .1 .0

License	Key	-	VCS	K9	Software	Image LIC-VCS-BASE-K9

Enable	Device	Provisioning,	Free,	VCS	Control	ONLY LIC-VCS-DEVPROV

Enable	GW	Feature	(H323-SIP) LIC-VCS-GW

100	Traversal	Calls	for	VCS	Control	only LIC-VCSE-100

服务于沉浸式终端的呼叫控制 Cisco	Media	Convergence	Server	7845-I3	for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up	to	10,000	users

MCS7845I3-K9-
CMD3A

8 .6(2a)SU1

Cisco	Media	Convergence	Server	7835-I3	for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up	to	2500	users

MCS7835I3-K9-
CMD3A

服务于沉浸式终端的呼叫控
制虚拟服务器

Cisco	UCS	C210	M2	General-Purpose	Rack-Mount	Server	for	
unified	communications	applications

UCS-C210M2-
VCD2

8 .6(2a)SU1	
ESXi4 .1

Cisco	UCS	C200	M2	High-Density	Rack-Mount	Server	for	unified	
communications	applications

UCS-C200M2-
VCD2

Unified	CMBE6K	UCS	C200M2	for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up	to	500	users

UCS-C200M2-
BE6K

多点控制单元 Cisco	TelePresence	Server	7010 CTI-7010-
TPSRV-K9

2 .2(1 .54)

TS-7000	9	Screen	Default	License LIC-7000-TPSRV9

AES	and	HTTPS	Enable	Upgrade LIC-AESCDN6-K9

License	Key	For	7010	TelePresence	Server	software	Image LIC-7010-TPSRV9

Software	image	for	7000	Telepresence	Server,	Latest	Version SW-7000-TPSRV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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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终端

功能区域 产品描述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桌面网真 Cisco	TelePresence	System	EX90	w	NPP,	Touch	UI CTS-EX90-K9 TC5 .1 .0

Cisco	TelePresence	Touch	8-inch	for	EX	Series CTS-CTRL-DV8

Software	5 .x	Encryption SW-S52000-TC5 .
XK9

Cisco	TelePresence	Executive	90	Product	License	Key LIC-EX90

Cisco	TelePresence	EX	Series	NPP	Option LIC-ECXX-NPP

Cisco	TelePresence	System	License	Key	Software	Encrypted	 LIC-S52000-TC5 .
XK9

多功能会议系统 Cisco	TelePresence	Profile	42	w	PHD	1080p	12x	Cam,	NPP,	Touch,	
2	Mics

CTS-P42C40-K9 TC5 .1 .0

Cisco	TelePresence	Monitor	Assembly	42 CTS-P42MONITOR

Cisco	TelePresence	Profile	42,	52	and	55	in	single	screen	Wheel	
Base	Mount	Kit

CTS-P4252S-WBK

Cisco	TelePresence	Profile	42	C40	Product	ID LIC-P42SC40

Codec	C40	 CTS-
C40CODEC-K9-

Cisco	TelePresence	Touch	8-inch	for	C	Series,	Profile	Series,	Quick	
Set	C20

CTS-CTRL-DVC8

Cisco	TelePresence	System	DNAM	III	 CTS-DNAM-III-

Cisco	TelePresence	Precision	HD	1080p	12X	Unit	-	Silver,	+	
indicates	auto	expand

CTS-PHD-
1080P12XS+

Cisco	TelePresence	Remote	Control	TRC	5 CTS-RMT-TRC5

Cisco	TelePresence	Profile	Series	NPP	option LIC-PCXX-NPP

Software	5 .x	Encryption SW-S52000-TC5 .
XK9

视频电话 Unified	IP	Phone	with	six	lines,	video,	color,	Wi-Fi,	Bluetooth,	USB CP-9971 9-2-2001

Unified	IP	Phone	with	four	lines,	video,	color CP-8945 9-1-2-S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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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域 产品描述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CTS	沉浸式终端 Cisco	TelePresence	System	1100	for	1	or	2	users CTS-1100 1 .8 .2(11)

Cisco	TelePresence		System	500	for	1	or	2	users CTS-500-32

Cisco	TelePresence	System	500	表格	Stand CTS500-STRUC-
TABL

功能区域 产品描述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CTS电话 Unified	IP	Phone	with	eight	lines,	color	for	CTS	control CP-7975G-CTS 9-2-1S	SIP

数据中心核心

功能区域 产品描述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核心交换机 Cisco	Nexus	5596	up	to	96-port	10GbE,	FCoE,	and	Fibre	Channel	
SFP+

N5K-C5596UP-FA NX-OS	5 .1(3)
N1(1a)	
Layer	3	LicenseCisco	Nexus	5596	Layer	3	Switching	Module N55-M160L30V2

Cisco	Nexus	5548	up	to	48-port	10GbE,	FCoE,	and	Fibre	Channel	
SFP+

N5K-C5548UP-FA

Cisco	Nexus	5548	Layer	3	Switching	Module N55-D160L3

以太网扩展 Cisco	Nexus	2000	Series	48	Ethernet	100/1000BASE-T	Fabric	
Extender

N2K-C2248TP-1GE —

Cisco	Nexus	2000	Series	48	Ethernet	100/1000BASE-T	(enhanced)	
Fabric	Extender

N2K-C2248TP-E

Cisco	Nexus	2000	Series	32	1/10	GbE	SFP+,	FCoE	capable	Fabric	
Extender

N2K-C2232PP-
10GE

服务器机房

功能区域 产品描述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可堆叠以太网交换机 Cisco	Catalyst	3750-X	Series	Stackable	48	Ethernet	10/100/1000	
ports

WS-C3750X-48T-S 15 .0(1)SE2	
IP	Base

Cisco	Catalyst	3750-X	Series	Stackable	24	Ethernet	10/100/1000	
ports

WS-C3750X-24T-S

Cisco	Catalyst	3750-X	Series	Four	GbE	SFP	ports	network	module C3KX-NM-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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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域 产品描述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独立端口以太网交换机 Cisco	Catalyst	3560-X	Series	Standalone	48	Ethernet	10/100/1000	
ports

WS-C3560X-48T-S 15 .0(1)SE2	
IP	Base

Cisco	Catalyst	3560-X	Series	Standalone	24	Ethernet	10/100/1000	
ports

WS-C3560X-24T-S

Cisco	Catalyst	3750-X	Series	Four	GbE	SFP	ports	network	module C3KX-NM-1G

LAN接入层

功能区域 产品描述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模块化接入层交换机	 Cisco	Catalyst	4507R+E	7-slot	Chassis	with	48Gbps	per	slot WS-C4507R+E 3 .3 .0 .SG(15 .1-
1SG)	
IP	Base

Cisco	Catalyst	4500	E-Series	Supervisor	Engine	7L-E WS-X45-SUP7L-E

Cisco	Catalyst	4500	E-Series	48	Ethernet	10/100/1000	(RJ45)	
PoE+	ports

WS-X4648-
RJ45V+E

Cisco	Catalyst	4500	E-Series	48	Ethernet	10/100/1000	(RJ45)	
PoE+,UPoE	ports

WS-X4748-
UPOE+E

可堆叠接入层交换机 Cisco	Catalyst	3750-X	Series	Stackable	48	Ethernet	10/100/1000	
PoE+	ports

WS-C3750X-
48PF-S

15 .0(1)SE2

IP	Base
Cisco	Catalyst	3750-X	Series	Stackable	24	Ethernet	10/100/1000	
PoE+	ports

WS-C3750X-24P-S

Cisco	Catalyst	3750-X	Series	Two	10GbE	SFP+	and	Two	GbE	SFP	
ports	network	module

C3KX-NM-10G

Cisco	Catalyst	3750-X	Series	Four	GbE	SFP	ports	network	module C3KX-NM-1G

独立端口接入层交换机	 Cisco	Catalyst	3560-X	Series	Standalone	48	Ethernet	10/100/1000	
PoE+	ports

WS-C3560X-
48PF-S

15 .0(1)SE2

IP	Base
Cisco	Catalyst	3560-X	Series	Standalone	24	Ethernet	10/100/1000	
PoE+	ports

WS-C3560X-24P-S

Cisco	Catalyst	3750-X	Series	Two	10GbE	SFP+	and	Two	GbE	SFP	
ports	network	module

C3KX-NM-10G

Cisco	Catalyst	3750-X	Series	Four	GbE	SFP	ports	network	module C3KX-NM-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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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域 产品描述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可堆叠接入层交换机 Cisco	Catalyst	2960-S	Series	48	Ethernet	10/100/1000	PoE+	ports	
and	Two	10GbE	SFP+	Uplink	ports

WS-C2960S-
48FPD-L

15 .0(1)SE2

LAN	Base
Cisco	Catalyst	2960-S	Series	48	Ethernet	10/100/1000	PoE+	ports	
and	Four	GbE	SFP	Uplink	ports

WS-C2960S-
48FPS-L

Cisco	Catalyst	2960-S	Series	24	Ethernet	10/100/1000	PoE+	ports	
and	Two	10GbE	SFP+	Uplink	ports

WS-C2960S-
24PD-L

Cisco	Catalyst	2960-S	Series	24	Ethernet	10/100/1000	PoE+	ports	
and	Four	GbE	SFP	Uplink	ports

WS-C2960S-
24PS-L

Cisco	Catalyst	2960-S	Series	Flexstack	Stack	Module C2960S-S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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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变更

本附录总结了自先前的Cisco	IBA系列到本指南的变更。

•	我们增加了思科网真服务器会议部分，描述如何配置带SIP中继的MCU到
Unified	CM。我们还讨论了如何用MCU创建和管理非预约和预约式会议。

•	我们在Unified	CM上创建了一个VCS-specific	standard	SIP	
profile（VCS特定标准SIP配置文件）和一个非安全SIP中继安全配置文件，
同时与VCS	SIP中继的推荐配置保持一致。	

•	考虑到VCS冗余以及Unified	CM集群配置，我们在VCS中增加了永续性区
域，搜索规则和转换。

•	我们为Unified	CM	TFTP	服务器添加步骤，更新CTS终端软件和相关的电
话应用程序软件。

•	我们更改拨号计划信息，以满足新的视频集成指南。该改变可确保视频指南
使用一组通用设置，它包括分机号码和拨号规则。

•	我们将视频基础设施设备和终端的软件更新至当前销售的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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