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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e terminal

ntp server 10.10.48.17

class-map [highest class name]

Router#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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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face Vlan64
  ip address 10.5.204.5 255.255.255.0

前言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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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 需要实施解决方案时的标准规范的系统工程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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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作为工程师之间技术交流、项目实施经验分享的统

一指导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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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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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系列”。

您可以在以下网址查看最新的IBA指南系列： 

客户访问：http://www.cisco.com/go/cn/iba

合作伙伴访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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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某个变量指定一个值的命令如下所示：

包含您必须定义的变量的命令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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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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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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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和评论

如需要了解更多有关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的信息，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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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要注册快速报价工具（QPT），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q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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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isco.com/go/cn/iba
http://www.cisco.com/go/cn/iba
http://www.cisco.com/go/q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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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In This SBA Guide

About SBA
Cisco SBA helps you design and quickly deploy a full-service business 
network. A Cisco SBA deployment is prescriptive, out-of-the-box, scalable, 
and flexible. 

Cisco SBA incorporates LAN, WAN, wireless, security, data center, application 
optimization, and unifie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tested together as a 
complete system. This component-level approach simplifies system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technologies, allowing you to select solutions that solve your  
organization’s problems—without worrying about the technical complexity.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How to Get Started with Cisco SBA 
document: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Borderless_
Networks/Smart_Business_Architecture/SBA_Getting_Started.pdf

About This Guide
This foundation deployment guide is organized in sections, which each 
include the following parts:

•	 Business	Overview—The challenge your organization faces. Business 
decision makers can use this part to understand the relevance of the 
solution to their organizations’ operations.

•	 Technology	Overview—How Cisco solves the challenge. Technical 
decision makers can use this part to understand how the solution works.

•	 Deployment	Details—Step-by-step instructions for implementing the 
solution. Systems engineers can use this part to get the solution up and 
running quickly and reliably.

To learn what changed in this guide between the previous series and the 
current series, see Appendix B: Changes.

This guide presumes that you have read the prerequisite foundation design 
overview, as shown on the Route to Success below.

1

Route to Success
To ensure your success when implementing the designs in this guide, 
you should read any guides that this guide depends upon—shown to 
the left of this guide on the route above. Any guides that depend upon 
this guide are shown to the right of this guide.

For customer access to all SBA guides: http://www.cisco.com/go/sba 
For partner access: http://www.cisco.com/go/sba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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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IBA指南的内容

关于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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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能够实现无缝协作。IBA采用的组

件式方法简化了在采用多种技术时通常需要进行的系统集成工作，使您可以随意选择能

够满足企业需求的解决方案，而不必担心技术复杂性方面的问题。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思科IBA使用入门》文档：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Borderless_Networks/ 

Smart_Business_Architecture/SBA_Getting_Started.pdf

关于本指南

此附加部署指南包含以下章节：

● 业务概述—您的企业所面临的挑战。业务决策者可通过本章内容来了解介绍的解决

方案与其企业运营的相关性。

● 技术概述—思科如何应对上述挑战。技术决策者可以利用此章节的内容了解解决方

案的工作原理。

● 部署详情—解决方案的具体实施步骤介绍。系统工程师可以在这些步骤的指导下快

速可靠地配置和启用解决方案。

本指南假定您已经阅读了本指南所依据的指南，如成功部署路线图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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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上面路线图中本指南左

侧的所有指南。所有以本指南为依据的指南都在右侧。

如需要了解更多有关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cn/iba
如需要注册快速报价工具（QPT），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q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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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简介2012年上半年

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是一个全面的网络设计，最多能够支持2500名

用户。这一即购即用的设计简单、快捷、经济，并具有出色的可扩展性和灵活性。根据

您的扩展需求，该设计可提供三个不同选项，分别支持：500名用户、1,000名用户，

以及2,500名用户。

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在一个综合解决方案中集成了局域网、广域网、

无线、安全、广域网优化和统一通信技术，并对其进行了严格测试，确保能够实现无缝

协作。这一解决方案方法简化了在采用多种技术时通常需要进行的系统集成工作，使您

可以自由选择能够满足贵企业需求的模块，而不必担心技术细节问题。

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易于配置、部署和管理。该架构可执行以下任务：

● 提供了一个强大、坚实的基础平台

● 能够轻松快捷地进行初始部署

● 能够提高您轻松部署更多服务的能力

● 避免随着企业的发展重新对网络进行规划

本指南包括关于以下内容的信息：

● 网络基础设施模块提供如何为思科统一通信部署进行网络准备和计划的指南。

●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基础模块介绍如何安装用于呼叫控制的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Unified CM）和用于语音留言服务的Cisco 

Unity Connection。它还介绍了您现有路由器中的集成服务如何帮助您使用网络基础

中的嵌入式资源，以便无需重新构建核心网络即可支持思科统一通信部署。

● 附录部分提供了本设计的实验室测试中所用的全部产品列表，以及系统中各产品所用

的软件版本。

为加强您对本架构的理解，我们提供了大量补充指南，介绍可能对解决您的业务问题十

分重要的特定功能、技术或特性。

设计目标

从始至终贯穿本设计的主要理念之一就是模块化理念。整个部署流程根据以下原则被划

分为多个模块：

● 易于使用——开发设计方案时的一个首要要求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部署时所需的配置

工作和第二天的管理工作。

● 经济高效——在选择产品时的另一个关键要求是符合中小企业的预算标准。

● 灵活性与可扩展性——基础设施必须能够随着企业的发展不断扩展。因此所选择的产

品需要具备可扩展性或能够在架构中进行重新定位。

● 重复使用——我们的目标是在各种模块中尽可能重复使用相同的产品，以减少所需的

备件产品数目。

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协作解决方案是一个采用结构化流程创建的系

统，用于帮助确保语音、视频和Web会议的稳定性，以妥善保护业务流程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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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chitecture is broken down into three modular, yet interdependent, 
components for the midsize organization. They are the network founda-
tion, network services, and user services, with the interdependency being 
hierarchical in nature.  The top layers rely on the ones below as depicted in 
the following diagram:

Business Overview 
Communication is the lifeblood of an organization and in today’s global 
economy the desire to stay in touch in many different ways has never been 
greater.  The methods people have used to collaborate have changed over 
the years, but the ability to work seamlessly with others has always been 
very important to the success of a business.  

To remain competitive, you need to provide reliable and consistent access 
to your communications resources.  The importance of dependable collabo-
ration channels inside and outside of your organization cannot be over-
stated. You also need to minimize the time required to select and absorb 
technology investments and reduce your overall operational costs. 

Provide Reliable Access to Organization Resources 

Collaboration is critical to an organization’s ability to operate and compete. 
Online workforce-enablement tools only offer benefit if the data network 
provides reliable access to information resources. Collaboration tools rely 
on a high-speed, low-latency network infrastructure in order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user experience. However, as networks become more complex, 

they become more susceptible to reduced availability, performance degra-
dation, configuration errors, maintenance and upgrade outages, or hardware 
and software faults. 

Minimize Time Required to Select and Absorb Technology 
Investments 

New technology can impose significant costs, including the time required to 
select the proper equipment, the investment in the equipment, and the time 
and workforce outlay required to deploy the new technology and establish 
operational readiness. Matching the correct equipment to solve business 
problems with the right mix of scalability, growth, and cost is difficult with 
the number of choices in the market. When new technology is introduced, it 
takes time to understand how the technology operates and to ascertain 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new technology into the existing infrastructure. 
Over time, the methods and procedures used to deploy a new technology 
are refined to become more efficient and accurate. 

Reduce Operational Costs 

Organizations constantly pursue opportunities to reduce network opera-
tional costs without negatively impacting the network ’s effectiveness for 
the end users. Operational costs include not only the price of the physical 
operation (power, cooling, etc.), but also the labor required to staff an IT 
department that monitors and maintains the voice network. Additionally, 
voice outages and performance issues impose costs that are more difficult 
to quantify, in the form of loss of productivity and interruption of business 
continuity. 

Technical Overview
The Cisco SBA for Midsize Organizations—Collaboration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Foundation Deployment Guide is designed to 
address three primary needs of midsize organizations:

•	 To provide reliable access to an organization’s Unified CM resources 

•	 To minimize the time required to select and absorb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	 To reduce configuration and operational costs 

This deployment guide eases the organization’s cost of technology selec-
tion and implementation by recommending equipment that is appropriate for 
midsize organizations, along with methods and procedures that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tested by Cisco. Applying the guidance within this document 
reduces the time required for adoption of the technology and allows the 

该架构面向中小企业可以分为三个相互依存的模块化组件。它们是网络基础、网络服务

和用户服务，三者在本质上存在着层级相互依存性。上层依赖于下层，如下图所示：

        

 

业务概述

沟通对于企业的生存发展始终至关重要，而在当今的全球经济环境下，以不同方式保持

联系的需求也变得比以往更为迫切。多年来，人们展开协作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

化，但与他人无缝合作的能力始终对业务的成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为保持竞争力，您需要提供可靠且一致的通信资源访问。企业内外可靠协作渠道的重要

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您还需最大限度降低吸收和引进技术投资所需的时间，并

降低总体运营成本。

提供对于企业资源的可靠访问

协作是企业运营和竞争能力的关键。只有数据网络能够提供可靠的信息资源访问，员工

在线支持工具才能发挥优势。协作工具依赖于高速、低延迟的网络基础设施来提供高效

的用户体验。但是，随着网络变得越来越复杂，它们也更加容易出现可用性降低、性能

下降、配置错误、维护和升级中断或者硬件和软件故障。

2

语音、

视频、

Web会议

安全、

广域网优化、

访客接入

路由、交换、

无线和互联网

用户服务

网络服务

网络基础

最大限度缩短吸收引进技术投资所需的时间

新技术的采用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其中包括选择合适的设备所需的时间，设备本身的投

资，以及部署新技术并使其能够正常使用所需要的巨大时间和人员投入。在当今市场上

选择众多的情况下，为解决企业问题而确定在可扩展性、未来可升级能力和成本方面都

最为适合的设备并不容易。当引进新技术后，需要一定的时间来了解如何使用它，以及

如何才能将新技术高效地集成到现有基础设施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用于部署新

技术的方法和流程将会不断得到优化，变得更加高效和准确。

降低运营开支

企业始终都在寻找机会，以期在不影响最终用户网络使用体验的同时，降低网络运营开

支。运营开支不仅包括物理成本（电费、冷却成本等），而且包括负责监控和维护语音

网络的IT部门的人力投入。另外，语音中断和性能问题会导致生产率损失以及业务连续

性被破坏，从而使成本更难以估量。

技术概述

《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Collaboration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基础部署指南》专门为满足中小企业的三大需求而设计。

● 提供可靠的企业Unified CM资源访问

● 尽量缩短选择和引进通信技术所需的时间

● 降低配置和运营成本

本部署指南针对中小企业提出了建议部署的设备，并提供了由思科开发及测试的方法和

流程，能够帮助企业节省选择和实施技术的成本。企业通过应用本文中的指南，可缩短

采用新技术所需的时间，快速、准确地完成组件部署，从而在获得投资回报方面有一个

良好的开端。

简介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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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电话是陈旧的独立电话交换机到基于软件的交换机的升级技术，它使用数据网络来作

为语音通信的物理传输载体，而不是为数据和语音通信分别布线。定义IP电话以及其它

语音和视频通信形式的市场类别被称为统一通信。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

台设计可确保从一开始就为思科统一通信解决方案提供支有力持。 

思科统一通信有两个软件组件：第一个是Cisco Unified CM，是互联和管理IP电话及其

它通信应用的中心组件。第二个是Cisco Unity Connection，它提供语音留言、语音留

言与电子邮件收件箱集成等服务和许多其他能够提高生产率的特性。

鉴于IP电话和语音留言等思科统一通信应用的处理和存储要求因用户数量及所用特性

而有所不同，因此基于预计使用情况来选择适当的平台十分重要。对于拥有500个用户

或以下的企业，本设计建议在思科统一计算系统（UCS）C200 M2 高密度机架安装式

服务器上安装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Business Edition 6000。对于

需要服务器冗余性的企业，可以向Cisco Unified CM Business Edition 6000添加第二台

Cisco UCS服务器。

对于拥有500至1000个用户的企业，本设计建议采用两个独立的Cisco MCS 7835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设备和一台支持Unity Connection的Cisco MCS 

7835媒体融合服务器。对于拥有1000至2500个用户的企业，本设计建议采用三个

独立的Cisco MCS 7835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设备和一台支持Unity 

Connection的Cisco MCS 7835媒体融合服务器。对于虚拟化应用，服务器首选Cisco 

UCS C200 M2高密度机架安装式服务器。

网关负责提供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连接性、会议资源和远程存续性。中小企业将发现，与

其他解决方案中的单独组件相比，将这些语音服务集成到一个平台中更节省成本。

备注

简介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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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长久运行的网络基础设施很像从头开始设计一个家居。选择家居中使用的产品和独

立设计时必须清楚地了解当前的需要，并且预见未来的需求。如果计划要孩子，那么现

在就建造一所有三个卧室的房子将比以后再添加新的卧室更节省资金。相同的论点也适

用于您的网络基础设施。能够提前预见并在设计中加以采用的项越多，在整个过程中能

够节省的资金就越多。

业务概述

当第一次将语音、视频和Web会议添加至网络时，采取正确的网络基础投资可有效地

降低实施成本。您一定不希望在每次部署新的技术时都更换或添加更多基础设备。您一

定希望尽可能长久、高效地使用最初的网络基础设施投资。首先制定一个全面的蓝图，

将使您的网络从一开始就具有适当的组件。

技术概述

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指南提供了创建长久运行的永续性网络基础设施

所需的蓝图，即便当您添加新技术时也能满足需求。通过遵循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

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指南，您将可以轻松地向网络基础设施中添加统一通信。

网络基础设施模块

通过其他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基础指南中的产品选择和配置，思科统一通信部署得以

大幅简化。因为在选择最初的设备时始终考虑到了思科统一通信，所以当您部署新的技

术时不必进行大规模更改，例如：

● 接入交换机为电话部署提供了以太网供电（PoE），无需本地电源插座 
● 整个网络预配置了服务质量（QoS），能够支持高质量语音和视频流量 
● 广域网模块中的总部路由器选择可支持公共交换电话网络（PSTN）网关功能，以及

带有附加的分组语音数字信号处理（DSP）模块（也称作PVDM）的会议网桥资源。

● 为语音设备预配置了无线网络，可通过802.11 Wi-Fi在总部和远程站点提供IP语音

服务。

● 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基础部署指南》的安全性和

移动性模块可通过VPN提供软电话和常规硬电话。这些模块直接插入到Cisco ASA 

5505系列自适应安全设备（ASA）中，该设备在两个端口上提供PoE，并连接至总部

的Cisco ASA 5500。
● 在远程站点，思科第二代集成多业务路由器（ISR G2）能够在发生广域网中断或失

去与总部的连接时，继续提供电话服务。路由器中配置了简单的远程地点应急呼叫

（SRST）功能，可在发生故障时自动接管相关工作。

部署详情

本模块提供了网络准备的详细程序，其中的一节介绍如何为您的企业选择适当的Cisco 

Unified IP电话。

网络基础设施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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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dhcp pool wired-voice 
  network 10.10.0.0 255.255.255.0 
  default-router 10.10.0.1 
  dns-server 10.10.48.10
  option 150 ip 10.10.48.20 10.10.48.21 
  domain-name cisco.local 

ip dhcp pool wireless-voice 
  network 10.10.20.0 255.255.255.0 
  default-router 10.10.20.1 
  dns-server 10.10.48.10
  option 150 ip 10.10.48.20 10.10.48.21 
  domain-name cisco.local 

 

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基础可支持语音服务，它包括语

音终端所需的QoS设置、VLAN和IP子网，同时还包含了语音VLAN所需的DHCP范围。

而此模块中包括自动向语音终端分配呼叫控制代理的DHCP选项，因为它对于思科统一

通信解决方案是特定的。

有线电话使用思科发现协议来获得接入交换机中配置的语音VLAN。DHCP则用于获

取IP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域名、域名系统（DNS）地址和简单文件传输协议

（TFTP）服务器信息。DHCP选项150提供了Cisco Unified CM服务器的两个IP地址，

使电话能够下载其配置文件和固件。该选项被添加到语音DHCP范围中，将Unified CM

发布者作为主用TFTP选项，将订阅者作为备用选项。

接入层将自动协商用于电话的PoE，并为各种会话信任电话所使用的QoS分类，其中包

括信令、媒体和其它服务。

如果没有用于IP地址分配的外部服务器，Cisco IOS DHCP服务器可以在总部站点的核

心交换机上运行。.

步骤1：使用能够进行配置更改的用户名登录核心交换机，并进入enable（启用）

模式。

为IP电话准备网络

1 配置局域网接入层

2 配置广域网路由器

程序1 配置局域网接入层

流程
步骤2：在全局配置部分，编辑支持IP电话的DHCP池以便包括选项150，由此电话可以

在10.10.48.20查找到Unified CM发布者、在10.10.48.21查找到Unified CM订阅者。

建议为总部和远程站点使用Cisco ISR G2路由器系列，以便为每个地点提供路由容量、

网关和会议网桥功能。以下程序中包括其他思科统一通信特性。

远程站点在广域网路由器上使用本地DHCP服务，来为IP电话、无线接入点、用户的计

算机和其他终端设备分配IP地址信息。远程站点的电话需要向其DHCP范围配置中添加

选项150。

步骤1：使用能够进行配置更改的用户名登录远程站点路由器，并进入enable（启用）

模式。

网络基础设施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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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dhcp pool wired-voice 
  network 10.11.5.0 255.255.255.0 
  default-router 10.11.5.1 
  dns-server 10.10.48.10
  option 150 ip 10.10.48.20 10.10.48.21 
  domain-name cisco.local 

ip dhcp pool wireless-voice 
  network 10.11.3.0 255.255.255.0 
  default-router 10.11.3.1 
  dns-server 10.10.48.10
  option 150 ip 10.10.48.20 10.10.48.21 
  domain-name cisco.local 

步骤2：在全局配置部分，编辑支持IP电话的DHCP池以便包括选项150，由此电话可以

在10.10.48.20查找到Unified CM发布者、在10.10.48.21查找到Unified CM订阅者。

几十年来，传统电话系统已提供了基本的拨号音和语音留言服务，但是在高级通信特性

方面它们能够提供的服务非常少。引领技术创新的企业希望下一代手持设备提供的特性

能够转变他们管理业务的方式。即便他们在推出新工具和技术方面遥遥领先，他们仍希

望通过消除每个桌面的昂贵布线和降低电力使用量来削减成本。能源的高昂成本和打造

绿色地球的环保趋势促使中小企业开始重新考虑其业务的方方面面，以寻找机会进一步

降低碳排放量。

这一现象的另一方面是，对成本非常敏感的客户希望通过节省在非关键业务领域的开支

来降低成本。大多数员工只需要一个简单的电话手持设备。即便是基于字符的显示屏幕

对其预算来说也过于昂贵。过时的电话系统已停产，零部件也越来越难找。这些挑战促

使客户寻找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来满足其语音需求。

选择电话型号

流程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推出了多款新型Cisco Unified IP电话，以满足高端、成本敏感型业

务模式的需求。Cisco 9951和9971电话通过向高端彩屏电话中添加USB摄像头来支持

视频电话。这使得客户可以通过简单的电话界面与其企业中的其他人面对面交流。与其

他型号相比，这些产品彩色屏幕更大、分辨率更高，并且能够支持更多的倾斜角度，以

便提供更佳的视频图像观看体验。它们支持蓝牙和USB，当最终用户选择耳机时可提供

更多灵活性。Cisco 9971支持Wi-Fi连接，使用户可以摆脱建筑物中硬线电话基础设施

的限制。Cisco 8945还可通过内置摄像头和高分辨率彩色显示屏支持视频电话。Cisco 

Unified IP电话8900和9900系列支持深度睡眠节电选项，与正常工作的电话相比功耗最

高可降低90%。思科建议使用8945来支持四线视频电话，使用9971来支持五线、视频

和Wi-Fi电话。

Cisco Cius是支持Wi-Fi和视频的Android平板电脑，与基座一起使用时可以作为用户

的桌面电话使用。它把协作、虚拟化和视频功能集成至单一设备中。Cisco Cius基于

开放的Android操作系统,是第一款专门为企业用户设计的移动协作设备。它使用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的公司拨号计划，并允许用户在其机构内四处移

动，同时仍保持对其桌面电话功能的访问。它支持与任何基于标准的视频终端建立高清

（720p）视频连接，包括思科网真®系统和思科网真系统EX系列终端。企业不仅可以将

视频扩展至IT和管理人员团队，还可以扩展至整个企业。可互操作的视频也意味着您可

以与所有联系人轻松进行视频会谈，即便他们使用不同的设备。

Cisco Unified IP电话6900系列价格低廉，是希望降低其资本支出的企业的理想选择。

这些基本电话型号可提供核心呼叫功能，并且仍保持了IP终端的固有灵活性，可以通过

现有以太网端口运行，获得电力和连接性。IP电话6900系列因为屏幕尺寸较小且基于

字符，或者没有屏幕，耗电量也更低。Cisco 6921及以上的更高端型号也支持深度睡

眠模式，在空闲时间电力消耗低50%。

网络基础设施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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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建议使用6901来支持单线、经济高效的电话。但是，该电话没有显示屏，因此它

无法支持运行 Cisco Extension Mobility、以便动态地为用户分配设备所需的的XML应

用。对于需要将该电话用于休息区、大堂、走廊或其他区域的企业，在使用本指南中列

出的步骤对其余电话进行调配后，必须手动配置6901。对于具有XML功能的电话，思

科建议使用双线电话时选择 6921，使用四线电话时选择6945，需要六线电话的用户选

择6961。

建议针对移动性应用使用Cisco Unified无线IP电话7925 ，针对会议室应用使用Cisco 

Unified IP会议工作站7937，使用Cisco IP Communicator软件客户端提供桌面计算机

解决方案。

下图所示为将新型电话集成至现有中小企业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的设计。

备注

网络基础设施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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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 SBA midsize design with new IP phones图1. 采用新型 IP电话的中小企业IBA智能业务平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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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型的电话充分利用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的全部优势——建议的QoS设置为使用

Class Selector 3（CS3）来支持信令、使用Assured Forwarding 41（AF41）来支持

视频以及使用Expedited Forwarding（EF）来支持语音，  在上一代电话型号中已部署

相同的差分服务代码点（DSCP），建议用于思科媒体就绪网络。这些设置可提供最佳

的语音质量，同时在网络中保持数据流完整性。无论电话正在运行瘦客户端控制协议

（SCCP）或会话发起协议（SIP），它们也都可以在远程站点使用SRST，以便在广域

网中断时提供存续性。

对于不需要8900、9900和Cisco Cius电话的高端特性，但是需要比6900型号更多功能

的用户来说，Cisco Unified IP电话7900系列也可以作为替代选择。

准备工作总结

为确保您的电话在正确的时间注册，在执行下一个模块中的部署步骤之前，你需要部署

DHCP 选项150并选择您的IP电话型号。

备注

网络基础设施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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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Unified CM）基础模块使用Cisco Smart Business 

Configurator for Collaboration（SBCC）来安装、配置和部署基本电话和简单的语音消

息服务。这种交钥匙解决方案轻松快捷。它还为进一步配置和部署高级统一通信特性提

供了稳固的基础，在添加新元素或服务时无需重新设计或重新构建。

业务概述

协作始终是成功企业的核心组件。当今充满挑战性的全球经济环境加大了企业所面临的

新压力，也使得协作变得比以往任何都更加重要。特别是对于那些一方面要提高员工工

作效率，在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另一方面要控制运营支出和资本支出的企业而言，协

作就显得愈发重要。这种“以少博多”的方法只有通过以下方式才能实现：

● 向您的员工授权——当用户能够随意使用通信工具，随时访问和使用所需信息时，他

们就获得了更多力量。较为年轻的员工——特别是目前二十多岁的“Y一代”人群，

正将这些联网工具带到工作场所中来。企业需要开发一项获得各方认可的战略，来主

动管理这些技术，最好能够发展机构充分利用它们并从中受益的能力。

● 提供实时信息——协作应用向获得授权的用户提供实时信息，并支持信息共享及保

密。因为信息在整个用户群体中共享，所以其准确性能够更为轻松地得到验证和

核实。

● 通过创新加速发展——成功部署了全新协作流程的公司能够发展得更快，更好地做出

决策，从更深入的信息库中挖掘知识，并且更高效地运行，突破时间和距离的障碍。

而且商业规则就是如此，如果您不领先一步，竞争对手就会拔得先筹。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基础模块

技术概述

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是一种规范性架构，致力于通过使用有线连接、

无线连接、安全性、广域网优化和统一通信组件，提供一个简单易用、灵活、可扩展的

网络。它采用了一种可靠且具有完善支持服务的标准化设计，有效消除了集成不同网络

组件的挑战。

本设计的产品和优先级以客户、合作伙伴和思科现场人员的需求为基础。您的特定业务

需求可能与本指南中的需求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产品选择可能无法准确满足您的需

求。请联系授权思科合作伙伴或代表验证您计划部署的任何设计更改。

之前提到的业务挑战通过Web会议应用、统一通信和视频协作会议等技术可以克服。

但是，如果向整个企业提供这些功能，就需要一个强大、可扩展的网络基础设施。面向

中小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基础的旨在支持统一通信和视频等协

作服务，无需交叉升级底层基础设施组件。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基础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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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的基础上，以下三个设备可提供一个高度可用、可扩展、能够

集成电子邮件客户端的呼叫控制与语音留言系统。

● Cisco Unified CM面向总部站点和远程站点的所有用户提供互联网协议专用分组交换

（IP-PBX）功能。

● 第一个Unified CM设备称为发布者，因为它包含同一集群内所有其他Unified CM设备

将订阅的主数据库。其余的服务器称为订阅者。

● 通过将一个服务器作为发布者，另一个服务器作为订阅者，集群将扩展至支持多达

1000个用户，并具有备用容量。对于规模更大的中小企业，通过将一个Unified CM

服务器配置为发布者并将另外两个配置为订阅者，集群可扩展至支持多达2500个用

户，并具有充足的处理空间用于额外的应用和设备。将每个服务器连接至服务器群中

不同的交换机，以便在交换机或平台发生故障时提供高可用性。也可以在UCS C200

平台上实现两个或三个Cisco Unified CM服务器的虚拟化。

●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Business Edition 6000使用在虚拟服务器

上运行的单服务器实例，最高支持500个用户。发布者和订阅者功能在单一平台上与

Cisco Unity Connection结合，以帮助降低资本开支与运营开支。尽管本指南中未包

括，但Business Edition 6000也可以在相同的虚拟服务器平台上支持Cisco Unified 

Presence和Cisco Unified Contact Center Express。如果企业需要，也可以向该配

置中添加冗余服务器。

可支持多达2500个用户的Cisco MCS 7835和UCS C200在未来服务灵活性和成本之间

提供了平衡。这些平台可以提供：

● 足以为每位用户支持多个设备的容量。例如，您能使用具备所需的计算机语音集成技

术的桌面电话和软电话，使企业中的大多数用户都能借助点击呼叫或其他应用来远程

控制其电话。

● 另外，还能为未分配给特定用户的电话，如公共区域电话、会议室电话、仓库和休息

室电话等提供容量。

● 独立磁盘冗余阵列（RAID）和双电源提供了高可用性。

● 能够支持多项其他服务，包括在网状态应用和即时消息、高级会议，以及联系中心和

视频会议等。这些高级服务需要额外的硬件和软件，对此本文中不做介绍。请联系您

的思科代表或本地合作伙伴，了解有关这些服务的更多信息。

语音留言功能是Cisco Unified CM平台的一部分，通过部署在Cisco MCS 7835平台或

UCS C200上的Cisco Unity Connection提供，为多达2500名用户提供能通过电话访问

的语音留言信箱，或将语音留言信箱集成到他们的电子邮件客户端中。

如上所述，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Business Edition 6000包括在单一

平台的虚拟化环境中运行的Cisco Unity Connection，以帮助具有多达500个互联用户

的企业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Cisco Unity Connection作为简单的语音留言系统部署。但是，添加更多配置后，它将

与Microsoft Exchange、Cisco Unified MeetingPlace和其它网络语音留言系统集成，

提供基于日历的呼叫处理。Cisco Unity Connection在本架构中是作为非冗余组件部署

的，但也可根据需要再添加一个高可用性服务器。

下图所示为已部署了Unified CM基础架构的完整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设计。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基础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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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 Cisco SBA midsize design with Unified CM foundation图2. 采用Unified CM基础架构的中小企业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设计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基础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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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SBCC设计由总部站点和多达75个远程站点组成。Cisco Unified CM和Cisco 

Unity Connection服务器实例放置在主站点，以便为多达2500个具有语音消息服务的电

话用户进行呼叫处理。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Business Edition 6000使用

一个Unified CM和Unity Connection实例支持多达500个用户。每个远程站点都利用作

为广域网模块一部分部署的Cisco ISR G2路由器。

本模块的剩余部分包括为基本电话和简单语音消息服务安装、配置和部署Unified 

Communications的逐步说明，包括以下内容：

● 用于Unified CM的平台和软件安装

● 服务器和站点配置

● 用户和设备配置文件设置

● Cisco Unity Connection部署

● IP电话部署

本指南包括以下特性：

● 自动注册电话，实现快速和轻松的部署

● 针对需要单一用户管理来源的部署，在Unified CM和Unity Connection中集成Active 

Directory特性。

● 自动将North American Numbering Plan（北美编号计划）为PSTN目的地路径选择的

一部分。

● 使用由统一网内拨号计划组成的终端地址，该计划包括一个接入代码、站点代码和四

位分机号码。

● 为所有站点调配SIP网关。

● 为SIP和SCCP电话提供SRST。
● 使用Device Mobility（设备移动性）特性，支持Unified CM确定设备的物理位置。

● 使用Cisco Extension Mobility（思科分机移动性）特性，支持用户分配其自己的

Cisco Unified IP电话。

● 为每个站点调配单独的媒体资源，例如会议网桥和软件媒体端接点。

● 自动调配Unified CM用于语音消息集成，并记录Unity Connection配置。

● 提供基于位置的呼叫准入控制。

自动注册

新电话在网络中部署完成后，自动注册功能允许Cisco Unified CM自动为这些电话分

配目录号码。使用Cisco SBCC时，自动注册功能默认启用，以便快捷轻松地部署电

话。当电话完成注册，并且按照本指南完成所有操作后，在系统中配置的用户可以使用

Cisco Extension Mobility，以便登录至自动注册的电话。

默认情况下，自动注册的电话能够拨号至任意网内目录号码和网外911急救电话。但

是，它们无法拨号至任何其他网外号码。

技术提示

启用自动注册功能会带来安全风险，因为恶意电话可以自动注册至Cisco 

Unified CM。在电话部署过程中，当您希望执行批量电话添加时，您应只允许

自动注册保持短暂的一段时间。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基础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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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 Directory集成

Active Directory集成功能允许您将用户从企业目录中自动调配至Cisco Unified CM

数据库，从而维护一个目录，而不是多个分散的目录。由此，当每次企业目录中出现

更改时，您无需在Unified CM中手动添加、删除或修改核心用户信息。另外一个优

势是，最终用户可以使用在Active Directory中的同一证书验证至Unified CM和Cisco 

Unity Connection，从而减少网络中的密码数量。下图所示为目录与Unified CM之间

的集成。

 

拨号计划

拨号计划是IP语音系统的一个关键元素，也是所有呼叫处理代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

常，拨号计划负责指示呼叫处理代理如何路由呼叫。Cisco SBCC 将North American 

Dial Plan（北美拨号计划）配置为PSTN目的地路径选择的一部分。您可以修改拨号计

划以满足您的特定需求，但是默认情况下，它使用North American Numbering Plan

（北美编号计划）配置并包括以下模式。

 

此处有两个已配置的国际路由模式，一个用于路由可变长度拨号数字，另一个使用

pound（井号）配置，以便允许用户绕过数位间超时。

服务类别

服务类别通过利用Calling Search Spaces（呼叫搜索空间）和Partitions（分区）在

Cisco Unified CM中配置。共有四个服务类别，它们提供紧急、本地（7位）、国内

（10位）和国际拨号的PSTN访问。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基础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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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Cisco SBCC, devices are auto-registered with the CSS_Base Calling 
Search Space. This allows all devices to dial both on-net and emergency 
off-net numbers. 

The remaining Calling Search Spaces are configured on the user device 
profile directory number and provide local seven-digit, national, and interna-
tional dialing capabilities.

For example, if a user requires international dialing capability, their directory 
number would be assigned the CSS_internationalPSTN Calling Search 
Space, which includes dialing accessibility to all PSTN route patterns as well 
as national, local, emergency, and all on-net numbers.

Local Route Groups 

The Local Route Group feature in Cisco Unified CM decouples the PSTN 
gateway physical location from the route patterns and route lists that are 
used to access the gateway. The feature assigns a local route group to each 
route group based on the device pool setting of the originating device. 
Therefore, phones and other devices from different locations can use a 
single set of route patterns, but Unified CM selects the correct gateway to 
route the call. 

Cisco SBCC assigns a unique route group to a device pool so each site 
can choose the correct SIP gateway. The route group is associated with the 
device pool using the local route group setting. This simplifies the process 
of provisioning by allowing the administrator to create a single set of route 
patterns for all sites.  When a call is made from a device that matches the 
route pattern, Unified CM uses the Local Route Group device pool setting to 
determine the proper route group, which selects the SIP gateway assigned 
to the site.

Survivable Remote Site Telephony (SRST) 

In a centralized deployment, when IP phones lose connectivity to Cisco 
Unified CM because the WAN is down or the application is unreachable, 
IP phones in remote-site offices or teleworker homes lose call-processing 
capabilities. The SRST feature provides basic IP telephony backup services 
so that IP phones can fall back to the local router at the remote site when 
connectivity is lost. IP phones can continue to make calls within the site and 
out the local gateway to the PSTN. 

Phones can use SCCP or SIP to register with the SRST process on the 
remote-site router.  Different commands are needed for each type of phone, 
and the commands can be configured together or individually on each 
router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The following diagram shows SRST providing 
service to phones at a remote site in the Cisco SBA midsize design when 
the WAN is down.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基础模块2012年上半年

使用Cisco SBCC时，设备在CSS_Base Calling Search Space上自动注册。这样所有

设备就可以拨打网内号码和紧急网外号码。

剩余的Calling Search Spaces使用用户设备配置文件目录号码进行配置，并提供本地

七位、国内和国际拨号功能。

 

例如，如果用户需要国际拨号功能，其目录号码将被分配CSS_internationalPSTN 

Calling Search Space，其中包括所有PSTN路由模式以及国内、本地、紧急和所有网

内号码的拨号可访问性。

本地路由组

Cisco Unified CM中的Local Route Group（本地路由组）特性从路由模式和用于访问

网关的路由列表中分离PSTN网关物理位置。该特性根据原始设备的设备池设置向每个

路由组分配本地路由组。因此，不同地点的电话和其他设备可以使用一组单一的路由模

式，而Unified CM会选择适当的网关路由电话。

Cisco SBCC向设备池分配唯一的路由组，因此每个站点可以选择合适的SIP网关。路

由组与使用本地路由组设置的设备池相关联。通过允许管理员为所有站点创建一组单一

的路由模式，这种方式可以简化调配流程。当呼叫从与路由模式匹配的设备中发出时，

Unified CM使用Local Route Group（本地路由组）设备池设置确定相应的路由组，选

择为该站点分配的SIP网关。

远程地点应急电话

在集中部署中，当因为广域网中断或应用不可达而导致IP电话与Cisco Unified CM之间

失去连接时，远程站点办公室或远程员工家中的IP电话将失去呼叫处理功能。SRST特

性提供基本IP语音备份服务，以便当失去连接性时，IP电话可以返回至本地路由器。IP

电话可以继续在站点中进行呼叫，并且穿过本地网关与PSTN连接。

电话可以使用SCCP或SIP在远程站点路由器上注册SRST进程。每种电话类型需要不同

的命令，命令可以一起配置或者在企业内部的每个路由器上单独配置。下图所示为当广

域网中断时，SRST为中小企业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设计中远程站点的电话提供服务。

呼叫搜索空间

紧急 网内

紧急 网内 本地

紧急 网内 本地 国内

紧急 网内 本地 国内 国际

设备

获得CSS_Base呼叫搜索

空间的所有电话

线路

获得其它服务类别的线路

呼叫搜索空间

（CSS）
分区

（包含路由模式）

路由列表 路由组 设备

基本

本地

国内

国际

基本

本地

国内

国际

路由
列表

设备池

总部网关

站点1网关

站点2网关

本地
路由组

所有IP电话



17

Figure 3 - Cisco SBA midsize design with SRST at a remote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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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在远程 站点采用SRST的中小企业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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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移动性

Cisco SBCC使用称为Device Mobility的特性，它允许Cisco Unified CM确定IP电话位

于家中还是漫游地点。Unified CM使用设备的IP子网确定IP电话的物理位置。通过在集

群中启用设备移动性功能，移动用户可以在不同站点之间漫游，因此需要站点特定的设

置。然后，Unified CM将这些动态分配的设置用于呼叫路由、编解码器选择和媒体资源

选择等。

通过在站点级允许许多参数的配置，该特性主要用于减少设备本身的配置。这些参数根

据设备连接的子网动态应用。因为管理员不必分别配置每个电话或确保电话位于正确的

位置，由此可实现快速、可靠的部署。

分机移动性

Cisco SBCC使用Extension Mobility（分机移动性）特性，支持最终用户根据业务要

求暂时或永久地个性化设置Cisco Unified IP电话。Extension Mobility特性根据已验证

用户的设备配置文件动态配置电话。用户使用其用户名和PIN登录至IP电话，其设备配

置文件上传至IP电话。Extension Mobility可减少调配期间对于设备与用户相关联的需

求。这种方式可以节省部署时间，同时允许用户登录至企业中的任意电话，支持电话

共享功能。

Extension Mobility能够以通过允许用户登录至IP电话但不允许退出的方式启用。通过这

种方法，Extension Mobility成为专门为IP电话部署而设计的特性，而不是作为企业中一

直存在的特性。默认情况下，Cisco SBCC配置允许用户退出IP电话，这样便能够为IP

电话部署和用户特性功能启用Extension Mobility。

媒体资源

媒体资源已被配置为每个站点程序的一部分，以便确保远程站点使用其本地会议网桥，

并避免通过广域网传输不必要的语音流量。中间会话路由中的会议网桥名称需要与

Cisco SBCC调配的那些名称相匹配。名称始终是CFB<站点名称>。例如，如果总部站

点的名称是HQ1，那么会议网桥名称为CFBHQ1。

呼叫准入控制

默认设计是星型拓扑，其中每个远程站点通过带宽受限的广域网连接至总部站点。

Cisco SBCC设计使用区域和位置来定义基于位置的呼叫准入控制。针对站点中的呼

叫，区域使用以80kbps运行的G.722或G.711编解码器配置，并且对站点中允许的呼叫

数量没有限制。针对站点间的呼叫，区域使用以24kbps运行的G.729编解码器配置，并

且每个站点最多允许两个此类站点间呼叫（总共48kbps）进出远程站点。

呼叫准入控制不计算抵达/来自中央站点的呼叫（总部）。预计只要为呼叫准入控制

调配分支，中枢就不会超额开通。这是就星型拓扑而言；而对于基于多协议标签交换

（MPLS）的网络（通常被认为是中枢较少的星型拓扑），您将需要修改总部站点配

置，以便基于链路速度提供正确的呼叫准入控制。

技术提示

本指南的用户调配功能需要支持相关服务的IP电话，以便允许使用Extension 

Mobility。所有已导入用户将具有默认PIN ‘11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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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详情

以下程序允许并行安装Cisco Unified CM和Cisco Unity Connection服务器。它们安装

在不同的虚拟机或独立服务器中。

但是，请注意，在安装流程的特定点上，必须在处理其他组件之前执行某些步骤。为

了节省时间，软件安装也可以在运行Cisco SBCC时并行处理，但是特定步骤需要访问

Cisco Unified CM Administration界面。

区域/位置

为了获得快速、轻松的安装体验，必须提前了解您将需要的信息。欲安装Cisco Unified 

CM，请确保您已经在开始前完成以下步骤：

● 如果您在一个新的虚拟机上安装，请从以下思科网站中下载Open Virtual Archive

（OVA）文件：http://www.cisco.com/cisco/software/release.html?mdfid=2837828

39&flowid=26422&softwareid=283088407&release=8.6 (1) &relind=AVAILABLE&rellif

ecycle=&reltype=latest
● 查看思科网站以确定是否有用于您的Unified CM版本的补丁：http://www.cisco.com/

cisco/software/release.html?mdfid=283782839&flowid=26422&softwareid=28207

4295&release=8.6 (2) &relind=AVAILABLE&rellifecycle=&reltype=latest

如果你正在安装虚拟机，请按照程序1中的步骤，“为Unified CM准备虚拟机”。

如果您正在安装独立服务器，请找到与订单一起发货的Unified CM DVD，然后按照程

序2中的步骤，“为Unified CM准备独立服务器”。

准备Unified CM平台

1 为Unified CM准备虚拟机

2 为Unified CM准备独立服务器

流程

http://www.cisco.com/cisco/software/release.html?mdfid=283782839&flowid=26422&softwareid=283088407&release=8.6 (1) &relind=AVAILABLE&rellifecycle=&reltype=latest
http://www.cisco.com/cisco/software/release.html?mdfid=283782839&flowid=26422&softwareid=283088407&release=8.6 (1) &relind=AVAILABLE&rellifecycle=&reltype=latest
http://www.cisco.com/cisco/software/release.html?mdfid=283782839&flowid=26422&softwareid=283088407&release=8.6 (1) &relind=AVAILABLE&rellifecycle=&reltype=latest
http://www.cisco.com/cisco/software/release.html?mdfid=283782839&flowid=26422&softwareid=282074295&release=8.6 (2) &relind=AVAILABLE&rellifecycle=&reltype=latest
http://www.cisco.com/cisco/software/release.html?mdfid=283782839&flowid=26422&softwareid=282074295&release=8.6 (2) &relind=AVAILABLE&rellifecycle=&reltype=latest
http://www.cisco.com/cisco/software/release.html?mdfid=283782839&flowid=26422&softwareid=282074295&release=8.6 (2) &relind=AVAILABLE&rellifecycle=&reltype=la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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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1 为Unified CM准备虚拟机

按照以下步骤部署OVA文件，以便定义Unified CM的虚拟机要求。

Unified CM OVA文件为一个有2500个用户的节点定义以下虚拟机：

● 虚拟CPU数量—1（保留800 MHz）
● RAM容量—4 GB（保留4 GB）
● 硬盘—1 x 80 GB 
● ESXi支持—ESXi 4.0或ESXi 4.1（VM版本7）
● 操作系统支持—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32位）

步骤1：打开VMware vSphere客户端，然后依次选择File（文件）> Deploy OVF 

Template（部署OVF模板）。

步骤2：点击Deploy from a file or URL（从文件或URL中部署）框旁边的Browse（浏

览）按钮，找到您从思科网站下载的Unified CM OVA文件的位置，然后点击Next（下

一步）。

步骤3：验证OVF Template Details（OVF模板详情）界面上的信息，然后点击Next（下

一步）。

步骤4：在部署Deploy OVF Template（OVF模板向导）中输入以下信息，然后点击 

Finish（完成）。

● 在Name and Location（名称和地址）页面，在Name（名称）框中，输入虚拟机名称 — 

CUCM1。在Inventory Location（库存位置）树中，选择部署服务器的位置，然后点击

Next（下一步）。

● 在Deployment Configuration（部署配置）页面，从下拉菜单中选择Configuration（配

置）类型，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 在Datastore（数据存储）页面，选择存储VM文件的位置，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 在Disk Format（磁盘格式）页面，选择存储虚拟机虚拟磁盘的格式，然后点击Next（下

一步）。

● 在Network Mapping（网络映射）页面，选择映射至Destination Networks（目的地网

络）的Source Networks（源网络），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21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基础模块2012年上半年

步骤5：在虚拟机创建后，转至Getting Started（开始）选项卡，然后选择Edit virtual 

machine settings（编辑虚拟机设置）。

步骤6：在Hardware（硬件）选项卡中，选择CD/DVD Drive 1。

步骤7：选择Connect at power on（启动时连接）复选框。

步骤8：选择Datastore ISO File（数据存储ISO文件），点击Browse（浏览），然后转

至Cisco Unified CM可引导安装文件的位置。

步骤9：在Options（选项）选项卡中，选择Boot Options（引导选项）。

步骤10：选择The next time the virtual machine boots, force entry into the BIOS setup 

screen（下一次虚拟机引导时，强制进入BIOS设置页面）复选框，然后点击OK。

 

步骤11：转至Getting Started（开始）选项卡，选择Power on the virtual machine（启

动虚拟机），然后点击Console（控制台）选项卡查看服务器引导。

步骤12：当虚拟机引导至PhoenixBIOS Setup Utility（PhoenixBIOS设置实用程序）

后，使用向右键头键移动至Boot（引导）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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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3：使用+ 和 - 键编辑引导顺序，以便使CD-ROM Drive（CD-ROM驱动器）成为

第一项，Hard Drive（硬盘驱动器）成为第二项。

 

步骤14：欲保存BIOS设置并退出，请按F10键。选择Yes（是），并在Setup Confirma-

tion（设置确认）弹出窗口中按Enter（确定）保存配置并退出。虚拟机将从数据存储

ISO文件中引导。

步骤15：当ISO文件从虚拟DVD驱动器中加载以后，按照“安装Cisco Unified CM”中

的程序完成安装。

步骤1：物理安装服务器，并连接显示器、键盘和网络线缆。

步骤2：向DVD驱动器中插入Cisco Unified CM DVD。

程序2 为Unified CM准备独立服务器

步骤3：启动服务器。它将从DVD中引导。

步骤4：DVD加载完成后，按照“安装Cisco Unified CM”中的程序完成安装。

无论您在虚拟环境中或是独立服务器中安装，此流程都是相同的。

安装需要以下信息：

● 服务器时区

● 主机名称，IP地址，网络掩码，以及默认网关

● DNS IP地址

● 管理员ID和密码

● 企业机构，部门、位置、州和国家

● 网络时间协议（NTP）服务器IP地址

● 安全密码

● 应用用户名和密码

● 用于与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集成的轻量目录访问协议（LDAP）信息：

 － 管理器可分辨名称（要求只读访问）

 － 用户搜索库（例如：cisco.local域中的用户搜索库是cn=users, dc=cisco,  

 dc=local）

 － LDAP服务器的主机名称或IP地址，以及端口编号

 － 在Active Directory中创建用户时，电话号码或IP电话属性都是必填项。否则，用户 

 无法导入至Cisco Unity Connection。

安装Cisco Unified CM

1 安装Unified CM平台

2 配置Unified CM服务器和站点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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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安装前完成以下列出的任务：

● 在DNS中配置Cisco Unified CM主机名称（CUCM1、CUCM2和CUCM3）
● 从思科许可系统中获得许可证文件

● 在供管理员使用的PC上安装用于打开.tar文件的归档程序

步骤1：在DVD Found（DVD查找）页面中，点击Yes（是）执行介质检查。

步骤2：如果介质检查通过，点击OK。

步骤3：如果介质检查未通过，选择其他DVD或ISO文件，然后重复步骤1。

步骤4：如果您可以在Product Deployment Selection（产品部署选择）页面上选择多

个产品，请选择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然后选择OK。

程序1 安装Unified CM平台

步骤5：在Proceed with Install（进行安装）页面，验证版本是否正确，然后选择Yes

（是）从DVD或ISO文件中安装。

步骤6：在Platform Installation Wizard（平台安装向导）页面，选择Proceed（继续）继续

执行向导。

步骤7：在Apply Patch（应用补丁）页面，选择No（否）。

步骤8：如果Import Windows Data（导入Windows数据）页面已显示，请选择No（否）。

步骤9：在Basic Install（基本安装）页面，选择Continue（继续）。

步骤10：在Timezone Configuration（时区配置）页面，使用箭头键选择正确的时区，然

后选择OK。

步骤11：欲启用Auto NIC（自动NIC）速度和双工，在Auto Negotiation Configuration（自

动协商配置）页，选择 Yes（是）。如果您正在部署虚拟机，请选择Continue（继续）。

步骤12：在MTU Configuration（MTU配置）页面，选择No（否）。

步骤13：在DHCP Configuration（DHCP配置）页面，选择No（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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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4：在Static Network Configuration（静态网络配置）页，输入以下信息，然后选

择OK：
● Host Name（主机名称）—— 第一个节点为CUCM1（发布者），第二个节点为

CUCM2（订阅者），或第三个节点为CUCM3（订阅者）

● IP Address（IP地址）——第一个节点为10.10.48.20，第二个节点为10.10.48.21，或

第三个节点为10.10.48.22
● IP Mask（IP掩码）—— 255.255.255.0
● GW Address（网关地址）— 10.10.48.1

 

步骤15：在DNS Client Configuration（DNS客户端配置）页面，选择Yes（是）。

步骤16：输入以下信息，然后选择OK。
● Primary DNS（主DNS）—10.10.48.10
● Domain（域）—cisco.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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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7：在Administrator Login Configuration（管理员登录配置）页面，输入以下信

息，然后选择OK：
● Administrator ID（管理员ID）—Admin 
● Password（密码）—[password]
● Confirm Password（确认密码）—[password]

步骤18：在Certificate Information（证书信息）页，输入用于生成供安全通信使用的证

书的详细信息，然后选择OK。

技术提示 技术提示

密码必须以字母字符开始，长度至少为六个字符，并且可以包含字母数字字

符、连字符或下划线。

步骤19：如果这是第一个节点（发布者）的安装，在First Node Configuration（第一个

节点配置）页，选择Yes（是）然后跳至步骤24。

步骤20：如果这是第二或第三个节点的安装，在First Node Configuration（第一个节点

配置）页，选择No（否）。

步骤21：在First Node Configuration（第一个节点配置）页，阅读警告信息，然后选择

OK，确认您已完成步骤24至步骤45来安装第一个节点（如下所示），并验证它可以通

过网络连接。

步骤22：在Network Connectivity Test Configuration（网络连接性测试配置）页，选择

No（否），然后跳至步骤25。

在进行第二个和第三个节点的安装前，请确保第一个节点已经完成安装，并且

已经使用Cisco Unified CM管理界面在System（系统）> Server（服务器）菜

单下添加了订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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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3：在First Node Access Configuration（第一个节点访问配置）页面，输入以下

信息，然后选择OK：
● Host Name（主机名称）—CUCM1
● IP Address（IP地址）—10.10.48.20
● Security Password（安全密码）—[password]
● Confirm Password（确认密码）—[password]

 

步骤24：在Network Time Protocol Client Configuration（网络时间协议客户端配置）

页，选择Yes（是），输入以下信息，然后选择OK：
● 输入NTP主机名称或IP地址—10.10.48.17
● 最多添加四个NTP主机名称或IP地址

步骤25：在Database Access Security Configuration（数据库访问安全性配置）页

面，输入安全密码，然后选择OK：

您将在第二个和第三个节点安装流程中使用安全密码。

步骤26：在SMTP Host Configuration（SMTP主机配置）页面，选择No（否）。

步骤27：如果这是安装第一个节点，在Application User Configuration（应用用户配

置）页，输入以下信息，然后选择OK：
● Application User Username（应用用户用户名）—CUCMAdmin 
● Application User Password（应用用户密码）—[password]
● Confirm Application User Password（确认应用用户密码）—[password]

 

步骤28：在Platform Configuration Confirmation（平台配置确认）页面，选择OK。

当软件完成安装后，将显示登录界面。

步骤29：如果您从虚拟模板中部署服务器，请返回VMware vSphere客户端以禁用CD/

DVD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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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0：在vSphere客户端中，转至虚拟机的Getting Started（开始）选项卡，并选择

Edit virtual machine settings（编辑虚拟机设置）。

步骤31：在Hardware（硬件）选项卡中，选择CD/DVD Drive 1。

步骤32：取消选中Connect at power on（启动时连接）复选框，然后点击OK。

步骤33：如果这是安装第二个或第三个节点，请跳至步骤48。

步骤34：使用Web浏览器访问Cisco Unified CM管理界面，地址为http://cucm1.

yourdomain.com/，然后在页面中心的Installed Applications（已安装应用）下方，点

击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链接。

步骤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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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操作。

步骤36：输入您在步骤27的Application User Configuration（应用用户配置）页面中输

入的Username（用户名）和Password（密码），然后点击Login（登录）。

步骤37：转至System（系统）> Licensing（许可）> License File Upload（许可证文

件上传）。

步骤38：点击Upload License File（上传许可证文件），然后转至包含您在安装前获得

的许可证文件的目录。

步骤39：选择文件，然后点击Upload（上传）将其传输至服务器。

步骤40：文件上传之后，点击Continue（继续）返回License File Upload（许可证文件

上传）页面。重复步骤38和步骤39直到上传了所有文件。

步骤41：转至System（系统）> Licensing（许可）> License Unit Report（许可证数

量报告）。确认许可证有效并且单位数量正确无误。如果有问题，请通知您的思科代表

以获取新的许可证文件。

步骤42：在Navigation（导航）下拉列表中，选择Cisco Unified Serviceability，然后

点击Go（开始）。

 

步骤43：转至Tools（工具）> Service Activation（服务激活），在下拉列表中选择

CUCM1，然后点击Go（开始）。

步骤44：选择Check All Services（检查所有服务）复选框，然后点击Save（保存）。

在任意弹出窗口中，点击OK。激活服务可能需要几分钟完成，因此请等待页面刷新然

后继续。

 

技术提示

如果您不准备使用以下服务，可以安全地将其禁用：

Cisco Messaging Interface 

Cisco DHCP Monitor Service 

Cisco TAPS Service 

Cisco Dialed Number Analy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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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5：在页面顶端的Navigation（导航）下拉列表中，选择Cisco Unified CM 

Administration（Cisco Unified CM管理），然后点击Go（开始）。

步骤46：转至System（系统）> Server（服务器），然后点击Add New（新增）。

步骤47：输入第二个或第三个节点的主机名称—CUCM2或CUCM3，然后点击Save

（保存）。当所有订阅者都已添加后，从步骤20中继续第二个和第三个节点的安装。

 

步骤48：在第二个和第三个节点完成软件安装后，在Navigation（导航）下拉列表中，

选择Cisco Unified Serviceability，然后点击Go（开始）。

步骤49：转至Tools（工具）> Service Activation（服务激活）

步骤50：在下拉列表中，选择CUCM2，然后点击GO。

步骤51：选择Check All Services（检查所有服务）复选框，然后点击Save（保存）。

在任意弹出窗口中，点击OK。激活服务可能需要几分钟完成，因此请等待屏幕刷新然

后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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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2：针对其余订阅者节点重复该流程。

步骤1：将Cisco SBCC软件包解压至PC的文件夹中，转至目录，然后双击SBCC.

exe。

步骤2：阅读Terms of use（使用条款）页面，如果同意，请点击Accept（接受）。

步骤3：转至Server Deployment（服务器部署）> New UCM Server and Site（新的

UCM服务器和站点），选择Deployment Model（部署模式），然后为您的安装选择适

当的服务器数量。

技术提示

如果您不准备使用以下服务，可以安全地将其禁用：

Cisco Messaging Interface 

Cisco DHCP Monitor Service 

Cisco AXL Web Service 

Cisco UXL Web Service 

Cisco Dialed Number Analyzer

程序2 配置Unified CM服务器和站点

步骤4：在Unified CM Template（Unified CM模板）部分，点击Select File（选择文

件），选择名为CUCM.tar的默认模板，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5：在General Information（常规信息）界面，输入以下信息，然后点击Next（下

一步）。

● First Unified CM node（第一个Unified CM节点）—CUCM1（发布者）

● Second Unified CM node（第二个Unified CM节点）—CUCM2（订阅者）

● Third Unified CM node（第三个Unified CM节点）—CUCM3（订阅者）

● Remote Sites（远程站点）—3
● Enable synchronizing from LDAP Server（从LDAP服务器中启用同步）—Check

 

技术提示

您在此页面输入的服务器节点名称应与在安装期间配置的名称完全相同（包括

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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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在Site Information（站点信息）界面，在每一行中输入以下信息，然后点击

Next（下一步）。

● Site Name（站点名称）—HQ1
● Subnet（子网）—10.10.2.0
● Subnet Mask（子网掩码）—24
● IP Address of the SIP Gateway（SIP网关的IP地址）—10.10.32.126 

步骤7：在LDAP System Information（LDAP系统信息）界面，输入以下信息：

● LDAP Server Type（LDAP服务器类型）—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 LDAP Attribute for User ID（用户ID的LDAP属性）—sAMAccountName

步骤8：如果需要LDAP Custom Filter（LDAP定制过滤器），请输入以下信息。

● Filter Name（过滤器名称）—IP Phones Only
● Filter（过滤器）—（ipphone=*）

在此示例中，将创建一个LDAP过滤器，将用户选择限制为包含ipphone字段的信息的

条目。如果ipphone字段为空，用户将不会被同步。

步骤9：在LDAP Directory Information（LDAP目录信息）下，输入以下信息，然后点

击Next（下一步）：

● IP Address（IP地址）—10.10.48.10 
● Port（端口）—389
● Distinguished Name（可分辨名称）—Administrator@cisco.local 
● Password（密码）—[password]
● User Search Base（用户搜索库）—cn=users, dc=cisco, dc=local 

点击Test Connection（测试连接）以验证与服务器之间的连接性，并确认输入的证书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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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0：在Field Mapping Information（字段映射信息）页面，从三个菜单中选择以下

项，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 Phone Number（电话号码）—ipPhone
● Mail ID（邮件ID）—mail
● Middle Name（中间名）—middleName

配置后，电话号码字段加载Unified CM目录中的用户Telephone Number（电话号码）

字段。该字段与Active Directory中的ipPhone属性或telephoneNumber属性同步（以所

选为准）。

通常，telephoneNumber属性包含用户的E.164格式号码，ipPhone属性包含用户的分

机。建议使用ipPhone属性，只要它使用用户的正确分机进行了配置。

 

步骤11：在Unified CM Dial-Plan（Unified CM拨号计划）界面，输入以下信息，然后

点击Next（下一步）。

● Directory number extension range start（目录号码分机范围开始）—8001000
● Directory number extension range end（目录号码分机范围结束）—8004000
● Hunt Pilot for voicemail ports（语音留言端口的搜寻引导）—8009700
● Start of the extension range of voicemail ports（语音留言端口的分机范围开始）—

8009701
● Number of voicemail ports（语音留言端口的数量）—24
● MWI directory ON number（MWI目录ON号码）—8009998
● MWI directory OFF number（MWI目录OFF号码）—8009999

 

步骤12：Summary Information（总结信息）页面总结了到目前为止输入到Cisco 

SBCC中的所有信息。如果显示的所有信息都正确，请点击Next（下一步）。

如果显示的信息有任何错误，请点击Back（后退），然后将其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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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3：在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配置信息）页面中，如果您希望实时更新

Unified CM发布者，请选择Configure Server（配置服务器），然后输入以下信息：

● IP Address（IP地址）— 10.10.48.20
● Username（用户名）—cucmadmin
● Password（密码）—[password]

 

点击Test Connection（测试连接）以验证与Unified CM服务器之间的连接性，并确认

输入的证书有效。

步骤14：如果您希望创建可选的文件包，请选择Export File（导出文件），然后点击

Save As（另存为）。

步骤15：在Save（保存）弹出窗口中，接受默认文件名或输入您选择的文件名，然后

点击Save（保存）。

步骤16：输入Remark（备注），然后与文件包一起保存。

文件包用于通过SBCC的Server Deployment（服务器部署）> Modify UCM Server 

and Site（修改UCM服务器和站点）选项，更新Unified CM服务器。

步骤17：选择配置方法后，点击Configure（配置）。

 

如果您选择更新Unified CM服务器，并且您正在使用LDAP，您必须手动同步LDAP数据

库，并且在Cisco SBCC的第一阶段完成之前执行多个额外步骤。

步骤18：在Unified CM管理页面中，转至System（系统）> LDAP > LDAP Directory

（LDAP目录），然后点击 Find（查找）。

步骤19：选择您已经配置的MS Active Directory，修改并确认LDAP密码，然后点击

Save（保存）。在Status（状态）部分，确认“Update successful”（更新成功）消

息显示。

步骤20：欲开始用户导入流程，请点击Perform Full Sync Now（立即执行完全同

步），当弹出窗口显示后点击OK。

 

步骤21：欲确认所有用户已经从Active Directory中同步，请转至User Management（用

户管理）> End User（最终用户），然后点击Find（查找）。

该流程可能需要几分钟完成，具体取决于同步用户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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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2：转至System（系统）> LDAP > LDAP Authentication（LDAP验证），

输入以下信息，然后点击Save（保存）。在Status（状态）部分，确认“Update 

successful”（更新成功）消息显示。

● LDAP Password（LDAP密码）—[password]
● Confirm Password（确认密码）—[password]

 

LDAP Authentication（LDAP验证）用于针对Extension Mobility等特性，验证用户的

LDAP数据库证书。

步骤23：转至System（系统）> Server（服务器），然后点击Find（查找）。

步骤24：选择CUCM1，将Ho st  Name/IP Addre ss（主机名/ IP地址）更改为

10.10.48.20，并且将Description（描述）更改为Publisher（发布者），点击Save（保

存），当弹出窗口显示后，点击OK。

步骤25：在Related Links（相关链接）下拉列表中，选择Back to Find/List（返回查找/

列表），然后点击Go（开始）。

步骤26：选择CUCM2，将Host Name/IP Address（主机名/IP地址）更改为10.10.48.21，

并且将Description（描述）更改为Subscriber（订阅者），点击Save（保存），当弹出窗

口显示后，点击OK。

步骤27：针对其余订阅者重复以上两个步骤。

步骤28：转至System（系统）> Application Server（应用服务器），然后点击Add 

New（新增）。

步骤29：在第一个Application Server Configuration（应用服务器配置）页面中，从

Application Server Type（应用服务器类型）中选择Cisco Unity Connection，然后点

击Next（下一步）。

步骤30：在第二个Application Server Configuration（应用服务器配置）页面，输入以

下值，然后点击Save（保存）。

● Name（名称）—CUC1
● IP adress（IP地址）—10.10.48.18
● 选择在Unified CM安装过程中创建的Application User Account（应用用户帐户）—

cucmadmin，然后通过点击v字符将帐户从Available Application Users（可用应用用

户）移动至Selected Application Users（已选应用用户）。

 

步骤31：返回Cisco SBCC程序，点击Continue（继续），然后点击Finish（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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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Unity Connection（CUC）用作统一通信基础的语音留言平台。它被配置为使用

单一服务器的简单纯语音留言系统。

为了实现快速、轻松的安装，您应提前了解所需的信息。如欲安装Cis c o Unit y 

Connection，请确保您已经在开始前完成以下步骤：

● 如果您是在新的虚拟机上进行安装，请从以下思科网站中下载Open Virtual Archive

（OVA）文件：http://www.cisco.com/cisco/software/release.html?mdfid=2830627

58&flowid=5455&softwareid=282074348&release=OVA-8.6&rellifecycle=&relind=A

VAILABLE&reltype=latest
● 查看思科网站，确定是否有用于您的Cisco Unity Connection版本的补丁：

 http://www.cisco.com/cisco/software/release.html?mdfid=283819608&flowid=2642

4&softwareid=282074295&release=8.6 (2) &relind=AVAILABLE&rellifecycle=&reltyp

e=latest

如果你正在使用虚拟机，请按照程序1“为Cisco CUC准备虚拟机” 中的步骤进行

操作。

如果您正在使用独立服务器，请找到与订单一起发货的Unity Connection DVD，然后按

照程序2“为 Cisco CUC准备独立服务器”中的步骤进行操作。

为Unity Connection准备平台

1 为Cisco CUC准备虚拟机

2 为Cisco CUC准备独立服务器

当您在VMware中安装Cisco Unity Connection时，请按照以下步骤部署OVA文件，以

便定义虚拟机要求。

Cisco Unity Connection OVA文件可以为多达5000个用户定义以下虚拟机：

● Number of virtual CPUs（虚拟CPU数量）—2 
● Amount of RAM（RAM容量）—6144 MB
● Hard disk（硬盘）—1 x 200 GB（以64KB块调整）

● ESXi support（ESXi支持）—ESXi 4.0或ESXi 4.1（VM版本7）
● OS support（操作系统支持）—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32位）

步骤1：打开VMware vSphere客户端，然后依次选择File（文件）> Deploy OVF 

Template（部署OVF模板）。

步骤2：点击Deploy from a file or URL（从文件或URL中部署）框旁边的Browse（浏

览）按钮，找到从您思科网站下载的Unity Connection OVA文件的位置，然后点击Next

（下一步）。

步骤3：验证OVF Template Details（OVF模板详情）界面上的信息，然后点击Next（下

一步）。

程序1 为Cisco CUC准备虚拟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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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在Deploy OVF Template（部署OVF模板）向导中输入以下信息，然后点击 Finish

（完成）。

● 在Name and Location（名称和地址）页面，在Name（名称）框中，输入虚拟机名称 

— CUC1。在Inventory Location（库存位置）树中，选择部署服务器的位置，然后点击

Next（下一步）。

● 在Deployment Configuration（部署配置）页面，从菜单中选择Configuration（配置）

类型，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 在Datastore（数据存储）页面，选择存储VM文件的位置，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 在Disk Format（磁盘格式）页面，选择存储虚拟机虚拟磁盘的格式，然后点击Next（下

一步）。

● 在Network Mapping（网络映射）页面，选择映射至Destination Networks（目的地网

络）的Source Networks（源网络），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5：在虚拟机创建后，转至Getting Started（开始）选项卡，然后选择Edit virtual 

machine settings（编辑虚拟机设置）。

步骤6：在Hardware（硬件）选项卡中，选择CD/DVD Drive 1。

步骤7：选择Connect at power on（启动时连接）复选框。

步骤8：选择Datastore ISO File（数据存储ISO文件）单选按钮，点击Browse（浏

览），然后转至Cisco Unity Connection可引导安装文件的位置。

 

步骤9：在Options（选项）选项卡中，选择Boot Options（引导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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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0：选择The next time the virtual machine boots, force entry into the BIOS setup 

screen（下一次虚拟机启动时，强制进入BIOS设置页面）复选框，然后点击OK。

 

步骤11：在Getting Started（开始）选项卡，选择Power on the virtual machine（启动

虚拟机），然后点击Console（控制台）选项卡查看服务器启动。

步骤12：当虚拟机引导至PhoenixBIOS Setup Utility（PhoenixBIOS设置实用程序）

后，使用右箭头键移动至Boot（引导）选项卡。

步骤13：使用 + 和 – 键编辑引导顺序，以便使CD-ROM Drive（CD-ROM驱动器）成为

第一项，Hard Drive（硬盘驱动器）成为第二项。

 

步骤14：欲保存BIOS设置并退出，请按F10键。选择Yes（是）并在Setup Confirma-

tion（设置确认）弹出窗口中按Enter（确定）。

步骤15：当数据存储ISO文件从虚拟DVD驱动器中加载以后，按照“安装Cisco Unity 

Connection”中的程序完成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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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物理安装服务器，并连接显示器、键盘和网络线缆。

步骤2：向DVD驱动器中插入Cisco Unity Connection DVD。

步骤3：启动服务器。它将从DVD中引导。

步骤4：DVD加载完成后，按照“安装Cisco Unity Connection”中的程序完成安装。

无论您在虚拟环境中或是独立服务器中安装，此流程是相同的。

程序2 为Cisco CUC准备独立服务器

安装 Cisco Unity Connection

1 安装Cisco Unity Connection平台

2  配置Unity Connection服务器

3  配置用户和设备配置文件

安装需要以下信息：

● 服务器时区

● 主机名称，IP地址，网络掩码，以及默认网关

● DNS IP地址

● 管理员ID和密码

● 企业机构，部门、位置、州和国家

● 网络时间协议（NTP）服务器IP地址

● 安全密码

● 应用用户名和密码

● 用于与轻量目录访问协议服务器集成的LDAP信息：

 － 管理器可分辨名称（要求只读访问）

 － 用户搜索库（例如：cisco.local域中的User Search Base是cn=users, dc=cisco,  

 dc=local）

 － LDAP服务器的主机名称或IP地址，以及端口编号

 － 在Active Directory中创建用户时，电话号码或IP电话属性都是必填项。否则，用户 

无法导入至Cisco Unity Connection。

在开始安装前完成以下列出的任务：

● 在DNS中配置Cisco Unity Connection主机名称（CUC1）
● 在安装Cisco Unity Connection前从许可系统中获取许可证文件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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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在DVD Found（DVD查找）页面中，点击Yes（是）执行介质检查。

步骤2：如果介质检查通过，点击OK。

步骤3：如果介质检查未通过，选择其他DVD或ISO文件，然后重复步骤1。

步骤4：如果您可以在Product Deployment Selection（产品部署选择）页面上选择多

个产品，请选择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然后选择OK。

 

步骤5：在Proceed with Install（进行安装）页面，验证版本是否正确，然后选择Yes（是）

从DVD或ISO文件中安装。

步骤6：在Platform Installation Wizard（平台安装向导）页面，选择Proceed（继续）。

步骤7：在Apply Patch（应用补丁）页面，选择No（否）。

步骤8：如果Import Windows Data（导入Windows数据）页已显示，请选择No（否）。

程序1 安装Cisco Unity Connection平台
步骤9：在Basic Install（基本安装）页，选择Continue（继续）。

步骤10：在Timezone Configuration（时区配置）页，使用箭头键选择正确的时区，然

后选择OK。

步骤11：在Auto Negotiation Configuration（自动协商配置）页面，选择Yes（是）。

如果您正在部署虚拟机，请选择Continue（继续）。

步骤12：在MTU Configuration（MTU配置）页面，选择No（否）。

步骤13：在DHCP Configuration（DHCP配置）页面，选择No（否）。

步骤14：在Static Network Configuration（静态网络配置）页，输入以下信息，然后选

择OK：
● Host Name（主机名称）—CUC1
● IP Address（IP地址）—10.10.48.18 
● IP Mask（IP掩码）—255.255.255.0
● GW Address（网关地址）— 10.10.48.1

 

步骤15：在DNS Client Configuration（DNS客户端配置）页面，选择Yes（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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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6：输入以下信息，然后选择OK。
● Primary DNS（主DNS）—10.10.48.10
● Domain（域）—cisco.local

 

步骤17：在Administrator Login Configuration（管理员登录配置）页面，输入以下信

息，然后选择OK：
● Administrator ID（管理员ID）—Admin 
● Password（密码）—[password]
● Confirm Password（确认密码）—[password]

技术提示

密码必须以字母字符开始，长度至少为六个字符，并且可以包含字母数字

字符、连字符和下划线。

步骤18：在Certificate Information（证书信息）页，输入用于生成供安全通信使用的证

书的详细信息，然后选择OK。

 

步骤19：在First Node Configuration（第一个节点配置）页面，选择Yes（是）。

步骤20：在Network Time Protocol Client Configuration（网络时间协议客户端配置）

页，输入以下信息，然后选择Yes（是）：

● 输入NTP主机名称或IP地址—10.10.48.17
● 最多添加四个NTP主机名称或IP地址

步骤21：在Database Access Security Configuration（数据库访问安全性配置）页

面，输入安全密码，然后选择OK：

如果您添加另一个Cisco Unity Connection节点，您之后将使用该密码。

步骤22：在SMTP Host Configuration（SMTP主机配置）页面，选择No（否）。如果

需要，您可以在以后的阶段配置邮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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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3：在Application User Configuration（应用用户配置）页面，输入以下信息，然

后选择OK。
● Application User Username（应用用户用户名）—CUCAdmin 
● Application User Password（应用用户密码）—[password]
● Confirm Application User Password（确认应用用户密码）—[password]

 

步骤24：在Platform Configuration Confirmation（平台配置确认）页面，选择OK。

当软件完成加载后，将显示登录界面。

步骤25：如果您从虚拟模板中部署服务器，请返回VMware vSphere客户端以禁用CD/

DVD驱动器。

步骤26：在vSphere客户端中，转至虚拟机的Getting Started（开始）选项卡，并选择

Edit virtual machine settings（编辑虚拟机设置）。

步骤27：在Hardware（硬件）选项卡中，选择CD/DVD Drive 1。

步骤28：取消选中Connect at power on（启动时连接）复选框，然后点击OK。

步骤29：使用Web浏览器访问Cisco Unity Connection管理界面，地址为http://cuc1.

yourdomain.com，然后在页面中心的Installed Applications（已安装应用）下方，点击

Cisco Unity Connection链接。

步骤30：输入您在步骤23的Application User Configuration（应用用户配置）页面中输

入的Username（用户名）和Password（密码），然后点击Login（登录）。

步骤31：转至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 Licenses（许可证），然后点击Add 

New（新增）。

步骤32：使用Browse（浏览）按钮，找到在安装前获得的许可证文件，然后点击Add

（添加）。

 

步骤33：选择先前获得的许可证文件旁边的复选框，取消选中CUCdemo.lic复选框，

然后点击Install Selected（安装已选中）。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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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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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4：关闭确认弹出窗口，在License Count（许可证数量）部分，确认每个所购买

的许可证的Value（值）都正确无误。

 

步骤35：在Navigation（导航）下拉列表中，选择Cisco Unified Serviceability，然后

点击Go（开始）。

步骤36：转至Tools（工具）> Service Activation（服务激活）。

步骤37：选择Check All Services（检查所有服务）复选框，然后点击Save（保存）。

在任意弹出窗口中，点击OK。激活服务可能需要几分钟完成，因此请等待页面刷新然

后继续。

步骤1：在N av i g at i o n（导航）下拉列表中，选择C i s c o  U n i t y  C o n n e ct i o n 

Administration（Cisco Unity Connection管理），然后点击Go（开始）。

步骤2：转至Unity Connection > Telephony Integrations（语音集成）> Phone System

（语音系统），然后选择PhoneSystem。

步骤3：在页面顶端的Related Links（相关链接）下拉列表中，选择Add Port Group（添

加端口组），然后点击Go（开始）。

程序2  配置Unity Connection服务器

步骤4：在New Por t  Group（新端口组）页面，输入以下信息，然后点击Save

（保存）：

● Device Name Prefix field（设备名称前缀字段）— CiscoUM1-VI 
● MWI On Extension（MWI On分机）—8009998 
● MWI Off Extension（MWI Off分机）—8009999 
● IPv4 Address or Host Name（IPv4地址或主机名称）—CUCM2.cisco.local

 

步骤5：从Port Group Basics（端口组基本信息）页面顶部，转至Edit（编辑）> 

Servers（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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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在Cisco Unified CM Servers（Cisco Unified CM服务器）部分，点击Add（添

加）添加新的行，然后在第一行中输入以下信息：

● Order（顺序）—0 
● IPv4 Address or Host Name（IPv4地址或主机名称）—CUCM2.cisco.local

在新的第二行中，输入以下信息：

● Order（顺序）—1 
● IPv4 Address or Host Name（IPv4地址或主机名称）—CUCM1.cisco.local

步骤7：在TFTP Servers（TFTP服务器）部分，点击Add（添加）添加新的行，然后在

第一行中输入以下信息：

● Order（顺序）—0 
● IP Address or Host Name（IP地址或主机名称）—CUCM1.cisco.local

在新的第二行中，输入以下信息：

● Order（顺序）—1 
● IP Address or Host Name（IP地址或主机名称）—CUCM2.cisco.local

步骤8：在页面底部，点击Save（保存）。

 

要使更改生效，您必须重新启动Connection Conversation Manager服务。

步骤9：在Navigation（导航）下拉菜单页面顶部，选择Cisco Unity Connection 

Serviceability，然后点击Go（开始）。

步骤10：转至Tools（工具）> Ser vice Management（服务管理），在Critical 

Services（关键服务）部分找到Connection Conversation Manager，然后点击Stop

（停止）。

步骤11：在弹出菜单中，选择OK。在页面刷新后，找到Connection Conversation 

Manager，然后点击 Start（开始）。

步骤12：等待几分钟，然后点击页面顶部的Refesh（刷新），以确认服务已成功重新

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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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3：在Navigation（导航）下拉菜单页面顶部，选择Cisco Unity Connection 

Administration（Cisco Unity Connection管理），然后点击Go（开始）。

步骤14：转至Unity Connection> Telephony Integrations（语音集成）> Port Group（端

口组），然后选择PhoneSystem-1。

步骤15：在页面顶部，转至Edit（编辑）> Codec Advertising（编解码器通告），使

用^ 将iLBC从Unadvertised Codecs（未通告编解码器）部分移至Advertised Codecs

（已通告编解码器）部分，然后点击Save（保存）。

 

步骤16：转至Telephony Integrations（语音集成）> Port（端口），然后点击Add New

（新增）。

步骤17：在Number of Ports（端口数量）中，输入已许可端口，然后点击Save（保存）。

 

步骤18：转至Telephony Integrations（语音集成）> Port Group（端口组），然后选择

PhoneSystem-1。

步骤19：如果Reset Status（重置状态）显示Reset Required（需要重置），点击

Reset（重置）。

步骤20：转至Template s（模板）> Us er Template s（用户模板），然后选择 

voicemailusertemplate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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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1：在屏幕顶部，转至Edit（编辑）> Change Password（更改密码），然后

在Choose Password（选择密码）下拉列表中，选择Voice Mail（语音邮件）。在

Password（密码）和Confirm Password（确认密码）中，输入至少由六个数字字符组

成的默认PIN，用于通过电话访问语音留言，然后点击Save（保存）。

 

步骤22：转至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 LDAP > LDAP Setup（LDAP设置），选

择Enable Synchronizing from LDAP Server（从LDAP服务器中启用同步）复选框，然

后点击Save（保存）。

 

步骤23：转至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 LDAP > LDAP Custom Filter（LDAP定制

过滤器）, 然后点击Add New（新添加）。

步骤24：在LDAP Filter Configuration（LDAP过滤器配置）界面，输入以下值，然后点

击Save（保存）。

● Filter Name（过滤器名称）—IP Phones Only
● Filter（过滤器）—（ipphone=*）

 

步骤25：转至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 LDAP > LDAP Directory Configuration

（LDAP目录配置）, 然后点击Add New（新添加）。

步骤26：在LDAP Directory Configuration（LDAP目录配置）界面，输入以下信息，然

后点击Save（保存）。

● LDAP Configuration Name（LDAP配置名称）—MS Active Directory
● LDAP Manager Distinguished Name（LDAP管理器可分辨名称）—Administrator@

cisco.local
● LDAP Password（LDAP密码）—[password]
● Confirm Password（确认密码）—[password]
● LDAP User Search Base（LDAP用户搜索库）—cn=users, dc=cisco, dc=local 
● LDAP Custom Filter（LDAP定制过滤器）—IP Phones Only
● Phone Number（电话号码）—ipPhone
● Host name or IP address for server of the LDAP server（LDAP服务器的服务器主机

名称或IP地址）—10.10.48.10
● LDAP Port（LDAP端口）—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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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7：在您第一次保存了信息后，一组新的按钮将出现在页面底部。点击Perform 

Full Sync Now（立即执行完全同步），然后在弹出窗口中，点击OK。

步骤28：转至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 LDAP > LDAP Authentication（LDAP验证）。

步骤29：选择Use LDAP Authentication for End Users（为最终用户使用LDAP验证）复

选框，输入以下信息，然后点击Save（保存）：

● LDAP Manager Distinguished Name（LDAP管理器可分辨名称）—Administrator@

cisco.local
● LDAP Password（LDAP密码）—[password]
● Confirm Password（确认密码）—[password]
● LDAP User Search Base（LDAP用户搜索库）—cn=users, dc=cisco, dc=local 
● Host name or IP address for server of the LDAP server（LDAP服务器的服务器主机

名称或IP地址）—10.10.48.10
● LDAP Port（LDAP端口）—389

技术提示

确保从Phone Number（电话号码）下拉列表中选择的属性与从Cisco SBCC的 

Phone Number（电话号码）下拉列表中选择的属性相匹配。

该字段与Active Directory中的ipPhone属性或telephoneNumber属性同步（以所

选为准）。通常，telephoneNumber属性包含用户的E.164格式号码，ipPhone

属性包含用户的分机。建议使用ipPhone属性，只要它使用用户的正确分机进行

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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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0：转至Users（用户）> Import Users（导入用户）。在Find End Users（查找最终

用户）下拉列表中，选择LDAP Directory（LDAP目录），然后点击Find（查找）。

 

步骤31：在Based on Template（基于模板）下拉列表中，选择voicemailusertem-

plate。

步骤32：选择需要语音消息收件箱的用户，然后点击Import Selected（导入已选）。

请勿使用Import All（导入全部）。

 

在页面顶部显示的状态框中，确保所有用户都已成功导入，并且没有故障。这可能需要

几分钟，具体取决于被导入的用户数量。

在配置Unified CM和Unity Connection服务器后，接下来的一组步骤是使用Unified CM

特定信息更新用户，并针对分机移动性创建其关联的用户设备配置文件。因为用户已经

使用LDAP进行了同步，所以我们使用Cisco SBCC工具的Modify（修改）部分更新其

信息。

步骤1：从Cisco SBCC主界面，转至Server Deployment（服务器部署）> Modify 

UCM and UCX Users and Device Profiles（修改UCM和UCX用户以及设备配置

文件）。

步骤2：选择Unified CM单选按钮，输入以下信息，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 IP Address（IP地址）—10.10.48.20 
● Username（用户名）—cucmadmin
● Password（密码）—[password]

点击Test Connection（测试连接）以验证与Unified CM服务器之间的连接性，并确认

输入的证书有效。

 

步骤3：当Cis c o SB C C从Unif ie d CM中完成读取后，前五个用户显示在Us er 

Information（用户信息）页面。如果需要，通过点击不同列的标题来筛选用户。

程序3  配置用户和设备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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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对于每个用户设备配置文件（UDP），按如下所示加载Directory Number（目录

号码）、External Phone Number Mask（外部电话号码掩码）、Line CSS（线路CSS）、

Line Text Label（线路文本标签）和Device Profile（设备配置文件）字段，然后点击

Configure（配置）。

● 作为列表一部分而导出的某些用户ID可能不需要配置用户设备配置文件。选择这些 

User ID，然后点击Remove Users（删除用户）将其从列表中删除。

● 您可以使用<Shift> 键同时亮显选中多个用户，或使用<Ctrl> 键从列表中选择单个

用户。

● Directory Number（目录号码）是四位数号码，与LDAP目录的ipPhone字段同步。

（必需）

● External Phone Number Mask（外部电话号码掩码）是用户的直接拨入号码或主要办

公室号码。它也将显示在IP电话显示屏顶部的黑色条带上。在列顶部的文本框中输入电

话号码掩码（例如，230530XXXX），然后选择Set Phone Mask（设置电话掩码）。

● Line CSS（线路CSS）定义限制类别或号码类型，以及允许呼叫的用户。导入流程期间

定义的呼叫搜索空间（CSS）在Cisco Unified CM Administration（Cisco Unified CM管

理）的Call Routing（呼叫路由）> Class of Control（控制类别）> Calling Search Space

（呼叫搜索空间）中查看。在列顶部的下拉列表中，选择Line CSS（线路CSS），然后

点击Set Line CSS（设置线路CSS）。

● Line Text Label（线路文本标签）是在电话中显示的标签。尽管允许使用任意字母数字

字符串，我们仍建议使用 FirstName（名），LastName（姓）。在列顶部的下拉列表

中，选择一个文本标签选项，然后点击Set Line Text（设置线路文本）。

● 在列顶部的Device Profile（设备配置文件）下拉列表中，选择与User Device Profile（用

户设备配置文件）相关联的设备配置文件，然后点击Set Device Profile（设置设备配置

文件）。（必需）

 

步骤5：在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配置信息）页面中，如果您希望实时更新Unified 

CM发布者和Unity Connection服务器，请选择Configure Server（配置服务器），然后

输入以下信息：

● Unified CM IP Address（Unified CM IP地址）—10.10.48.20
● Unified CM Username（Unified CM用户名）—cucmadmin
● Unified CM Password（Unified CM密码）—[password]
● Unity Connection IP Address（Unity Connection IP地址）—10.10.48.18
● Unity Connection Username（Unity Connection用户名）—cucadmin
● Unity Connection Password（Unity Connection密码）—[password]

 

点击Test Connection（测试连接）以验证与服务器之间的连接性，并确认输入的证书

有效。

步骤6：如果您希望创建可选的文件包，请选择Export File（导出文件），然后点击

Save As（另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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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在Save（保存）弹出窗口中，接受默认文件名或输入您选择的文件名，然后点

击Save（保存）。

步骤8：输入Remark（备注），然后与文件包一起保存。

步骤9：选择配置方法后，点击Configure（配置）。

 

步骤10：当程序完成用户更新后，点击Finish（完成）。

 

步骤11：在Unified CM管理页面中，转至 User Management（用户管理）> End User（最

终用户），然后点击 Find（查找）。选择一些用户以验证其具有正确的Groups Permission 

Information（组权限信息）：Standard CCM End Users（标准CCM最终用户）。

在安装了Cisco Unified CM服务器和Cisco Unity Connection服务器并启用所需的服务

后，即可开始配置IP电话、会议网桥和网关服务。

DHCP选项150将指引IP电话连接至Cisco Unified CM TFTP服务器和自动注册器。在所

有IP电话都已至少一次注册至Unified CM之前，请勿继续进行以下程序，

步骤1：将IP电话连接至网络，以便它们开始注册流程。根据安装规模的不同，它们可

能需要20分钟完成。

步骤2：从Cisco SBCC主界面，转至Phone Deployment（电话部署），输入以下信

息，然后点击Search（搜索）。

● Unified CM IP Address（Unified CM IP地址）—10.10.48.20
● Unified CM Username（Unified CM用户名）—cucmadmin
● Unified CM Password（Unified CM密码）—[password]

步骤3：如果有任何电话将不会使用Extension Mobility特性，请将其亮显选中，然后点

击Remove Phone（删除电话）。

步骤4：删除不需要的电话后，点击Configure（配置）。

流程

程序1  部署IP电话

部署IP电话、会议网桥和网关

1  部署IP电话 

2  在路由器中配置会议网桥 

3  配置PSTN网关 

4  为SCCP电话配置SRST 

5  为SIP电话配置S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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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ce-card 0 
  dspfarm
  dsp services dspfarm 

dspfarm profile 1 conference 
  description HQ Conference Bridges 
  codec g711ulaw 
  codec g711alaw 
  codec g729ar8 
  codec g729abr8 
  codec g729r8 
  codec g729br8 
  codec g722-64 
  codec ilbc 
  maximum sessions 5
  associate application SCCP
  no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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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在第一个对话框中点击Yes（是），然后在第二个对话框中，点击OK。

 

步骤6：等待几分钟，以便电话重置并在Cisco Unified CM上进行注册。

所有路由器都至少需要一个分组语音DSP模块（PVDM3-64），以便创建五个8方会议

网桥资源，以及语音网关资源所需的DSP。如果你的企业需要更多会议资源，您将需要

额外的DSP。如果需要基于硬件的转码，路由器需要额外的DSP和配置。默认情况下，

到Cisco Unity Connection的呼叫在服务器中转码。

Cisco 3945和Cisco 3925 ISR G2系列作为我们推荐的总部广域网路由器产品，能够提

供充足的路由容量，可支持75个远程站点，每个站点的连接速度不高于T1/E1。

位于主站点的路由器还能提供统一通信网关功能。因此，它在配置时应具有充足的

DSP和T1/E1语音/广域网接口卡（VWIC），以支持PSTN主要速率接口（PRI）配置。

Cisco 3945和3925 Voice Security（VSEC）系列路由器出厂时带有PVDM3-64，因此

它们具有足够的DSP来处理一个语音T1和五个8方会议。

程序2  在路由器中配置会议网桥

远程站点设计能够支持最多25位使用电脑、IP电话和无线服务的用户。计算机通过广域

网访问桌面应用、电子邮件和其他公司应用，因为这些应用从总部的服务器机房提供。

此外，还需通过广域网支持IP电话系统。

Cisco ISR G2系列路由器2911、2921和2951是将远程站点通过广域网连接至总部的理

想平台。

所有这三个平台都可提供具有语音网关功能的集成服务，支持到PSTN的本地连接。

Cisco 2911 VSEC路由器出厂时具有PVDM3-16，2921和2951 VSEC路由器出厂时具有

PVDM3-32。

2900系列路由器必须升级至一个PVDM3-64 DSP，以便允许为一个语音T1和至少五个8

方会议提供充足的资源。

在总部路由器中应用以下配置，以便将5个会议网桥资源注册为发布者上的最高优先

级，订阅者上的次高优先级。如果需要会议资源，可将同样的配置应用于远程站点路

由器。

步骤1：在语音卡上配置DSP服务。

步骤2：配置dspfarm配置文件，以支持拥有多达5个会话和一系列可用编解码器的会议

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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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m-manager sccp local Port-channel32 

sccp local Port-channel32
  sccp ccm 10.10.48.21 identifier 2 priority 1 version 7.0 
  sccp ccm 10.10.48.20 identifier 1 priority 2 version 7.0 
  sccp 

sccp ccm group 1 
  bind interface Port-channel32 
  associate ccm 2 priority 1 
  associate ccm 1 priority 2 
  associate profile 1 register CFBHQ1
  switchback method graceful 
  switchback interval 60 

 

card type t1 0 0 

isdn switch-type primary-ni 

voice service voip 
  sip 
    bind control source-interface Port-channel32 
    bind media source-interface Port-channel32 

voice class codec 1 
  codec preference 1 g711ulaw 
  codec preference 2 g711alaw 
  codec preference 3 g729r8 
  codec preference 4 il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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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设置SCCP应用在Cisco Unified CM上注册将使用的本地接口。

步骤4：配置SCCP网关接口，以连接至Cisco Unified CM服务器，其中订阅者作为第

一选择，发布者作为备份选择。将版本设置为7.0及以上。

用于会议网桥的Cisco Unified CM配置使用Cisco SBCC完成，因此注册名称必须与通

过工具上传至集群的名称匹配。名称始终是CFB<站点名称>。

例如，如果总部站点的名称是HQ1，那么会议网桥名称为CFBHQ1。

步骤5：将会议网桥的接口绑定至SCCP应用使用的一个接口。对步骤4中创建的服务

器进行分组，将它们与会议网桥配置文件关联起来。使用Cisco Unified CM注册会议网

桥，将向后切换方法设置为平滑，然后等待60秒。

PSTN接口卡由运营商指定，它必须添加至路由器配置。在总部站点，这与T1或E1 PRI

接口非常相似。建议ISR路由器的T1/E1 PRI语音接口卡使用VWIC3-2MFT-T1/E1。

无论为您的地点选择哪种PSTN接口方案，SIP都是建议的信令协议，以便将网关连接

至总部和远程站点的Cisco Unified CM 。当站点连接至Unified CM时，SIP提供常规的

拨号计划配置，并且当服务器无法抵达时采用故障切换方案。

以下是一个用于总部的北美SIP网关配置示例。PSTN运营商在针对每个站点的呼入电

话上发送10个数字。在某些地点，运营商将发送4或7个数字，并且SIP中继到Unified 

CM VoIP拨号对等体的目的地模式将不得不进行修改，以正确匹配输入的数字。远程站

点网关将与之类似，只是某些拨号对等体的目的地模式以及网关控制和媒体所绑定的接

口有所不同。

步骤1：当使用以上建议的语音接口卡时，在全局配置部分配置卡类型。

步骤2：为此路由器配置全局ISDN交换机类型。

步骤3：为SIP绑定控制和媒体接口。

步骤4：创建VoIP拨号对等体支持的语音编解码器的列表。

程序3  配置PSTN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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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clock-participate wic 0 

controller T1 0/0/0 
  Description PSTN PRI
  cablelength short 110 
  pri-group timeslots 1-24
  no shutdown

interface Serial0/0/0:23
  no ip address
  encapsulation hdlc
  isdn switch-type primary-ni
  isdn incoming-voice voice
  no cdp enable
  no shutdown

dial-peer voice 100 voip 
  description SIP TRUNK to CUCM1 
  preference 2 
  destination-pattern 230530.... 
  voice-class codec 1 
  session protocol sipv2 
  session target ipv4:10.10.48.20 
  incoming called-number . 
! 
dial-peer voice 101 voip 
  description SIP TRUNK to CUCM2 
  preference 1 
  destination-pattern 230530.... 
  voice-class codec 1 
  session protocol sipv2 
  session target ipv4:10.10.48.21 
  incoming called-number .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基础模块2012年上半年

步骤5：启用VWIC，以使用支持时钟计时的网络。

步骤6：在具有24个通道（包括23个B通道和1个D通道）的T1控制上启用PRI，您将在

下个步骤中进行进一步配置。

步骤7：在启用了T1控制器来支持PRI之后，采用正确的ISDN交换机类型配置新近创建

的串行接口，然后启用语音。

读者提示

在用于此配置的Cisco IOS版本中，默认情况下启用话费欺诈预防功能。以下两个

拨号对等命令将允许来自两个Cisco Unified CM服务器的呼叫信令，但是阻止其

他呼叫代理联系您的网关。在路由器中使用show ip address trusted list命令查看

信任列表。

如需了解关于该主题的详细信息，请在cisco.com上搜索Toll Fraud Prevention 

Enhancement（话费欺诈预防增强）。

步骤8：为针对Unified CM的呼入电话创建SIP拨号对等体。使用偏好选择命令，将

订阅者配置为第一选择，将发布者配置为备份选择，以划分连接的优先级。在首选

顺序中，包括在步骤4中指定的编解码器。目的地模式将匹配来自PSTN提供商的10

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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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peer voice 911 pots 
destination-pattern 911 
port 0/0/0:23 
forward-digits 3 
! 
dial-peer voice 9911 pots 
destination-pattern 9911 
port 0/0/0:23 
forward-digits 3 
! 
dial-peer voice 7 pots 
destination-pattern 9[2-9]...... 
port 0/0/0:23 
forward-digits 7 
! 
dial-peer voice 11 pots 
destination-pattern 91[2-9]..[2-9]...... 
port 0/0/0:23 
forward-digits 11 
! 
dial-peer voice 9011 pots 
destination-pattern 9011T 
incoming called-number . 
direct-inward-dial 
port 0/0/0:23 
prefix 011 

 

call-manager-fallback
  ip source-address 10.11.5.1 port 2000
  max-ephones 35
  max-dn 35 dual-line

secondary-dialtone 9
transfer-system full-consult
max-conferences 8 gain -6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基础模块2012年上半年

步骤9：为针对PSTN的紧急、本地、国内和国际外拨电话创建基本电话服务（也称为

POTS）拨号对等体。去掉开头的9，仅转发运营商所期望的数字。针对长度可变的国

际电话号码，加上长途电话运营商所需的011前缀，以正确地路由呼叫。
SRST是重要的特性，可帮助您在远程地点出现意外广域网中断期间保持远程站点电话

的使用。当电话无法连接至中央站点Cisco Unified CM服务器时，它们将在远程站点网

关上进行注册。路由器中的SRST配置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定制，从而支持基本电话特

性以与在中央站点集群的类似方式运行。SCCP电话有相应的配置步骤，而SIP电话采

用一组不同的步骤。只要输入两组命令，两种电话类型可以在同一SRST网关上共存。

所有在处于回退模式时向路由器注册的电话都需要SRST特性许可证。每个电话都将占

用一个席位。通过使用特性许可证，SCCP和SIP电话可以在相同的路由器上共存。

步骤1：采用网关语音VLAN的IP地址，该地址是IP电话的默认网关允许35个电话向一

个目录号码进行注册，并使用双线路来支持转接和会议功能。以下是启用SCCP SRST

的四个基本命令。

步骤2：为了增强用户在SCCP回退模式下的体验，在按下数字9时添加辅助拨号音，允

许用户执行监控转接（全面协商）。为临时会议配置8个三方会议呼叫。

程序4  为SCCP电话配置S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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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plan-pattern 1 231531.... extension-length 4 extension-
pattern ....

 

voice service voip
 allow-connections sip to sip
 sip
  registrar server expires max 600 min 60

voice register global
 system message “SIP SRST Service”
 max-dn 200
 max-pool 50
 dialplan-pattern 1 231531.... extension-length 4 extension-
pattern ....

voice register pool  1
 id network 10.11.5.0 mask 255.255.255.0
 dtmf-relay rtp-nte sip-notify
 codec g711ulaw

sip-ua 
 registrar ipv4:10.10.48.20 expires 3600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基础模块2012年上半年

步骤3：dialplan-pattern命令将10位E164 PSTN号码转换成电话上的7位电话簿号码。

Cisco SBCC建议使用四位数字。extension-length和extension-pattern关键字允许您

识别E164号码的最后四位数。转换后的号码将与电话的4位目录号码相匹配。当来自

PSTN运营商的10位数电话到达时，该电话将根据最后四位数发送至正确的电话上。

以下步骤将为SIP电话配置SRST。

步骤1：在远程站点路由器上配置SIP SRST。创建SIP背靠背用户代理和SIP注册器功

能。将SIP注册器过期计时器更改为600秒。

步骤2：下一组命令将为SIP电话全局分配特性。该命令将配置特定电话底部的系统消

息，最大目录号码数量，以及SRST路由器上允许的最大池数量。SCCP电话的步骤3中

使用的同一dialplan-pattern命令也必须为SIP电话进行配置，以便将PSTN的10位E164

号码转换为电话上的唯一四位目录号码。

程序5  为SIP电话配置SRST

步骤3：针对定义的IP地址范围配置语音注册器池。id网络是语音 VLAN的IP子网。针对

dtmf-relay参数使用rtp-nte sip-notify，针对所有呼叫使用G711 ulaw编解码器。

步骤4：使用在集群中定义的默认3600秒过期时间，识别作为外部注册器的Cisco 

Unified CM发布者的IP地址。

Unified CM系统安装现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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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Product List

The following products and software versions have been validated for Cisco SBA.

Functional Area Product Part Numbers Software Version

Unified Communications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MCS 7835 

Cisco Unity Connection - MCS 7835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Business Edition 6000 - 
UCS C200M2 

UCS Virtual Server

MCS7835I3-K9-CMD1 (2 required) 

MCS7835I3-K9-UCC1

UCS-C200M2-BE6K 

UCS-C200M2-VCD2

8.6.2

8.6.2

8.6.2

ESXi 4.1

Phones CP-6901 Single Line Phone

CP-6921 Two Line Full Duplex Speakerphone

CP-6945 Four Line Full Duplex Speakerphone

CP-6961 Twelve Line Full Duplex Speakerphone

CP-7926G Wireless Color Phone 

CP-7937G Conference Phone 

CP-8945 Four Line Video Color Phone

CP-9971 Six Line Video Color Wi-Fi Phone

CIUS-7-K9 Mobile Collaboration Device

IPCOMM7-SW Soft Phone

A wide variety of phone models are 
available that meet specific needs of 
the user and the country where they 
are deployed. 

 

Headquarters WAN router Cisco 3945 or 3925 Integrated Services Router C3945-VSEC/K9

C3925-VSEC/K9

HWIC-2CE1T1-PRI

VWIC2-2MFT-T1/E1

15.1.4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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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产品列表

附录A：产品列表2012年上半年

以下产品和软件版本已经过验证，适用于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

功能区域 产品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统一通信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MCS 7835 

Cisco Unity Connection—MCS 7835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Business Edition 6000—UCS C200M2 

UCS虚拟服务器

MCS7835I3-K9-CMD1（需要2个）

MCS7835I3-K9-UCC1

UCS-C200M2-BE6K

UCS-C200M2-VCD2

8.6.2

8.6.2

8.6.2

ESXi 4.1

电话 CP-6901单线路电话

CP-6921双线路全双工扬声器电话

CP-6945四线路全双工扬声器电话

CP-6961十二线路全双工扬声器电话

CP-7926G无线彩屏电话

CP-7937G会议电话

CP-8945四线彩屏可视电话

CP-9971六线彩屏可视WiFi电话

CIUS-7-K9移动协作设备

IPCOMM7-SW软电话

提供多种电话型号，以满足所部署国家和用

户的具体需求。

总部广域网路由器 Cisco 3945或3925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C3945-VSEC/K9

C3925-VSEC/K9

HWIC-2CE1T1-PRI

VWIC2-2MFT-T1/E1

15.1.4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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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Area Product Part Numbers Software Version

Remote-site router Cisco 2951 Integrated Services Router

Cisco 2921 Integrated Services Router

Cisco 2911 Integrated Services Router

Cisco 881 Integrated Services Router

C2951-VSEC/K9

C2921-VSEC/K9

C2911-VSEC/K9

C881SRST-K9

HWIC-2CE1T1-PRI

VWIC2-2MFT-T1/E1

15.1.4M1

附录A：产品列表2012年上半年

功能区域 产品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远程站点路由器 Cisco 2951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Cisco 2921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Cisco 2911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Cisco 881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C2951-VSEC/K9

C2921-VSEC/K9

C2911-VSEC/K9

C881SRST-K9

HWIC-2CE1T1-PRI

VWIC2-2MFT-T1/E1

15.1.4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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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录总结了相比先前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系列，本指南所做的变更。

● Smar t Business Configurator for Collaboration（SBCC）取代了Unif 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基础模块中的快速部署方法配置工具。SBCC使用面向

Unified CM的AXL/Soap API和面向Unity Connection的CUPI API，以快速安装、配

置与部署基本电话和简单的语音消息服务。它将帮助您利用简单的可重复流程避免常

见的配置错误，同时还为进一步配置和部署统一通信高级特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

添加新元素或服务时无需进行重新设计或构建。

● 我们增加了Cisco Cius作为移动协作的一个选项。

● 我们增加了Cisco 881SRST集成多业务路由器作为拥有电话用户的远程站点的一个

选项。

附录B：变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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