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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系統概觀
•產品授權資訊 ，第 1 頁
•關於產品文件 ，第 1 頁
•術語 ，第 2 頁

產品授權資訊
此產品的授權資訊鏈結：
•http://www.webex.com/license.html
•http://www.cisco.com/en/US/docs/general/warranty/English/EU1KEN_.html
•http://www.webex.com/CiscoWebExMeetingsServerSEULA.html

關於產品文件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指南》提供了系統規劃、部署和管理的詳細程序：
這些包括安裝和網路功能檢查清單，以讓您在實際部署之前收集資訊及做出決策。
此外，我們還說明了部署後系統變更程序，例如：
•新增高可用性 (HA)
•將系統擴充為較大的系統大小
•將系統更新或升級為最新版本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管理指南》說明如何使用管理網站上可供您使用的功能，其中包括以
下部分：
•儀表板 — 儀表板顯示系統監視器，並包括以下鏈結：警報設定、會議趨勢頁、資源歷史記錄
頁、系統頁面及設定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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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概觀
術語

•使用者管理 — 使用這些功能可新增、匯入、啟動和停用使用者，設定追蹤碼以及向系統上的
使用者傳送電子郵件。 請參閱 管理使用者 ，第 107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系統 — 使用這些功能可設定系統內容、網站和管理網站 URL、伺服器、SNMP 設定及授權。
請參閱 設定系統 ，第 143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設定 — 使用這些功能可設定一些設定，包括公司資訊、自訂功能、會議設定、音訊、視訊、
行動性、服務品質、密碼、電子郵件設定、下載及安全性設定。 請參閱 設定設定 ，第 179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報告管理 — 設定和檢視每月報告。 請參閱 管理報告 ，第 273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支援存取和資訊 — 使用這些功能可開啟和檢視支援案例、設定偵錯功能，以及進行系統資源
和會議測試。 請參閱 使用支援功能 ，第 303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術語
說明此產品時使用的術語。
資料中心 — 此實體硬體至少包括一個內含系統實例的裝置。
高可用性 — 與主要系統並行存在於本端的備援系統。 如果主要系統失敗，則高可用性系統會取代
失敗的功能並傳送警示。 容錯移轉對於使用者而言是透明的。
伺服器 — Cisco WebEx Server 的單一實例。 可以加入多重資料中心，並且以單一系統形式運作。
系統 — 此 Cisco WebEx Server 系統應用程式包括一或多個實體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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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部署指南
•將 VMware vSphere 與系統搭配使用 ，第 5 頁
•自動部署系統 ，第 13 頁
•手動部署系統 ，第 31 頁
•設定郵件伺服器、時區及地區設定 ，第 45 頁
•在部署後更改系統 ，第 55 頁
•為 2.5 版及更高版本新增高可用性系統 ，第 57 頁
•擴充系統 ，第 63 頁
•關於更新系統 ，第 69 頁
•升級系統 ，第 75 頁
•測試系統 ，第 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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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將 VMware vSphere 與系統搭配使用
•使用 VMware vSphere ，第 5 頁
•將 ESXi 主機設定成使用 NTP 伺服器 ，第 6 頁
•使用 VMware vCenter 來建立備份 ，第 6 頁
•使用 VMware vCenter 來擷取快照 ，第 7 頁
•移除快照 ，第 8 頁
•將現有 VMDK 檔案附加至新虛擬機器 ，第 9 頁

使用 VMware vSphere
系統的虛擬機器是使用 VMware vSphere 部署的。 根據下列限制，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必須
安裝在 VMware 虛擬機器上：
•使用 VMware vSphere 5.0、5.0 Update 1、5.0 Update 2、5.1、5.1 Update 1、5.5 或 6.0（CWMS
2.6MR1 及更高版本）。
不支援 vSphere 的較早發行版。
•使用 VMware ESXi 5.0、5.0 Update 1、5.0 Update 2、5.1、5.1 Update 1、5.5 或 6.0（CWMS
2.6MR1 及更高版本）。
使用較早 ESXi 版本會導致混淆未明確列出問題之不支援硬體的相關錯誤訊息。
•驗證已設定 ESXi 主機的 DNS 伺服器，可以解析該 ESXi 主機中部署的虛擬機器的主機名稱。
•您必須使用 VMware vCenter，來管理在其中部署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系統的 ESXi 主
機。
•關閉虛擬機器時，一律為每個虛擬機器選取 Power > Shut Down Guest。 （請勿使用 Power Off
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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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ESXi 主機設定成使用 NTP 伺服器

重要須知

附註

系統部署期間會自動安裝「CWMS 的 VMWare 工具」，請勿手動升級。 如需 VMWare 工具的更
多資訊，請參閱 docwiki.cisco.com/wiki/VMware_Tools。

如需受支援 VMware 設定的相關詳細資料，請參閱《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規劃指南與系
統需求》。

將 ESXi 主機設定成使用 NTP 伺服器
將 ESXi 主機設定成使用網路時間通訊協定 (NTP) 以進行裝置時鐘同步，並驗證可以存取 NTP 伺服
器。 在多重資料中心環境中，同步資料中心時鐘對於維護資料中心之間的資料共用非常重要。 如
需詳細指示，請參閱 VMware ESXi 文件。

步驟 1

使用 vSphere 用戶端，選取庫存面板中的 ESXi 主機。

步驟 2

在「軟體」區段中選取設定 > 時間設定。

步驟 3

選取內容。

步驟 4

選取啟用 NTP 用戶端。

步驟 5

選取選項以設定 NTP 伺服器設定。
我們建議您選取與主機一起開始和停止，以減少 ESXi 主機時間不正確的可能性。

使用 VMware vCenter 來建立備份
備份是運用 VMware 技術及 SAN 型資料傳送的傳統檔案系統。 VMware® Data Recovery 可以建立虛
擬機器的備份，而不會岔斷它們的使用或者它們提供的資料和服務。 Data Recovery 使用虛擬機器設
備及用戶端外掛程式來管理和還原備份。 備份設備是以開放式虛擬化格式 (OVF) 提供。 Data Recovery
外掛程式需要 VMware vSphere Client。
Data Recovery 會管理現有備份，並移除較舊的備份。 它也支援刪除重複作業來移除多餘資料。 執
行任何系統變更程序之前，我們建議您使用 VMware Data Recovery（隨附於 VMware vSphere 5.0 版）
或 vSphere Data Protection（隨附於 vSphere 5.1 版）來建立每個虛擬機器的備份。（VMware Data
Recovery/vSphere Data Protection 隨附於在 VMware vSphere 中，但 vSphere Essentials Kit 除外。 如需
相關資訊，請參閱 http://www.vmware.com/pdf/vdr_11_admin.pdf。）
此外，也可以使用儲存伺服器來建立備份。 請參閱 新增 NFS 或 SSH 儲存伺服器 ，第 158 頁 以
獲取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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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Mware vCenter 來擷取快照

與備份不同，虛擬機器快照是系統在特定時間點的圖片。 基於效能原因，建議您使用備份並將虛擬
機器備份保留在與包含虛擬機器的實體磁碟機不同的儲存體位置。 如需快照和已知效能問題的相關
資訊，請參閱使用 VMware vCenter 來擷取快照 ，第 7 頁。

步驟 1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2

遵循 VMware vSphere 文件中的指示，並使用 VMware Data Recovery（自 vSphere 5.1 版起稱為 VMware vSphere
Data Protection）建立系統和每個虛擬機器的備份。
如需此備份的完整詳細資訊，請參閱《VMware Data Recovery 管理指南》或《vSphere Data Protection 管理指
南》。
附註

我們建議您在完成系統變更程序、測試過系統，並對結果滿意之後刪除備份。 從舊備份或快照還原資
料中心可能會造成非預期的行為。

使用 VMware vCenter 來擷取快照
虛擬機器快照可用來在執行系統變更程序之後，快速復原虛擬機器。 與備份不同，快照是系統在特
定時間點的圖片（請參閱使用 VMware vCenter 來建立備份 ，第 6 頁）。 如果原始虛擬機器磁
碟檔遺失，則無法使用快照來復原虛擬機器。 建議您除了取得快照之外，應該另行備份系統。
快照是儲存在包含您虛擬機器的實體磁碟機上。 如果您不及時刪除這些快照，最終使用者可能會因
影響虛擬機器效能的已知問題，而遭遇音訊和視訊品質降低。 因此，建議您使用備份並將虛擬機器
備份保留在與包含虛擬機器的實體磁碟機不同的儲存體位置。 此外，快照可用於更新，但對於系統
升級，我們建議您在執行升級之前刪除所有快照並備份原始系統。
如需獲取有關 VMware 快照的此已知問題的更多資訊，請前往 VMware 網站並閱讀白皮書《Best
Practices for Running VMware vSphere on Network Attached Storage》。 如需相關資訊，您也可以在
VMware 知識庫中搜尋快照影響效能。
執行大多數系統變更程序之前，我們建議您備份系統（特別是在執行升級或擴充時），並對每個虛
擬機器製作快照（執行更新時）。 可以使用 VMware Data Recovery（自 vSphere 5.1 版起稱為 VMware
vSphere Data Protection）備份系統或擷取每部虛擬機器的快照。 （除了 vSphere Essentials Kit，VMware
Data Recovery/vSphere Data Protection 還包含在 VMware vSphere 中。）
請務必讀取特定程序的準備部分。 我們列出了每個程序的特定注意事項。
我們建議您保留快照的時間不超過 24 小時。 如果您想要長時間保留它們，我們建議您改為建立備
份。 如需 VMware Data Recovery（自 vSphere 5.1 版起稱為 VMware vSphere Data Protection）的相關
資訊，請參閱使用 VMware vCenter 來建立備份 ，第 6 頁。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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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3

在 VMware vCenter 上，為每個虛擬機器選取 Power > Shut Down Guest。

步驟 4

為每個虛擬機器選取 Snapshot > Take Snapshot。

步驟 5

輸入快照的名稱，然後選取 OK。
使用相同的字首（例如 August 20）為每部虛擬機器的快照加上標籤，以便您知道這些快照是在同一時間擷取
的。

步驟 6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下一步動作
•測試系統，確認此程序已成功執行。
•如果您必須還原為快照，請確定每部虛擬機器的快照都是在相同時間擷取的。 開啟具有不相符
快照的系統電源可能會導致資料庫毀損。

移除快照
在系統運作中移除快照會造成效能問題。 為了避免系統效能降低，移除快照之前，請先讓系統離
線。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0 版及更低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或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
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作用中的資料中心上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並防止使用者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
加入會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並且另一個資料中心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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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中狀態，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用中資料中心。 這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哪些系
統任務要求開啟維護模式的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步驟 3

在 VMware vCenter 用戶端中，對要更新的資料中心內的每一部虛擬機器選取 VM > Power > Shut Down Guest。
如需使用 vSphere 的完整詳細資訊，請參閱 VMware ESXi 和 vCenter Server 文件。

步驟 4

若要移除所有 VM 的快照，請用滑鼠右鍵按一下 VM > Snapshot > Snapshot Manager。

步驟 5

選取快照並選取刪除。

步驟 6

選取是確認此動作。

步驟 7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將現有 VMDK 檔案附加至新虛擬機器
如何在擴充或升級系統時使用 VMware vCenter 將虛擬機器磁碟 (VMDK) 從現有管理虛擬機器附加至
新的管理虛擬機器。 （儲存在管理虛擬機器的硬碟 4 上的系統資料會加以重複使用。）

注意

建立硬碟 4 基本 VMDK 檔案的副本，然後將該檔案複製到升級或擴充系統中管理虛擬機器的虛
擬機器資料夾中。如果僅連接硬碟4，則資料仍然儲存在舊管理虛擬機器的虛擬機器資料夾中。
如果意外刪除 vCenter 庫存中的現有管理虛擬機器，則目前的系統會無法存取硬碟 4。
確保複製硬碟 4 的原始基本 VMDK 檔案，而不是此 VMDK 檔案的快照。
如果使用的是直接連接儲存 (DAS)，請將 VMDK 移轉至新管理虛擬機器可以存取它的邏輯單元
編號 (LUN)。

附註

我們將系統變更程序之前的管理虛擬機器稱為目前管理虛擬機器。 將擴充或升級之後的管理虛
擬機器稱為升級管理虛擬機器。

步驟 1

導覽 VMware vCenter 中的庫存，並尋找適合您系統的目前管理虛擬機器。

步驟 2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虛擬機器名稱，然後選取編輯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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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虛擬機器內容視窗。
步驟 3

選取硬體標籤，然後選取硬碟 4。

步驟 4

為供將來參考，請將磁碟檔案位置複製並貼至其他文件。
這會指定 VMware vCenter 中 VMDK 的位置。
字串類似於 [EMC-LUN10-RAID5] webex-sysA-admin/webex-sysA-admin_3.vmdk。 如果之前已升
級了系統，則檔案名稱不會遵循現有虛擬機器的命名慣例。

步驟 5

請記下硬碟 4 的儲存體位置，及虛擬機器資料夾的名稱。
資料夾名稱字串類似於 [EMC-LUN8-RAID5] webex-sysB-admin。

步驟 6

關閉編輯設定... 視窗，而不做任何變更。

步驟 7

將 vCenter 檢視切換為資料存放區和資料存放區叢集檢視。 選取檢視 > 庫存 > 資料存放區和資料存放區叢集。

步驟 8

選取目前的管理虛擬機器所在的儲存體位置（透過步驟 5），並選取瀏覽此資料存放區。

步驟 9

選取升級的管理虛擬機器所在的儲存體位置（針對擴充或升級的系統），並選取瀏覽此資料存放區。

步驟 10

將兩個資料存放區的瀏覽器視窗（針對目前與擴充或升級的管理虛擬機器）並排排列，使您能夠同時查看這兩
個管理虛擬機器的資料夾。

步驟 11

開啟這兩個虛擬機器的資料夾，並將 VMDK 從目前的管理虛擬機器資料夾複製到更新的管理虛擬機器資料
夾。
a) 在目前管理虛擬機器資料夾中，找到與硬碟 4 相關聯的 VMDK。 參照步驟 4 中記下的檔案位置以確認準確
性。
b) 在檔案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並選取複製。
c) 在升級的管理虛擬機器資料夾內按一下滑鼠右鍵，並選取貼上。 當貼上作業完成時，關閉這兩個資料存放
區視窗。
d) 選取檢視 > 庫存 > 主機和叢集，以將 vCenter 視圖返回主機和叢集清單。

步驟 12

導覽 VMware vCenter 中的庫存，並尋找適合您系統的擴充或升級管理虛擬機器。

步驟 13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擴充或更新的虛擬機器名稱，然後選取編輯設定...。
顯示虛擬機器內容視窗。

步驟 14

選取硬體標籤，然後選取硬碟 4。

步驟 15

選取移除。
此動作不會立即移除虛擬機器。 而是會排定移除現有虛擬機器。

步驟 16

選取新增。
會顯示新增硬體精靈。

步驟 17

選取硬碟，然後選取下一步。

步驟 18

選取使用現有的虛擬磁碟，然後選取下一步。

步驟 19

選取瀏覽，並導覽至擴充或升級的管理虛擬機器所在的資料存放區。 導覽至新管理虛擬機器的資料夾。 連按
兩下此資料夾，然後選取在步驟 11 中作為複製來源的虛擬磁碟。 選取確定。

步驟 20

在虛擬裝置節點下拉清單中選取 SCSI (0:3)，然後選取下一步。

步驟 21

檢查變更，如果正確無誤，請選取完成。 否則，選取上一步並修正任何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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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靈完成後，「硬體」標籤中會顯示一個標記要新增的新磁碟。
步驟 22

透過選取確定確認新增和移除作業。

步驟 23

在 VMware vCenter 最近任務窗格中檢視此虛擬機器重新設定任務，確保沒有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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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自動部署系統
•系統部署的一般概念 ，第 14 頁
•安裝檢查清單 ，第 16 頁
•自動部署所需資訊 ，第 17 頁
•透過 VMware vSphere 用戶端部署 OVA 檔案 ，第 19 頁
•選取用於設定的語言 ，第 22 頁
•確認部署 ，第 22 頁
•選擇要安裝的系統 ，第 23 頁
•選擇部署的類型 ，第 23 頁
•提供 VMware vCenter 認證 ，第 24 頁
•選擇用於媒體虛擬機器的 vCenter 設定 ，第 24 頁
•輸入媒體虛擬機器的網路資訊 ，第 24 頁
•新增公開存取 ，第 25 頁
•輸入公用 VIP 位址 ，第 27 頁
•輸入私人 VIP 位址 ，第 27 頁
•WebEx 網站和 WebEx 管理 URL ，第 27 頁
•確認網路已正確設定 ，第 29 頁
•部署虛擬機器 ，第 29 頁
•檢查系統 ，第 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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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部署的一般概念
系統大小
依支援的並行使用者數來識別系統：
•50 個並行使用者（亦稱為微型系統）
通常支援擁有 500 至 1000 個員工的公司
主要系統 [沒有高可用性 (HA)] 包含一個管理虛擬機器及一部選用的「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IRP)」機器。
•250 個並行使用者（亦稱為小型系統）
通常支援擁有 2500 至 5000 個員工的公司
主要系統（沒有 HA）包含一個管理虛擬機器、一個媒體虛擬機器及一部選用的「網際網
路反向 Proxy (IRP)」機器。
•800 個並行使用者（亦稱為中型系統）
通常支援擁有 8000 至 16,000 個員工的公司。
主要系統（沒有 HA）包含一個管理虛擬機器、一個媒體虛擬機器及一部選用的「網際網
路反向 Proxy (IRP)」機器。
•2000 個並行使用者（亦稱為大型系統）
通常支援擁有 20,000 至 40,000 個員工的公司。
主要系統（沒有 HA）包括 1 個管理虛擬機器、3 個媒體虛擬機器、2 部 Web 機器及一部
選用的「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IRP)」機器。

部署期間的使用規定
WebEx 網站 URL — 供使用者在單一資料中心環境中主持和出席會議的安全 HTTP URL。
WebEx 管理 URL — 供管理員在單一資料中心環境中設定、監視和管理系統的安全 HTTP URL。
公用 VIP — WebEx 網站 URL 的虛擬 IP 位址。
私人 VIP — 管理網站 URL 的虛擬 IP 位址或 WebEx 網站 URL 的虛擬 IP 位址（如果您具有水平分
割的 DNS，則僅供內部使用者使用）。
WebEx 通用 URL — 供 DNS 用來將使用者重新導向至資料中心，使用者可以在資料中心中執行會
議相關的任務，例如排定或主持會議。 DNS 選擇的資料中心對於使用者而言是透明的。 WebEx 通
用 URL 只是供使用者進入系統的便利位置。 如果資料中心關閉，對使用者不會有任何變化（包括
用來存取會議的 URL），因為 DNS 會將使用者重新導向至存留的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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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通用 URL — 通常僅稱為管理 URL。 DNS 使用它將管理員重新導向至管理資料中心，管理員在
其中登入系統。 DNS 選擇的資料中心對於管理員而言是透明的（但是，URL 列中的字串會變更，
取決於管理員用來存取系統的資料中心）。 管理通用 URL 只是管理員用來進入系統的便利目標。
管理員本端 URL — 為「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中的每個資料中心所特有。 透過管理通用 URL
登入時，DNS 會將管理員重新導向至管理資料中心的管理本端 URL。 任何系統修改（例如將授權
指派給使用者）都在管理資料中心上執行，並且複製到 MDC 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管理員可以從 CWMS 應用程式中選擇特定資料中心進行修改，但選擇另一個資料中心進行修改並不
會變更管理本端 URL，因為管理員對系統的存取權，會隨管理員登入系統時 DNS 選擇的資料中心
保留。 管理員對 MDC 系統中另一個資料中心的修改會透過 DNS 選擇的管理資料中心傳遞至目標資
料中心。
一個 MDC 系統至少具有兩個管理本端 URL，分別用於系統中的每個資料中心。
本端 URL，為每個資料中心特定。

系統設定檔資訊
通用網站 URL
通用管理 URL
DC1 和 DC2 虛擬 IP 位址
資料中心 1

資料中心 2

本端網站 URL
本端管理員 URL
公用虛擬 IP 位址
私人虛擬 IP 位址
DNS 伺服器
管理虛擬機器 IP 位址
媒體虛擬機器 IP 位址 1
媒體虛擬機器 IP 位址 2
媒體虛擬機器 IP 位址 3
網路虛擬機器 IP 位址 1
網路虛擬機器 IP 位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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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Z 虛擬機器 IP 位址（選用）
CWMS 管理員電子郵件地址
管理員密碼
Remote Access1
Remote Access 密碼
Call Manager IP 位址
Cisco Call Manager 管理員 ID
Cisco Call Manager 密碼
CWMS 撥入號碼
電話號碼

1 帳戶必須在使用中，才會啟用遠端存取。

安裝檢查清單
限制

您必須使用 VMware vCenter，來管理在其中部署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系統的 ESXi 主
機。

網路變更
請參閱《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規劃指南》，並為您的部署選取適當的網路檢查清單。 請考慮
以下幾項：
•公開存取： 您的防火牆外部的使用者是否可以透過網際網路或行動裝置主持和存取會議。 我
們建議允許公開存取，因為能為您的行動辦公提供更好的使用者體驗。
•您公司中 DNS 設定的類型： 水平分割 DNS 或非水平分割 DNS（最常見的 DNS 設定）。 如需
DNS 設定的相關資訊，請參閱《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規劃指南》。
•從管理員桌面開啟連接埠 10200 至管理虛擬機器。 在部署期間 Web 瀏覽器使用連接埠 10200。
必填資訊
如果您是執行自動部署（支援並行使用者人數為 50、250 及 800）系統或手動部署（支援所有系統
大小），則所需資訊會有所不同。 除非您要部署總是需要手動部署的 2000 位使用者系統，否則我
們建議您選取自動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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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部署類型選取適當的檢查清單：
•自動部署所需資訊 ，第 17 頁
•手動部署所需資訊 ，第 32 頁

自動部署所需資訊
以下是系統所需的資訊 (依序列出)。

附註

請務必先將虛擬機器 FQDN、IP 位址、WebEx 和管理網站 URL 及 VIP 位址新增至 DNS 伺服器，
然後再開始系統部署。 我們會在部署期間使用此資訊來為您尋找 IP 位址。
若要避免任何 DNS 問題，請測試這些 URL 和 IP 位址，然後再開始 OVA 部署。 否則，系統部
署可能會失敗，直到您更正這些錯誤為止。
若要讓所有元件都在主要系統上啟動，則主要系統的「完整網域名稱 (FQDN)」長度必須是等於
或小於 50 個字元數。 如果 FQDN 長度超過 50 個字元，則 MZM、CB 和 WWP 元件將處於「已
關閉」狀態。 （FQDN=包括網域的主要系統名稱。）
欄位名稱

說明

系統的值

vCenter URL

您系統中虛擬機器的 vCenter 伺服器的安全 HTTP
位址。

vCenter 使用者名稱 要為系統部署虛擬機器的使用者名稱。 此使用者
必須具有管理員特權： 部署、設定、開啟或關
閉，以及刪除虛擬機器。
vCenter 密碼

vCenter 使用者的密碼。

（僅限並行使用者
人數為 250 和 800
的系統）

媒體虛擬機器的 ESXi 主機。
附註

此 ESXi 主機必須與 vCenter URL 在相
同的 vCenter 上。

ESXi 主機
（僅限並行使用者
人數為 250 和 800
的系統）

媒體虛擬機器的資料存放區。

資料存放區
（僅限並行使用者
人數為 250 和 800
的系統）

媒體虛擬機器的連接埠群組。
附註

Cisco 建議您選擇為管理虛擬機器選取的
相同連接埠群組。

虛擬機器連接埠群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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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說明

系統的值

（僅限並行使用者
人數為 250 和 800
的系統）

媒體虛擬機器的 FQDN（全部小寫字元）。

媒體虛擬機器的
FQDN
（僅限並行使用者
人數為 250 和 800
的系統）

媒體虛擬機器的 IPv4 位址。 我們會為此媒體虛
擬機器自動尋找相應的 IPv4 位址。

媒體虛擬機器的
IPv4 位址
（僅限公開存取）
ESXi 主機

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虛擬機器的 ESXi 主機。
我們建議您選取與為管理及其他內部虛
附註
擬機器所選 ESXi 主機不同的 ESXi 主
機。
如果要允許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的流量，
請確定 ESXi 主機已設定連接埠群組，該
群組可以路由其 IP 位址由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使用的 VLAN。

（僅限公開存取）

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虛擬機器的資料存放區。

資料存放區
（僅限公開存取）

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虛擬機器的連接埠群組。

虛擬機器連接埠群
組

附註

基於安全考量，Cisco 建議您選取與為管
理虛擬機器所選連接埠群組不同的連接
埠群組。

（僅限公開存取）

「網際網路反向 Proxy」虛擬機器的 FQDN（全
部小寫字元）。
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的 FQDN
（僅限公開存取）

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虛擬機器的 IPv4 位址。 我
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們會為此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虛擬機器自動尋找
相應的 IPv4 位址。
IPv4 位址
（僅限公開存取）

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虛擬機器的 IPv4 閘道。

IPv4 閘道
（僅限公開存取）

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虛擬機器的子網路遮罩。

IPv4 子網路遮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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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說明

系統的值

（僅限公開存取）

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虛擬機器的 DNS 伺服器。

主要 DNS 伺服器
IPv4 位址
（僅限公開存取）
次要 DNS 伺服器
IPv4 位址
公用 VIP

私人 VIP

（選用）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虛擬機器的其他
DNS 伺服器。

WebEx 網站 URL（網站使用者存取該 URL 來主
持和出席會議）的 IP 位址
•管理網站 URL (管理員用來設定、監控及管
理系統) 的 IP 位址
•WebEx 網站 URL 的 IP 位址（如果您使用
水平分割DNS，則僅適用於內部使用者）。

WebEx 網站 URL

使用者用於主持和出席會議的安全 HTTP URL
（全部小寫字元）。

WebEx 管理 URL

管理員用於設定、監控及管理系統的安全 HTTP
URL（全部小寫字元）。

後續動作
使用此資訊，在瀏覽器視窗中輸入部署 URL 來開始系統部署。 （部署 URL 將顯示在管理虛擬機器
的主控台視窗中。）

附註

如果在完成設定之前將系統重新開機，則會產生新的密碼，您必須將部署 URL 與新密碼一起使
用。

透過 VMware vSphere 用戶端部署 OVA 檔案
OVA 範本為每個虛擬機器建立兩個虛擬 NIC。 但是，僅管理虛擬機器會使用兩個 NIC。 所有其他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CWMS) 虛擬機器都僅使用一個虛擬 NIC，另一個虛擬 NIC 則中斷連
線。
提供了下列程序作為一般指導。 在 OVA 部署期間看到的螢幕，取決於 vCenter、儲存體和網路設
定，可能與此程序中的說明不同。 請參閱 VMware vSphere 文件，以取得有關 OVA 精靈的完整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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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之前
請獲取用於您系統的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OVA 檔案，並將此檔案置於可從 VMware vSphere
存取的位置。 使用 VMware vSphere 用戶端，為系統部署管理虛擬機器。
您必須使用 VMware vCenter，來管理在其中部署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系統的 ESXi 主機。
使用 vSphere 用戶端，登入 vCenter，及為管理虛擬機器部署 OVA 檔案。

步驟 1

登入您的 VMware vSphere 用戶端。
務必以包含管理員特權的使用者身份登入： 部署、設定、開啟或關閉，以及刪除虛擬機器。

步驟 2

選取檔案 > 部署 OVF 範本...

步驟 3

選取瀏覽，以導覽至 OVA 檔案的位置。 選取下一步。
可以選取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鏈結，以前往具有此系統相關詳細資訊的網頁。

步驟 4

閱讀「最終使用者授權協議」並選取接受，然後選取下一步。

步驟 5

導覽至 vCenter 庫存中要放置管理虛擬機器的位置並選取此位置。

步驟 6

輸入適合您系統大小的虛擬機器名稱，然後選取下一步。 如需為您公司選取正確大小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系
統部署的一般概念 ，第 14 頁。
您必須先部署管理虛擬機器，然後才部署任何其他虛擬機器。 如果選取自動部署（建議），則我們將為您部
署其他虛擬機器。 如果選擇手動部署（2000 個並行使用者的系統需要），則在部署管理虛擬機器後，必須使
用此同一精靈來部署其他虛擬機器。
Cisco 建議您在虛擬機器名稱中包含類型；例如，管理虛擬機器名稱中的「Admin」，以能夠輕易在 vCenter 庫
存中識別。
您系統的所有內部虛擬機器，都必須位在與管理虛擬機器相同的子網路中。 （視所選系統大小而定，可能需
要一個或多個媒體和 Web 內部虛擬機器。）

步驟 7

從下拉清單中，選取適用於您系統大小的虛擬機器，然後選取下一步。
務必先部署管理虛擬機器，然後再於您的系統中部署任何其他虛擬機器。

步驟 8

導覽 vCenter 庫存，然後選取要部署系統之虛擬機器所在的 ESXi 主機或叢集。 選取下一步。

步驟 9

如果叢集包含資源集區，請選取要部署 OVA 範本的資源集區，然後選取下一步。
資源集區會共用 CPU 和記憶體資源，以與 VMware 功能（例如 DRS 或 vMotion）搭配使用。 資源集區必須為
單一 ESXi 主機專屬。 不建議將 VMware 資源集區與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搭配使用。

步驟 10

選取您的虛擬機器的資料存放區，以及您的虛擬機器的佈建類型。
您必須選取完整佈建，並建立系統所需的最大虛擬磁碟空間。 使用「精簡佈建」，VMware 會依需要分配檔
案系統空間，這可能會導致效能較差。 消極零已足夠，積極零可接受，但積極零將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完成。

步驟 11

設定網路對應。 對於每種來源網路，從目標網路欄的下拉清單中選取目標網路。 選取下一步。
「VM 網路」和「VIP 網路」都必須對應至「目標網路」欄中的相同值。 您可以忽略有關多個來源網
附註
路對應至相同主機網路的警告訊息。

步驟 12

為虛擬機器輸入以下資訊，然後選取下一步：
•虛擬機器的主機名稱（請勿在這裡加入網域）
•虛擬機器的網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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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機器的 IPv4 位址 (Eth0)
•虛擬機器的子網路遮罩
•閘道 IP 位址
•包含此虛擬機器的主機名稱和 IP 位址的項目的主要 DNS 伺服器
•包含此虛擬機器的主機名稱和 IP 位址的項目的次要 DNS 伺服器（如果一個系統只設定一個 DNS 伺服
器，則會有風險，因為這會形成單個故障點。 我們建議您設定次要 DNS 伺服器以建立網路備援。）
•在安裝過程中開啟此虛擬機器的電源後顯示的語言
附註

若要避免 DNS 問題，則可以測試 URL 和 IP 位址，然後再開始 OVA 部署。 如果發生錯誤，則部署將
失敗。

步驟 13

確認您已輸入的資訊。 如果存在任何錯誤，請選取上一步，然後變更值。

步驟 14

如果要手動升級系統，請選取完成，跳過此程序的剩餘部分，然後繼續執行「手動升級系統 ，第 80 頁」
中的下一步。 （應該在部署升級系統後，但尚未開啟電源時，使用手動部署將資料從原始系統複製到升級系
統。） 否則，勾選部署後開啟電源，然後選取完成。

步驟 15

如果您要部署管理虛擬機器，請轉至 vCenter，並開啟虛擬機器的主控台視窗。 開啟電源後，我們將檢查您在
OVA 部署期間輸入的網路資訊。
如果我們可以確認連線，則會出現一個綠色勾選標記。
如果存在問題，則會出現一個紅色 X 標記。 修正錯誤，並重新嘗試 OVA 部署。

步驟 16

記下主控台視窗中所顯示區分大小寫的 URL。
管理員使用此 URL 來繼續系統部署。
如果系統在設定完成之前已重新開機，則會產生新密碼，您必須將 URL 與新密碼搭配使用。

下一步動作
如果您是執行手動部署，我們建議您在此時為系統部署剩餘的虛擬機器。 這可避免與開啟虛擬機器
電源相關的任何問題，例如逾時。
如果部署成功，請在瀏覽器視窗中繼續系統部署。
如果部署失敗，請參閱 OVA 部署失敗後檢查網路設定 ，第 21 頁。

OVA 部署失敗後檢查網路設定
確認針對虛擬機器的網路輸入項目。

重要須知

除部署失敗後之外，請勿對系統中的任何虛擬機器使用編輯設定...。 系統啟動並執行後，您必須
使用 WebEx 管理網站對虛擬機器設定進行進一步編輯。 如果您使用 vSphere 用戶端，系統不會
接受這些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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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如需詳細步驟，請參閱 VMware vSphere 文件。

步驟 1

在 vSphere 用戶端中，在虛擬機器上選取Power > Shut Down Guest。

步驟 2

在庫存中尋找虛擬機器，然後在編輯設定...上按一下滑鼠右鍵。

步驟 3

選取選項標籤。

步驟 4

選取內容並確認已正確輸入所有網路資訊。 如果需要任何變更，請使用正確的設定重新部署 OVA。
網路問題的一個可能原因是未正確設定 ESXi 主機的 VLAN 路由。 由於虛擬機器在該 VLAN 上，因此虛擬機
器不會有網路連線。 透過 ESXi 主機駐留的網路，您應可以 ping 將用於系統中虛擬機器的 VLAN 的預設閘道
IP 位址。

選取用於設定的語言
確定用於設定系統的偏好語言。

附註

在系統部署完成之前，請勿關閉此瀏覽器視窗。 如果您提前關閉瀏覽器，則可能必須重新開始
部署。
CWMS System 是升級至 2.5 版後資料中心的預設名稱；它未從英文翻譯為任何其他語言。

開始之前
請確定您已從 VMware vCenter 部署管理虛擬機器。 請參閱 透過 VMware vSphere 用戶端部署 OVA
檔案 ，第 19 頁

步驟 1

從下拉功能表中選取語言。

步驟 2

選取下一步。

確認部署
若要確認是要部署新系統還是擴充現有系統，請選取下一步。

確認系統的大小
在您使用 OVA 檔案部署管理虛擬機器時，已選取系統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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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您在 OVA 部署期間選取的系統大小是正確的。
如果您選取的系統大小是正確的，請選取下一步。
如果您選取的系統大小不正確，則選取 I want to change System Size。
a) 使用 VMware vSphere 用戶端，為系統大小不正確的「管理」虛擬機器選取 Power > Shut
Down Guest。
b) 在虛擬機器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取 Delete from Disk。
c) 重新部署 OVA 檔案，並選取系統大小正確的管理虛擬機器。

選擇要安裝的系統

步驟 1

確定安裝的類型。
•如果您是第一次安裝此系統，則選擇安裝主要系統。
•如果已安裝主要系統，並且要新增備援高可用性 (HA) 系統，則選擇建立高可用性 (HA) 備援系統。
請勿嘗試在安裝主要系統之前安裝 HA 系統，因為除非已先安裝主要系統，否則您無法使用 HA 系統。

步驟 2

選取下一步。

選擇部署的類型
可以選擇自動或手動部署系統虛擬機器。 自動或手動部署的選擇取決於下列情況：
•如果您有時間限制，則自動部署比手動部署更快。
•如果您偏好逐步指導，則自動部署期間會提供指導。
•如果您熟悉 VMware vCenter 但不想將 vCenter 認證提供給我們，請選取手動部署。
除非您要部署總是需要手動部署的 2000 個使用者系統，否則我們建議您選取自動。

步驟 1

選取自動或手動部署：
•自動： 我們將部署您系統所需的所有虛擬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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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動： 使用 VMware vCenter 來手動部署每個虛擬機器。 回答一些關於系統的問題後，您將收到系統所
需的虛擬機器清單。
步驟 2

選取下一步。

提供 VMware vCenter 認證
如果您選取自動部署，則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會要求您提供 vCenter 認證以便為您部署虛擬
機器。

開始之前
系統的所有 ESXi 主機都必須屬於相同的 VMware vCenter。

步驟 1

為將在其中部署系統的 vCenter 輸入安全的 https URL。

步驟 2

輸入我們將用於部署虛擬機器的使用者名稱。 vCenter 使用者必須包含允許該管理者部署、設定、開啟電源和
關閉電源及刪除虛擬機器的管理員特權。

步驟 3

輸入此使用者名稱的密碼。

步驟 4

選取下一步。

選擇用於媒體虛擬機器的 vCenter 設定
250 個使用者和 800 個使用者系統部署需要媒體虛擬機器。

步驟 1

從下拉清單中，選擇用於媒體虛擬機器的 ESXi 主機。

步驟 2

選擇媒體虛擬機器的資料存放區。

步驟 3

選擇媒體虛擬機器的虛擬機器連接埠群組。
Cisco 建議您選擇為管理虛擬機器選取的相同連接埠群組。

步驟 4

選取下一步。

輸入媒體虛擬機器的網路資訊
透過輸入媒體虛擬機器的完整網域名稱，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會嘗試填寫網路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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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媒體虛擬機器必須與管理虛擬機器位在相同的子網路上。 不要編輯媒體虛擬機器的網域、IPv4
閘道、子網路遮罩或 DNS 伺服器。

步驟 1

輸入媒體虛擬機器的 FQDN。
您應該已經輸入 DNS 伺服器中媒體虛擬機器的主機名稱和 IP 位址。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會尋找並填
寫 IPv4 位址。

步驟 2

選取下一步。

新增公開存取
如果使用 IRP 來新增公開存取，則防火牆外部的使用者可以透過網際網路或行動裝置來主持或出席
會議。 可以隨時根據資料中心 將 IRP 虛擬機器新增至系統。 將 IRP 新增至「多重資料中心 (MDC)」
環境中的一個資料中心，可讓防火牆外部的使用者存取整個系統。 若要阻止外部存取，則必須將所
有 IRP 虛擬機器從系統中移除。
基於安全考量，我們建議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所在的子網路應該放置在與管理虛擬機器所佔用不同
的子網路。 這樣做可確保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與內部（管理及媒體，如果適用）虛擬機器之間的網
路層次隔離。
在「多重資料中心 (MDC)」環境中，無法擴充或升級資料中心。 次要資料中心必須從 MDC 中移
除，使它成為「單一資料中心 (SDC)」環境。 修改資料中心之後可以還原 MDC 環境，並且驗證資
料中心大小和版本相符。

開始之前
無需將儲存伺服器連接至「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IRP)」伺服器。
如果在管理虛擬機器和 IRP 虛擬機器之間存在防火牆，則必須允許暫時 IP 位址通過防火牆。

步驟 1

選擇外部使用者是否可以主持或出席會議。
•如果要新增公開存取，請確認已選取建立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虛擬機器。
•如果只想要內部使用者（受公司防火牆保護）主持或出席會議，則取消勾選建立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虛
擬機器。

步驟 2

選取下一步。

下一步動作
•具有公開存取： 選擇用於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IRP) 的 vCenter 設定 ，第 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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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公開存取： 輸入私人 VIP 位址 ，第 27 頁
•對於 IPv6 用戶端連線： 設定 IPv6 用戶端連線 ，第 145 頁

選擇用於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IRP) 的 vCenter 設定
開始之前
驗證 VMware vCenter 所需的防火牆連接埠已開啟，以便 vCenter 可以部署「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IRP)」虛擬機器。 如需必要的防火牆連接埠的相關資訊，請參閱《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規
劃指南》。

步驟 1

從下拉清單中，選擇用於 IRP 虛擬機器的 ESXi 主機。

步驟 2

選擇 IRP 的資料存放區。

步驟 3

選擇虛擬機器連接埠群組。

步驟 4

選取下一步。

輸入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IRP) 的網路資訊

步驟 1

在 DNS 中輸入「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IRP)」伺服器的主機名稱和 IP 位址，以啟用從外部網路查詢。
如果具有啟用從內部網路查詢的 DNS 伺服器，亦請將 IRP 伺服器的主機名稱和 IP 位址新增至這些 DNS 伺服
器。 這樣做可以在內部虛擬機器和 IRP 伺服器之間實現安全連線。

步驟 2

輸入下列資訊：
如果在 DNS 伺服器中輸入「網際網路反向 Proxy」虛擬機器的主機名稱和 IP 位址，則會自動填寫 IPv4 位址
欄位。
•完整網域名稱 (FQDN)
•IPv4 閘道
•IPv4 子網路遮罩
•主要 DNS 伺服器 IPv4 位址
•（可選）次要 DNS 伺服器 IPv4 位址

步驟 3

選取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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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公用 VIP 位址
•此公用 VIP 位址必須可以在網際網路和內部網路上看見（僅限水平分割 DNS）。
•此公用 VIP 位址必須與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位於同一個子網路。
•如果您沒有水平分割 DNS，則所有使用者都會使用公用 VIP 位址來主持和出席會議。
•如果您具有水平分割 DNS，且已新增公開存取，則外部使用者會使用公用 VIP 位址來主持和出
席會議。
如需取得有關非水平分割、水平分割 DNS 及公開存取的更多資訊，請參閱《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規劃指南》。

附註

如果您要建立高可用性 (HA) 系統，則不需要重新輸入此資訊，因為我們將使用您為主要系統輸
入的資訊。
•輸入公用 VIP IPv4 位址，然後選取下一步。

輸入私人 VIP 位址
管理員透過對應至私人 VIP 位址的管理網站 URL，來設定、監控及維護系統。
如果您有水平分割 DNS，則內部使用者也可使用私人 VIP 位址來主持和出席會議。
如果要新增高可用性 (HA) 系統，則不需要重新輸入此資訊；我們將使用您為主要系統輸入的資訊。

開始之前
私人虛擬 IP (VIP) 位址必須與內部（「管理」和「媒體」，如果適用）虛擬機器位在相同的子網路
上。
•輸入 IPv4 私人 VIP 位址，然後選取下一步。

WebEx 網站和 WebEx 管理 URL
WebEx 網站 URL
使用者存取 WebEx 網站 URL 以排定、主持或出席會議。 此 URL 解析為私人 VIP 位址或公用 VIP
位址，視您是否使用水平分割 DNS 而定。
•當您不使用水平分割 DNS 時，針對所有使用者解析為公用 VIP 位址。
•當您使用水平分割 DNS 時，針對所有外部使用者解析為公用 VIP 位址。
•當您使用水平分割 DNS 時，針對內部使用者解析為私人 VIP 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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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必須對 WebEx 網站 URL 開放連接埠 80 和 443。

WebEx 管理 URL
管理員存取 WebEx 管理 URL 以設定、管理和監控系統。 此 URL 解析為私人 VIP 位址。

附註

必須對 WebEx 管理 URL 開放連接埠 80 和 443。

WebEx 網站和 WebEx 管理 URL 的名稱
您可以為這些 URL 選擇全部由小寫字元組成的幾乎任何名稱。 但是，不能在 URL 中使用以下內容
作為主機名稱：
•與系統中的任何虛擬機器的主機名稱相同的名稱
•authentication
•client
•companylogo
•dispatcher
•docs
•elm-admin
•elm-client-services
•emails
•maintenance
•manager
•orion
•oriondata
•oriontemp
•nbr
•npp
•probe
•reminder
•ROOT
•solr
•TomcatROOT
•upgrade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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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0107ld
•version
•WBXService
•WebEx

輸入 WebEx 通用網站和管理網站 URL
通用網站 URL 允許使用者排定和主持會議，以及存取會議錄製檔。 管理網站 URL 提供系統管理。
如果要新增「高可用性 (HA)」系統，則不必重新輸入此資訊；主要系統 URL 應該與 HA 系統 URL
相符。（如需 URL 的描述，請參閱系統部署的一般概念 ，第 14 頁。）

步驟 1

輸入 WebEx 通用網站和 WebEx 管理網站安全 (https) URL。
WebEx 通用網站 URL 必須與 WebEx 管理 URL 不同。
請勿在 WebEx URL 的主機名稱部分重複使用虛擬機器的主機名稱。

步驟 2

選取下一步。

確認網路已正確設定
此螢幕提供系統所需網路變更的線上說明鏈結。 線上說明提供有關 DNS 伺服器變更及防火牆設定
的詳細資訊。
必須進行 DNS 伺服器和防火牆變更，以允許我們測試網路連線。
如果您尚未執行此作業，請完成網路設定，然後選取下一步。
如果您正在測試自動部署，則我們會在您選取下一步時部署您的系統所需的虛擬機器。
如果要測試手動部署，請輸入虛擬機器的主機名稱並部署虛擬機器（如果尚未部署虛擬機器）。
完成部署時，可以測試虛擬機器，方式是開啟虛擬機器的電源並確認所有虛擬機器都已順利開啟電
源。

部署虛擬機器
根據您稍早前輸入的資訊，我們會部署您系統所需的虛擬機器。
部署需要數分鐘才能完成。 請勿離開此頁面，除非所有虛擬機器都已部署且開啟電源（否則會顯示
錯誤訊息，指出部署失敗）。
如果狀態欄顯示所有綠色勾選標記，則表示部署完成，沒有任何錯誤。 選取下一步。
如果指示了錯誤，請修正錯誤並選取下一步以重新部署系統。 可以選取下載記錄檔案，以取得此部
署的記錄檔案。 記錄會提供部署記錄，此記錄可用來對失敗的部署進行疑難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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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重新部署系統之前，請確保關閉電源並刪除任何涉及這些錯誤的虛擬機器；否則，在重新部署期
間，您可能會看到關於現有虛擬機器的錯誤訊息。

檢查系統
系統檢查會驗證系統的設定參數。 這包括確認虛擬機器具有所需的最低設定，及驗證 WebEx 網站
和 WebEx 管理 URL。
系統檢查需要數分鐘才能完成。 在所有檢查都已成功完成之前，請勿離開此頁面，否則系統檢查會
失敗，並且會顯示錯誤訊息來指出問題。
如果您在檢查完成之前重新載入頁面，則會將您送回此系統部署的第一個頁面。 順利完成檢查後，
會出現設定公用程式的第一個頁面。
在部署程序中使用的管理網站 URL 是管理虛擬機器主機名稱。 在基本設定期間，會以管理網站 URL
取代主機名稱。 因此，當您第一次登入管理網站時，系統可能提示您接受憑證異常。
•完成以下選項之一：
如果沒有任何錯誤，而且狀態全部顯示綠色勾選標記，請選取下一步，然後繼續「設定電
子郵件 (SMTP) 伺服器 ，第 45 頁」。 在極少數情況下，可能會看到未測試。 這並非
表示虛擬機器有任何問題。 它只是說明系統檢查未完成；例如，項目可能會顯示，因為暫
時遺失了網路連線。 完成部署後，您便可以登入管理網站並檢查這些資源。
如果網路連線有問題，驗證已正確輸入 WebEx 網站 URL、管理 URL 和 IP 位址。 驗證這
些網站位於同一個子網路中，而且已在 DNS 伺服器中正確輸入參數。
如果在系統符合最低系統容量方面有問題，則有兩個選項：
從 VMware vCenter 關閉所有虛擬機器，並手動刪除它們。 然後，在資源符合或超過
最低需求的系統上重試系統部署。
繼續執行目前的安裝。 如果繼續，則必須確認放棄請求 Cisco 技術支援的權利。 透
過勾選錯誤訊息勾選方塊進行確認，然後選取下一步。
如果一個或多個虛擬機器有任何問題，則使用 VMware vCenter 來關閉出錯的虛擬機器的
電源，並手動刪除它們。 修正問題，然後重試系統部署。
•選取繼續以前往基本設定，在其中，可以開始設定郵件伺服器（「設定電子郵件 (SMTP) 伺服
器 ，第 45 頁」）及識別管理員（「建立管理員帳戶 ，第 51 頁」）。 如果將由另一個管理員
完成基本設定，請將此 URL 傳送給該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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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部署的一般概念
安裝檢查清單
限制

您必須使用 VMware vCenter，來管理在其中部署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系統的 ESXi 主
機。

網路變更
請參閱《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規劃指南》，並為您的部署選取適當的網路檢查清單。 請考慮
以下幾項：
•公開存取： 您的防火牆外部的使用者是否可以透過網際網路或行動裝置主持和存取會議。 我
們建議允許公開存取，因為能為您的行動辦公提供更好的使用者體驗。
•您公司中 DNS 設定的類型： 水平分割 DNS 或非水平分割 DNS（最常見的 DNS 設定）。 如需
DNS 設定的相關資訊，請參閱《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規劃指南》。
•從管理員桌面開啟連接埠 10200 至管理虛擬機器。 在部署期間 Web 瀏覽器使用連接埠 10200。
必填資訊
如果您是執行自動部署（支援並行使用者人數為 50、250 及 800）系統或手動部署（支援所有系統
大小），則所需資訊會有所不同。 除非您要部署總是需要手動部署的 2000 位使用者系統，否則我
們建議您選取自動部署。
為部署類型選取適當的檢查清單：
•自動部署所需資訊 ，第 17 頁
•手動部署所需資訊 ，第 32 頁

手動部署所需資訊
在手動部署中，使用 OVA 精靈從 vSphere 用戶端建立適用於您系統的所有虛擬機器。 然後，使用手
動部署來安裝系統。
部署 2000 使用者系統時，必須手動部署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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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請先將虛擬機器 FQDN、IP 位址、WebEx 和管理網站 URL 及 VIP 位址新增至 DNS 伺服器，然
後再開始系統部署。 我們會在部署結束時使用本資訊來檢查網路連線。
若要避免任何 DNS 問題，請測試這些 URL 和 IP 位址，然後再開始 OVA 部署。 否則，系統部
署可能會失敗，直到您更正這些錯誤為止。
若要讓所有元件都在主要系統上啟動，則主要系統的「完整網域名稱 (FQDN)」長度必須是等於
或小於 50 個字元數。 如果 FQDN 長度超過 50 個字元，則 MZM、CB 和 WWP 元件將處於「已
關閉」狀態。 （FQDN=包括網域的主要系統名稱。）
以下是系統所需的資訊 (依序列出)。
欄位名稱

說明

公用 VIP

WebEx 網站 URL（網站使用者存取該 URL 來主
持和出席會議）的 IP 位址

私人 VIP

系統的值

•管理網站 URL (管理員用來設定、監控及管
理系統) 的 IP 位址
•WebEx 網站 URL 的 IP 位址（如果您使用
水平分割DNS，則僅適用於內部使用者）。

WebEx 網站 URL

使用者用於主持和出席會議的安全 HTTP URL
（全部小寫字元）。

WebEx 管理 URL

管理員用於設定、監控及管理系統的安全 HTTP
URL（全部小寫字元）。

內部虛擬機器的
FQDN

取決於系統大小，這是媒體及網路虛擬機器的
FQDN（全部小寫字元）。

（僅限公開存取）

若要新增公開存取，請輸入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虛擬機器的 FQDN（全部小寫字元）。
虛擬機器的 FQDN

後續動作
使用此資訊，在瀏覽器視窗中輸入部署 URL 來開始系統部署。 （部署 URL 將寫入管理虛擬機器的
主控台視窗中。）

附註

如果在完成設定之前將系統重新開機，則會產生新的密碼，您必須將部署 URL 與新密碼一起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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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VMware vSphere 用戶端部署 OVA 檔案
OVA 範本為每個虛擬機器建立兩個虛擬 NIC。 但是，僅管理虛擬機器會使用兩個 NIC。 所有其他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CWMS) 虛擬機器都僅使用一個虛擬 NIC，另一個虛擬 NIC 則中斷連
線。
提供了下列程序作為一般指導。 在 OVA 部署期間看到的螢幕，取決於 vCenter、儲存體和網路設
定，可能與此程序中的說明不同。 請參閱 VMware vSphere 文件，以取得有關 OVA 精靈的完整資
訊。

開始之前
請獲取用於您系統的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OVA 檔案，並將此檔案置於可從 VMware vSphere
存取的位置。 使用 VMware vSphere 用戶端，為系統部署管理虛擬機器。
您必須使用 VMware vCenter，來管理在其中部署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系統的 ESXi 主機。
使用 vSphere 用戶端，登入 vCenter，及為管理虛擬機器部署 OVA 檔案。

步驟 1

登入您的 VMware vSphere 用戶端。
務必以包含管理員特權的使用者身份登入： 部署、設定、開啟或關閉，以及刪除虛擬機器。

步驟 2

選取檔案 > 部署 OVF 範本...

步驟 3

選取瀏覽，以導覽至 OVA 檔案的位置。 選取下一步。
可以選取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鏈結，以前往具有此系統相關詳細資訊的網頁。

步驟 4

閱讀「最終使用者授權協議」並選取接受，然後選取下一步。

步驟 5

導覽至 vCenter 庫存中要放置管理虛擬機器的位置並選取此位置。

步驟 6

輸入適合您系統大小的虛擬機器名稱，然後選取下一步。 如需為您公司選取正確大小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系
統部署的一般概念 ，第 14 頁。
您必須先部署管理虛擬機器，然後才部署任何其他虛擬機器。 如果選取自動部署（建議），則我們將為您部
署其他虛擬機器。 如果選擇手動部署（2000 個並行使用者的系統需要），則在部署管理虛擬機器後，必須使
用此同一精靈來部署其他虛擬機器。
Cisco 建議您在虛擬機器名稱中包含類型；例如，管理虛擬機器名稱中的「Admin」，以能夠輕易在 vCenter 庫
存中識別。
您系統的所有內部虛擬機器，都必須位在與管理虛擬機器相同的子網路中。 （視所選系統大小而定，可能需
要一個或多個媒體和 Web 內部虛擬機器。）

步驟 7

從下拉清單中，選取適用於您系統大小的虛擬機器，然後選取下一步。
務必先部署管理虛擬機器，然後再於您的系統中部署任何其他虛擬機器。

步驟 8

導覽 vCenter 庫存，然後選取要部署系統之虛擬機器所在的 ESXi 主機或叢集。 選取下一步。

步驟 9

如果叢集包含資源集區，請選取要部署 OVA 範本的資源集區，然後選取下一步。
資源集區會共用 CPU 和記憶體資源，以與 VMware 功能（例如 DRS 或 vMotion）搭配使用。 資源集區必須為
單一 ESXi 主機專屬。 不建議將 VMware 資源集區與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搭配使用。

步驟 10

選取您的虛擬機器的資料存放區，以及您的虛擬機器的佈建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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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須選取完整佈建，並建立系統所需的最大虛擬磁碟空間。 使用「精簡佈建」，VMware 會依需要分配檔
案系統空間，這可能會導致效能較差。 消極零已足夠，積極零可接受，但積極零將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完成。
步驟 11

設定網路對應。 對於每種來源網路，從目標網路欄的下拉清單中選取目標網路。 選取下一步。
「VM 網路」和「VIP 網路」都必須對應至「目標網路」欄中的相同值。 您可以忽略有關多個來源網
附註
路對應至相同主機網路的警告訊息。

步驟 12

為虛擬機器輸入以下資訊，然後選取下一步：
•虛擬機器的主機名稱（請勿在這裡加入網域）
•虛擬機器的網域
•虛擬機器的 IPv4 位址 (Eth0)
•虛擬機器的子網路遮罩
•閘道 IP 位址
•包含此虛擬機器的主機名稱和 IP 位址的項目的主要 DNS 伺服器
•包含此虛擬機器的主機名稱和 IP 位址的項目的次要 DNS 伺服器（如果一個系統只設定一個 DNS 伺服
器，則會有風險，因為這會形成單個故障點。 我們建議您設定次要 DNS 伺服器以建立網路備援。）
•在安裝過程中開啟此虛擬機器的電源後顯示的語言
附註

若要避免 DNS 問題，則可以測試 URL 和 IP 位址，然後再開始 OVA 部署。 如果發生錯誤，則部署將
失敗。

步驟 13

確認您已輸入的資訊。 如果存在任何錯誤，請選取上一步，然後變更值。

步驟 14

如果要手動升級系統，請選取完成，跳過此程序的剩餘部分，然後繼續執行「手動升級系統 ，第 80 頁」
中的下一步。 （應該在部署升級系統後，但尚未開啟電源時，使用手動部署將資料從原始系統複製到升級系
統。） 否則，勾選部署後開啟電源，然後選取完成。

步驟 15

如果您要部署管理虛擬機器，請轉至 vCenter，並開啟虛擬機器的主控台視窗。 開啟電源後，我們將檢查您在
OVA 部署期間輸入的網路資訊。
如果我們可以確認連線，則會出現一個綠色勾選標記。
如果存在問題，則會出現一個紅色 X 標記。 修正錯誤，並重新嘗試 OVA 部署。

步驟 16

記下主控台視窗中所顯示區分大小寫的 URL。
管理員使用此 URL 來繼續系統部署。
如果系統在設定完成之前已重新開機，則會產生新密碼，您必須將 URL 與新密碼搭配使用。

下一步動作
如果您是執行手動部署，我們建議您在此時為系統部署剩餘的虛擬機器。 這可避免與開啟虛擬機器
電源相關的任何問題，例如逾時。
如果部署成功，請在瀏覽器視窗中繼續系統部署。
如果部署失敗，請參閱 OVA 部署失敗後檢查網路設定 ，第 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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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A 部署失敗後檢查網路設定
確認針對虛擬機器的網路輸入項目。

重要須知

附註

除部署失敗後之外，請勿對系統中的任何虛擬機器使用編輯設定...。 系統啟動並執行後，您必須
使用 WebEx 管理網站對虛擬機器設定進行進一步編輯。 如果您使用 vSphere 用戶端，系統不會
接受這些變更。

如需詳細步驟，請參閱 VMware vSphere 文件。

步驟 1

在 vSphere 用戶端中，在虛擬機器上選取Power > Shut Down Guest。

步驟 2

在庫存中尋找虛擬機器，然後在編輯設定...上按一下滑鼠右鍵。

步驟 3

選取選項標籤。

步驟 4

選取內容並確認已正確輸入所有網路資訊。 如果需要任何變更，請使用正確的設定重新部署 OVA。
網路問題的一個可能原因是未正確設定 ESXi 主機的 VLAN 路由。 由於虛擬機器在該 VLAN 上，因此虛擬機
器不會有網路連線。 透過 ESXi 主機駐留的網路，您應可以 ping 將用於系統中虛擬機器的 VLAN 的預設閘道
IP 位址。

選取用於設定的語言
確定用於設定系統的偏好語言。

附註

在系統部署完成之前，請勿關閉此瀏覽器視窗。 如果您提前關閉瀏覽器，則可能必須重新開始
部署。
CWMS System 是升級至 2.5 版後資料中心的預設名稱；它未從英文翻譯為任何其他語言。

開始之前
請確定您已從 VMware vCenter 部署管理虛擬機器。 請參閱 透過 VMware vSphere 用戶端部署 OVA
檔案 ，第 19 頁

步驟 1

從下拉功能表中選取語言。

步驟 2

選取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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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部署
若要確認是要部署新系統還是擴充現有系統，請選取下一步。

確認系統的大小
在您使用 OVA 檔案部署管理虛擬機器時，已選取系統的大小。
•確認您在 OVA 部署期間選取的系統大小是正確的。
如果您選取的系統大小是正確的，請選取下一步。
如果您選取的系統大小不正確，則選取 I want to change System Size。
a) 使用 VMware vSphere 用戶端，為系統大小不正確的「管理」虛擬機器選取 Power > Shut
Down Guest。
b) 在虛擬機器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取 Delete from Disk。
c) 重新部署 OVA 檔案，並選取系統大小正確的管理虛擬機器。

選擇要安裝的系統

步驟 1

確定安裝的類型。
•如果您是第一次安裝此系統，則選擇安裝主要系統。
•如果已安裝主要系統，並且要新增備援高可用性 (HA) 系統，則選擇建立高可用性 (HA) 備援系統。
請勿嘗試在安裝主要系統之前安裝 HA 系統，因為除非已先安裝主要系統，否則您無法使用 HA 系統。

步驟 2

選取下一步。

選擇部署的類型
可以選擇自動或手動部署系統虛擬機器。 自動或手動部署的選擇取決於下列情況：
•如果您有時間限制，則自動部署比手動部署更快。
•如果您偏好逐步指導，則自動部署期間會提供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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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熟悉 VMware vCenter 但不想將 vCenter 認證提供給我們，請選取手動部署。
除非您要部署總是需要手動部署的 2000 個使用者系統，否則我們建議您選取自動。

步驟 1

選取自動或手動部署：
•自動： 我們將部署您系統所需的所有虛擬機器。
•手動： 使用 VMware vCenter 來手動部署每個虛擬機器。 回答一些關於系統的問題後，您將收到系統所
需的虛擬機器清單。

步驟 2

選取下一步。

新增公開存取
如果使用 IRP 來新增公開存取，則防火牆外部的使用者可以透過網際網路或行動裝置來主持或出席
會議。 可以隨時根據資料中心 將 IRP 虛擬機器新增至系統。 將 IRP 新增至「多重資料中心 (MDC)」
環境中的一個資料中心，可讓防火牆外部的使用者存取整個系統。 若要阻止外部存取，則必須將所
有 IRP 虛擬機器從系統中移除。
基於安全考量，我們建議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所在的子網路應該放置在與管理虛擬機器所佔用不同
的子網路。 這樣做可確保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與內部（管理及媒體，如果適用）虛擬機器之間的網
路層次隔離。
在「多重資料中心 (MDC)」環境中，無法擴充或升級資料中心。 次要資料中心必須從 MDC 中移
除，使它成為「單一資料中心 (SDC)」環境。 修改資料中心之後可以還原 MDC 環境，並且驗證資
料中心大小和版本相符。

開始之前
無需將儲存伺服器連接至「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IRP)」伺服器。
如果在管理虛擬機器和 IRP 虛擬機器之間存在防火牆，則必須允許暫時 IP 位址通過防火牆。

步驟 1

選擇外部使用者是否可以主持或出席會議。
•如果要新增公開存取，請確認已選取建立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虛擬機器。
•如果只想要內部使用者（受公司防火牆保護）主持或出席會議，則取消勾選建立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虛
擬機器。

步驟 2

選取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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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動作
•具有公開存取： 選擇用於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IRP) 的 vCenter 設定 ，第 26 頁
•沒有公開存取： 輸入私人 VIP 位址 ，第 27 頁
•對於 IPv6 用戶端連線： 設定 IPv6 用戶端連線 ，第 145 頁

選擇用於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IRP) 的 vCenter 設定
開始之前
驗證 VMware vCenter 所需的防火牆連接埠已開啟，以便 vCenter 可以部署「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IRP)」虛擬機器。 如需必要的防火牆連接埠的相關資訊，請參閱《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規
劃指南》。

步驟 1

從下拉清單中，選擇用於 IRP 虛擬機器的 ESXi 主機。

步驟 2

選擇 IRP 的資料存放區。

步驟 3

選擇虛擬機器連接埠群組。

步驟 4

選取下一步。

輸入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IRP) 的網路資訊

步驟 1

在 DNS 中輸入「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IRP)」伺服器的主機名稱和 IP 位址，以啟用從外部網路查詢。
如果具有啟用從內部網路查詢的 DNS 伺服器，亦請將 IRP 伺服器的主機名稱和 IP 位址新增至這些 DNS 伺服
器。 這樣做可以在內部虛擬機器和 IRP 伺服器之間實現安全連線。

步驟 2

輸入下列資訊：
如果在 DNS 伺服器中輸入「網際網路反向 Proxy」虛擬機器的主機名稱和 IP 位址，則會自動填寫 IPv4 位址
欄位。
•完整網域名稱 (FQDN)
•IPv4 閘道
•IPv4 子網路遮罩
•主要 DNS 伺服器 IPv4 位址
•（可選）次要 DNS 伺服器 IPv4 位址

步驟 3

選取下一步。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2.8 版管理指南
39

輸入公用 VIP 位址

輸入公用 VIP 位址
•此公用 VIP 位址必須可以在網際網路和內部網路上看見（僅限水平分割 DNS）。
•此公用 VIP 位址必須與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位於同一個子網路。
•如果您沒有水平分割 DNS，則所有使用者都會使用公用 VIP 位址來主持和出席會議。
•如果您具有水平分割 DNS，且已新增公開存取，則外部使用者會使用公用 VIP 位址來主持和出
席會議。
如需取得有關非水平分割、水平分割 DNS 及公開存取的更多資訊，請參閱《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規劃指南》。

附註

如果您要建立高可用性 (HA) 系統，則不需要重新輸入此資訊，因為我們將使用您為主要系統輸
入的資訊。
•輸入公用 VIP IPv4 位址，然後選取下一步。

輸入私人 VIP 位址
管理員透過對應至私人 VIP 位址的管理網站 URL，來設定、監控及維護系統。
如果您有水平分割 DNS，則內部使用者也可使用私人 VIP 位址來主持和出席會議。
如果要新增高可用性 (HA) 系統，則不需要重新輸入此資訊；我們將使用您為主要系統輸入的資訊。

開始之前
私人虛擬 IP (VIP) 位址必須與內部（「管理」和「媒體」，如果適用）虛擬機器位在相同的子網路
上。
•輸入 IPv4 私人 VIP 位址，然後選取下一步。

WebEx 網站和 WebEx 管理 URL
WebEx 網站 URL
使用者存取 WebEx 網站 URL 以排定、主持或出席會議。 此 URL 解析為私人 VIP 位址或公用 VIP
位址，視您是否使用水平分割 DNS 而定。
•當您不使用水平分割 DNS 時，針對所有使用者解析為公用 VIP 位址。
•當您使用水平分割 DNS 時，針對所有外部使用者解析為公用 VIP 位址。
•當您使用水平分割 DNS 時，針對內部使用者解析為私人 VIP 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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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必須對 WebEx 網站 URL 開放連接埠 80 和 443。

WebEx 管理 URL
管理員存取 WebEx 管理 URL 以設定、管理和監控系統。 此 URL 解析為私人 VIP 位址。

附註

必須對 WebEx 管理 URL 開放連接埠 80 和 443。

WebEx 網站和 WebEx 管理 URL 的名稱
您可以為這些 URL 選擇全部由小寫字元組成的幾乎任何名稱。 但是，不能在 URL 中使用以下內容
作為主機名稱：
•與系統中的任何虛擬機器的主機名稱相同的名稱
•authentication
•client
•companylogo
•dispatcher
•docs
•elm-admin
•elm-client-services
•emails
•maintenance
•manager
•orion
•oriondata
•oriontemp
•nbr
•npp
•probe
•reminder
•ROOT
•solr
•TomcatROOT
•upgrade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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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0107ld
•version
•WBXService
•WebEx

輸入 WebEx 通用網站和管理網站 URL
通用網站 URL 允許使用者排定和主持會議，以及存取會議錄製檔。 管理網站 URL 提供系統管理。
如果要新增「高可用性 (HA)」系統，則不必重新輸入此資訊；主要系統 URL 應該與 HA 系統 URL
相符。（如需 URL 的描述，請參閱系統部署的一般概念 ，第 14 頁。）

步驟 1

輸入 WebEx 通用網站和 WebEx 管理網站安全 (https) URL。
WebEx 通用網站 URL 必須與 WebEx 管理 URL 不同。
請勿在 WebEx URL 的主機名稱部分重複使用虛擬機器的主機名稱。

步驟 2

選取下一步。

確認網路已正確設定
此螢幕提供系統所需網路變更的線上說明鏈結。 線上說明提供有關 DNS 伺服器變更及防火牆設定
的詳細資訊。
必須進行 DNS 伺服器和防火牆變更，以允許我們測試網路連線。
如果您尚未執行此作業，請完成網路設定，然後選取下一步。
如果您正在測試自動部署，則我們會在您選取下一步時部署您的系統所需的虛擬機器。
如果要測試手動部署，請輸入虛擬機器的主機名稱並部署虛擬機器（如果尚未部署虛擬機器）。
完成部署時，可以測試虛擬機器，方式是開啟虛擬機器的電源並確認所有虛擬機器都已順利開啟電
源。

部署虛擬機器
提供有關系統中虛擬機器的資訊後，我們將嘗試連線至為系統部署的每個虛擬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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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在系統已連線至所有虛擬機器之前，請勿離開此瀏覽器頁面，否則連線會失敗，並會顯示指示問
題的錯誤訊息。

步驟 1

輸入您系統所需的任何其他虛擬機器的完整網域名稱 (FQDN)。 （在透過 OVA 檔案進行部署時，您稍早前已
輸入管理虛擬機器 FQDN。）

步驟 2

如果尚未完成此動作，請使用 VMware vCenter 部署系統所需的所有其他虛擬機器。

步驟 3

開啟所有虛擬機器的電源，並驗證其電源是否成功開啟。 然後選取偵測虛擬機器。
我們會建立與這些虛擬機器的連線。 這可能需要幾分鐘。

步驟 4

等到每個虛擬機器都顯示已連線狀態，然後完成下列其中一項：
•如果沒有任何錯誤，則狀態會全部顯示綠色勾選標記。如果到目前為止對設定感到滿意，請選取下一步。
否則，可以再次選取偵測虛擬機器來變更虛擬機器的 FQDN。
•如果看到錯誤，請修正錯誤，然後選取下一步以繼續作業。
可以選取下載記錄檔案，以取得此部署的記錄檔案，從而提供可以用來對失敗部署進行疑難排解
附註
的記錄。
•如果一個或多個虛擬機器存在其他問題，請從 VMware vCenter 關閉這些出錯的虛擬機器的電源，並手動
刪除它們。（如果未刪除它們，則可能會看到關於這些虛擬機器的錯誤訊息。） 修正問題後，從 OVA
檔案重新部署虛擬機器，然後選取偵測虛擬機器。

檢查系統
系統檢查會驗證系統的設定參數。 這包括確認虛擬機器具有所需的最低設定，及驗證 WebEx 網站
和 WebEx 管理 URL。
系統檢查需要數分鐘才能完成。 在所有檢查都已成功完成之前，請勿離開此頁面，否則系統檢查會
失敗，並且會顯示錯誤訊息來指出問題。
如果您在檢查完成之前重新載入頁面，則會將您送回此系統部署的第一個頁面。 順利完成檢查後，
會出現設定公用程式的第一個頁面。
在部署程序中使用的管理網站 URL 是管理虛擬機器主機名稱。 在基本設定期間，會以管理網站 URL
取代主機名稱。 因此，當您第一次登入管理網站時，系統可能提示您接受憑證異常。
•完成以下選項之一：
如果沒有任何錯誤，而且狀態全部顯示綠色勾選標記，請選取下一步，然後繼續「設定電
子郵件 (SMTP) 伺服器 ，第 45 頁」。 在極少數情況下，可能會看到未測試。 這並非
表示虛擬機器有任何問題。 它只是說明系統檢查未完成；例如，項目可能會顯示，因為暫
時遺失了網路連線。 完成部署後，您便可以登入管理網站並檢查這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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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網路連線有問題，驗證已正確輸入 WebEx 網站 URL、管理 URL 和 IP 位址。 驗證這
些網站位於同一個子網路中，而且已在 DNS 伺服器中正確輸入參數。
如果在系統符合最低系統容量方面有問題，則有兩個選項：
從 VMware vCenter 關閉所有虛擬機器，並手動刪除它們。 然後，在資源符合或超過
最低需求的系統上重試系統部署。
繼續執行目前的安裝。 如果繼續，則必須確認放棄請求 Cisco 技術支援的權利。 透
過勾選錯誤訊息勾選方塊進行確認，然後選取下一步。
如果一個或多個虛擬機器有任何問題，則使用 VMware vCenter 來關閉出錯的虛擬機器的
電源，並手動刪除它們。 修正問題，然後重試系統部署。
•選取繼續以前往基本設定，在其中，可以開始設定郵件伺服器（「設定電子郵件 (SMTP) 伺服
器 ，第 45 頁」）及識別管理員（「建立管理員帳戶 ，第 51 頁」）。 如果將由另一
個管理員完成基本設定，請將此 URL 傳送給該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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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章

設定郵件伺服器、時區及地區設定
•設定電子郵件 (SMTP) 伺服器 ，第 45 頁
•設定時區、語言和地區設定 ，第 51 頁
•建立管理員帳戶 ，第 51 頁
•關於系統測試 ，第 53 頁

設定電子郵件 (SMTP) 伺服器
設定電子郵件伺服器，使系統能夠向使用者傳送會議邀請及其他通訊。
電子郵件伺服器必須一直處於運作狀態。 電子郵件是與使用者通訊的主要方式，包括錄製通知、會
議資訊變更、帳戶狀態和其他許多重要公告。 （另請參閱新增使用者 ，第 125 頁。）
變更這些內容並不要求開啟維護模式。

重要須知

系統透過電子郵件地址來識別使用者。 如果使用者電子郵件地址已變更且使用者保持使用中，
則 CWMS 上的電子郵件地址也必須變更，否則該使用者將收不到通知。
如果密碼包含特殊字元，例如 ^、&、*、()、_、+ 或 /\，則 CWMS 無法建立與 Exchange 的連
線。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系統並在「伺服器」區段選取檢視更多。

步驟 3

在 SMTP 伺服器區段中，選取編輯。

步驟 4

輸入系統用於傳送電子郵件的郵件伺服器的完整網域名稱 (FQDN)。

步驟 5

(可選) 選取啟用 TLS 以啟用「傳輸層安全性 (TLS)」。（基本驗證預設為啟用。）

步驟 6

(可選) 編輯連接埠欄位以變更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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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TP 預設連接埠號是 25 或 465（安全 SMTP 連接埠）。
附註

步驟 7

「網路」節點和「管理」節點會將 SMTP 要求傳送至所設定的電子郵件伺服器。 如果內部「網路」和
「管理」虛擬機器與電子郵件伺服器之間有防火牆，則可能會封鎖 SMTP 流量。 如果要確保電子郵件
伺服器設定和電子郵件通知正常運作，則連接埠 25 或 465（安全 SMTP 連接埠號）在電子郵件伺服器
與網路虛擬機器和管理虛擬機器之間是開啟的。

(可選) 啟用郵件伺服器驗證，選取伺服器驗證已啟用。 如果啟用驗證，請輸入系統存取公司郵件伺服器所需
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認證。
來自系統的電子郵件是使用 admin@<WebEx-site-URL> 傳送。 請確定郵件伺服器能夠識別此使用者。
對於微型、小型或中型系統，電子郵件通知來自管理虛擬機器（主要系統或高可用性系統）。
對於大型系統，電子郵件通知來自網路虛擬機器（在主要系統或高可用性系統上）。 在大型系統中，主要系
統上具有兩個網路虛擬機器，而高可用性系統上具有一個網路虛擬機器。

步驟 8

選取儲存。

下一步動作
請參閱「啟動或停用使用者或管理員 ，第 132 頁」、「新增使用者 ，第 125 頁」和「編輯
使用者 ，第 126 頁」。

電子郵件範本
電子郵件範本的清單：
•所有管理員 - 歡迎電子郵件
•忘記密碼 - 重設密碼 - 管理員
•忘記密碼 - 重設已變更 - 管理員
•匯入完成
•匯入已中止
•匯出完成時間
•匯出已中止
•Orion 網站 URL 已變更 - 管理員
•Orion 管理 URL 已變更 - 管理員
•主要管理員 - 免費授權試用已開始
•第 1 次警報： 購買授權
•第 2 次警報： 購買授權
•免費授權已過期
•已成功新增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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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功轉換授權
•第 1 次警報： 轉換授權
•180 天過期
•警告： SSL 憑證即將過期
•SSL 憑證已過期
•警告： SSO IdP 憑證即將過期
•SSO IdP 憑證已過期
•警告： 安全 TC 憑證即將過期
•安全 TC 憑證已過期
•每月報告備妥
•自訂報告備妥
•自訂記錄備妥
•警告： 會議錯誤
•警告： 會議參加者
•警告： CPU 使用率
•警告： 記憶體使用量
•警告： 網路頻寬使用量
•警告： 儲存空間使用量
•帳戶已停用
•傳送電子郵件給所有使用者
•帳戶已重新啟動 - 管理員
•清除警報： CPU 使用率
•清除警報： 會議錯誤
•清除警報： 會議參加者
•清除警報： 記憶體使用量
•清除警報： 網路頻寬使用量
•清除警報： 儲存空間使用量
•HA 系統存在
•無 HA 系統
•恢復合規性
•AD 同步成功
•AD 同步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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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已鎖定
•帳戶已鎖定 - 解除鎖定
•警報授權 - 使用者寬限期授權已分配
•警報授權 - 警告管理員，使用者寬限期授權已分配
•警報授權 - 警告管理員，寬限期授權到期
•警報授權 - 當所有寬限期授權用完時警告管理員
•警報授權 - 當授權使用量超過閾值時警告管理員
•警報稽核記錄
•警報 MDC - DB 複製
•清除警報 MDC - DB 複製
•警報 HA 系統 - DB 複製狀態
•清除警報 HA 系統 - DB 複製狀態
•警報 MDC - 資料中心狀態
•警報 MDC - 無法存取資料中心
•警報 MDC - 資料中心已封鎖
•清除警報 MDC - 資料中心狀態
•清除警報 MDC - 無法存取資料中心
•已自動更正使用者設定檔中的衝突
•時鐘回到正常時發出電子郵件
•時鐘偏移時發出電子郵件
•會議摘要報告（針對主持人）
範例警報
•警告： 會議問題
可設定的百分比： n%
主旨： 警示： 遇到問題的會議已達到 %n% 個 / 最多 %MaxData% 個
在 Cisco WebEx 網站上，正在進行的會議中有 %n 遇到問題。
•警告： 會議參加者
可設定的百分比： n%
主旨： 警示： 線上會議參加者人數已達到 %n% 人/共 %Total% 人
線上會議參加者人數已達到系統容量的 n%。
•警告： CPU 使用率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2.8 版管理指南
48

設定電子郵件 (SMTP) 伺服器

警示： CPU 使用率已達到 %X% MHz/共 %Y% MHz (75%)
CPU 使用量已達到 75%
•警告： 記憶體使用量
警示： 記憶體使用量已達到 %X% GB/共 %Y% GB (75%)
記憶體使用量已達到 75%
•警告： 網路頻寬使用量
主旨： 警示： 網路頻寬使用量已達到 %X% Mbps/共 %Y% Mbps (75%)
網路頻寬使用量已達到 75%
•警告： 儲存空間使用量
主旨： 警示： 儲存空間使用量已達到 %X% GB/共 %Y% GB (75%)
因為儲存空間使用量已達到 75%，為了確保 WebEx 會議維持最佳效能，已暫停所有使用者錄
製會議。
使用者將無法錄製會議，直到網路檔案伺服器儲存系統上的儲存空間可用為止。
•警報授權 - 使用者寬限期授權已分配
主旨： 警示： 暫時主持人授權將在 180 天後過期
您的臨時主持人授權將在 180 天後過期。
請聯絡您的管理員以安裝永久授權。
•警報授權 - 警告管理員，使用者寬限期授權已分配
主旨： 警示： 暫時主持人授權將在 180 天後過期
%NumberofLicenses% 個臨時授權將在 180 天後過期。
安裝更多永久授權以讓這些使用者能夠主持會議。
•警報授權 - 警告管理員，寬限期授權到期
主旨： 警示： 暫時主持人授權已過期
%NumberofLicenses% 個臨時授權已過期。
安裝更多永久授權以讓這些使用者能夠主持會議。
•警報授權 - 當所有寬限期授權用完時警告管理員
主旨： 警示： 所有授權已指派
所有授權已被指定，因此新使用者無法主持會議。
安裝更多永久授權以讓使用者能夠主持會議。
•警報授權 - 當授權使用量超過閾值時警告管理員
可設定的閾值：$n
主旨： 警示： 授權使用量超過閾值
所有永久授權中已指派 $n 個授權。 安裝更多永久授權以允許更多使用者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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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報稽核記錄
可設定的百分比 = n%
主旨： 警示： 稽核記錄接近飽合
記錄分割區佔完整容量的 n%。
請增加可用磁碟空間。
或者，您可以導覽至設定 > 應用程式稽核記錄 > 應用程式稽核記錄（在 CWMS 系統區段記錄
清除設定上）。
選取清除所有記錄封存之前的日期，然後按一下「清除記錄封存」。
•警報 MDC - DB 複製
%ReplicationStatus% = 非使用中，已限制
主旨： 警示： 資料中心之間的資料同步處於「%ReplicationStatus%」
從 DC-1 到 DC-2 的資料同步處於「%ReplicationStatus%」。 請驗證資料中心之間的網路鏈結的
狀態是否良好並符合多資料中心的需求。
•警報 HA 系統 - DB 複製狀態
主旨： 警示： 資料同步處於「非使用中」
資料中心的資料同步處於「非使用中」。 請驗證虛擬機器之間的網路連線是否符合高可用性需
求。
•警報 MDC - 資料中心狀態
%DatacenterStatus% = 局部服務，關閉
主旨： 警示： 資料中心處於「%DatacenterStatus%」
MyDatacenter1 資料中心處於「%DatacenterStatus%」狀態，系統正嘗試修復問題。
系統運作正常，但資料中心有問題，應儘快解決。 如果這是故意的，那麼請忽略此訊息。
•警報 MDC - 無法存取資料中心
主旨： 警示： 無法存取 MyDatacenter2 資料中心
無法從 MyDatacenter1 資料中心存取 MyDatacenter2 資料中心。 此資料中心無法作業或已中斷
與網路的連線。
如果您在使用資料中心而其被故意關閉，您可以忽略此訊息。
•警報 MDC - 資料中心已封鎖
主旨： 警示： 資料中心已封鎖
MyDatacenter1 資料中心已封鎖。 系統正在將最終使用者流量重新導向至另一個資料中心，並
且正在嘗試自行更正問題。
OrionSite 系統持續正常運作，使用者不會發覺此資料中心問題，但應儘快解決問題。 如果您使
用的資料中心已刻意進入此狀態，您可以忽略此訊息。
•時鐘偏移時發出電子郵件
主旨： 自訂記錄檔案已就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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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料中心 DC-1 和 DC-2 的管理虛擬機器之間偵測到時鐘偏移。 時鐘的同步對於維護這些資
料中心共用的資料的一致性很關鍵。
此問題對於最終使用者是透明的，但是問題應該儘快解決。
驗證是否在兩個資料中心上的虛擬機器主機上都已設定正確的 NTP 伺服器，並且可從這些主機
連線 NTP 伺服器。

設定時區、語言和地區設定
開始之前
如果您所執行的是 Windows 7，並且在 Internet Explorer 10 瀏覽器中開啟您的 Cisco WebEx 網站，則
可能想要選取文件 Internet Explorer 10 標準，以確定應用程式中的所有按鈕都能正常運作。
•選取工具 > 開發人員工具。
•在「開發人員工具」視窗頂端，選取文件模式： IE7 標準 > Internet Explorer 10 標準。

步驟 1

從「管理」網站，導覽至設定 > 公司資訊

步驟 2

從下拉清單選取此系統的本地時區。

步驟 3

選取語言。

步驟 4

選取國家或地區地區設定。

步驟 5

選取儲存。

建立管理員帳戶
系統會建立第一個管理員帳戶。此管理員必須登入系統，建立密碼，然後新增其他管理員。在此之
前，任何其他管理員都無法存取系統。 在此程序中，「第一個管理員」（而且只有「第一個管理
員」）可以建立稽核者帳戶，從而將管理員和稽核者分隔開。 這可以在部署程序中完成，或者「第
一個管理員」可以使用（使用者 > 編輯使用者）來修改角色以建立稽核者（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
稽核者角色 ，第 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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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之前
必須設定系統用來將電子郵件傳送給管理員的郵件伺服器。 如需相關指示，請參閱設定電子郵件
(SMTP) 伺服器 ，第 45 頁。

步驟 1

輸入管理員的姓名。

步驟 2

輸入完整的管理員電子郵件地址，然後再次輸入以確認。

步驟 3

(可選) 選取建立稽核者帳戶以新增稽核者至系統。

步驟 4

選取下一步以建立起始密碼。

步驟 5

輸入密碼，然後再次輸入以確認。

步驟 6

選取提交以登入 WebEx 管理網站。

步驟 7

必須登入系統，並新增管理員和使用者。 建立每個新帳戶後，系統會傳送電子郵件給此人，歡迎並要求該使
用者登入和變更起始密碼。
初始登入後，每個管理員都會取得系統的教學課程。 管理員可以立即檢視教學課程，或者按需檢視教學課程。

稽核者角色
稽核者角色
使用 新增使用者 ，第 125 頁 來新增「稽核者」角色。
稽核者角色是給需要稽核登入及管理員所做設定變更的環境建立的特殊角色。 稽核者可以設定記錄
設定並產生應用程式稽核記錄，以符合公司安全性和 JITC 合規需求。
「第一個管理員」預設具有稽核者特權，而且只有它才能為其他使用者啟動稽核者角色。 如果這樣
做，則會移除「第一個管理員」的稽核者特權。 如果稽核者也是系統管理員，則此人具有系統稽核
角色。
稽核者角色會將管理動作與系統監控區隔，如下所示：
•開啟或關閉稽核。
•設定 CWMS 以與遠端 Syslog 伺服器同步。
•執行記錄清除。
•設定記錄分割區的警報。
•產生記錄擷取。
•稽核者不具有主持人特權，因此無法使用稽核者帳戶來排定會議。 稽核者可以作為參加者出席
會議。
•如果管理員和稽核者角色未分開，則僅存在管理員角色。
•如果在部署系統時將管理員角色和稽核者角色區隔，則會建立「第一個管理員」角色（如緊急
帳戶中所述）。 部署系統之後，只有「第一個管理員」緊急帳戶才能建立稽核者。 使用此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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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使用者 ，第 125 頁程序來部署系統後，「第一個管理員」可以根據需要建立所需數目的
稽核者。
•稽核者只存在於本端；無法透過與任何外部使用者庫進行同步化來取得。
•稽核者參數（例如名稱）可以修改，不過一旦建立，稽核者角色就無法停用，也無法重新指派
給其他使用者 ID。
•稽核者無法修改使用者參數。 稽核者只能查看和設定「稽核者」標籤上的設定。
稽核者角色是具有下列各個方面的特殊角色：

附註

如果未設定稽核者，則所有管理員都可以存取和設定設定 > 安全性 > 應用程式稽核記錄頁面上的
「應用程式稽核記錄」設定，以及儀表板 > 警報 > 編輯警報頁面上的「記錄記憶體使用率」警
報。 如果設定了稽核者，則管理員可以檢視這些頁面，但無法修改。

關於系統測試
大部分的系統測試是使用 CWMS 系統來完成（例如使用會議測試 ，第 84 頁和使用系統資源測
試 ，第 84 頁）。
測試升級的系統時，您可以保留原始系統直到您完成測試升級的系統為止（但因為它們共用部分參
數，例如 IP 位址，所以您無法同時開啟兩個系統）。 對升級的系統測試結果感到滿意後，您可以移
除（永久）原始系統。移除原始系統時，請確保升級系統在執行中。這樣可以避免意外移除升級系
統必須存取的基本虛擬機器磁碟 (VMDK) 檔案。
要在系統上執行的部分建議測試：
•新增、編輯、啟動及停用使用者。 （請參閱管理使用者 ，第 107 頁。）
•排定和舉行場會議。
•重新排定現有會議。
•刪除一系列排定的會議。
•新增會議附件至會議邀請，及開啟會議邀請中的會議附件。
•錄製會議並播放錄製檔。
系統也可以透過下列方式進行測試：
•確認網路已正確設定 ，第 29 頁
•檢查系統 ，第 30 頁
•透過移除主要系統的實體連線及驗證 Cisco WebEx 是否在 HA 系統上執行來驗證主要系統將會
容錯移轉至 HA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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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在部署後更改系統
•準備系統變更程序 ，第 55 頁

準備系統變更程序
由系統更改並且需要管理員進一步準備的事件如下：
•新增或移除高可用性 (HA) 系統。 請參閱為 2.5 版及更高版本新增高可用性系統 ，第 57 頁
。
•將系統更新至更高版本（透過使用 ISO 更新檔案）。
•透過部署並行系統並將原始系統資料轉移至升級後的系統來升級系統（利用 OVA 檔案）。 請
參閱升級系統 ，第 75 頁。
•將系統擴充為較大型。 請參閱擴充系統 ，第 63 頁。

附註

由於這些程序需要以獨佔方式存取系統，因此使用者無法存取會議的系統。 請務必將此過程排
定在對使用者干擾最少的時間進行。
在開始系統變更過程之前，請務必與其他系統管理員協調。 其他系統管理員不應在進行此過程
期間存取系統。 如果他們這樣做，則系統不會儲存其變更，並且結果可能無法預期。
這些動作不需要備份。如果您不需要建立虛擬機器的備份，則不需要完成此程序。但是，我們建議
的最佳作法是建立備份。 如需此備份的完整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 VMware vCenter 來建立備份 ，
第 6 頁《VMware Data Recovery 管理指南》或《vSphere Data Protection 管理指南》。

簡要步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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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步驟
命令或動作
步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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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5 版及更高版本新增高可用性系統
•準備將高可用性 (HA) 新增至系統 ，第 57 頁
•部署高可用性 (HA) 系統 ，第 58 頁
•將高可用性系統鏈結至主要系統 ，第 59 頁
•元件故障後的高可用性系統行為 ，第 60 頁
•從系統移除高可用性 ，第 61 頁

準備將高可用性 (HA) 新增至系統
「高可用性 (HA)」系統是建立後新增至主要系統的本端備援系統。 如果虛擬機器發生故障，則系統
會改用 HA 系統。
如果計劃將 HA 新增至系統並更新系統，則我們建議您在更新系統前新增 HA，然後再更新合併的系
統（主要系統和 HA 系統）；更新主要系統時，會自動更新 HA 系統。 如果先更新主要系統，然後
新增 HA，則必須單獨部署 HA 系統，然後再更新 HA 系統（如此主要系統和 HA 系統會使用相同版
本）。
HA 系統具有以下限制：
•執行 HA 的系統無法加入「多重資料中心 (MDC)」。（若要移除 HA，請參閱從系統移除高可
用性 ，第 61 頁。）
•HA 系統大小必須與主要系統大小相同。
•HA 系統必須使用與主要系統相同的發行版本。
如果更新主要系統，則必須更新 HA 系統。
•如果主要系統目前具有 HA，而您要部署新的 HA 系統，則無法重複使用原始 HA 系統中的虛
擬機器。 移除舊的 HA 虛擬機器，再部署含有新虛擬機器的新 HA 系統。
•因為此程序會對系統新增虛擬機器，您目前的安全憑證將變成無效且需要更新的憑證，除非您
使用自我簽署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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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 HA 系統必須使用與主要系統相同的 OVA 和修補程式進行設定。 如果主要系統和高可用
性系統的版本不符，則會指示您升級至兩個版本中較高的那個版本。

使用與部署現行系統時所用的相同基本版本 OVA。 例如，假設原先是使用
2.5.1.29 OVA 來部署了內部虛擬機器，並隨時間將系統更新為 2.7.1.12 版。 如果
使用 2.5.1.29 OVA 檔案來部署 IRP 虛擬機器並新增「公開存取」，則此程序將
會失敗並發出訊息「主要系統的版本和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虛擬機器的版本不
同。 透過使用與部署主要系統所用的相同的 OVA 檔案來重新部署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虛擬機器。」

附註

•HA 系統的內部虛擬機器必須與主要系統的內部虛擬機器位於同一個子網路。
•如果已在主要系統上新增公開存取，請將其新增至 HA 系統。 此外，HA 系統「網際網路反向
Proxy」虛擬機器和主要系統「網際網路反向 Proxy」虛擬機器必須位於同一個子網路上。
•HA 系統上的大多數功能都被禁止。 例如，您無權存取 HA 系統來升級、設定 SNMP、存取儲
存體或設定電子郵件伺服器。 您可以檢視系統內容，但禁止修改 HA 系統。
•無法設定「負載平衡」；「負載平衡」是自動建置到系統中。 不支援任何設定為單獨機器的
「負載平衡器」。
開始之前
將 HA 新增至主要系統之前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驗證：
目標主要系統已部署，但不屬於 MDC。
虛擬機器之間具有備援網路。
網路是 10–gbps 高頻寬網路。
已在主要系統和 HA 系統上設定「網路時間通訊協定 (NTP)」，並且已同步化時鐘。
•建立主要系統的備份。 請參閱使用 VMware vCenter 來建立備份 ，第 6 頁。
•驗證所有虛擬機器是否正常運作。 透過在「儀表板」上檢視系統監視器來確定虛擬機器狀態。
•我們建議您先擷取高可用性虛擬機器的快照，再執行此程序。 如果發生錯誤，則重做此快照程
序。
•記錄高可用性虛擬機器的完整網域名稱 (FQDN)；必須知道 FQDN，才能將高可用性新增至主
要系統。

部署高可用性 (HA) 系統
高可用性 (HA) 的部署類似於主要系統，只是在部署期間，系統將它識別為 HA 系統。 HA 系統隨後
鏈結至主要系統，在主要系統發生故障時將 HA 系統用作後援系統。 主要系統故障對於使用者而言
是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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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將 HA 新增至系統：

步驟 1

使用自動部署系統 ，第 13 頁或手動部署系統 ，第 31 頁來部署平行系統。 當程序詢問您是要部署
主要系統還是 HA 時，請選擇 HA。
我們建議您使用部署主要系統時使用的相同程序來部署 HA 系統。 如果不知道部署主要系統時使用的程序，
請使用自動部署系統 ，第 13 頁程序，除非部署的是大型系統（2000 個並行使用者）。 所有大型系統都
需要手動部署系統 ，第 31 頁。

步驟 2

驗證 HA 和主要系統版本相符：
1 在不同的瀏覽器視窗中，登入主要系統 WebEx 管理網站。
2 在儀表板標籤上，驗證系統窗格中的主要系統版本號碼與 HA 的版本相符。
如果版本相符，請繼續作業。
3 如果主要系統的版本高於 HA 系統，請將 OVA 檔案與相符的軟體版本一起使用來重新部署 HA 系統，或者
更新 HA 系統。

下一步動作
使用將高可用性系統鏈結至主要系統 ，第 59 頁將 HA 系統鏈結至主要系統。
如果您更新高可用性系統，則在重新啟動系統且重新啟動程序完成之後，我們建議您再等候 15 分
鐘，然後開始執行新增高可用性至系統的程序。

將高可用性系統鏈結至主要系統
若要從主要系統鏈結至已部署的 HA 系統，請完成 HA 與主要系統的整合：

開始之前
驗證該系統不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 （HA 在 MDC 環境中不受支援。）
使用與建立主要系統相同的程序（如 部署高可用性 (HA) 系統 ，第 58 頁 中所述）來建立「高
可用性 (HA)」系統。

步驟 1

通知使用者和管理員，系統將要進入「維護模式」。
如果排定維護時段來執行此任務，在您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執行系統重新開機作業。 系統重新開機大約
會花費 30 分鐘，取決於系統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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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

登入主要系統管理網站。

步驟 3

在「系統」區段中，選取檢視更多鏈結。

步驟 4

選取新增高可用性系統。

步驟 5

遵循系統屬性頁面上的指示，以新增 HA 系統。

步驟 6

輸入高可用性系統的管理網站虛擬機器的完整網域名稱 (FQDN)，並選取繼續。
驗證主要系統和 HA 系統的準備度。 如果兩個系統都已準備就緒，則您會看到一個綠色新增按鈕。 （如果您
的系統未處於「維護模式」，則請勿選取。） 如果任一系統未備妥，則會顯示錯誤訊息。 修正錯誤，然後再
次嘗試此程序。

步驟 7

選取新增。
如果「錯誤代碼： 資料庫 64」顯示，請使用高可用性虛擬機器的快照來重複此程
附註
序。
您的高可用性系統已新增，且會自動設定為在主要系統出現故障時充當備份。

步驟 8

重新啟動完成後，重新登入管理網站。
若要移除 HA，請參閱從系統移除高可用性 ，第 61 頁。

元件故障後的高可用性系統行為
當虛擬機器上執行的特定媒體和平台元件故障時，系統會自動重新啟動這些元件。 受影響的會議會
容錯移轉至系統中相同或另一個虛擬機器中的其他可用資源（適用於獨立式50個使用者的系統以外
的系統）。
高可用性系統
在高可用性 (HA) 系統上，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將在發生單一元件故障時恢復這些元件：
•一個虛擬機器上的單一服務。
•虛擬機器。
•單一實體伺服器或刀片式伺服器，可主控多達兩個虛擬機器（只要虛擬機器佈局符合《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規劃指南》中所列的規格。）
•單一網路鏈結，假定以完全冗餘的方式佈建網路。
•單一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CUCM) 節點，假設以備援的方式佈建 CUCM。
單一元件故障後，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系統的行為如下：
•在最長三分鐘的時間內，應用程式共用、使用電腦進行的音訊語音連線及視訊都可能會中斷。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需要三分鐘來偵測故障，並自動重新連線所有受影響的會議用戶
端。 使用者無需關閉其會議用戶端和重新加入會議。
•部分故障可能會導致電話會議音訊連線中斷。 如果發生該情況，使用者需要手動重新連線。
重新連線應該會在兩分鐘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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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部分故障，並非所有用戶端和會議都會受影響。 通常會跨多個虛擬機器和主機重新分配會
議連線。
適用於 2000 個使用者的系統的額外資訊
2000 個使用者的系統無需新增 HA 系統，即可提供部分高可用性功能。 對於不具高可用性的 2000
個使用者的系統：
•系統在遺失任何網路或媒體虛擬機器之後都仍然能夠運作，但系統容量將受影響。
•遺失管理虛擬機器則會導致系統無法使用。
對於具高可用性的 2000 個使用者的系統：
•遺失任何虛擬機器（管理、媒體或網路）都不會影響系統。 即使遺失任何託管主要虛擬機器
（管理和媒體或網路和媒體）的實體伺服器或 HA 虛擬機器（管理和媒體或網路），系統也仍
然能以完整容量執行。
•故障的虛擬機器重新啟動後會重新加入系統，且系統會回到正常的工作狀態。
•當媒體虛擬機器故障時，該伺服器上主控的會議會短暫中斷，但會議會容錯移轉至候補的媒體
虛擬機器。 使用者必須手動重新加入桌面音訊和視訊階段作業。
•當 Web 虛擬機器故障時，該虛擬機器上主控的現有網路階段作業也會失敗。 使用者必須重新
登入 Cisco WebEx 網站，並建立將在候補網路虛擬機器上託管的新瀏覽器階段作業。
•當管理虛擬機器故障時，任何現有的管理員階段作業也會失敗。 管理員必須重新登入管理網
站，並建立將在候補管理虛擬機器上託管的新瀏覽器階段作業。 此外，任何現有管理員或最終
使用者會議階段作業都可能會出現短暫中斷。

從系統移除高可用性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步驟 2

選取開啟維護模式。

步驟 3

在「系統」區段中選取檢視更多。

步驟 4

選取移除高可用性系統。
即會出現移除高可用性系統頁面，顯示高可用性系統的完整網域名稱 (FQDN)。

步驟 5

選取繼續。
移除高可用性系統後，您就無法再將相同的高可用性系統重新新增回您的系統。 若要還原高可靠性，則必須
使用 OVA 檔案來部署高可用性系統。 請參閱 為 2.5 版及更高版本新增高可用性系統 ，第 57 頁 以獲取
更多資訊。
即會移除您的高可用性系統。

步驟 6

開啟 VMware vCenter，然後使用從磁碟刪除命令移除高可用性系統。

步驟 7

選取關閉維護模式及繼續以進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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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重新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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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擴充系統
•準備系統擴充 ，第 63 頁
•擴充系統大小 ，第 64 頁

準備系統擴充
系統擴充需要部署新的主要系統，以及將系統資料和主持人授權從原始系統傳送至擴充的系統。
無法擴充「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 必須縮減為單一資料中心系統：
•移除次要資料中心。 （請參閱移除資料中心 ，第 300 頁。）這通常是沒有執行授權管理程
式的資料中心。
•請遵循本章的指示，擴充主要、單一資料中心的系統。
•取得擴充系統的 MDC 授權，並在主要系統上載入授權。
•建立和主要資料中心大小相同的新次要資料中心。
•加入資料中心。 （請參閱將資料中心加入多重資料中心系統 ，第 296 頁。）
擴充系統的注意事項
請考慮以下幾項：
•如果擴充已設定 NFS 儲存體的 CWMS 系統，請確保所擴充系統的新部署虛擬機器對 NFS 儲存
體具有的存取特權和原始系統相同。 否則，擴充程序將會在系統檢查階段失敗。
•編列任何其他硬體的預算。
•預期未來幾個月的並行會議數及其平均大小。
•升級或擴充原始系統時，會建立並行系統。 如果原始系統的試用期還剩餘一段時間，則這段時
間會轉移至升級或擴充的系統。 原始系統上的有效永久主持人授權必須透過重新託管授權來轉
移至升級或擴充的系統。 （請參閱重大系統修改後重新託管授權 ，第 2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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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系統大小
開始之前
移除所有 VMware 快照。 擴充程序期間切勿擷取任何快照。 若要移除快照，請參閱移除快照 ，第
8 頁。
取得第一次用於安裝此系統的開放式虛擬化封存 (OVA) 檔案。 例如，如果您已部署 2.0 版系統，請
取得基本版本 2.0.1.2 OVA。

附註

使用相同的基本版本 OVA。 例如，假設原先是使用 2.5.1.29 OVA 來部署了內部虛擬機器，並隨
時間將系統更新為 2.7.1.12 版。 如果使用 2.5.1.29 OVA 檔案來部署 IRP 虛擬機器並新增「公開
存取」，則此程序將會失敗並發出訊息「主要系統的版本和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虛擬機器的版本
不同。 透過使用與部署主要系統所用的相同的 OVA 檔案來重新部署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虛擬機
器。」

表1：擴充檢查清單

欄位名稱

系統的目前值

WebEx 網站 URL
管理網站 URL
私人 VIP 位址
公用 VIP 位址

擴充「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時，必須移除任何次要資料中心。 （通常是未執行授權管理程式
的資料中心，請參閱移除資料中心 ，第 300 頁。）

附註

不支援從未加密版本升級至加密版本，或從加密版本升級至未加密版本。 根據現有的系統部署
取得 OVA。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如果要擴充 MDC 系統，請移除主要資料中心之外的所有資料中心。
請參閱移除資料中心 ，第 300 頁。

步驟 3

如果要擴充 MDC 系統，請建立執行 Cisco WebEx Meeting Server 的新資料中心，以在主要系統擴充後加入。
請參閱建立多重資料中心 (MDC) 系統 ，第 2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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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

建立原始系統的備份。 （請參閱使用 VMware vCenter 來建立備份 ，第 6 頁。）

步驟 5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6

選取繼續。

步驟 7

選取管理。
這時會出現管理系統規格頁面。

步驟 8

選取擴充系統大小。

步驟 9

選取繼續。
系統會檢查虛擬機器的連線。 如果一或多個虛擬機器存在連線問題，您必須先修復問題然後才能繼續。 如果
沒有連線問題，系統會執行自動備份。 備份完成時，系統會通知您可以繼續進行擴充。

步驟 10

使用 VMware vSphere 用戶端，在原始系統的虛擬機器上選取電源 > 關閉訪客。

步驟 11

使用 vSphere 用戶端，針對新系統大小部署管理虛擬機器。
如果要執行自動擴充，則我們會為您的系統建立其他虛擬機器。 如果要執行手動擴充，則您可以為您的系統
建立其他虛擬機器。 （請參閱透過 VMware vSphere 用戶端部署 OVA 檔案 ，第 19 頁。）

步驟 12

將硬碟 4 從原始系統的管理虛擬機器附加到擴充系統的管理虛擬機器。 （請參閱將現有 VMDK 檔案附加至新
虛擬機器 ，第 9 頁。）

步驟 13

開啟擴充的系統的管理虛擬機器，並記下部署 URL。 如果要執行自動擴充，則我們會為您系統的其他虛擬機
器開啟電源。 如果要執行手動擴充，請為您系統的其他虛擬機器開啟電源。

步驟 14

在 Web 瀏覽器中輸入該部署 URL，並繼續部署擴充的系統。

步驟 15

為部署擴充的系統選取偏好語言。 （請參閱選取用於設定的語言 ，第 22 頁。）

步驟 16

選取擴充現有系統的容量 > 下一步。

步驟 17

確認系統大小。（請參閱確認系統的大小 ，第 22 頁。）
此系統大小必須大於或等於原始系統。

步驟 18

選取安裝主要系統。

步驟 19

選取自動或手動部署。 （請參閱選擇部署的類型 ，第 23 頁。）
如果選擇了手動部署，請繼續執行下一步。 如果選擇了自動部署：
a) 輸入 vCenter 認證，讓我們可以為您部署虛擬機器。（請參閱提供 VMware vCenter 認證 ，第 24 頁。）
b) 為媒體虛擬機器選取 ESXi 主機、資料存放區及虛擬機器連接埠群組。 （請參閱選擇用於媒體虛擬機器的
vCenter 設定 ，第 24 頁。）
c) 輸入媒體虛擬機器的完整網域名稱。
如果您已使用擴充系統的項目更新 DNS 伺服器，則我們會為您查詢 IP 位址。（請參閱輸入媒體虛擬機器
的網路資訊 ，第 24 頁。）
取得您第一次用於安裝此系統的相同 OVA 檔案。 針對新系統大小部署管理虛擬機器。
擴充完成後，系統便會通知您。

步驟 20

如果您想要擴充系統的公開存取，請確認已勾選建立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虛擬機器勾選方塊。 否則，請取消
勾選此勾選方塊。（請參閱使用 IRP 新增對系統的公開存取 ，第 1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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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已選擇新增公開存取：
a) 為「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IRP)」虛擬機器選取 ESXi 主機、資料存放區及虛擬機器連接埠群組。
b) 輸入 IRP 虛擬機器的主機名稱和網路資訊。
步驟 21

輸入 WebEx 網站 URL 的公用 VIP 位址。（請參閱輸入公用 VIP 位址 ，第 27 頁。）
可以輸入用於原始系統的相同公用 VIP 位址，或變更成新的 IP 位址。 如果變更 IP 位址，則在 DNS 伺服器中
進行必要的更新。

步驟 22

輸入 WebEx 網站 URL 的私人 VIP 位址。（請參閱輸入私人 VIP 位址 ，第 27 頁。）
可以輸入您用於原始系統的相同專用 VIP 位址，或將它變更為新的 IP 位址。 如果變更 IP 位址，則在 DNS 伺
服器中進行必要的更新。

步驟 23

輸入 WebEx 通用網站 URL。（請參閱輸入 WebEx 通用網站和管理網站 URL ，第 29 頁。）
參加者存取此 URL 來主持和出席會議。 此 URL 解析為私人 VIP 位址或公用 VIP 位址，視您是否使用水平分
割 DNS 而定。
可以輸入您用於原始系統的相同 WebEx 通用網站 URL，或變更成新的 URL。 如果確實需要變更，請在 DNS
伺服器中作出必要更新。
附註

如果使用者嘗試使用原始 URL，則這些使用者無法執行下列作業： 完成此變更之後，將會捨棄非目
前設定的主機名稱產生的系統流量。
•主持或加入會議
•從網頁、生產力工具或行動裝置應用程式登入
•播放錄製檔

步驟 24

輸入供管理員存取 Cisco WebEx 管理網站的 WebEx 管理網站 URL。（請參閱輸入 WebEx 通用網站和管理網
站 URL ，第 29 頁。）
此 URL 解析為私人 VIP 位址。
可以輸入用於原始系統的相同 WebEx 管理網站 URL，或變更成新的 URL。 如果確實需要變更，請在 DNS 伺
服器中作出必要更新。

步驟 25

驗證已進行系統所需的所有網路、DNS 伺服器及防火牆設定變更。 （請參閱確認網路已正確設定 ，第 29 頁
。）

步驟 26

順利部署虛擬機器後，請選取下一步以繼續進行系統檢查。 （請參閱部署虛擬機器 ，第 42 頁。）
在進行系統檢查的同時，我們會以任何所需維護版本更新來更新已擴充系統，以符合原始系統的軟體版本。
（此更新最多可能需要一小時。） 完成後，系統便會重新啟動。 （請參閱檢查系統 ，第 30 頁。）

步驟 27

選取重新啟動。

步驟 28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9

如果要擴充 MDC 系統，請將它加入 MDC 系統。 （請參閱將資料中心加入多重資料中心系統 ，第 296 頁
。）

步驟 30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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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步驟 31

選取繼續。
系統會重新啟動。 重新啟動完成時，可以登入管理網站。
附註
如果原先使用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2.0 OVA 檔案來建立了虛擬機器，則可能會看到「無法存
取伺服器」錯誤訊息。 如果發生此情況，則對系統中的所有虛擬機器使用 VMware vSphere 用戶端和
「重新啟動訪客」。

步驟 32

測試擴充的系統。 （請參閱關於系統測試 ，第 53 頁。）
如果擴充失敗，則請關閉擴充系統的電源，並開啟原始系統的電源。 如要必要，請聯絡 Cisco TAC 以取得進
一步協助。

步驟 33

重新託管適合於擴充系統的主持人授權或 MDC 授權。 （請參閱重大系統修改後重新託管授權 ，第 288 頁
。）

下一步動作
將系統更新為想要的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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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更新系統
在「單一資料中心 (SDC)」系統中，必須將資料中心置於維護模式。
升級定義為更換系統以部署我們對系統所做的重大修改。 例如，將目前執行 1.5 版的系統更換為執
行 2.0 版，該版本包含對新作業系統的支援。 更新定義為覆寫現有（原始）系統以利用我們所做的
修改來改善系統。 擴充定義為擴大現有系統，但不變更應用程式版本。 例如，可將系統從 1.5 版
更新至 1.5MR、將系統從 1.5 升級至 2.0，或者將系統從 800 個使用者擴充為 2000 個使用者。 在所
有情況下，這些程序都包括將原始系統中的所有資料傳送至更新、升級或擴充的系統。
完整的更新程序（包括備份虛擬機器）最多可能需要一小時的時間，取決於下列各項：
•系統大小
•資料庫大小
•vCenter 的速度及負載

附
註

CWMS System 是升級至 2.5 版或更高版本後資料中心的預設名稱；它未從英文翻譯為任何其他
語言。

•升級或更新 ，第 69 頁
•更新資料中心 2.5 版及更高版本 ，第 71 頁
•連接 CD/DVD 光碟機中的 ISO 映像檔 ，第 72 頁

升級或更新
請使用下表決定如何更新或升級至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2.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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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安裝版本

目標版本

1.0 至 1.1

2.8

路徑
1 更新至 1.5。
2 更新至 1.5MR5 Patch 2 或更新版本。
3 升級至 2.8。

1.5 至 1.5MR4

2.8

1 更新至 1.5MR5 Patch 2 或更新版本。
2 升級至 2.8。

1.5 MR5

2.8

1 更新至 1.5MR5 Patch 2 或更新版本。
2 升級至 2.8。

1.5 MR5 Patch 2 或更
新版本

2.8

2.0 至 2.0MR8

2.8

升級至 2.8。

1 更新至 2.0MR9。
2 更新至 2.8。

2.0MR9 或更高版本

2.8

2.5 至 2.5MR5

2.8

更新至 2.8。
1 更新至 2.5MR6。
2 更新至 2.8。

2.5MR6

2.8

2.6 至 2.6MR2

2.8

更新至 2.8。
1 更新至 2.6MR3
2 更新至 2.8

2.6MR3 或更高版本

2.8

更新至 2.8。

2.7 或任何 2.7MR

2.8

更新至 2.8。

2.8 或任何 2.8MR

任何 2.8MR

更新至 2.8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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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資料中心 2.5 版及更高版本
本程序描述在將所有資料中心置於「維護模式」而使得系統離線時，如何更新「單一資料中心(SDC)」
系統或「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

開始之前
將 ISO 映像檔置於 vCenter 資料存放區，並連接 CD/DVD（如連接 CD/DVD 光碟機中的 ISO 映像檔
，第 72 頁中所述）。

步驟 1

從 Cisco 取得最新的更新檔案 (http://www.cisco.com/cisco/software/navigator.html)。
用於系統的更新封裝包含 ISO 映像檔。 不能跳過軟體的某些版本。 例如，必須安裝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1.1 版（建置編號 1.1.1.9.A），然後才能套用 1.5MR3。 在發行說明中檢查是否有正確的版本供使用。

步驟 2

通知其他系統管理員他們不應在此程序期間存取正在更新的任何資料中心。 如果他們這樣做，則系統不會儲
存其變更，並且結果可能無法預期。

步驟 3

清除瀏覽器快取。
靜態資源會加以快取以提升網頁效能；然而，快取的資料可能不正確。 因此，我們建議您清除瀏覽器快取。

步驟 4

登入管理網站。
在資料中心重新啟動或重新開機之前，請不要關閉瀏覽器視窗，因為您可能無法重新登入管理網站。

步驟 5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6

製作此系統中所有資料中心內全部虛擬機器的備份（除非您要從失敗的更新恢復）。
（請參閱使用 VMware vCenter 來建立備份 ，第 6 頁。）

步驟 7

選取系統。

步驟 8

選取要更新的資料中心。

步驟 9

選取升級。
升級系統頁面隨即顯示。

步驟 10

選取更新 > 繼續。
驗證 ISO 映像檔頁面隨即顯示。

步驟 11

選取我已連線至 ISO 映像檔且準備繼續 > 繼續。
隨即讀取 ISO 映像檔，以瞭解例如停機時間需求等條件。
更新系統頁面隨即顯示。

步驟 12

選取我已製作所有資料中心上全部虛擬機器的備份 > 繼續。 請勿關閉瀏覽器視窗；否則您將無法回到此頁面。
完成更新最多可能需要一小時。 如果您發現重新啟動按鈕尚未出現，請驗證主要資料中心的更新狀態，以確
認更新沒有發生錯誤，且更新正在繼續。
重要須知

有另一個資料中心在更新時請勿將任何其他資料中心關閉或重新開機；否則可能會導致更新失
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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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資料中心上的更新完成後，重新啟動按鈕隨即顯示，確認更新成功。
步驟 13

選取繼續。
選取繼續後，就無法停止更新程序。 如果在程序中發生問題，且未順利完成更新，則您必須使用備份
注意
來還原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請勿關閉瀏覽器視窗；否則您將會無法返回此頁面。 如果出於任何原因而關閉了瀏覽器階段作業或遺失連線，
則您必須檢查虛擬機器的啟動螢幕，以驗證更新是否已順利完成，然後手動將系統重新開機。
有另一個資料中心在更新時請勿將任何其他資料中心關閉或重新開機；否則可能會導致更新失
敗。
更新完成後，新的頁面隨即出現，以確認更新成功。
重要須知

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都更新完成之後，重新啟動即變得有效。
步驟 14

選取重新啟動以重新啟動系統。
出現 Cisco WebEx 管理網站登入頁面。

步驟 15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16

檢查此更新的發行說明，並確定是否需要任何更新後任務。 如果需要其他任務，請先完成這些任務，然後再
將系統退出「維護模式」。

步驟 17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步驟 18

測試系統。 如需建議的測試，請參閱關於系統測試 ，第 53 頁。

下一步動作
我們建議您對作業滿意後移除所有備份。
如果先前部署的 Cisco WebEx Meetings 應用程式或生產力工具的版本或組建編號，與新部署的應用
程式版本不同，則可能需要將 Cisco WebEx Meetings 應用程式或生產力工具推送給使用者。 請參閱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規劃指南和系統需求》的Cisco WebEx Meetings 應用程式 和生產力工
具相容性矩陣一節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conferencing/webex-meetings-server/
products-installation-and-configuration-guides-list.html)。

連接 CD/DVD 光碟機中的 ISO 映像檔
為了讓更新快速完成，我們建議您將 ISO 映像掛接在 vCenter 資料存放區中。 但是，如果將它放在
vSphere 用戶端可以存取的本端磁碟中，請確保 vSphere 用戶端具有到公司內部網路的實體連線（不
是透過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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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將 ISO 映像檔放在 vCenter 資料存放區中並且連接 CD/DVD，請完成下列步驟：

步驟 1

從 Cisco 取得需要的 ISO 映像檔 (http://www.cisco.com/cisco/software/navigator.html)。

步驟 2

驗證您具有適當的權限。

步驟 3

為所要更新資料中心的管理虛擬機器選取 ESXi 主機。 選取摘要標籤，然後連按兩下儲存體下方的資料存放區
1 名稱。

步驟 4

在資料存放區和資料存放區叢集視窗上，選取瀏覽此資料存放區。

步驟 5

選取綠色向上箭頭圖示 (上傳檔案)，並載入更新 ISO 檔案。

步驟 6

選取 VMware vCenter 庫存中的管理虛擬機器。

步驟 7

選取管理虛擬機器的 CD/DVD 圖示。

步驟 8

選取本端磁碟或資料存放區上的 CD/DVD 光碟機 1 > 連接 ISO 映像檔。

步驟 9

確認 CD/DVD 光碟機已連線。
a) 在 vCenter 庫存中的管理虛擬機器名稱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取編輯設定...。
b) 在硬體標籤中，選取 CD/DVD 光碟機 1。
c) 如果已取消勾選，請勾選連接勾選方塊。
d) 選取確定。

下一步動作
透過遵循位於 更新資料中心 2.5 版及更高版本 ，第 71 頁 中的指示，來更新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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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升級系統
•支援的升級路徑 ，第 75 頁
•開始升級之前 ，第 77 頁
•自動升級系統 ，第 78 頁
•手動升級系統 ，第 80 頁

支援的升級路徑
本版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支援從 1.x 版升級至 2.8 版。 下列各點適用：
•升級定義為更換系統以部署我們對系統所做的重大修改。
•更新定義為系統的增量修改。 更新會部署修正程式和次要的改進。
•更新會保留原始系統的所有資料。 升級會保留原始系統中除日誌之外的所有資料。
•在升級時，不能跳過軟體的主要版本直接升級至隨附的維護版本 (MR)。
例如，若要從 1.5MR5 升級至 2.8MR，則必須先從 1.5MR5 升級至 2.8，再更新至 2.8MR。

附註

所有更新都需要停機。 對於多重資料中心，您可以同時更新兩個資料中心。

注意

請勿急著對其中一個資料中心按一下重新啟動，必須等到另一個資料中心完成更新，且兩者都顯
示重新啟動按鈕時才這樣做。 從 2.5MR6 版或更高版本升級至 2.8 版時，在一個資料中心完成更
新之前就重新啟動另一個資料中心會中斷複製。
請使用下表決定如何更新或升級至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2.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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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安裝版本

目標版本

1.0 至 1.1

2.8

路徑
1 更新至 1.5。
2 更新至 1.5MR5 Patch 2 或更新版本。
3 升級至 2.8。

1.5 至 1.5MR4

2.8

1 更新至 1.5MR5 Patch 2 或更新版本。
2 升級至 2.8。

1.5 MR5

2.8

1 更新至 1.5MR5 Patch 2 或更新版本。
2 升級至 2.8。

1.5 MR5 Patch 2 或更
新版本

2.8

2.0 至 2.0MR8

2.8

升級至 2.8。

1 更新至 2.0MR9。
2 更新至 2.8。

2.0MR9 或更高版本

2.8

2.5 至 2.5MR5

2.8

更新至 2.8。
1 更新至 2.5MR6。
2 更新至 2.8。

2.5MR6

2.8

2.6 至 2.6MR2

2.8

更新至 2.8。
1 更新至 2.6MR3
2 更新至 2.8

2.6MR3 或更高版本

2.8

更新至 2.8。

2.7 或任何 2.7MR

2.8

更新至 2.8。

2.8 或任何 2.8MR

任何 2.8MR

更新至 2.8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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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須知

升級或更新期間，不能變更系統的音訊加密類型（音訊加密 -AE/音訊未加密 -AU）。 部署後，
如果要將系統變更為另一種音訊加密，唯一的辦法就是部署新的系統。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文件：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管理指南 2.8 版：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12732/prod_
installation_guides_list.html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規劃指南與系統需求 2.8 版：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
conferencing/webex-meetings-server/products-installation-and-configuration-guides-list.html

設定高可用性系統
更新高可用性系統時，您需要將系統重新開機。 在重新開機程序看似已完成之後，建議您再多等候
15 分鐘，然後才開始您的新增高可用性系統程序。

重要須知

部署資料中心之前，選擇「加密音訊 (AE)」或「未加密音訊 (AU)」。 部署之後，就無法轉換成
另一種類型。 從一種系統封存或備份的資料無法上傳至另一種系統。 在升級或更新期間，您無
法變更音訊加密類型。 如果要將系統變更為另一種音訊加密，唯一的辦法就是部署新的系統。

開始升級之前
自動或手動升級系統之前，請先解決下列問題：
•取得升級所需 OVA 檔案。

附註

不支援從未加密版本升級至加密版本，或從加密版本升級至未加密版本。 根據
現有的系統部署取得 OVA。

•移除原始（現有）系統的所有 VMware 快照。 升級程序期間切勿擷取任何快照。 若要移除快
照，請參閱移除快照 ，第 8 頁。
•為原始（現有）系統上的每個虛擬機器建立備份。 （請參閱使用 VMware vCenter 來建立備份
，第 6 頁。）
•計劃一次維護性中斷。 升級程序期間，原始系統會進入維護模式，需要以獨佔方式存取系統。
在這段期間，使用者無法存取系統來加入會議。 將升級的這部分排定在對使用者造成最少干擾
的時間。
•規劃增加資料存放區的大小。 原始系統和升級的系統會共用資料存放區，直到升級的系統完成
測試並移除原始系統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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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升級的系統中會重複使用原始系統主機名稱和 IP 位址。 同時確認這兩個系統的內部虛擬
機器位於同一子網路。 如果您已新增公開存取，則原始系統和升級系統的「網際網路反向
Proxy」虛擬機器必須位於同一個子網路上。
•驗證 DNS 伺服器可以解析 vCenter 主機名稱。 透過 ping 主機名稱來測試鏈結。

附註

升級之後，資料中心的預設名稱為 CWMS System，不會翻譯成其他任何語言。

自動升級系統
此程序列出了完成自動升級所需的進階任務。 其中包含《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管理指南》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conferencing/webex-meetings-server/
products-installation-and-configuration-guides-list.html) 的各節鏈結，它們提供完成每個任務所需的詳
細步驟。

開始之前
在使用自動升級程序升級系統之前：
•在「多重資料中心 (MDC)」環境中，無法擴充或升級資料中心。 次要資料中心必須從 MDC 中
移除，使它成為「單一資料中心 (SDC)」環境。 修改資料中心之後可以還原 MDC 環境，並且
驗證資料中心大小和版本相符。
•通知其他系統管理員，在升級期間他們不應存取原始系統或對其做出變更，因為其變更可能會
產生無法預測的結果。
•提供並設定一個額外的 IP 位址和主機名稱，該位址將暫時用於升級系統上的管理虛擬機器。
這可以是 VLAN 中的任何可用 IP 位址。 主機名稱可以是您想要的任何名稱，因為此 IP 位址和
主機名稱將在升級程序結束後釋出。
此程序期間都會開啟原始系統和升級系統的電源。 在執行此程序的某一部分期間，暫時 IP 位
址和主機名稱可防止 IP 衝突。 將資料從原始系統傳送至修改系統後，會關閉原始系統的電源。
此程序結束時，修改系統會退出維護模式中並重新開機。
重新開機期間，將釋出暫時 IP 位址和主機名稱，而且修改系統會使用原始管理虛擬機器 IP 位
址和主機名稱。
如果在管理虛擬機器和 IRP 虛擬機器之間存在防火牆，則必須允許暫時 IP 位址通過防火牆。
•請勿手動開啟或關閉任一系統。
•驗證 vSwitch 未用作 ESXi 主機上的分散式交換器。 自動程序並不支援 CWMS ESXi 主機上的
vSwitch 分散式交換器。 切換至標準交換器或使用手動程序。 （請參閱自動升級系統 ，第 78
頁、手動升級系統 ，第 80 頁或擴充系統大小 ，第 64 頁。）

步驟 1

清除瀏覽器快取。
靜態資源會加以快取以提升網頁效能；然而，快取的資料可能不正確。 因此，我們建議您清除瀏覽器快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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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

透過選取系統 > 檢視更多 > 管理授權，來移至原始系統上的授權管理程式，並產生授權要求。
授權管理程式會在新標籤中開啟。

步驟 3

選取產生授權要求。
即會出現一個包含授權要求文字的快顯視窗。 複製文字並將授權要求儲存在方便的位置，因為使用手動重新
託管程序收回授權時可能需要。 此資訊也可以協助 Cisco 找到您的授權。 （請參閱透過使用授權管理程式來
履行授權 ，第 285 頁。）

步驟 4

使用 vSphere 用戶端，部署升級系統的「管理」虛擬機器（使用暫存 IP 位址），方法是選取具有 Auto-upgrade
尾碼的設定，例如，250 Users Admin Auto-upgrade。 使用與原始系統管理虛擬機器相同的主機。

步驟 5

驗證「升級管理」虛擬機器可以存取原始系統磁碟。
這兩部管理虛擬機器位於相同的 ESXi 主機上，並且可以存取相同的資料存放區，所以應該能夠檢視兩組磁
碟。 管理虛擬機器資料存放區 (vmdk) 檔案使用的資料存放區應該可以透過 vCenter 看到（透過使用與自動升
級程序所用相同的 vCenter 認證）。

步驟 6

開啟升級系統管理虛擬機器的電源，然後記下虛擬機器主控台上顯示的部署 URL。

步驟 7

在 Web 瀏覽器 URL 欄位中輸入部署 URL。

步驟 8

輸入「管理」和 vCenter URL 及認證，以便我們可以為您部署虛擬機器。（請參閱提供 VMware vCenter 認證
，第 24 頁。）

步驟 9

若要部署任何額外的虛擬機器，請選取繼續。
直到您開始設定升級的系統且原始系統處於維護模式，使用者可主持會議，但管理員不得修改原始系統虛擬機
器。

步驟 10

記下 vCenter 中所列出自動建立的虛擬機器的名稱。
虛擬機器名稱的格式為 CWMS_hostname_MMDDHHmm，其中 mm=分鐘
升級完成後，虛擬機器不會顯示。 若要尋找 CWMS 升級程序中建立的虛擬機器，您可以根據此格式搜尋。
升級進度會顯示在升級系統的部署 URL 上，及主要系統管理虛擬機器所連接的 VMware 主控台上。 VMware
主控台提供了執行升級程序期間，瀏覽器視窗意外關閉時要使用的部署 URL。

步驟 11

若要自動將系統置於維護模式並開始設定升級的系統，請選取繼續。
啟用「維護模式」時，會顯示一則訊息，說明可能需要長達 30 分鐘。

步驟 12

若要啟動升級的 Cisco WebEx 管理網站，請選取登入管理網站並登入。

步驟 13

等待系統變為良好狀態，然後關閉升級系統上的維護模式，並選取繼續。
可能需要幾分鐘的時間，會議服務才能變為可用。 如果系統內容頁面上列出的所有虛擬機器都顯示「良好」
狀態（綠色），則系統已備妥，使用者可以開始會議。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
第 104 頁。
系統重新啟動。

步驟 14

測試升級的系統。 （請參閱關於系統測試 ，第 53 頁。）
當您的升級系統令人滿意地執行時，您可以刪除原始系統以釋出原始系統資源。 保持升級系統執行，同時刪
除原始系統以防止意外移除 硬碟 4 基礎 VMDK 檔案，升級系統可能會存取該檔案。
如果升級失敗，請關閉升級系統的電源，開啟原始系統的電源，然後聯絡 Cisco TAC。

步驟 15

重新託管並更新適合於升級系統的授權版本。 （請參閱關於主持人授權 ，第 282 頁和重大系統修改後重
新託管授權 ，第 288 頁。）
如果先前部署的 Cisco WebEx Meetings 應用程式 或生產力工具與應用程式新部署的版本為不同版本建置號碼，
且未封鎖升級，則會透過升級警告對話方塊通知您。 可能必須將 Cisco WebEx Meetings 應用程式 或生產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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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推送給使用者。 請參閱《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規劃指南》的Cisco WebEx Meetings 應用程式 和生產
力工具相容性矩陣一節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conferencing/webex-meetings-server/
products-installation-and-configuration-guides-list.html)。
在 180 天內，免費授權的寬限期應該會到期。 如果原始系統具有有效的授權，則必須在 180 天的時間內重新
託管這些授權。 如果原始系統是在免費授權寬限期內作業，則剩餘的未到期天數會轉移至升級系統。

下一步動作
如果先前部署的 Cisco WebEx Meetings 應用程式 或生產力工具與應用程式新部署的版本為不同版本
建置號碼，且未封鎖升級，則會透過升級警告對話方塊通知您。 可能必須將 Cisco WebEx Meetings
應用程式 或生產力工具推送給使用者。 請參閱《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規劃指南和系統需求》
的Cisco WebEx Meetings 應用程式 和生產力工具相容性矩陣一節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
conferencing/webex-meetings-server/products-installation-and-configuration-guides-list.html)。

手動升級系統
此程序列出了完成手動升級所需的進階任務。 其中包含《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管理指南》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conferencing/webex-meetings-server/
products-installation-and-configuration-guides-list.html) 的各節鏈結，它們提供完成每個任務所需的詳
細步驟。

開始之前
在「多重資料中心 (MDC)」環境中，無法擴充或升級資料中心。 次要資料中心必須從 MDC 中移
除，使它成為「單一資料中心 (SDC)」環境。 修改資料中心之後可以還原 MDC 環境，並且驗證資
料中心大小和版本相符。
驗證升級系統可以存取用於原始系統之管理虛擬機器的磁碟。 （硬碟 4 會從原始系統複製到升級的
系統。）
請勿同時開啟兩個系統的電源並執行，因為原始虛擬機器的主機名稱和 IP 位址均用於升級的系統。

步驟 1

清除瀏覽器快取。
靜態資源會加以快取以提升網頁效能；然而，快取的資料可能不正確。 因此，我們建議您清除瀏覽器快取。

步驟 2

移至系統 > （授權）檢視更多。
即會開啟授權視窗。

步驟 3

移至授權管理程式，並透過選取管理授權來產生授權要求。
授權管理程式會在新標籤中開啟。

步驟 4

選取產生授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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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會出現一個包含授權要求文字的快顯視窗。 複製文字並將授權要求儲存在方便的位置，因為使用手動重新
託管程序收回授權時可能需要。 此資訊也可以協助 Cisco 找到您的授權。 （請參閱透過使用授權管理程式來
履行授權 ，第 285 頁。）
步驟 5

登入原始系統的管理網站。

步驟 6

前往「系統」標籤並選取升級。

步驟 7

選取主要升級。

步驟 8

選取繼續以實現原始系統資料並將系統置於維護模式。

步驟 9

使用 VMware vSphere 用戶端，在原始系統的虛擬機器上選取 Power > Shut Down Guest。

步驟 10

部署所有已升級的系統虛擬機器，包括高可用性 (HA) 和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IRP) 虛擬機器。
如果您要部署「多重資料中心 (MDC)」，請勿部署 HA 機器；MDC 不支援 HA。
在部署期間，提供選項部署後開啟虛擬機器。 驗證未勾選該選項，或者在完成下一個步驟之前驗證已手動啟
動虛擬機器；否則，將會導致虛擬機器部署為新系統，並建立新部署而不是移轉資料。 如果已開啟虛擬機器，
則必須將其刪除並重新部署，才能繼續。

步驟 11

將資料從原始系統複製到升級系統的「管理」虛擬機器。 （請參閱將現有 VMDK 檔案附加至新虛擬機器 ，
第 9 頁。）

步驟 12

開啟升級管理虛擬機器的電源，然後記下虛擬機器主控台上所顯示的部署 URL。 （請參閱為 2.5 版及更高版
本新增高可用性系統。）
如果系統會包含 HA，請勿從「HA 管理部署」設定 HA 虛擬機器；請允許升級 Script 以探索 HA 虛擬機器。

步驟 13

開啟其他升級的虛擬機器的電源。

步驟 14

在 Web 瀏覽器中輸入部署 URL。

步驟 15

選取繼續以啟動系統設定。
升級進度會顯示在升級系統的部署 URL 上，及主要系統管理虛擬機器所連接的 VMware 主控台上。
VMware 主控台提供了執行升級程序期間，瀏覽器視窗意外關閉時要使用的部署 URL。

步驟 16

等待系統變為良好狀態，然後關閉維護模式，並選取繼續。
可能需要幾分鐘的時間，會議服務才能變為可用。 如果系統內容頁面上列出的所有虛擬機器都顯示「良好」
狀態（綠色），則系統已備妥，使用者可以開始會議。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
第 104 頁。

步驟 17

測試升級的系統。 （請參閱關於系統測試 ，第 53 頁。）
當您的升級系統令人滿意地執行時，您可以刪除原始系統以釋出原始系統資源。 保持升級系統執行，同時刪
除原始系統以防止意外移除 硬碟 4 基礎 VMDK 檔案，升級系統可能會存取該檔案。
如果升級失敗，請關閉升級系統的電源，開啟原始系統的電源，然後聯絡 Cisco TAC。

步驟 18

重新託管並更新適合於升級系統的授權版本。 （請參閱關於主持人授權 ，第 282 頁和重大系統修改後重
新託管授權 ，第 288 頁。）
如果先前部署的 Cisco WebEx Meetings 應用程式 或生產力工具與應用程式新部署的版本為不同版本建置號碼，
且未封鎖升級，則會透過升級警告對話方塊通知您。 可能必須將 Cisco WebEx Meetings 應用程式 或生產力工
具推送給使用者。 請參閱《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規劃指南》的Cisco WebEx Meetings 應用程式 和生產
力工具相容性矩陣一節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conferencing/webex-meetings-server/
products-installation-and-configuration-guides-l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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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0 天內，免費授權的寬限期應該會到期。 如果原始系統具有有效的授權，則必須在 180 天的時間內重新
託管這些授權。 如果原始系統是在免費授權寬限期內作業，則剩餘的未到期天數會轉移至升級系統。
步驟 19

下一步動作
如果先前部署的 Cisco WebEx Meetings 應用程式 或生產力工具與應用程式新部署的版本為不同版本
建置號碼，且未封鎖升級，則會透過升級警告對話方塊通知您。 可能必須將 Cisco WebEx Meetings
應用程式 或生產力工具推送給使用者。 請參閱《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規劃指南和系統需求》
的Cisco WebEx Meetings 應用程式 和生產力工具相容性矩陣一節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
conferencing/webex-meetings-server/products-installation-and-configuration-guides-l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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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系統
•關於系統測試 ，第 83 頁
•使用會議測試 ，第 84 頁
•使用系統資源測試 ，第 84 頁

關於系統測試
大部分的系統測試是使用 CWMS 系統來完成（例如使用會議測試 ，第 84 頁和使用系統資源測
試 ，第 84 頁）。
測試升級的系統時，您可以保留原始系統直到您完成測試升級的系統為止（但因為它們共用部分參
數，例如 IP 位址，所以您無法同時開啟兩個系統）。 對升級的系統測試結果感到滿意後，您可以移
除（永久）原始系統。移除原始系統時，請確保升級系統在執行中。這樣可以避免意外移除升級系
統必須存取的基本虛擬機器磁碟 (VMDK) 檔案。
要在系統上執行的部分建議測試：
•新增、編輯、啟動及停用使用者。 （請參閱管理使用者 ，第 107 頁。）
•排定和舉行場會議。
•重新排定現有會議。
•刪除一系列排定的會議。
•新增會議附件至會議邀請，及開啟會議邀請中的會議附件。
•錄製會議並播放錄製檔。
系統也可以透過下列方式進行測試：
•確認網路已正確設定 ，第 29 頁
•檢查系統 ，第 30 頁
•透過移除主要系統的實體連線及驗證 Cisco WebEx 是否在 HA 系統上執行來驗證主要系統將會
容錯移轉至 HA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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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會議測試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步驟 2

選取支援 > 會議測試。

步驟 3

選取下一步。
您的系統即會執行會議測試，並驗證其排定、開始及加入會議的能力。 測試的結果會在數分鐘內出現。

使用系統資源測試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3

選取支援 > 系統資源測試。

步驟 4

選取下一步。
系統會公佈以下幾項的測試結果：
•系統上每個主機的 CPU、記憶體、網路及儲存空間
•您的網站和管理 URL 的內部和外部連線檢查。

步驟 5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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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儀表板 ，第 87 頁
•管理使用者 ，第 107 頁
•設定系統 ，第 143 頁
•設定設定 ，第 179 頁
•管理報告 ，第 273 頁
•管理授權 ，第 281 頁
•建立多重資料中心 (MDC) 系統 ，第 291 頁
•使用支援功能 ，第 3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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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儀表板
此模組說明 Cisco WebEx Server 儀表板上的功能以及如何使用這些功能。
•關於儀表板（2.8 版或更高版本） ，第 87 頁
•檢視和編輯警報 ，第 90 頁
•檢視會議趨勢 ，第 92 頁
•排定維護時段 ，第 100 頁
•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關於儀表板（2.8 版或更高版本）
儀表板是管理網站的首頁，提供主要監視功能的數個參數和圖形。
儀表板包括以下區段：
•系統監視器 — 顯示系統狀態和時間戳記，並且包括下列子區段：
會議和使用者 — 進行中會議的狀態及使用情況。 顯示目前進行中的會議數目，以及不同
參加者的數目（使用情況）。 狀態標記指出進行中會議及使用情況是小於還是大於所設定
的警報閾值。 綠色狀態標記指示系統位於已設定的閾值之下。 紅色狀態標記指示系統位
於已設定的閾值之上。 請參閱 檢視和編輯警報 ，第 90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警報圖示 — 選取「警報」圖示來檢視及編輯所設定的警報閾值設定。 警報閾值是以數字
格式顯示在警報頁面上。 依預設，警報閾值是以百分比形式顯示。 如需設定警報的相關
資訊，請參閱檢視和編輯警報 ，第 90 頁。
您可以針對以下幾項設定警報：
進行中的會議 — 目前會議遇到問題。
使用情況 — 使用系統的不同使用者總數。 參加者有時在多個階段作業中，但參加者
僅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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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空間 — 已使用的錄製檔與資料庫備份儲存空間。 如果您已設定儲存伺服器，即
會出現儲存警報。 請參閱 新增 NFS 或 SSH 儲存伺服器 ，第 158 頁 以獲取更多
資訊。 如果儲存體使用率大於閾值，則會停用會議錄製檔。
記錄分割區 — 用來儲存應用程式稽核記錄的空間數量。 如果對系統設定了稽核者，
則此警報僅有稽核者可看見。
授權使用情況 — 指派給主持人使用者的永久授權數百分比。
寬限期授權 — 指出已指派寬限期主持人授權給使用者。
•資料中心 — 列出每個資料中心的名稱、「維護模式」是開啟還是關閉、用於每個資料中心的
儲存空間大小及資料複製的狀態。 如需相關詳細資料，請參閱 關於儀表板上所顯示的資料中
心資訊 ，第 89 頁。
•會議趨勢 — 此圖形顯示系統上在指定時間內舉行的會議數目。 使用開始和結束欄位，來設定
會議趨勢資訊的時間及會議清單中所顯示會議的時間。 可以選取「會議趨勢」圖形上的一個
點，來列出會議清單中，於圖形上所指定時間內發生的會議。 如果要檢視當日特定時間內發生
的會議，請將滑鼠移至圖表上方並選取所需的時間。
•會議搜尋 — 透過輸入特定搜尋條件（例如會議號、會議主題或日期範圍）來尋找會議。
•會議 — 顯示所選時間內發生的會議總數、會議主題、主持人、參加者人數及會議狀態。 如果
尚未從「會議趨勢」圖形中選取資料點，則會顯示該時段內的所有會議。 可以排序會議清單中
資訊的每一欄，並且會議會依狀態按順序顯示： 進行中、已結束及未開始。
在清單中選取會議主題會顯示會議的詳細資訊，包括： 會議號、開始時間、結束時間、一般狀
態，並指出是否已詳細分析會議。 分析之前，「狀態」參數會顯示會議的整體狀態，因為它與
品質有關。 選取分析會議詳細資料，對會議進行詳細分析並產生記錄。 編譯記錄後，可能會
根據分析執行的詳細調查而變更會議的一般狀態。 畫面上會顯示記錄的產生日期和時間，也會
傳送一封附帶記錄檔下載資訊的電子郵件給您。 您也可以從儀表板選取下載記錄，下載記錄。

附註

如果會議主持人未出席會議，則會議會在最後一個參加者結束會議後的 30 分鐘
終止（不論排定的結束時間為何），並且顯示為進行中，直到這段時間到期。

•維護 — 排定公告，指出何時將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排定維護時
段 ，第 100 頁和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前次系統備份 — 在您設定儲存伺服器後，會出現此區段。 它會在備份失敗時通知您，如果尚
未建立備份，則通知您嘗試進行第一次備份的日期。 為每個資料中心提供了備份鏈結。 此視
窗會顯示：
最後一個備份的建立時間與日期。
檔名。
檔案大小。
備份的位置。
下一個備份的日期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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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儀表板（2.8 版或更高版本）

用來設定系統備份的鏈結。
•使用者 — 顯示活動使用者數目、是否設定了目錄整合、何時進行下一次同步（如果設定的話）
及選定的驗證類型。 選取檢視更多以前往 編輯使用者 ，第 126 頁。
•設定 — 顯示每個會議中所允許的參加者人數上限、音訊類型及是否啟用了 WebEx HQ 視訊。
選取檢視更多以前往 設定設定 ，第 179 頁。

關於儀表板上所顯示的資料中心資訊
儀表板的「系統監視器」區段會顯示構成系統之資料中心的狀態資訊。 如果具有單一資料中心系
統，則由系統自動指派的資料中心名稱是 CWMS System，但單一資料中心的狀態資訊會動態更新。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每個資料中心均依據您在加入資料中心程序期間輸入的名稱列示在單獨的
列中，而每個資料中心的狀態資訊會個別動態更新及顯示。
•狀態 — 此欄會顯示每個資料中心的狀態。 狀態可能是「良好」、「局部服務」、「已封鎖」
或「關閉」。
•良好 — 資料中心的所有元件都正常運作。 不會向管理員傳送系統產生的電子郵件。
•局部服務 — 資料中心的部分元件無法正常運作，但資料中心仍可以提供服務。 系統會傳
送電子郵件給管理員，指出此資料中心需要注意。
•已封鎖 — 系統已封鎖此資料中心上的服務，並且正在將所有活動重新導向至另一個資料
中心。 系統會傳送電子郵件給管理員，指出服務已關閉、資料正在重新導向至另一個資料
中心，以及此資料中心需要注意。
•關閉 — 資料中心的運作已降級為無法再提供可靠服務的程度，並且正在容錯移轉至另一
個運作正常的資料中心。 系統會傳送電子郵件給管理員，指出服務已關閉、資料正在重新
導向至另一個資料中心，以及此資料中心需要注意。
在「多重資料中心 (MDC)」環境中，部分元件可以串聯，因此這個資料中心上已停用的服
務可由另一個資料中心提供。 這並非整體系統狀態的指標；它僅適用於此資料中心的狀
態。
•已封鎖或關閉且維護模式已開啟 — 資料中心狀態會繼續顯示資料中心已封鎖。 如果維護
模式已關閉且所有元件都已再次啟動並執行，則狀態會變更。
•無法存取 — 另一個資料中心無法與此資料中心通訊。 系統會傳送電子郵件給管理員，要
求他們檢查資料中心之間的網路連線。
•維護 — 指出資料中心是開啟或關閉了維護模式。
•儲存空間 — 與每個資料中心所連接儲存體伺服器上使用的儲存空間大小。 未設定會顯示（如
果儲存體伺服器未連接至系統）。
•資料複製 — 指出 MDC 系統的資料中心之間是否正在進行資料複製。
如果資料中心處於已封鎖或關閉狀態，則使用者可能會遇到下列情況：
•進行中的會議在幾分鐘後會自動移至正常運作的資料中心；這類似於容錯移轉情況。 不會影響
PCN 或群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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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排定但尚未開始的會議會移至正常運作的資料中心。 主持人或參加者不需要執行任何其他
動作。
•使用者以一般方式登入 WebEx 網站 URL，但系統會將登入重新導向至正常運作的資料中心。
•管理員可以登入已封鎖的資料中心及正常運作的資料中心。
•管理員會收到由系統產生的電子郵件，說明哪個資料中心處於已封鎖狀態，及說明部分可能原
因的資訊。

監控 CPU、記憶體和網路使用量
若要監控 CPU、記憶體和網路使用量，建議您在 vSphere 用戶端或 vSphere Web 用戶端中使用每個
CWMS 虛擬機器的效能標籤。 使用 vSphere 用戶端或 vSphere Web 用戶端監控 CWMS 虛擬機器的
效能，優點在於可以分開監控每個虛擬機器，而且監控一段指定的時間。 如果發生不利於系統的問
題，輕鬆就能準確地疑難排解。
若要監控 CPU 使用率，請參閱 http://pubs.vmware.com/vsphere-51/
index.jsp?topic=%2Fcom.vmware.vsphere.monitoring.doc%2FGUID-FC93B6FD-DCA7-4513-A45E-660ECAC54817.html。
CPU 使用率變化和飆升屬於正常情形；但是，在一般系統使用期間，所有層級都應該低於 90%。
若要監控記憶體使用量，請參閱 http://pubs.vmware.com/vsphere-51/
index.jsp#com.vmware.vsphere.monitoring.doc/GUID-C442423F-18CD-4F01-914E-286ED6C72BC6.html。
在正常作業期間，記憶體使用量應該很穩定。 出現某些變化屬於正常情形，但長期增加的趨勢可能
表示有待解決的問題很快會影響系統效能。
若要監控網路使用量，請參閱 http://pubs.vmware.com/vsphere-51/
index.jsp#com.vmware.vsphere.monitoring.doc/GUID-41B7E742-B387-4638-A150-CB58E2ADD89F.html。
CWMS 虛擬機器方面的網路使用量可能會劇烈變化，網路使用量的飆升（例如在備份期間）屬性正
常情形。

檢視和編輯警報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警報圖示。
即會出現警報頁面。

步驟 3

若要修改警報閾值或啟動/停用警報閾值，請選取編輯。
即會出現編輯警報頁面。 選取百分比 % 以百分比方式檢視警報閾值，或選取數量 # 以數字方式檢視警報閾
值。 預設設定為百分比 %。

步驟 4

選取您要啟用的警報的勾選方塊，並為每個已啟用的警報選取時間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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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說明

進行中的會議

進行中的會議警報閾值。
•如果設定為百分比 %，請移動選取器條欄，從百分之 2 到 99 進行設定。
•如果設定為數量 #，請輸入百分之 2 到 99 之間的數字。
預設： 已選取時間間隔 1 小時。

使用情況

系統使用量警報閾值。
•如果設定為百分比 %，請移動選取器條欄，從百分之 2 到 99 進行設定。
•如果設定為數量 #，請輸入使用者數目。
預設： 已選取時間間隔 12 小時。

儲存空間

儲存空間閾值（以 GB 為單位）。 儲存體上限閾值計算方式為「空間總計 – 錄製檔緩衝
區大小」。 錄製檔緩衝區大小視您系統的大小 [50 個使用者 (1 GB)、250 個使用者 (5 GB)、
800 個使用者 (16 GB) 或是 2000 個使用者 (40 GB)]、已主持的 Cisco WebEx 會議數及錄製
的會議的長度而定。 大型使用者系統（800 和 2000 個使用者系統）需要更多儲存體來容
納大型資料庫備份。 一般狀況下，需計劃提供足夠的儲存體空間給三個備份檔案。
•如果設定為百分比 %，請移動選取器條欄，從百分之 2 到 99 進行設定。
•如果設定為數量 #，請輸入 GB 數目。
預設： 未選取。 時間間隔為 1 小時。
附註

記錄記憶體使用
量

只有在您設定儲存伺服器後，才會出現此區段。 如果儲存體用量超過此閾值，則
會停用錄製。 請參閱 新增 NFS 或 SSH 儲存伺服器 ，第 158 頁 以獲取更多資
訊。

用於記錄的磁碟空間量。
如果在系統部署期間將使用者設定為「稽核者」，則可以看到此警報，且只有「稽核者」
才能在稽核標籤上對其進行設定。 如果您的系統沒有具備「稽核者」角色，則管理員、
SSO 管理員或 LDAP 管理員才能看到此警報，並且能夠進行設定。
•如果設定為百分比 %，請移動選取器條欄，從百分之 2 到 99 進行設定。
•如果設定為數量 #，請輸入 GB 數目。
設定間隔，以指示系統檢查記錄記憶體使用的頻率。

授權使用情況

永久授權使用。
•如果設定為百分比 %，請移動選取器條欄，從百分之 2 到 99 進行設定。
•如果設定為數量 #，請輸入 GB 數目。
設定間隔，以指示系統檢查已指派的授權數量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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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說明

寬限期授權

寬限期授權使用。
選取傳送通知給寬限期授權持有者勾選方塊，表示當符合其中一個選取的條件時，就傳送
通知給使用者：
•向使用者指派寬限期授權
•指派給使用者的寬限期授權已到期
•所有寬限期授權皆已指派

當警報超出臨界值時，會傳送電子郵件給管理員。 時間間隔用於隱藏指定的時間內的多個警報，以避免就相
同問題傳送過多的電子郵件。
步驟 5

選取儲存。
即會儲存您的警報設定，且警報頁面會以您的變更進行更新。

檢視會議趨勢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在會議趨勢圖形上方，透過選取開始和結束日期與時間來設定趨勢期間。
•您可以檢視過去四個月、當月及下一個月的會議趨勢資料。
•排定在午夜之前及延伸至第二天的會議，會依會議開始日期顯示在圖上。
•如果某會議由於系統問題而中斷連線，然後又重新連線，則此會議會在會議趨勢圖上計算兩次。
•由於一個月與六個月的會議趨勢資料檢視是以格林威治標準時間 (GMT) 為根據，因此無法準確地顯示 24
小時內的資料。 例如，如果您的系統在給定的某一天託管了 200 個會議，則資料庫會根據 GMT（而非當
地時間）來記錄這些會議項目。 一天與一週的會議趨勢資料檢視是基於使用者的時區。
•綠色軌道指出會議正在進行中或已結束。 未來的會議顯示為黃色。
•如果所選時間範圍為 24 小時，則已過去或進行中會議的資料點是使用五分鐘的間隔，並且未來會議則是
使用一小時的間隔。
•如果所選時間範圍長於一天，但短於或等於一週，則已過去、進行中或未來會議的資料點則會使用一小
時的間隔顯示。
•如果所選時間範圍長於一週，則已過去、進行中或未來會議的資料點則會使用一天的間隔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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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趨勢圖形會顯示所選時段內發生的會議總數。 圖形下方的會議清單會列出所選趨勢期間的所有會議。
附註
部分會議趨勢項目可能顯示為重複項目，因為它們具有相同的名稱。 每次開始會議時都會建立一個項
目。 因此，如果會議已開始、停止並重新啟動，則會顯示多個具有相同會議名稱的項目。
步驟 3

若要檢視特定時間發生的會議清單：
a) 按一下會議趨勢圖形上的特定位置，以在圖形下方的會議清單中，列出在所選時間的 5 分鐘內發生的會議。
請參閱 檢視會議清單 ，第 93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b) 選取開始和結束欄位下方的圖形符號，以顯示「開始」和「結束」期間內所發生會議的日期與時間清單。
然後從下拉清單中選取日期。
下拉功能表中顯示的資料點，和圖形中顯示的那些資料點相同。 之所以使它們可存取，主要是為了方便具
有鍵盤和螢幕閱讀器的使用者。
將滑鼠置於圖形上，以查看那個時候發生的會議總數。

下一步動作
•若要檢視會議的相關資訊，請參閱檢視會議清單 ，第 93 頁。
•請參閱尋找會議 ，第 95 頁，以取得使用會議搜尋標籤的相關資訊。

檢視會議清單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在會議趨勢圖形上方，透過選取開始和結束日期與時間來設定趨勢期間。
依預設，會議清單會顯示目前 24 小時期間的會議。 請參閱 檢視會議趨勢 ，第 92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依預設，會議清單顯示會議的順序是它們的排定開始時間。會議依狀態順序顯示： 進行中、已結束、未開始。
會議清單中顯示的資訊包含：
•在趨勢圖表中選取的時間範圍
•會議主題
•主持人姓名
•參加者人數
•會議的狀態： 進行中、已結束、未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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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狀態圖示顯示在第一欄中，用於指出進行中會議或已結束會議的狀態：良好（綠色）、一般（黃色）
或不良（紅色）。
•一般（黃色）指出會議期間發生的音訊/視訊延遲或抖動已達到次要閾值，並且應該加以監視和
調查以判定原因。
•不良（紅色）指出在會議達到主要閾值期間發生了音訊/視訊延遲或抖動。
•如果會議清單中顯示的大部分會議都指示「不良」狀態，請聯絡 Cisco 技術協助小組 (TAC) 以取
得協助。
•下表提供了不同會議狀態指示器的更多詳細資料。
類別

良好

一般

差

資料來回時間

少於 3000 毫秒

3000-5999 毫秒

6000 毫秒以上

音訊來回時間

少於 100 毫秒

100-299 毫秒

300 毫秒以上

音訊封包遺失

少於 5%

5%–9% 之間

10% 以上

音訊抖動

少於 100 毫秒

100–499 毫秒

500 毫秒以上

視訊來回時間

少於 100 毫秒

100–499 毫秒

500 毫秒以上

視訊封包遺失

少於 20%

20%–49% 之間

50% 以上

視訊抖動

少於 100 毫秒

100–499 毫秒

500 毫秒以上

步驟 3

(可選) 選取直欄標題來排序會議。

步驟 4

使用分頁功能來檢視下一頁或上一頁。
•每個頁面上最多會顯示 10 個會議。
•可能會在會議清單中看到重複的會議項目。 每次開始會議時都會建立一個會議項目。 因此，如果會議已
開始、停止及重新啟動，則清單中會顯示多個同名的會議項目。

步驟 5

在會議清單中選取會議主題，以顯示其他會議資訊。
此清單會展開以顯示會議詳細資料，例如參加者的名稱、開始時間和結束時間及會議狀態。
•選取時間戳記以前往會議分析報告頁面。
•選取下載記錄以下載「系統資訊擷取 (Infocap)」記錄至本端磁碟機。

步驟 6

(可選) 若要定義您的搜尋，請選取會議搜尋標籤。
其他搜尋欄位隨即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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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動作
•如需更多詳細會議資訊，請參閱檢視會議分析報告 ，第 95 頁。
•請參閱下載 Cisco WebEx 會議記錄 ，第 97 頁，以下載壓縮檔連同數個會議記錄。 使用這
些記錄來疑難排解參加者在會議期間遇到的問題。
•若要精簡搜尋結果，或是尋找特定會議，請參閱尋找會議 ，第 95 頁。

尋找會議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步驟 2

在「會議趨勢」區段中，選取會議搜尋標籤。

步驟 3

輸入搜尋條件。
使用下列部分或所有欄位來搜尋會議：
•會議號或主持人名稱
•狀態 — 從下拉功能表中選取「全部」、「良好」、「一般」或「不良」。
•會議主題 — 可以輸入會議主題的前幾個字母來尋找所有具有類似主題的會議。
•開始日期與時間 — 使用行事曆圖示和下拉功能表來選取日期與時間。
•結束日期與時間 — 使用行事曆圖示和下拉功能表來選取日期與時間。

步驟 4

選取搜尋。
搜尋結果會列出與搜尋準則相符的會議清單。

步驟 5

若要開始另一搜尋，請選取清除。
系統會清除搜尋欄位，但先前搜尋的結果會保留在搜尋結果中。

步驟 6

在會議清單中選取會議主題，以顯示其他會議資訊。
此清單會展開以顯示會議詳細資料，例如參加者的名稱、開始時間和結束時間及會議狀態。
•選取時間戳記以前往會議分析報告頁面。
•選取下載記錄以下載「系統資訊擷取 (Infocap)」記錄至本端磁碟機。

下一步動作
若要檢視其他會議資訊，請參閱檢視會議分析報告 ，第 95 頁。
若要下載含有會議記錄的 Zip 檔案，請參閱下載 Cisco WebEx 會議記錄 ，第 97 頁。

檢視會議分析報告
Cisco WebEx 會議及其參加者的其他相關資訊，皆可於會議分析報告頁面上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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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之前
一或多個會議顯示在會議趨勢標籤上的「會議」清單內。 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 檢視會議清單 ，
第 93 頁。

步驟 1

選取「會議趨勢」標籤上會議清單內顯示的會議主題。

步驟 2

在會議清單中，選取分析會議詳細資料。
當系統正在處理資訊時，會顯示系統開始產生該資訊的日期與時間，以及「擱置」狀態。 當系統完成產生資
訊時，日期與時間變為有效鏈結，而「擱置」狀態變更為「下載記錄」有效鏈結。

步驟 3

選取日期與時間鏈結，以檢視會議分析報告頁面。
隨即顯示下列資訊：
•會議主題
•主持人的電子郵件地址
•狀態 — 會議的現行狀態。 值： 未開始、進行中、已結束。
•開始時間 — 開始會議的日期與時間。
•結束時間 — 會議結束的日期與時間。
•線上會議 ID — 指派給會議線上部分的會議 ID。
•在主持人之前加入 — 指出是否允許參加者在會議主持人之前加入會議。
•資料中心 — 顯示會議所用的資料中心的名稱。 在單一資料中心環境中，名稱一律為「CWMS System」。
•會議號 — 指派給會議的一個 9 位數數字。
•健康狀態 — 會議的一般健康狀態。 值可以是「一般」、「良好」或「不良」。
•排定的開始時間 — 排定會議開始的日期與時間。
•排定的結束時間 — 排定會議結束的日期與時間。
•音訊會議 ID — 指派給會議音訊部分的會議 ID。
•先開始音訊會議 — 指出是否在會議的線上部分開始之前開始會議的音訊部分。
附註

當系統重新整理視窗時，會關閉會議的詳細資料。 重新選取會議主題，以顯示日期與時間或「下載記
錄」鏈結。

步驟 4

選取會議訊息標籤，以顯示會議期間所產生的「功能」、「時間」和「訊息」。

步驟 5

選取參加者標籤，以顯示每個會議參加者的下列資訊：
•參加者姓名
•加入時間
•瀏覽器
•用戶端 IP 位址 — WebEx 網站的 IP 位址。
•離開時間 — 參加者離開會議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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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原因 — 離開會議的原因。 值為「正常」或「逾時」。
•電話號碼 — 參加者用來參加會議的電話號碼。
•VoIP 延遲
•音訊 QoS — 會議期間音訊的品質。 值為「正常」或「很差」。
•視訊 QoS — 會議期間視訊的品質。 值可以是「正常」或「很差」。
•用戶端延遲 — 從會議用戶端到資料會議伺服器的延遲。 值可以是「正常」或「很差」。
•託管伺服器 — 託管會議的虛擬機器的名稱。 這是託管會議的虛擬機器完整網域名稱 (FQDN) 的一部分。
例如，如果微型 VM FQDN 為 susmicro-vm.orionqa.com，則顯示 susmicro-vm。

下一步動作
請參閱下載 Cisco WebEx 會議記錄 ，第 97 頁，以下載壓縮檔連同數個會議記錄。

下載 Cisco WebEx 會議記錄
如果 Cisco WebEx 會議正在進行中或者會議已結束，則可以下載系統產生的會議記錄來提供資訊，
對使用者在會議期間遇到的問題進行疑難排解。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步驟 2

選取「會議趨勢」標籤，然後選取開始時間和結束時間範圍，以顯示所選時間範圍內進行的會議圖形。

步驟 3

按一下會議趨勢圖形上的特定位置，以在圖形下方的會議清單中，列出在所選時間的 5 分鐘內發生的會議。

步驟 4

選取會議主題（在會議清單中）。
會議主題下面會顯示所選會議的相關資訊。

步驟 5

選取下載記錄。

下一步動作
如需所下載會議記錄的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會議記錄 ，第 97 頁。

關於會議記錄
您下載的會議記錄壓縮檔包含下列記錄：
資料會議記錄
此記錄包含會議線上部分的相關資訊。
•會議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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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ID
•排定的開始時間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主持人電子郵件地址
•網站 URL
•會議類型 — 會議用戶端
•會議名稱 — 會議主題。
•主要撥入號碼
•次要撥入號碼
•結束時刪除會議 — 指出在會議結束時是否將此會議從會議詳細資料頁面中刪除。
•會議狀態
•應用程式共用 — 指出在會議期間是否使用了應用程式共用功能。
•一般電話 — 指出參加者是否使用電話呼叫會議。
•混合電話
•Eureka 視訊
•Eureka VoIP
•MMP VoIP
•混合 VoIP
•MMP 視訊
•NBR2
•行動裝置
•音訊廣播
•用於行動裝置的音訊廣播
多媒體記錄
此記錄提供音訊串流、音訊切換和 SVC 串流調整的相關資訊給會議用戶端，因為它與 MMP 相關。
•會議名稱
•會議 ID
•階段作業類型
•參加者
•加入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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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S 伺服器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持續時間
電話會議記錄
此記錄包含電話會議的相關資訊。
•電話會議 ID
•應用程式伺服器
•呼叫者
•回撥
•撥入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持續時間
•說明
•帳戶類型
網路加入事件記錄
此記錄包含網路加入事件的相關資訊。
•會議名稱 — 顯示會議主題。
•會議 ID — 資料會議實例 ID。
•網站 ID — Cisco WebEx 網站的名稱。
•參加者 — 從 Web 瀏覽器加入會議的參加者總數。

附註

開始會議的主持人未併入到此總人數中。

•加入總數 — 已加入會議的總人數。
•開始時間 — 會議的開始日期與時間。
•結束時間 — 會議的結束日期與時間。
•持續時間 — 會議持續的時間量（以分鐘為單位）。
•結束理由 — 會議結束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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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定維護時段
執行系統維護前，應該排定維護時段。 維護時段開始時應該通知使用者，除非您執行多重資料中心
系統，在系統處於維護模式期間舉行的會議會終止，使用者無法排定與維護時段重疊的會議。 如果
您執行多重資料中心系統，而且只有一個系統進入維護模式，會議將直接容錯移轉至使用中的系統，
不需要通知使用者。
例如，管理員想要關閉單一資料中心系統一小時以進行維護（例如上午 5:00 到上午 6:00，此時段內
似乎沒有排定任何會議）。 如果已排定會議，則管理員必須聯絡每個會議主持人，告訴他們在他們
的會議時間內排定了維護時段，如果他們仍要舉行會議，則會議會被終止。
開啟「維護模式」時，會結束所有正在進行的會議，而且「立即開會」功能會因此無法使用。 如果
您需要執行的任務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才會完成，例如上傳新的憑證授權單位 (CA) 憑證，則將維護
時段的開始時間排定在您開啟「維護模式」之前的 30 分鐘。 這允許所有會議在正常結束之前有一
段寬限期，並確保在管理員準備開啟「維護模式」之前的 30 分鐘內不會再排定會議。 另外也建議
將任何維護時段增加 1 小時。 這段額外的時間允許系統在可能發生的重新開機後回復運作，以及讓
管理員在使用者嘗試排定或主持會議之前有時間開始一或多個即時會議以測試修改的設定。
雖然部分系統維護任務並不要求您開啟「維護模式」，但請注意，不要求系統處於「維護模式」的
作業，在您關閉「維護模式」後，將需要額外的時間來完成重新啟動或重新開機。 系統重新啟動只
需要幾分鐘（大約 3 到 5 分鐘），但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需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對第
2.0 版及更低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和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排定維護。
即會顯示排定維護時段。

步驟 3

使用行事曆工具和時間下拉功能表來選取維護時段的日期和開始時間。

步驟 4

透過指定小時數和分鐘數來輸入維護時段的持續時間。

步驟 5

選取排定。
維護時段開始時，如果使用者嘗試排定的會議落在排定維護時段的範圍內，則使用者會收到一則錯誤訊息。
排定維護時段並不會自動讓系統進入維護模式，必須由管理員執行。
「維護」窗格中會顯示排定的維護時段日期、開始時間和持續時間。

下一步動作
•如需通知使用者系統維護的詳細資料，請參閱傳送電子郵件給使用者 ，第 141 頁。
•如需開啟「維護模式」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對第 2.0 版及更低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或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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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排定的維護時間
排定維護時間後，可以重新排定日期與時間或者將其刪除。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儀表板。

步驟 3

選取顯示的系統維護日期與時間。

步驟 4

在排定維護時間上，您可以執行下列作業：
•輸入不同的開始日期與時間。
•修改持續時間（小時和分鐘）。
•選取刪除以移除維護時間。
如果提前完成系統維護，則可以縮短持續時間，也可以選取排定維護時間上的刪除。

下一步動作
先開啟維護模式，再修改系統內容。 如需哪些系統內容要求開啟維護模式的相關資訊，請參閱「關
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關於維護模式
許多設定變更都需要將系統進入維護模式。 維護模式會關閉資料中心上的所有會議活動，因此您應
該透過排定維護時段來提醒使用者（請參閱排定維護時段 ，第 100 頁）。
按一下這裡，以顯示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2.5 版及更高版本的
相關資訊。
將資料中心置於維護模式會執行下列作業：
•中斷與使用者的連線，然後關閉所有會議。 如果將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的資料中
心置於維護模式，則進行中的會議會容錯移轉至使用中資料中心。
•阻止使用者從網頁、Outlook 外掛程式和行動裝置應用程式登入。 當系統退出維護模式時，將
自動傳送電子郵件。
•停止存取會議錄製檔。
•使用者無法排定或主持新會議。
•系統會繼續將自動通知電子郵件傳送給使用者和管理者。
系統重新開機大約會花費 30 分鐘，取決於系統的大小。 重新啟動可能需要 3 到 5 分鐘的時間。 系
統會監視修改並且自動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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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下表來協助判斷需要您開啟維護模式的任務，及關閉維護模式後系統所執行的動作，因此您可
以規劃停機時間。 需要維護模式時，如果嘗試執行任務，但未開啟維護模式，則系統會提供提醒訊
息。
任務

參考

需要維護模式 重新開機或重新啟動

新增或移除高可用性

為 2.5 版及更高版本新增高
可用性系統 ，第 57 頁

是

重新開機

新增或移除公開存取

使用 IRP 新增對系統的公開
存取 ，第 149 頁 或 移除
公開存取 ，第 151 頁

是

重新啟動

變更系統預設語言

設定公司資訊 ，第 179 頁

是

重新啟動

變更主持人或管理員帳戶
URL

變更 WebEx 網站設定 ，第
153 頁

是

重新啟動

變更郵件伺服器

設定電子郵件 (SMTP) 伺服
器 ，第 45 頁

否

不適用

變更虛擬 IP 位址

變更私人和公用虛擬 IP 位址
，第 145 頁

是

重新開機

設定及變更品牌設定

設定品牌設定 ，第 181 頁

否

不適用

設定及變更許多音訊設定

設定您的音訊設定 ，第 198
頁

是

重新啟動

設定並變更撥入存取號碼、 修改音訊設定 ，第 200 頁
顯示名稱、呼叫者 ID 音訊設
定。

否

不適用

設定及變更服務品質設定

設定服務品質 (QoS) ，第 212
頁

否

不適用

設定及變更 SNMP 設定

設定 SNMP 設定 ，第 165 頁

是

重新啟動

設定憑證

管理憑證 ，第 247 頁

是

重新啟動或重新開機

設定及變更災害復原設定

使用儲存伺服器進行災害復
原 ，第 163 頁

是

重新啟動

設定您的音訊設定 ，第 1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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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參考

需要維護模式 重新開機或重新啟動

設定符合 FIPS 標準的加密

啟用與 FIPS 相容的加密 ，
第 268 頁

是

重新啟動

設定儲存伺服器

新增 NFS 或 SSH 儲存伺服
器 ，第 158 頁

是

重新啟動

設定虛擬機器安全性

設定虛擬機器安全性 ，第
267 頁

是

重新開機

擴充系統大小

準備系統擴充 ，第 63 頁

是

重新啟動

執行更新或升級

升級系統 ，第 75 頁

是

重新啟動

更新共用金鑰

管理憑證 ，第 247 頁

是

重新啟動

使用系統資源測試

使用系統資源測試 ，第 84
頁

是

重新啟動

每個虛擬機器都有一個主控台視窗，指出它是否處於維護模式。 您可以在 vCenter 庫存列中開啟主
控台視窗（用於導覽）。主控台視窗提供系統的URL、系統類型（主要、高可用性或公開存取權）、
部署類型（50、250、800 或 2000 個使用者系統），及現行系統狀態（包括開啟還是關閉維護模式
與系統狀態變更的時間）。 顯示的時間在「公司資訊」設定中設定。 請參閱 設定公司資訊 ，第 179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完成系統維護任務
完成修改系統設定後，可以關閉維護模式。 視執行的任務而定，系統會執行下列動作：
•快速進入作業狀態，因為更新不需要維護模式。
•顯示一則訊息以指出所做的變更要求系統重新啟動，而此程序只需幾分鐘。
•顯示一則訊息以指出所做的變更要求系統重新開機，此程序大約要花費 30 分鐘，取決於系統
的大小。 在此期間，無法進行會議活動。
關閉維護模式後，會重新整理儀表板頁面。 如果系統內容頁面上列出的所有虛擬機器都顯示「良
好」狀態（綠色）且維護模式已關閉，則系統已備妥，使用者可以順利地開始會議。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如果維護模式已關閉，但排定的維護時段仍生效，則使用者將能夠主持並出席先前排定的會議，但
是將無法排定新會議，除非維護時間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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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在所有作用中的資料中心上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並防止使用者登入 WebEx 網站、排
定或加入會議以及播放會議錄製檔。 部分動作不需要讓「多重資料中心 (MDC)」環境內的所有資料
中心進入「維護模式」。如果所有資料中心都進入「維護模式」，將結束正在進行的會議。關閉維
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還是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如需哪些系統任務要求開啟維護模式的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開始之前
排定維護時段，並通知使用者排定的系統維護時間。 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 排定維護時段 ，第 100
頁。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從儀表板中，選取管理維護模式。
即會顯示管理維護模式對話方塊。

步驟 3

選取要進入「維護模式」的資料中心。 取消選取資料中心，使其退出「維護模式」。

步驟 4

選取儲存。

步驟 5

（選用）備份虛擬機器。

步驟 6

（選用）若要判斷系統是否可完全運作，請選取儀表板 > 系統 > 檢視更多（在「系統」區段中）。
如果所列出所有虛擬機器的狀態都是良好（綠色），則會議活動可以繼續進行。

對第 2.0 版及更低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並防止使用者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或加入會議以及播放會議錄
製檔。將結束正在進行的會議。如需哪些系統任務要求開啟維護模式的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
模式 ，第 101 頁。

開始之前
排定維護時段，並通知使用者排定的系統維護時間。 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 排定維護時段 ，第 100
頁。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開啟維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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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會顯示開啟維護模式對話方塊。 確保瞭解開啟維護模式時系統的狀況。
步驟 3

準備好啟動系統維護或設定時，選取繼續。
即會顯示一則訊息，指出系統處於維護模式。 即會顯示關閉維護模式按鈕。

步驟 4

（選用）備份虛擬機器。

步驟 5

完成系統設定後，請選取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還是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並
顯示適當的訊息。

步驟 6

（選用）若要判斷系統是否可完全運作，請選取儀表板 > 系統 > 檢視更多（在「系統」區段中）。
如果所列出所有虛擬機器的狀態都是良好（綠色），則會議活動可以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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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章

管理使用者
本章說明如何管理系統上的使用者。
•關於管理使用者（2.8 版及更新版本） ，第 108 頁
•建立逗號或 Tab 分隔的檔案 ，第 108 頁
•將所有使用者帳戶匯出至 CSV 檔案 ，第 122 頁
•將選取的使用者帳戶匯出至 CSV 檔案 ，第 123 頁
•從 CSV 檔案匯入使用者帳戶 ，第 123 頁
•使用 CSV 檔案在系統之間轉移使用者帳戶 ，第 124 頁
•尋找使用者 ，第 124 頁
•新增使用者 ，第 125 頁
•編輯使用者 ，第 126 頁
•關於階段作業類型 ，第 128 頁
•解除鎖定帳戶 ，第 131 頁
•啟動或停用使用者或管理員 ，第 132 頁
•刪除使用者帳戶 ，第 132 頁
•將使用者從檔案中刪除 ，第 133 頁
•設定追蹤碼 ，第 133 頁
•設定目錄整合 ，第 135 頁
•同步化使用者群組 ，第 139 頁
•使用 CUCM 設定 AXL Web 服務及目錄同步 ，第 140 頁
•使用 CUCM 來設定 LDAP 整合與驗證 ，第 140 頁
•傳送電子郵件給使用者 ，第 141 頁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2.8 版管理指南
107

關於管理使用者（2.8 版及更新版本）

關於管理使用者（2.8 版及更新版本）
您可以使用 GUI 來逐一新增使用者，或者匯入逗號分隔或 Tab 分隔 (CSV) 檔案中儲存的使用者帳
戶。 請參閱建立逗號或 Tab 分隔的檔案 ，第 108 頁。
系統在生命週期中最多可以支援 400,000 個使用者帳戶，使用中和已停用使用者帳戶數目的加總。
（此生命週期使用者帳戶數目上限足夠大，適合任何組織的使用者資料庫的預期成長。）
您可以新增、刪除或停用使用者帳戶。必要時，可以重新啟動已停用的使用者。重新啟動的使用者
帳戶可重新取得其在被停用之前所具有的會議、錄製檔及其他資料的存取權。
刪除使用者後：
•該使用者主持的所有未來會議會取消。 系統會使用電子郵件來通知會議參加者已取消會議。
•已從未來會議的參加者清單中移除該使用者。 不會通知主持人已將參加者從清單中移除。
•如果使用者具有主持人授權，則會將授權退回授權集區。 如果稍後透過建立新的設定檔來復原
使用者，則該使用者必須獲得新授權才能主持會議。
•刪除使用者後，可以在六個月之內使用相同的電子郵件地址來建立新的使用者設定檔以復原該
使用者；然而，無法復原讓此使用者存取所主持的會議以及參加未來的會議。 復原的使用者可
以存取錄製檔。
•如果已刪除的使用者是在六個月後復原，則會將此使用者視為新使用者，並且必須重新輸入與
該使用者相關的所有資訊。
使用者帳戶係基於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地址。 如果在系統外部變更了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地址，則使用
者可能無法使用系統，除非電子郵件地址一致。
若要阻止未經授權登入系統，請停用離開組織的任何使用者。 您可以透過以下方式停用使用者：
•如果系統未使用整合的 SSO，則可以逐一停用使用者，方式是使用 GUI，或者匯入 CSV 檔案
（對於要停用的所有使用者，ACTIVE 欄位均設定為 N）。 請參閱 啟動或停用使用者或管理員
，第 132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如果系統使用整合的 SSO，則必須透過將使用者從 SAML 2.0 IdP 中的公司目錄中移除來將其
停用。 無法透過本產品來執行此程序。
•使用密碼設定功能可在經過指定的時段後停用使用者。 請參閱 一般密碼設定（2.8 版及更新版
本） ，第 215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建立逗號或 Tab 分隔的檔案
系統可以匯入逗號分隔或 Tab 分隔 (CSV) 檔案中包含的使用者帳戶值，或者將使用者帳戶值匯出為
逗號分隔或 Tab 分隔 (CSV) 檔案。（可以使用 Microsoft Excel 等試算表應用程式來管理 CSV 檔案。）
如果所匯入 CSV 檔案中的帳戶不存在，則新增此帳戶。 如果帳戶已存在，則所匯入 CSV 帳戶值將
取代目前值。
系統可以匯出 CSV 檔案，此檔案包含的使用者帳戶值可加以修改，然後重新匯入到系統或者匯入到
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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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順利匯入 CSV 檔案，則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需要表中列出的所有欄位。 我們建議您在匯入 CSV 檔案之前，將目前資料庫匯出至 CSV 檔案
以確認檔案的結構。 如果遺漏欄位，則會出現錯誤訊息。 例如：
不正確的檔案格式。 需要 Custom10。
•除非另有指示，否則欄位值可以是空的。
•CSV 檔案中的有效字元限制為 UCS 轉換格式 — 8 位元 (UTF-8) 包含的那些字元。
•新增使用者帳戶時，如果電子郵件欄位所包含的電子郵件地址未被另一個使用者帳戶使用，則
使用者 ID 欄位可以為空白。 如果電子郵件地址與另一個使用者帳戶中的電子郵件地址相符，
則不會新增 CSV 檔案中的使用者帳戶。
•編輯使用者帳戶時，使用者 ID 必須符合現有的使用者帳戶。 如果它們不符合任何使用者帳戶，
則任何目前值都不會變更為 CSV 值。
•最多可以定義十個追蹤碼群組。 追蹤碼群組名稱必須是唯一的。 請勿使用預先定義的欄位名
稱（USERID、ACTIVE、FIRSTNAME、LASTNAME、EMAIL、LANGUAGE、
HOSTPRIVILEGE、TIMEZONE 等）作為追蹤碼。
•安裝 CWMS 2.7 版或在附屬裝置上變更使用者電子郵件後，您必須將使用者與 Cisco Unified Call
Manager (CUCM) 同步以更新 CWMS 資料庫。 這僅對在更新至 2.7 之前使用目錄整合（使用者
與 CUCM 同步）的 CU 是必要的。 還需要完全同步（不僅是定期同步）。
表2：欄位名稱、說明和可接受的值

欄位名稱

說明

值的大小和類型

USERID

使用者 ID。

1 至 19 個英數字元

重要須知

此欄位由系統產
生，且必須留空。

ACTIVE

指出此使用者是否處於使用中狀 Y 或 N
態。

FIRSTNAME

使用者名字。

1 至 32 個字元字串

LASTNAME

使用者姓氏。

1 至 32 個字元字串

EMAIL

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地址。

1 至 192 個英數字元字串

LANGUAGE

使用者的語言。（請參閱CSV
檔案欄位值 ，第 111 頁。）

1 至 64 個字元字串

HOSTPRIVILEGE

主持人特權。

ADMN 或 HOST

TIMEZONE

使用者所在的時區。 （請參閱
CSV 檔案欄位值 ，第 111 頁
。）

時區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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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說明

值的大小和類型

DIVISION

追蹤碼群組 1。 可以在「追蹤 1 至 128 個字元字串
碼」頁面上設定此欄位。（請參
閱設定追蹤碼 ，第 133 頁
。）

DEPARTMENT

追蹤碼群組 2。 可以在「追蹤 1 至 128 個字元字串
碼」頁面上設定此欄位。（請參
閱設定追蹤碼 ，第 133 頁
。）

PROJECT

追蹤碼群組 3。 可以在「追蹤 1 至 128 個字元字串
碼」頁面上設定此欄位。（請參
閱設定追蹤碼 ，第 133 頁
。）

OTHER

追蹤碼群組 4。 可以在「追蹤 1 至 128 個字元字串
碼」頁面上設定此欄位。（請參
閱設定追蹤碼 ，第 133 頁
。）

CUSTOM5

自訂欄位 5。（請參閱設定追蹤 1 至 128 個字元字串
碼 ，第 133 頁。）

CUSTOM6

自訂欄位 6。

1 至 128 個字元字串

CUSTOM7

自訂欄位 7。

1 至 128 個字元字串

CUSTOM8

自訂欄位 8。

1 至 128 個字元字串

CUSTOM9

自訂欄位 9。

1 至 128 個字元字串

CUSTOM10

自訂欄位 10。

1 至 128 個字元字串

COUNTRY

使用者所在的國家/地區。

1 至 128 個字元字串

MEETINGPRIVILEGE

階段作業類型功能和選項。（請 代表階段作業類型識別碼的以逗
參閱關於階段作業類型 ，第 128 號分隔的整數清單。 例如： 3,
頁。）
10001, 10011, 10021, 10031。
其中 3 是 PRO 階段作業類型。
自訂階段作業類型的 ID 動態產
生，且會因系統而異。 您可以
匯出目前使用者，以查看在系統
中組織階段作業類型識別碼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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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說明

值的大小和類型

TELEPHONYPRIVILEGE

以逗號分隔的字串中的撥入特
權。

預設： CLIN、CLBK 和 VOIP
撥入電話會議 (CLIN) — 出席者
可以撥打電話號碼來加入電話會
議。
回撥電話會議 (CLBK) — 出席者
接收來自 WebEx 服務的電話呼
叫來加入電話會議。 每個出席
者首先撥打一個電話號碼並掛斷
電話。 然後，服務會呼叫出席
者並鏈結至會議。
網際網路電話 (VOIP) — 使用者
可以主持包含網際網路電話（IP
語音）會議的階段作業。

下列主題提供了其他資訊：
•將所有使用者帳戶匯出至 CSV 檔案 ，第 122 頁
•從 CSV 檔案匯入使用者帳戶 ，第 123 頁
•使用 CSV 檔案在系統之間轉移使用者帳戶 ，第 124 頁
•設定追蹤碼 ，第 133 頁

CSV 檔案欄位值
語言欄位值
以下是您可以在 CSV 檔案中使用的 LANGUAGE 欄位值的範例。
欄位值

語言

en-us

美國英文

zh-cn

簡體中文

zh-tw

繁體中文

jp

日語

ko

韓語

fr

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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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值

語言

de

德語

it

義大利語

es-me

卡斯提爾西班牙文

es

西班牙語（拉丁美洲）

nl

荷蘭語

pt-br

葡萄牙語

ru

俄羅斯

時區欄位值
以下是您可以在 CSV 檔案中設定的 TIMEZONE 欄位值。
欄位值

GMT

馬紹爾群島

-12 小時

薩摩亞

-11 小時

檀香山

-10 小時

安克拉治

-9 小時

舊金山

-8 小時

提娃那

-8 小時

亞歷桑那

-7 小時

丹佛

-7 小時

奇瓦瓦

-7 小時

芝加哥

-6 小時

墨西哥市

-6 小時

薩克其萬

-6 小時

德古西加巴

-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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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值

GMT

波哥大

-5 小時

巴拿馬

-5 小時

紐約

-5 小時

印地安納州

-5 小時

加拉卡斯

-4.5 小時

聖地牙哥

-4 小時

哈利法克斯

-4 小時

紐芬蘭

-3.5 小時

波西里亞

-3 小時

布宜諾斯艾利斯

-3 小時

累西腓

-3 小時

努克

-3 小時

大西洋中部

-2 小時

亞速爾

-1 小時

雷克雅維克

0 小時

倫敦

0 小時

卡薩布蘭卡

0 小時

西非

1 小時

阿姆斯特丹

1 小時

柏林

1 小時

馬德里

1 小時

巴黎

1 小時

羅馬

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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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值

GMT

斯德哥爾摩

1 小時

雅典

2 小時

開羅

2 小時

比勒陀利亞

2 小時

赫爾辛基

2 小時

特拉維夫

2 小時

安曼

2 小時

伊斯坦堡

2 小時

利雅德

3 小時

奈洛比

3 小時

德黑蘭

3.5 小時

莫斯科

4 小時

阿布達比

4 小時

巴古

4 小時

喀布爾

4.5 小時

伊斯蘭馬巴德

5 小時

孟拜

5.5 小時

可倫坡

5.5 小時

伊卡特林堡

6 小時

阿馬提

6 小時

加德滿都

6.75 小時

曼谷

7 小時

北京

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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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值

GMT

伯斯

8 小時

新加坡

8 小時

台北

8 小時

吉隆坡

8 小時

東京

9 小時

漢城

9 小時

愛德蘭

9.5 小時

達爾文

9.5 小時

亞庫玆克

10 小時

布里斯本

10 小時

雪梨

10 小時

關島

10 小時

霍巴特

10 小時

海參威

11 小時

索羅門群島

11 小時

惠靈頓

12 小時

斐濟

12 小時

國家/地區欄位值
COUNTRY 欄位是選用的，如果包括，請放在 TIMEZONE 欄位後。 以下是您可以在 CSV 檔案中使
用的 COUNTRY 欄位值的範例：
阿富汗
阿爾巴尼亞
阿爾及利亞
美屬薩摩亞
安道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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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
安圭拉
南極洲
安提瓜（包括巴布達）
阿根廷
亞美尼亞
阿魯巴
亞森松島
澳洲
奧地利
亞塞拜然
巴哈馬
巴林
孟加拉
巴貝多
白俄羅斯
比利時
貝里斯
貝南
百慕達
不丹
玻利維亞
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
波札那
巴西
英屬維爾京群島
汶萊
保加利亞
布吉納法索
蒲隆地
柬埔寨
喀麥隆
加拿大
維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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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曼群島
中非共和國
查德共和國
智利
中國
哥倫比亞
葛摩
科克群島
哥斯大黎加
克羅埃西亞
古巴
賽普勒斯
捷克
剛果民主共和國
丹麥
迪亞哥加西亞
吉布地
多米尼克
多明尼加共和國
厄瓜多
埃及
薩爾瓦多
赤道幾內亞
厄利垂亞
愛沙尼亞
衣索比亞
法羅群島
福克蘭群島
斐濟群島
芬蘭
法國
法屬領地 （印度洋）
法屬圭亞那
法屬玻里尼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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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彭共和國
甘比亞
喬治亞
德國
迦納
直布羅陀
希臘
格陵蘭
格瑞那達
瓜德羅普島
關塔那摩（美國海軍基地）
瓜地馬拉
幾內亞
幾內亞 — 比索
蓋\亞那
海地
宏都拉斯
香港特別行政區
匈牙利
冰島
印度
印尼
伊朗
伊拉克
愛爾蘭
以色列
義大利
象牙海岸
牙買加
日本
約旦
哈薩克
肯亞
吉里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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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韓
南韓
科威特
吉爾吉斯
寮國
拉脫維亞
黎巴嫩
賴索托
賴比瑞亞
利比亞
列支敦斯登
立陶宛
盧森堡
澳門特別行政區
馬其頓
馬達加斯加
馬拉威
馬來西亞
馬爾地夫
馬利
馬爾他
馬紹爾群島
茅利塔尼亞
模里西斯
馬約特島
墨西哥
密克羅尼西亞
摩爾多瓦
摩納哥
蒙古
蒙特內哥羅
蒙塞拉特
摩洛哥
莫三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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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
那米比亞
諾魯
尼泊爾
荷蘭
荷屬安的列斯
新卡里多尼亞
紐西蘭
尼加拉瓜
尼日
奈及利亞
紐鄂島
諾福克島
北馬里亞納群島
挪威
阿曼
巴基斯坦
帛琉
巴拿馬
巴布亞紐幾內亞
巴拉圭
秘魯
菲律賓
波蘭
葡萄牙
波多黎各
卡達
剛果共和國
羅馬尼亞
俄羅斯
盧安達
聖馬利諾
聖多美
沙烏地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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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內加爾共和國
塞爾維亞
塞舌爾群島
獅子山
新加坡
斯洛伐克
斯洛維尼亞
索羅門群島
索馬利亞
南非
西班牙
斯里蘭卡
聖赫勒拿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聖露西亞
聖匹島及密啟倫
聖文森
蘇丹
蘇里南
史瓦濟蘭
瑞典
瑞士
敘利亞
台灣
塔吉克
坦尚尼亞
泰國
多哥
東加群島
千里達及托貝哥
突尼西亞
土耳其
土庫曼
土克斯及開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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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瓦魯
烏干達
烏克蘭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英國
美國
烏拉圭
烏茲別克
萬那杜
梵諦岡
委內瑞拉
越南
沃利斯和富圖納群島
西薩摩亞
葉門
尚比亞
辛巴威

將所有使用者帳戶匯出至 CSV 檔案
您可以將選取的使用者匯出至 CSV 檔案。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使用者 > 匯入/匯出使用者。

步驟 3

選取匯出。
使用者資料將匯出為 CSV 檔案。 系統會使用電子郵件將匯出檔案下載的鏈結傳送給管理員。 下載匯出的 CSV
檔案鏈結會出現在視窗中。

步驟 4

選取要下載檔案的鏈結並遵循相關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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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選取的使用者帳戶匯出至 CSV 檔案
您可以將選取的使用者匯出至 CSV 檔案。 請參閱將所有使用者帳戶匯出至 CSV 檔案 ，第 122 頁
。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使用者。

步驟 3

選取要匯出的任何活動使用者的勾選方塊。

步驟 4

選取動作 > 匯出，然後選取確定進行確認。
使用者資料將匯出為 CSV 檔案。 系統會使用電子郵件將匯出檔案下載的鏈結傳送給管理員。 下載匯出的 CSV
檔案鏈結會出現在視窗中。

從 CSV 檔案匯入使用者帳戶
若要將 CSV 檔案匯入系統，請完成下列步驟：

開始之前
準備包含使用者帳戶資訊的以逗號或 Tab 分隔 (CSV) 的檔案。 您可以將現行系統使用者帳戶值匯出
至 CSV 檔案，修改檔案，然後將其匯入以新增或變更使用者帳戶。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將所有使
用者帳戶匯出至 CSV 檔案 ，第 122 頁和建立逗號或 Tab 分隔的檔案 ，第 108 頁。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使用者 > 匯入/匯出使用者。
即會出現匯入/匯出使用者頁面。

步驟 3

選取匯入。
即會出現匯入使用者頁面。

步驟 4

選取瀏覽，然後選取要匯入的 CSV 檔案。

步驟 5

選取逗號或 Tab，指出您要匯入的 CSV 檔案類型是以逗號分隔還是 Tab 分隔。

步驟 6

選取匯入。
檔案即會匯入，而系統將傳送電子郵件指出已順利匯入使用者帳戶的數量，以及無法新增或修改的帳戶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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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動作
選取使用者以檢視使用者帳戶，並驗證是否正確匯入所有值。

使用 CSV 檔案在系統之間轉移使用者帳戶
若要使用 CSV 檔案將一個系統的使用者帳戶轉移到另一個系統：

步驟 1

在包含要轉移的使用者帳戶來源的系統上，登入「管理」網站。

步驟 2

選取使用者 > 匯入/匯出使用者。

步驟 3

選取匯出。
使用者資料將匯出為 CSV 檔案。 系統會使用電子郵件將匯出檔案下載的鏈結傳送給管理員。 下載匯出的 CSV
檔案鏈結會出現在視窗中。

步驟 4

選擇性地開啟匯出的 CSV 檔案，根據需要修改使用者帳戶值，然後儲存 CSV 檔案。（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
建立逗號或 Tab 分隔的檔案 ，第 108 頁。）

步驟 5

登入目標系統的「管理」網站。

步驟 6

選取使用者 > 匯入/匯出使用者。
即會出現匯入/匯出使用者頁面。

步驟 7

選取匯入。
即會出現匯入使用者頁面。

步驟 8

選取瀏覽，然後選取要匯入的 CSV 檔案。

步驟 9

選取逗號或 Tab，指出您要匯入的 CSV 檔案類型是以逗號分隔還是 Tab 分隔。

步驟 10

選取匯入。
檔案即會匯入，而系統將傳送電子郵件指出已順利匯入使用者帳戶的數量，以及無法新增或修改的帳戶數量。

下一步動作
選取使用者以檢視使用者帳戶，並驗證是否正確匯入所有值。

尋找使用者
您可以依名稱、建立日期、類型、到期日或階段作業類型來排序使用者。 您還可以使用各種篩選器
和一個字串來搜尋使用者。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步驟 2

選取使用者。
每個頁面上顯示的使用者預設數量為 50 個。 使用每頁的使用者數下拉功能表來變更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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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從下拉功能表中選取篩選器來排序使用者。
•所有使用者
•活動使用者
•非活動使用者
•管理員
•稽核者
•主機
•鎖定的使用者
•永久授權持有人
•臨時授權持有人

步驟 4

(可選) 輸入搜尋字串。

步驟 5

選取搜尋。

步驟 6

(可選) 選取使用者，然後選取要套用至所選使用者的動作。
•啟動
•停用
•刪除

新增使用者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使用者 > 新增使用者。

步驟 3

選取帳戶類型（稽核者、主持人或管理員）。
「稽核者」選項是可見的，但僅適用於「第一個管理員」。

步驟 4

將使用者資訊填入欄位。 標有星號的欄位是必填欄位。
系統透過電子郵件地址來識別使用者。 如果使用者電子郵件地址已變更且使用者保持使用中，則
CWMS 上的電子郵件地址也必須變更，否則該使用者將收不到通知。

重要須知

步驟 5

在「特權」區段中勾選指定給使用者的允許的階段作業類型。
選取其中一個反白顯示的階段作業類型會顯示階段作業類型功能。

步驟 6

選取允許此使用者使用的音訊類型（電話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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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入電話會議允許使用者主持參加者可以透過撥打電話號碼的方式出席的電話會議。
回撥電話會議允許使用者主持參加者可在其中透過接收來自 WebEx 服務的電話呼叫來加入電話會議的階段作
業。 每個參加者會撥打一個電話號碼，然後掛斷電話。 然後服務會呼叫該參加者的電話號碼。
整合的 VoIP 允許使用者以包含電話會議的網際網路電話（IP 語音）存取權的階段作業主持。
步驟 7

選取儲存。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會向使用者傳送一封包含建立密碼鏈結的電子郵件。 使用者必須建立密碼，才能
登入 WebEx 通用網站。
「建立密碼」鏈結會在 72 小時後過期。 如果鏈結已過期，則使用者可以選取忘記密碼鏈結來接收新的電子郵
件，提供他們另一個機會來建立密碼。
使用者已新增至系統。

編輯使用者
變更使用者帳戶資訊或者保留此使用者的永久主持人授權。

重要須知

系統透過電子郵件地址來識別使用者。 如果使用 SSO 且變更了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地址，而該使
用者仍在活動，則我們建議您在 CWMS 上變更其電子郵件地址，否則該使用者在系統同步之前
將接收不到通知。
變更現有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地址後，該使用者必須等到 Exchange 伺服器、Outlook 和 CWMS 伺
服器完成同步，才能由使用經修改的電子郵件的使用者管理的代表 (proxy) 使用者排定會議。 另
外，嘗試使用最近修改的電子郵件地址來排定候補主持人將會失敗。 Outlook 的通訊錄每天會與
Exchange 伺服器同步一次。 變更 Exchange 伺服器上的電子郵件地址時，變更不會立即延伸至
Outlook。 如果在同步之前，使用者嘗試為修改電子郵件地址的使用者排定會議，或將其確定為
候補主持人，則系統會接收到舊電子郵件地址，並發出通知指出找不到該使用者。 手動同步系
統不能解決此問題。 請注意，這不是 CWMS 問題，而是 Outlook 和 Exchange 的設計造成的。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使用者。
每個頁面上顯示的使用者預設數量為 50 個。 使用每頁的使用者數下拉功能表來變更設定。
即會出現使用者清單。

步驟 3

透過按兩下使用者名稱來選取要編輯的使用者。

步驟 4

選取帳戶類型。
稽核者會將管理動作與系統監控區隔。 （無法將現有的使用者帳戶變更為稽核者帳戶。 稽核者必須由「第一
個管理員」建立。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稽核者角色 ，第 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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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可以排定和開始會議（如果主持人獲指派授權）。 一個主持人最多可以同時開始兩個會議，但如果嘗
試開始第三個會議，則將收到錯誤。
管理員是在「新增使用者」頁面上建立。 管理員可以在系統部署期間配置設定，並且可以讓其他使用者成為
「主持人」、「管理員」、「SSO 管理員」或「LDAP 管理員」。 如果在系統上設定了稽核者，則管理員無
法設定「應用程式稽核記錄」設定。
SSO 或 LDAP 管理員可以在系統正常運作後變更配置設定。 如果系統是整合 SSO 的系統或整合 LDAP 的系
統，則這些使用者會同步到系統。 只有適用於系統的選項才會顯示為帳戶類型。 SSO 管理員和 LDAP 管理員
可以登入 WebEx 網站 URL，並選取管理網站鏈結來連接至管理網站。 此類型的管理員可以在「新增使用者」
頁面上新增其他管理員，可以讓使用者成為主持人，或者讓其他使用者（在整合了 SSO 或整合了 LDAP 的系
統上同步）成為「SSO 管理員」或「LDAP 管理員」。
步驟 5

變更帳戶資訊區段中的可編輯欄位。 標有星號的欄位必填。

步驟 6

(可選) 選取保留授權，向此使用者提供永久授權來主持會議。
通常，如果使用者第一次主持會議，則會向使用者授予主持人授權（如果可用的話）。 此選項會在授權集區
中保留可用的授權，並將此授權指派給使用者，但使用者不一定要主持會議。 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 關於主
持人授權 ，第 282 頁。

步驟 7

(可選) 選取要求使用者在下一次登入時變更密碼。
如果在系統上啟用了 SSO 或 LDAP，則會停用主持人帳戶的此功能。 該功能只能用於登入管理網站使用的管
理員及稽核者密碼。 管理員及稽核者會繼續使用 SSO 或 LDAP 認證登入其 WebEx 網站。

步驟 8

在「特權」區段中勾選指定給使用者的允許的階段作業類型。
選取其中一個反白顯示的階段作業類型會顯示階段作業類型功能。

步驟 9

選取允許此使用者使用的音訊類型（電話特權）。
撥入電話會議允許使用者主持參加者可以透過撥打電話號碼的方式出席的電話會議。
回撥電話會議允許使用者主持參加者可在其中透過接收來自 WebEx 服務的電話呼叫來加入電話會議的階段作
業。 每個參加者會撥打一個電話號碼，然後掛斷電話。 然後服務會呼叫該參加者的電話號碼。
整合的 VoIP 允許使用者以包含電話會議的網際網路電話（IP 語音）存取權的階段作業主持。

步驟 10

選取儲存。
隨即儲存變更。 儲存參數不會更改帳戶的狀態。 （請參閱啟動或停用使用者或管理員 ，第 132 頁。）

變更使用者電子郵件
在 2.7 版之前，在 CWMS 中，使用者電子郵件用作唯一識別碼。 （在舊版中變更此電子郵件會導致
遺失與該帳戶相關聯的資料。） 在 2.7 版中，使用唯一識別碼（除電子郵件地址以外）將使用者與
之前排定的定期和循環會議、會議錄製檔及使用者帳戶資訊相關聯。 CWMS 管理員（對於本端使用
者）或 AD 上的 AD 管理員（對於遠端使用者）可以變更使用者電子郵件。 也可以透過匯入 CSV 檔
案來完成變更電子郵件。
安裝 CWMS 2.7 版或在 AD 上變更使用者電子郵件後，您必須將使用者與 Cisco Unified Call Manager
(CUCM) 同步以更新 CWMS 資料庫。 系統會匹配和更新 CUCM 上電子郵件地址與第一個使用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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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相同的本端使用者。 如果沒有相符項，會建立新的使用者項目。 （CWMS 使用 CUCM 中的群組
ID [objectGUID uniqueidentifier] 追蹤記錄，允許修改電子郵件地址。）
變更使用者電子郵件 SSO
在 2.7 版之前，IdP 伺服器上用作唯一識別碼的唯一欄位是電子郵件。 從 2.7 版起，任何靜態的、唯
一 AD 欄位可以用作 NameId。 在 CWMS 資料庫中，NameId 儲存在 CorUser 欄位的 SSO_NAMEID
記錄中。 使用者第一次登入 CWMS 時，此欄位會填充。 系統會先使用 NameId 值嘗試匹配使用者。
如果無法依 NameId 匹配使用者，則會嘗試依電子郵件匹配記錄。 如果變更使用者電子郵件，則必
須變更 IdP 上的對應以針對 NameId 使用其他欄位。 如果在首次同步後變更使用者電子郵件，則在
CWMS 上更新該使用者。 若要使此功能正常運作，則必須啟用自動更新。

關於階段作業類型
階段作業類型定義排定的會議可用的功能和選項。 有一種預先定義的階段作業類型，可以設定為新
使用者的預設值。
您可以根據預先定義的階段作業類型建立多達四個自訂階段作業類型（Pro1 至 Pro4）。 自訂階段作
業類型可以指定給特定的使用者，以管理會議安全性、頻寬和使用者可用的會議選項。 例如，您可
以使用階段作業類型來防止特定使用者使用螢幕共用。 建立一個不包括桌面共用選項的自訂階段作
業類型，然後將此階段作業類型指定給特定使用者（透過編輯特定使用者的帳戶完成指定），即可
完成此作業。
在會議中啟用的音訊特權列在「音訊」區段下。
您只能透過變更會議類型，從排定頁面編輯音訊特權。
音訊特權取決於：
•網站設定
•使用者特權
•階段作業類型特權
若要啟用特權，必須在網站、使用者和階段作業類型上啟用它；所有這三項都必須為 true。
如果在這三個音訊選項之間沒有通用選項，則系統會搜尋網站和使用者之間的通用音訊選項。 如果
在網站和使用者之間沒有通用選項，則系統會使用網站音訊設定。
使用「立即開會」時：
•沒有變更階段作業類型的選項。
•用於會議的階段作業類型是為主持人指定的階段作業類型清單中的第一個類型，依字母順序按
階段作業代碼排序。
•可以在會議詳細資料頁面上看到選取的階段作業類型。
使用生產力工具排定會議時，主持人可以從該使用者允許的階段作業類型清單中選擇階段作業類型。
無法停用預先定義的階段作業類型；只能啟動或停用自訂階段作業類型。
您可以選擇在建立新使用者 ID 時指定的預設階段作業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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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階段作業類型會套用至透過以下方式新增至系統的新使用者：
•與 LDAP 伺服器同步。
•匯入沒有為新使用者設定階段作業類型欄位的 CSV 檔案。
•透過 SSO 登入將使用者新增至系統。
•在管理主控台上新增使用者。 依預設選取階段作業類型「新使用者預設選取」。

建立自訂階段作業類型
您可以為「專業」階段作業類型（Pro1 至 Pro4）建立多達四個自訂階段作業類型。 建立階段作業類
型後，您無法刪除它；但是，您可以修改它或停用它。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階段作業類型 > 新增自訂階段作業類型。
新增自訂階段作業類型視窗會顯示。

步驟 3

輸入自訂階段作業類型的階段作業類型名稱。
階段作業名稱必須是唯一的。

步驟 4

選取要包含在此階段作業類型中的階段作業類型功能。
請參閱階段作業類型功能 ，第 129 頁。

步驟 5

選取儲存。
該階段作業類型會新增至階段作業類型清單頁。

下一步動作
將階段作業類型指定給使用者。

階段作業類型功能
功能

選取以

應用程式共用

主講者可以展示一個或多個應用程式來演示軟體
或編輯文件。

應用程式共用 — 遠端控制

參加者請求對主講者正在共用的應用程式的遠端
控制權。

桌面共用

主講者可以共用其電腦的所有內容，包括應用程
式、視窗、檔案目錄和滑鼠移動。

桌面共用 — 遠端控制

參加者可以請求對主講者的桌面的遠端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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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選取以

網路型錄製

主持人可以在網路伺服器上錄製會議。

視訊

決定「視訊」功能是否可用。 如果可用，決定預
設情況下當會議開始時將為參加者開啟、最小化
還是關閉「視訊」面板。

網路漫遊 — 遠端控制（Web 瀏覽器共用）

參加者可以在會議期間共用 Web 瀏覽器和相關
的網路內容。

啟動或停用自訂階段作業類型
您無法停用已指定給使用者的主要階段作業類型或停用自訂階段作業類型。

開始之前
在停用自訂階段作業類型之前，停用所有使用者的階段作業類型。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階段作業類型 > 階段作業類型清單。

步驟 3

勾選（啟動）或清除（停用）自訂階段作業類型的勾選方塊。

步驟 4

選取儲存。

設定新使用者預設階段作業類型
您可以控制在建立使用者 ID 時依預設指定給新使用者的階段作業類型。 預設階段作業類型會套用
至透過以下方式新增至系統的新使用者：與 LDAP 伺服器同步、從尚未設定階段作業類型欄位的
CSV 檔案匯入，以及透過 SSO 登入。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階段作業類型 > 階段作業類型清單。

步驟 3

選取要在建立新使用者時指定的新使用者預設選取階段作業類型。

步驟 4

選取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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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持人帳戶啟用或變更階段作業類型
您可以透過在使用者頁面上的欄中選取使用者來將階段作業類型與使用者相關聯，或遵循以下程序
啟用或停用編輯使用者頁面上的階段作業類型。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使用者。

步驟 3

從該清單中選取使用者。

步驟 4

在「特權」區段中勾選指定給使用者的允許的階段作業類型。
選取其中一個反白顯示的階段作業類型會顯示階段作業類型功能。

步驟 5

選取允許此使用者使用的音訊類型（電話特權）。
撥入電話會議允許使用者主持參加者可以透過撥打電話號碼的方式出席的電話會議。
回撥電話會議允許使用者主持參加者可在其中透過接收來自 WebEx 服務的電話呼叫來加入電話會議的階段作
業。 每個參加者會撥打一個電話號碼，然後掛斷電話。 然後服務會呼叫該參加者的電話號碼。
整合的 VoIP 允許使用者以包含電話會議的網際網路電話（IP 語音）存取權的階段作業主持。

步驟 6

選取儲存。

解除鎖定帳戶
系統可以自動鎖定帳戶持有者的帳戶，以防止未經授權的存取。依預設，此功能是關閉的。導致鎖
定帳戶持有者的條件都可設定，例如失敗次數或閒置時間長短，以及帳戶持續鎖定的分鐘數。
帳戶鎖定時，系統會傳送電子郵件給鎖定的帳戶持有者和所有系統管理員，指出帳戶已鎖定。
下列小節說明如何解除鎖定帳戶。
透過電子郵件解除鎖定帳戶
已鎖定的帳戶持有者或者管理員可以在電子郵件中選取解除鎖定帳戶，以解除鎖定其帳戶。 依預
設，此選項是關閉的。
透過使用者設定檔解除鎖定帳戶
未被系統鎖定的系統管理員可以從使用者標籤的清單中選取已鎖定的帳戶持有者，以顯示編輯使用
者頁面，然後在該頁面頂端顯示的訊息中選取解除鎖定鏈結，以解除鎖定帳戶，並通知帳戶持有者，
表示帳戶已解除鎖定。 此選項是一律開啟的。
當某個系統管理員帳戶被鎖定時，另一個系統管理員可以在編輯使用者頁面頂端出現的訊息中選取
解除鎖定鏈結，代表被鎖定的系統管理員來解除鎖定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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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計時器到期
當帳戶已鎖定，而且已設定選用的計時器時，必須等到計時器過期，帳戶持有者才能登入。

啟動或停用使用者或管理員
使用此功能來啟動已停用的帳戶或重新啟動非使用中帳戶。 無法停用的帳戶僅有稽核者帳戶。 此
外，還可以在 CSV 檔案中設定參數並匯入它來啟動帳戶。 請參閱 從 CSV 檔案匯入使用者帳戶 ，第
123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使用者。

步驟 3

選取您要啟動的任何非使用中使用者的勾選方塊。 或者選取要停用的任何使用中使用者的勾選方塊。

步驟 4

選取動作 > 啟動或動作 > 停用。
選取的帳戶已修改，並且每個帳戶的狀態會反映更新的狀態。

刪除使用者帳戶
您可以刪除主持人和管理員帳戶。 除了移除使用者資料之外，還會刪除此使用者主持的未來會議和
循環會議。 如果會議具有候補主持人，則仍會刪除未來會議和循環會議。 過去的會議會保留 6 個月
而不予以刪除，因為報告、帳單、授權和稽核等需要這些會議。
已刪除使用者擁有的會議錄製檔會保留 6 個月。 任何有權存取、下載或播放錄製檔的人員都會保留
存取、下載或播放的權限。 在 6 個月期間結束時，會議錄製檔會標示為刪除或者會傳送至其他使用
者（請參閱使用者管理 ，第 214 頁和一般密碼設定（2.8 版及更新版本） ，第 215 頁）。 如
果刪除使用者，然後在 6 個月之內復原使用者，則那些錄製檔會重新與該使用者相關聯。
已刪除使用者擁有的會議錄製檔會保留 6 個月。 任何有權存取、下載或播放錄製檔的人員都會保留
存取、下載或播放的權限。 在 6 個月期間結束時，會議錄製檔會標示為刪除或者會傳送至其他使用
者（請參閱「一般密碼設定（2.7 版及更低版本）」）。 如果刪除使用者，然後在 6 個月之內復原
使用者，則那些錄製檔會重新與該使用者相關聯。
刪除帳戶可防止帳戶的擁有者執行下列作業：
•出現在報告上或清單中。
•從網頁、Outlook 外掛程式及行動裝置應用程式登入
•主持或出席會議
•管理系統（若使用者是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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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使用者從檔案中刪除

附註

管理員無法停用自己的帳戶。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使用者。

步驟 3

選取要刪除的任何活動使用者的勾選方塊。

步驟 4

選取動作 > 刪除，然後選取確定進行確認。
所選帳戶會予以刪除，而且帳戶會從清單中移除。

將使用者從檔案中刪除
使用此程序，從檔案中批量刪除使用者。

開始之前
如果要刪除的檔案包含非 ASCII 字元，請確認該檔案使用的是 Unicode 的逗號或 Tab 分隔符號。

DETAILED STEPS
命令或動作

目的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
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
心。

步驟 2

選取使用者 > 匯入/匯出使用者 > 刪除。

這時會顯示刪除使用者視窗。

步驟 3

在需要的使用者檔案中瀏覽。

步驟 4

選取分隔符號類型。

步驟 5

選取刪除。

設定追蹤碼
使用追蹤碼將會議用途分類，例如發表專案或部門的資料。 當您新增或編輯使用者時，追蹤碼會顯
示為選項。
針對每個追蹤碼設定下列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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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碼群組 – 新增和編輯使用者時可以選擇使用中的群組。
•輸入模式 – 控制建立或編輯使用者時如何顯示追蹤碼參數。
•用法 – 防止群組出現、成為選用項目或必要項目。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使用者 > 追蹤碼。

步驟 3

(可選) 輸入要在追蹤碼群組欄中設定的每個追蹤群組名稱。
預設群組名稱為「分部」、「部門」、「專案」、「其他」及「自訂 5」至「自訂 10」。 可以變更任何群組
名稱。
附註

步驟 4

追蹤碼群組名稱應該是唯一的，並且您不應該使用預先定義的欄位名稱（USERID、ACTIVE、
FIRSTNAME、LASTNAME、EMAIL、LANGUAGE、HOSTPRIVILEGE、TIMEZONE）。

為每個追蹤碼選取文字輸入或下拉功能表（在輸入模式欄中）。
•選取文字輸入。 管理員建立或編輯使用者時在文字欄位中輸入追蹤碼。
•選取下拉功能表。 編輯清單鏈結會出現在輸入模式欄位旁邊。 選取編輯清單鏈結以設定此追蹤碼的值。
請參閱 編輯追蹤碼 ，第 134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步驟 5

選取未使用可防止在建立或編輯使用者時顯示追蹤碼。 選取選用可顯示追蹤碼，但不需要追蹤碼。 選取必要
可規定必須指派追蹤碼給使用者。

步驟 6

選取儲存。
追蹤碼參數已儲存。

編輯追蹤碼
特定的群組可以有一份相關聯的追蹤碼清單，供新增或編輯使用者時顯示。 此功能可管理從下拉功
能表中顯示供選取的追蹤碼。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針對您想要在下拉功能表中列出追蹤碼的群組，在輸入模式欄中選取下拉功能表。
如果選取文字輸入，群組旁邊會顯示輸入欄位讓系統管理員輸入任何有效字串。

步驟 3

(可選) 如果選擇下拉功能表，請選取編輯清單來設定此追蹤碼的值。 即會出現編輯追蹤碼清單對話方塊。
除了建立、編輯或刪除碼，您還可以停用或啟動追蹤碼，並指出清單中的某個追蹤碼是預設追蹤碼。
•選取僅顯示使用中的代碼，表示只顯示使用中的追蹤碼。 取消選取此選項則可顯示所有追蹤碼。 第一次
設定追蹤碼時無法選取此選項。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2.8 版管理指南
134

設定目錄整合

•在代碼文字方塊中輸入下拉功能表項目名稱。 此字串以 128 個字元為限。 如果未顯示空的追蹤碼，請選
取再新增 20 行，再新增 20 個可設定的追蹤碼。 追蹤碼數目上限為 500 行。
•選取預設可將追蹤碼變成預設選項。
•使用中是預設選取的。 取消勾選使用中，以使追蹤碼成為非使用中。 非使用中追蹤碼不會出現在此追蹤
碼群組的下拉功能表上。
•選取更新可將追蹤碼與群組相關聯。 您會回到追蹤碼視窗。
步驟 4

選取儲存以儲存設定。

設定目錄整合
目錄整合使系統能夠使用 CUCM 使用者資料庫移入及同步化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使用者資
料庫，然後與 LDAP 目錄整合。
目錄整合使用下列某種方式簡化使用者設定檔的管理：
•從 CUCM 將使用者設定檔匯入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使用 CUCM 資料庫中新的或修改的使用者屬性定期更新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資料庫，
包括每個使用者的名、姓及電子郵件地址。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透過使用者的電子郵
件地址來區分使用者，因此如果使用者的名與姓相同，但電子郵件地址不同，則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將其視為不同的使用者。
•定期檢查 CUCM 資料庫的非活動使用者項目，並從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資料庫停用其
使用者設定檔。
•支援系統使用 LDAP 認證來針對外部目錄驗證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目錄整合使用者。
•在 CUCM 及 LDAP 伺服器上啟用安全 LDAP (SLDAP) 時支援完全加密 LDAP 整合。
•CUCM 中設定的所有使用者將同步至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並啟用他們的帳戶。 可以
選擇在完成同步後停用帳戶。 CUCM 中所有活動使用者都將同步至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非活動使用者將不會匯入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如果無法在環境的 CUCM
中使用或設定 LDAP/AD，則可以手動將使用者新增至 CUCM。）

開始之前
繼續目錄整合之前，請確定滿足下列必要條件：
•在離峰時段或在週末排定同步化，以最小化對使用者的影響。
•驗證具有支援的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CUCM) 版本。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unified-communications/
unified-communications-manager-callmanager/tsd-products-support-configure.html。
•取得 CUCM 管理使用者認證（需要為目錄整合新增 CUCM 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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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UCM 上設定 AXL 和 LDAP 目錄服務。 需要 CUCM 才能將使用者匯入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系統。 使用 CUCM 執行下列動作：
啟用 Cisco AXL Web 服務
啟用 Cisco 目錄同步化
設定 LDAP 整合
設定 LDAP 驗證
請參閱使用 CUCM 設定 AXL Web 服務及目錄同步 ，第 140 頁和使用 CUCM 來設定 LDAP
整合與驗證 ，第 140 頁。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sw/
voicesw/ps556/tsd_products_support_series_home.html。
•請確定 CUCM 中有需要主持人特權的所有使用者。 不在 CUCM 中的使用者將無法主持會議
（所有使用者都可以作為訪客加入）。 若有必要，建立僅包含您要從 CUCM 匯入之使用者的
CUCM 群組或篩選器。

附註

如果不使用 CUCM 群組，則在您第一次同步化目錄期間，所有作用中的 CUCM
使用者都將匯入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非作用中的 CUCM 使用者不會
匯入。 後續同步化期間將只匯入作用中的新使用者與修改的使用者。 您必須在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中停用不想授予其主持人存取權的使用者帳戶。 請
注意，僅當使用者實際主持會議時才會在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中耗用一
個主持人授權。 不主持會議的帳戶不耗用授權。 如需授權使用的相關資訊，請
參閱管理主持人授權 ，第 281 頁中的「管理授權」。

•沒有電子郵件地址的使用者將不匯入。
•如果使用者具有多個帳戶，這些帳戶使用相同名字和姓氏，但在 CUCM 上獲指派不同的電子郵
件地址，則將這些使用者匯入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時，會將這些位址作為不同的使用
者進行處理。 CUCM 使用者具有唯一的使用者名稱，因此管理員可以使用同一個電子郵件地址
來建立多個使用者帳戶。 但是，Cisco WebEx Meeting Server 上的帳戶具有唯一的電子郵件地
址。 因此，如果多個 CUCM 使用者帳戶具有同一個電子郵件地址，則 CUCM 管理員應該手動
編輯這些使用者帳戶，以使電子郵件地址成為唯一，然後再將這些帳戶匯入 CiscoWebExMeetings
Server。
•如果啟用 LDAP 驗證，則當您選取現在同步，或者勾選下一次同步選項並輸入日期與時間時，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會使用連接埠 8443 來連接至 CUCM。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支援長達 64 個字元的密碼。 在 CUCM 上建立使用者時，確保密
碼不超過 64 個字元。 密碼長度超過 64 個字元的使用者將無法登入 Cisco WebEx。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可選) 開啟維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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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目錄整合不需要維護模式，但大型同步可能影響系統效能。 可以將系統置於維護模式，以避免使用者在
同步化期間使用系統。
步驟 3

選取使用者 > 目錄整合。

步驟 4

(可選) 選取伺服器（在 CUCM 下）以輸入 CUCM 伺服器資訊（如果尚未這麼做）：
•IP 位址或完整網域名稱 (FQDN)
•使用者名稱
•密碼
使用者名稱及密碼可以是 CUCM 管理員或 AXL 使用者名稱及密碼。 設定 CUCM 資訊之後，CUCM 伺服器的
IP 位址或 FQDN 出現在 CUCM 圖示下。
附註

設定 CUCM 資訊之後，對其進行變更是一個複雜的程序，可能會導致使用者同步化問題，因此不建議
這麼做。

步驟 5

選取要篩選的 CUCM 使用者群組，只將所選「CUCM 使用者群組」中的那些使用者新增至 Cisco WebEx Meeting
Server。

步驟 6

(可選) 選取完全同步，以同步選取的 CUCM 群組中的所有使用者。 如果未選取此選項時，系統只會同步最近
一次更新「目錄服務」使用者設定檔之後，已更新或新增至選取的 CUCM 群組的使用者。
此選項只影響下一步的「立即同步」選項，不影響排定的（下一個）同步。
建議在某些事件中執行此動作，例如 CWMS 伺服器上已變更 CUCM 伺服器、CUCM 上已變更使用者的電子
郵件地址，或在 CUCM 上從群組中刪除使用者。
視 CUCM 使用者資料庫的大小而定，如果您選擇同步整個資料庫，則可能會影響系統效能。

步驟 7

將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系統與 LDAP 目錄服務同步化。 可以透過以下方式執行同步化：
•選取立即同步，立即執行同步。 同步開始後無法取消。 同步完成後，會將電子郵件傳送給您。 立即同步
後不會通知系統上的其他管理員。
•選取下一次同步，然後輸入日期與時間來排定同步。 可以選擇定期重複同步。
在 MDC 系統中，每個資料中心應該在不同的時間執行同步，或應該只在其中一個資料中心進行同步，以避免
系統效能降低。
如果選取立即同步，則系統會立即執行同步。 如果排定同步，則在指定日期與時間發生。 排定的同步化完成
後，所有管理員都會收到電子郵件。 如果要阻止將來同步，則可以取消選取下一次同步。
在同步程序中會對應下列屬性：
CUCM 屬性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屬性

名

名

姓

姓

郵件 ID

電子郵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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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中的名與姓是顯示給使用者的全名的一部
分。

最終使用者無法更新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中的對應屬性。
如果同步失敗，則會在頁面上顯示錯誤訊息，並向管理員傳送包含錯誤相關資訊的電子郵件。 選取檢視記錄
以查看錯誤的詳細說明。 提供的記錄包含停用的使用者報告、失敗的使用者報告及摘要。
執行至少一次同步之後，會顯示前次同步的摘要，指出該同步是否已完成、完成的日期與時間（使用您「公司
資訊」設定中設定的日期與時間）、使用者變更項目清單，包括下列內容：
•新增 — 新增的新使用者數。
•停用 — 停用的使用者數。
步驟 8

如果您已設定或變更同步排程或管理員通知設定，請選取儲存。

步驟 9

選取使用者標籤，並確定已同步化正確的使用者。
a) 在下拉功能表上選取遠端使用者，以篩選使用者清單。 請確保清單中列出您要同步的使用者。 遠端使用者
透過目錄同步匯入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如果先本端建立使用者，然後透過目錄同步改寫，則該
使用者將變成遠端使用者，而不是本端使用者。
b) 選取本端使用者以查看未包含在同步中的使用者。 本端使用者由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管理員在本
端建立。 可以手動新增或使用 CSV 檔案匯入本端使用者。

步驟 10

請確定 CUCM 與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同步排程為順序。 必須先進行 CUCM 同步，然後再立即進行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同步。

步驟 11

(可選) 選取或取消選取同步完成時通知管理員，然後選取儲存。 依預設，此選項已選取，且僅在排定同步後
通知管理員。

步驟 12

選取啟用 LDAP 驗證。
如果系統設定為使用 SSO，則必須先停用 SSO。 請參閱 停用 SSO ，第 267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如果系統未設定為使用 SSO，則使用其預設驗證直到啟用 LDAP 驗證為止。

附註

啟用 LDAP 之後，我們建議管理員使用 Active Directory 伺服器來進行使用者管理，包括新增、停用及
修改使用者。 啟用 LDAP 驗證之後，所有參加者都必須使用其 LDAP 認證才能登入 WebEx 網站。
步驟 13

請確定使用者可以使用其 AD 網域認證登入系統。

步驟 14

(可選) 如果已將系統置於維護模式，請關閉維護模式。

步驟 15

(可選) 如果已執行同步，則可以選取立即通知，以便在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系統上建立帳戶或帳戶變
更時透過電子郵件通知使用者。 您也可以選取自動傳送通知，以便在每次同步後新增使用者時向您自動傳送
電子郵件。 驗證設定有任何變更（例如，啟用 LDAP）之後，會傳送「使用者 - 密碼變更」電子郵件給受影響
的使用者。
如果選取立即通知
•所有使用者僅在其生命週期內接受一次通知。 後續同步不會導致傳送其他電子郵件。
•「需要通知的使用者」指出所有作用中但尚未被通知的使用者。
•不會向非活動使用者或本端使用者傳送任何通知。
•在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上新增本端使用者會傳送電子郵件給該使用者。 不過，必須先在 CUCM
Active Directory 伺服器上新增該使用者，然後他才能登入 WebEx 網站。
•您只能傳送通知給使用同步功能新增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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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電子郵件通知給使用者需要數分鐘時間。 此延遲因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系統外部的數個因
素所致，包括電子郵件伺服器、網路連線問題，及個別電子郵件帳戶的垃圾郵件擷取程式。
系統會傳送下列電子郵件：
•「AD 啟用電子郵件」，當在同步中首次將使用者匯入系統時，會向此類使用者傳送該郵件。 使用者在
後續同步時不會收到此電子郵件。
•「使用者密碼 - 已變更」電子郵件會傳送給系統上本端建立的使用者。
如需自訂這些電子郵件範本的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電子郵件範本（2.7 版及更高版本） ，第 219 頁。
如需自訂這些電子郵件範本的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電子郵件範本（2.6 版及更低版本）」。
附註

如果您是將「目錄整合」與 LDAP 驗證一起使用，則 CUCM 中設定的使用者會同步到 Cisco WebEx
Meeting Server 作為主持人，並使用其 LDAP 認證來登入 WebEx 網站。 但是，如果將所匯入使用者帳
戶類型從主持人變更成管理員，則使用者會收到一封包含「建立密碼」鏈結的電子郵件。 使用者選取
此鏈結，並為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輸入新密碼。 使用者將使用這個新建的密碼來登入管理網
站，但將繼續使用 LDAP 認證來登入 WebEx 網站。

同步化使用者群組
管理員可以在 CUCM 中建立使用者群組。 例如，管理員可建立由可以使用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之使用者組成的使用者群組。 管理員可以從 CWMS 選取特定的使用者群組，以篩選並匯入某
些使用者。

開始之前
使用 CUCM 來建立使用者群組。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管
理指南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sw/voicesw/ps556/prod_maintenance_guides_list.html》中的
「使用者管理設定」一節。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使用者 > 目錄整合。

步驟 3

選取用於篩選的 CUCM 群組鏈結。

步驟 4

勾選要同步的使用者群組。
如果未選取任何群組，則目錄整合將會同步所有使用者群
附註
組。
選取儲存。

步驟 5
步驟 6

選取「立即同步」來執行同步。 此程序所需的時間視同步的使用者人數而定。
系統會記住之前同步過哪些使用者群組。 如果沒有選取之前已同步的使用者群組，則未選使用者群組
附註
中的使用者將在同步程序中被停用。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2.8 版管理指南
139

使用 CUCM 設定 AXL Web 服務及目錄同步

當同步完成時，系統會顯示新增及停用的使用者數目。
步驟 7

如需在同步程序中匯入或停用之使用者的摘要資訊，請選取檢視記錄。

使用 CUCM 設定 AXL Web 服務及目錄同步
使用 CUCM 設定 AXL Web 服務及目錄同步。

開始之前
請在使用「目錄整合」功能之前執行此程序。 請參閱 設定目錄整合 ，第 135 頁 以獲取更多資
訊。

步驟 1

登入您的 CUCM 帳戶。

步驟 2

從右上角的下拉功能表選取 Cisco Unified 可服務性，然後選取執行。

步驟 3

選取工具 > 啟動服務。

步驟 4

選取 Cisco AXL Web 服務與 Cisco DirSync，然後選取儲存。
如果在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的資料中心內發生 Cisco Unified Call Manager (CUCM) 容錯
附註
移轉狀況，則 CUCM 管理員認證應該能作用於該資料中心內的所有 CUCM。

下一步動作
如果您尚未使用 CUCM 來設定 LDAP 整合與驗證，請先設定。 請參閱 使用 CUCM 來設定 LDAP 整
合與驗證 ，第 140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使用 CUCM 來設定 LDAP 整合與驗證
使用 CUCM 來設定 LDAP 整合與驗證。

重要須知

附註

系統透過電子郵件地址來識別使用者。 如果使用者電子郵件地址已變更且使用者保持使用中，
則 CWMS 上的電子郵件地址也必須變更，否則該使用者將收不到通知。

如果為「目錄整合」設定了 CUCM，則可以選擇使用 SSO、LDAP 或本端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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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之前
請在使用「目錄整合」功能之前執行此程序。 請參閱 設定目錄整合 ，第 135 頁 以獲取更多資
訊。

步驟 1

登入您的 Cisco Unified Call Manager (CUCM) 帳戶。

步驟 2

從右上角的下拉功能表選取 Cisco Unified CM 管理，然後選取執行。

步驟 3

選取檔案 > LDAP > LDAP 系統。

步驟 4

選取啟用 LDAP 伺服器同步，選取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作為 LDAP 伺服器類型，選取 sAMAccountName
作為使用者 ID 的 LDAP 屬性，然後選取儲存。

步驟 5

選取 LDAP 伺服器的勾選方塊，然後選取新增。

步驟 6

填寫「LDAP 目錄」頁面上的欄位並選取儲存。

步驟 7

在「LDAP 驗證」頁面上，選取對最終使用者使用 LDAP 驗證勾選方塊，填寫頁面上的欄位，然後選取儲存。

下一步動作
如果尚未使用 CUCM 設定 Cisco AXL Web 服務及 Cisco 目錄同步，請先設定。 請參閱 使用 CUCM
設定 AXL Web 服務及目錄同步 ，第 140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傳送電子郵件給使用者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若要傳送電子郵件通知給使用者，請選取使用者 > 傳送電子郵件給使用者。

步驟 3

在收件者欄位中，輸入目標使用者電子郵件地址或電子郵件別名，或者將此欄位保留空白以傳送電子郵件給所
有使用者。

步驟 4

(可選) 在密件副本欄位中輸入電子郵件地址或電子郵件別名。

步驟 5

在主旨欄位中輸入主旨。

步驟 6

在訊息欄位中輸入訊息。

步驟 7

選取傳送。
可能需要數分鐘時間，使用者才能收到電子郵件。 此延遲可能是因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系統外部的
數個因素所致，包括電子郵件伺服器、網路連線速度，及個別電子郵件帳戶的垃圾郵件擷取程式。
即會傳送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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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設定系統
此模組說明如何使用管理員頁面來設定系統。
•設定系統內容 ，第 143 頁
•管理系統 ，第 148 頁
•設定一般設定 ，第 153 頁
•設定伺服器 ，第 155 頁
•設定 SNMP 設定 ，第 165 頁
•管理會議錄製檔 ，第 174 頁
•系統備份 ，第 174 頁

設定系統內容
透過選取「系統」區段中的系統 > 檢視更多來設定系統內容。

變更虛擬機器設定
使用此功能來變更虛擬機器設定。 請勿使用 VMware vCenter 來變更虛擬機器設定。
部署期間，只能設定 IPv4 設定。 部署後，如果 DMZ 網路中的「網際網路反向 Proxy」與內部虛擬
機器之間具有 IPv6 連線，則可以設定 IPv6 設定。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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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3

(可選) 擷取每個虛擬機器的快照。 （請參閱使用 VMware vCenter 來擷取快照 ，第 7 頁。）

步驟 4

選取系統 > 檢視詳細資料。

步驟 5

在「主要系統」或「高可用性系統」區段中選取虛擬機器名稱。
可以修改下列虛擬機器設定：
•小寫的完整網域名稱 (FQDN)
•主要 DNS 伺服器
•次要 DNS 伺服器
•子網路遮罩/首碼
•閘道
「虛擬機器」欄位呈灰色顯示。 系統透過將主機名稱解析成 DNS 伺服器中虛擬機器的 IP 位址，自動擷取 IP
位址。 如需變更虛擬機器 IP 位址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在保留主機名稱的同時變更虛擬機器的 IP 位址 ，第 144
頁。

步驟 6

選取儲存。
變更已儲存，虛擬機器會重新開機。

步驟 7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下一步動作
如果變更了任何虛擬機器，則必須在每個資料中心中的所有虛擬機器上部署新憑證，除非您在相同
網域中對系統使用萬用字元憑證。 有關更多資訊，請參閱管理憑證 ，第 247 頁。

在保留主機名稱的同時變更虛擬機器的 IP 位址
如果變更屬於部署的虛擬機器主機名稱，則系統會自動從 DNS 擷取對應的 IP 位址。 此程序說明如
何變更虛擬機器的 IP 位址，而且保留同一個主機名稱。

步驟 1

在 DNS 伺服器中設定暫時主機名稱。

步驟 2

完成變更虛擬機器設定 ，第 143 頁程序以將虛擬機器的主機名稱變更成您在 DNS 伺服器中輸入的暫時主
機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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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系統退出維護模式，新的暫時主機名稱會生效。 進行此變更後，原始主機名稱將不再是部署的一部分。
步驟 3

在 DNS 中將原始主機名稱的 IP 位址變更為新 IP 位址。

步驟 4

使用變更虛擬機器設定 ，第 143 頁程序，將虛擬機器的暫時主機名稱變更成原始主機名稱。
將系統退出維護模式，原始主機名稱會生效。 設定了含有新 IP 位址的原始主機名稱。

變更私人和公用虛擬 IP 位址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3

選取系統，選取資料中心，然後在「系統」區段中選取檢視詳細資料。
即會顯示內容頁面。

步驟 4

若要修改 IP 位址，請在「虛擬 IP 位址」區段的「類型」欄中，選取一個鏈結。

步驟 5

輸入虛擬 IP 位址。

步驟 6

如果針對用戶端連線啟用了 IPv6，請在「IPv6 位址」欄中輸入虛擬 IP 位址、子網路遮罩及閘道。
公用和私人虛擬 IP 位址必須位於不同的 IPv6 子網路上。

步驟 7

選取儲存。

步驟 8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設定 IPv6 用戶端連線
如果您具有非水平分割網路拓撲，則所有具有 IPv6 用戶端連線的使用者（內部和外部）都可以使用
公用 VIP 位址來存取 WebEx 網站 URL，以主持和存取線上會議。 如果設定了私人 IPv6 虛擬 IP 位
址資訊，則具有 IPv6 用戶端連線的管理員可以登入管理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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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私人虛擬 IP 位址必須與管理虛擬機器位於同一個 IPv6 子網路。

附註

•IPv6 公用虛擬 IP 位址必須與「網際網路反向 Proxy」虛擬機器位於同一個 IPv6 子網路。

開始之前
設定 IPv6 用戶端連線時請考量下列事項：
•僅對非水平分割網路拓撲設定 IPv6 連線。
•應該已為內部虛擬機器及「網際網路反向 Proxy」設定了 IPv4 位址資訊。
•設定 IPv6 公用虛擬 IP 位址之前，應該已設定 IPv4 私人和公用虛擬 IP 位址。
•用於 IPv6 用戶端連線的私人和公用虛擬 IP 位址位於不同的子網路上。
•設定 DNS 伺服器，讓管理網站 URL 指向私人 IPv6 和私人 IPv4 虛擬 IP 位址。
•設定 DNS 伺服器，讓 WebEx 網站 URL 指向公用 IPv6 和公用 IPv4 虛擬 IP 位址。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3

選取系統，然後選取「系統」區段中的檢視更多鏈結。

步驟 4

在「虛擬 IP 位址」區段的類型欄中，選取一個鏈結。
•選取公用鏈結以設定 IPv6 位址來存取 WebEx 網站 URL。
•選取私人鏈結以設定 IPv6 位址來存取管理 URL。
私人或公用虛擬 IP 位址頁面會顯示先前為 WebEx 網站 URL 及管理 URL 輸入的 IPv4 IP 位址、子網路遮罩和
閘道 IP 位址。

步驟 5

在 IPv6 位址欄中，輸入 WebEx 網站 URL 及管理 URL 的 IPv6 IP 位址、子網路遮罩和閘道 IP 位址。

步驟 6

選取儲存。

步驟 7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2.8 版管理指南
146

設定系統內容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變更 CWMS 子網路
CWMS 子網路的變更步驟。

開始之前
如果要保留相同的 DNS 伺服器，請保留舊的 DNS 項目，直到變更完成為止。 如果要變更 DNS 伺
服器，請變更伺服器，閞閉維護模式，然後變更子網路。
如果要保留相同的完整網域名稱 (FQDN)，而只變更 IP 位址，則必須使用暫時名稱分兩階段進行。
通常必須同時變更伺服器的 IP 位址和名稱。 這是為了避免只變更 DNS 項目。 但是，管理和網站
URL 並不屬於這個範疇。 負責執行所有管理變更的電腦有時會變成無法瀏覽至管理 URL 頁面。 在
此情況下，請確定您可以 ping nslookup，必要的話，請在完成任何變更之後清空本端 PC DNS 快取。
對於所有 CWMS 版本，我們建議：
•開始任何維護工作之前，建立遠端支援帳戶。
•申請要在 IP 位址變更完成時使用的新憑證。 在此期間，系統可以使用自我簽署憑證。
•驗證 DNS 項目已備妥。 如果虛擬機器未重新啟動，則只重新啟動管理虛擬機器，並變更網路
介面卡 #2 指定。 IRP 可維持啟動，在看到管理虛擬機器重新開機時，您可以變更網路介面卡
#2 的指定。

附註

子網路變更的訣竅在於必須編輯虛擬機器設定，將虛擬 NIC 移至另一個 VLAN，
因為不能只是關機、變更系統，然後開機。 您必須關閉維護模式來套用變更，
並使得所有虛擬機器重新開機。 如果您在虛擬機器重新開機之後無法變更
VLAN，網路介面會出現，但無法通訊。

步驟 1

針對新的（或暫時）名稱建立新的 DNS 項目來指向新的位址。
a) 跳至「管理」視窗，逐一開啟每個伺服器，並輸入新的 FQDN。
b) 開啟維護模式。
c) 驗證新子網路的所有參數都正確（通常會忘記子網路遮罩和閘道）。

步驟 2

完成變更之後，回到每個伺服器，確認輸入的 FQDN 正確。

步驟 3

關閉維護模式，在 vSphere 用戶端中監控虛擬機器主控台。

步驟 4

當虛擬機器在重新開機之後出現時，變更網路介面卡 1 的 VLAN。（可在機器運作中這樣做；不需要關閉又
開啟系統的電源。）
從關閉維護模式到重新開機完成，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 系統啟動時應該可運作，但（虛擬 IP 位址）VIP 會
在不同於管理節點的子網路上。 暫時可接受此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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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

開啟 VIP 頁面，編輯公用和私人 VIP 的 IP 位址。
建議重新檢查設定，確認變更正確。

步驟 6

(可選) 開啟「一般設定」，變更 URL（僅當您想要這樣變更時）。 此程序不需要暫時的值。 如果網站 URL
已變更，舊的會議鏈結會失效。

步驟 7

關閉維護模式。 系統會重新啟動。 （雖然應該重新開機，但有時只是重新啟動，而無法重新開機。 請監控虛
擬機器主控台。 在維護模式關閉之後，如果系統沒有將所有節點重新開機，請手動將「管理」節點重新開機。
系統會重新啟動。 雖然應該重新開機，但有時只是重新啟動，而無法重新開機。 請監控虛擬機器主控台。 當
維護模式關閉時，如果系統沒有將所有節點重新開機，請手動將「管理」節點重新開機。

步驟 8

當虛擬機器在重新開機之後出現時，立即變更網路介面卡 2 的 VLAN。
不需要關閉又開啟系統的電源。
系統在新的子網路中。

下一步動作
如果您使用暫時名稱，請完成下列程序：
1 在 DNS 中，將永久名稱連線到新的 IP 位址。 可能需要變更新 IP 位址的 FQDN。 跳至 CWMS
管理頁面，逐一開啟每個伺服器，並輸入永久名稱。
2 選擇性地編輯 URL。
3 關閉維護模式。
4 系統重新開機之後，從 DNS 中刪除未使用的項目。
5 存取管理 URL，確認系統運作正常。 也建議您在 NFS 上測試可存取會議錄製檔，並建立新的錄
製檔來測試系統。
6 仔細檢查 CUCM 主幹，必要時修改 IP 位址。

管理系統

步驟 1

選取系統標籤及管理。

步驟 2

若要啟動各種系統作業
•若要更新系統，請選取更新 > 繼續。 請參閱更新資料中心 2.5 版及更高版本 ，第 71 頁。
•若要升級系統，請選取升級 > 繼續。 請參閱開始升級之前 ，第 77 頁。
•若要擴充系統，請選取擴充系統大小 > 繼續。 請參閱準備系統擴充 ，第 63 頁。
•若要新增或移除高可用性，請選取新增（移除）高可用性 > 繼續。 請參閱準備將高可用性 (HA) 新增至
系統 ，第 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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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新增或移除公開存取，請選取新增（移除）公開存取 > 繼續。 請參閱使用 IRP 新增對系統的公開存
取 ，第 149 頁。
•若要移除或取代虛擬機器，請選取移除（取代）虛擬機器 > 繼續。 請參閱取代虛擬機器 ，第 152 頁。

設定公開存取
公開存取使您的網路外部的人員可以透過網際網路或行動裝置主持或出席線上會議。 移除公開存取
將移除您 WebEx 網站 URL 的「公用虛擬 IP 位址」設定，並終止對您網站的外部存取。

使用 IRP 新增對系統的公開存取
MDC 環境中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IRP) 的需求是：
•對於單一資料中心系統和 MDC 系統而言，新增或移除 IRP 的程序相同。
•將資料中心新增至 MDC 系統時，所有資料中心應該全部設定或全都不設定成使用 IRP。
•每個資料中心使用一個 IRP 節點。
•修改 IRP 要求將系統置於維護模式。 在 MDC 系統中，可以每次針對一個系統新增或移除 IRP
以避免服務中斷。
•在 MDC 環境中，於一個資料中心上新增或移除本端公用 VIP 不會影響另一個資料中心。
如需內部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拓撲的說明，請參閱《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規劃指南》。

開始之前
若要啟用公開存取，則必須先設定「網際網路反向 Proxy」虛擬機器以用作公開存取系統。 啟動
VMware vCenter 並執行下列作業：
•使用 VMware Data Recovery (vSphere 5.0) 或 VMware vSphere Data Protection (vSphere 5.1) 備份
虛擬機器。 這可讓您在必要時還原變更。 請參閱 使用 VMware vCenter 來建立備份 ，第 6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使用用於部署管理員虛擬機器的相同 OVA 檔案，來部署「網際網路反向 Proxy」虛擬機器。
您的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虛擬機器必須位於與虛擬 IP 位址相同的子網路上。

附註

如果有高可用性系統，則也必須為高可用性系統部署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虛擬機
器。
使用用於部署管理員虛擬機器的相同 OVA 檔案，來部署「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虛擬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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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如果執行的是 2.7 版系統，請使用和現行系統相同的基本版本（2.7 版 OVA）。
例如，假設原先是使用 2.5.1.29 OVA 來部署了內部虛擬機器，並隨時間將系統
更新為 2.7.1.12 版。 如果使用 2.5.1.29 OVA 檔案來部署 IRP 虛擬機器並新增「公
開存取」，則此程序將會失敗並發出訊息「主要系統的版本和網際網路反向Proxy
虛擬機器的版本不同。 透過使用與部署主要系統所用的相同的 OVA 檔案來重新
部署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虛擬機器。」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3

選取系統 > 檢視詳細資料。

步驟 4

選取新增公開存取。

步驟 5

在 FQDN 欄位中輸入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虛擬機器。
如果系統設定為高可用性，會有兩個完整網域名稱 (FQDN) 欄位。 在第二個欄位中輸入高可用性 FQDN。

步驟 6

選取偵測虛擬機器。
如果系統未設定為高可用性，則會出現表格，其中顯示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虛擬機器。
如果系統設定為高可用性，則會出現表格，其中顯示主要系統「網際網路反向 Proxy」虛擬機器和高可用性
「網際網路反向 Proxy」虛擬機器。
如果系統的任何更新與用於建立「網際網路反向 Proxy」虛擬機器的 OVA 版本不相容，則會收到一則錯誤訊
息，且無法繼續，除非您使用適當的 OVA 檔案來重新部署「網際網路反向 Proxy」虛擬機器。

步驟 7

選取繼續。

步驟 8

在公用 (VIP) 虛擬 IPv4 位址欄位中，輸入用於設定「網際網路反向 Proxy」虛擬機器的相同子網路的 IP 位址，
然後選取儲存。
即會更新系統並設定公開存取。 請在整個程序中保持瀏覽器視窗開啟。
如果系統需要與用於建立「網際網路反向 Proxy」虛擬機器的 OVA 版本相容的次要更新，則會自動套用至「網
際網路反向 Proxy」虛擬機器。

步驟 9

如果系統需要次要更新，在更新完成後會提示您選取重新啟動。
在系統重新啟動後，您會收到一則確認訊息，指出您已新增公開存取。

步驟 10

驗證設定。 如果感到滿意，您可以先刪除設定的虛擬機器備份，然後再執行此程序。

步驟 11

選取完成。

步驟 12

驗證安全性憑證是否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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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此程序會變更虛擬機器，因此可能會影響憑證。 如有必要，系統會提供自我簽署憑證以保持系統運作，
直到您可以重新設定憑證為止。 請參閱 管理憑證 ，第 247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步驟 13

對 DNS 伺服器進行必要的變更。

步驟 14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移除公開存取
開始之前
使用 VMware Data Recovery 或 VMware vSphere Data Protection 備份虛擬機器。 請參閱 使用 VMware
vCenter 來建立備份 ，第 6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請務必在備份完成後開啟虛擬機器的電源。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3

選取系統，然後選取「系統」區段中的檢視更多鏈結。
即會顯示內容頁面。

步驟 4

選取所需的網站，選取移除公開存取，然後選取繼續。
從您的網站移除公開存取後，您就無法再將相同的網際網路 Proxy 虛擬機器新增回該網站。 若要重新設定公
開存取，必須透過從 OVA 檔案重新部署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虛擬機器來從頭開始。 請參閱 使用 IRP 新增對
系統的公開存取 ，第 149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即會從網站移除公開存取。

步驟 5

選取完成。

步驟 6

開啟 VMware vCenter。 其從您的系統關閉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機器並將其刪除（以及高可用性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機器，若已部署的話）。

步驟 7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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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取代虛擬機器
若要復原虛擬機器並避免使整個系統關閉，請執行下列作業：

步驟 1

移至 vCenter 並使用用於部署原始系統的相同 OVA 檔案來部署取代虛擬機器。

步驟 2

選取系統標籤。

步驟 3

選取資料中心及管理。

步驟 4

選取取代虛擬機器 > 繼續。
這時會出現取代虛擬機器視窗。

步驟 5

選取要取代的虛擬機器。
一次可以選取多個虛擬機器。 您無法取代主要「管理」虛擬機器。 （可以取代次要「管理」虛擬機器。）

步驟 6

選取移除虛擬機器。
這時會提示您繼續作業。 繼續將系統置於「維護模式」。 您可以離開頁面，然後返回該頁面。 如果要取代的
虛擬機器已開啟，則系統會關閉虛擬機器的電源並阻止開啟虛擬機器的電源。 如果虛擬機器已關閉，則不會
執行阻止開啟電源。

步驟 7

如果「部署狀態」直欄中出現等待中，請移至 vCenter 並開啟取代虛擬機器的電源。
如果在使用 OVA 進行原始部署後更新了系統，則虛擬機器會自動更新以與此系統相符。

步驟 8

在「管理」頁面上，輸入取代虛擬機器的「完整網域名稱」，並選取新增虛擬機器。
這時會驗證虛擬機器。 此作業可能需要幾分鐘時間，然後系統才會顯示完成。

步驟 9

選取完成並移至儀表板。

步驟 10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下一步動作
刪除舊的虛擬機器。 （它將不會開啟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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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重資料中心」環境中，一個「維護模式」週期內，一次取代一個資料中心中的虛擬機器。 若
要取代其他資料中心中的虛擬機器，請切換至其他系統並重複此程序。

設定一般設定
一般設定包括下列參數：
•網站設定 — 管理網站 URL。
•管理網站設定 — 對管理網站 URL 進行管理。
虛擬 IP 位址顯示在資訊區塊中，並且可以在系統 > 內容上管理。

變更 WebEx 網站設定
使用此程序來將原始 WebEx 網站 URL 變更為新的 URL。 部署時設定了原始 WebEx 網站 URL。 在
MDC 系統中，於加入資料中心程序期間設定 WebEx 網站 URL。 如需網站 URL 設定及命名慣例的
詳細資訊，請參閱 WebEx 網站和 WebEx 管理 URL ，第 27 頁。
完成此變更之後，將會捨棄非目前設定的主機名稱產生的系統流量。

開始之前
我們建議您通知使用者有擱置的變更，並建議他們先下載需要保留的所有錄製檔，再進行變更。
如果使用者嘗試使用原始 URL，則這些使用者無法執行下列作業：
•主持或加入會議
•從網頁、生產力工具或行動裝置應用程式登入
•播放錄製檔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3

選取系統 > （「設定/一般」設定）檢視更多。
即會顯示「一般設定」視窗。

步驟 4

如果這是 MDC 系統，請選取資料中心。

步驟 5

在要修改的「網站設定」區段中，選取編輯。

步驟 6

輸入 URL，然後選取儲存。

步驟 7

關閉維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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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下一步動作
•更新網站憑證，以確保安全存取。 請參閱 管理憑證 ，第 247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通知主持人他們應該重新排定所有會議。

變更管理網站設定
使用此程序將原始管理網站 URL 變更為新的 URL。 在部署期間設定了原始管理網站 URL 設定。
在 MDC 系統中，於加入資料中心程序期間設定您的管理網站 URL。 如需網站 URL 設定及命名慣
例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WebEx 網站和 WebEx 管理 URL ，第 27 頁。

開始之前
我們建議您通知使用者有擱置的變更，並建議他們先下載需要保留的所有錄製檔，再進行變更。
如果使用者嘗試使用原始 URL，則這些使用者無法執行下列作業：
•主持或加入會議
•從網頁、生產力工具或行動裝置應用程式登入
•播放錄製檔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步驟 2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3

選取系統。

步驟 4

在「設定」區段中，選取檢視更多。

步驟 5

在「管理設定」區段中選取編輯。

步驟 6

在對話方塊中輸入新管理網站 URL，然後選取儲存。

步驟 7

關閉維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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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下一步動作
更新網站憑證，以確保安全存取。 請參閱 管理憑證 ，第 247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通知主持人他們應該重新排定所有會議。

設定伺服器
使用以下功能來設定伺服器：
•SMTP 伺服器 — SMTP 伺服器負責將電子郵件從 Cisco WebEx Meeting Server 傳送至目標。
•儲存伺服器 — NFS 伺服器是儲存所有會議錄製檔的儲存伺服器。

設定電子郵件 (SMTP) 伺服器
設定電子郵件伺服器，使系統能夠向使用者傳送會議邀請及其他通訊。
電子郵件伺服器必須一直處於運作狀態。 電子郵件是與使用者通訊的主要方式，包括錄製通知、會
議資訊變更、帳戶狀態和其他許多重要公告。 （另請參閱新增使用者 ，第 125 頁。）
變更這些內容並不要求開啟維護模式。

重要須知

系統透過電子郵件地址來識別使用者。 如果使用者電子郵件地址已變更且使用者保持使用中，
則 CWMS 上的電子郵件地址也必須變更，否則該使用者將收不到通知。
如果密碼包含特殊字元，例如 ^、&、*、()、_、+ 或 /\，則 CWMS 無法建立與 Exchange 的連
線。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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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

選取系統並在「伺服器」區段選取檢視更多。

步驟 3

在 SMTP 伺服器區段中，選取編輯。

步驟 4

輸入系統用於傳送電子郵件的郵件伺服器的完整網域名稱 (FQDN)。

步驟 5

(可選) 選取啟用 TLS 以啟用「傳輸層安全性 (TLS)」。（基本驗證預設為啟用。）

步驟 6

(可選) 編輯連接埠欄位以變更預設值。
SMTP 預設連接埠號是 25 或 465（安全 SMTP 連接埠）。
附註

步驟 7

「網路」節點和「管理」節點會將 SMTP 要求傳送至所設定的電子郵件伺服器。 如果內部「網路」和
「管理」虛擬機器與電子郵件伺服器之間有防火牆，則可能會封鎖 SMTP 流量。 如果要確保電子郵件
伺服器設定和電子郵件通知正常運作，則連接埠 25 或 465（安全 SMTP 連接埠號）在電子郵件伺服器
與網路虛擬機器和管理虛擬機器之間是開啟的。

(可選) 啟用郵件伺服器驗證，選取伺服器驗證已啟用。 如果啟用驗證，請輸入系統存取公司郵件伺服器所需
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認證。
來自系統的電子郵件是使用 admin@<WebEx-site-URL> 傳送。 請確定郵件伺服器能夠識別此使用者。
對於微型、小型或中型系統，電子郵件通知來自管理虛擬機器（主要系統或高可用性系統）。
對於大型系統，電子郵件通知來自網路虛擬機器（在主要系統或高可用性系統上）。 在大型系統中，主要系
統上具有兩個網路虛擬機器，而高可用性系統上具有一個網路虛擬機器。

步驟 8

選取儲存。

下一步動作
請參閱「啟動或停用使用者或管理員 ，第 132 頁」、「新增使用者 ，第 125 頁」和「編輯
使用者 ，第 126 頁」。

設定 NTP 伺服器
將 NTP 伺服器從時間來源設定為正確時間，並調整每台連線的電腦上的本地時間。 如果您選擇不使
用 NTP 伺服器，請確保 ESXi 主機上的時間是正確的。
重要須知

NTP 在「多重資料中心 (MDC)」環境中是必要的。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系統。

步驟 3

在「伺服器」下，選取檢視更多鏈結。

步驟 4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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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5

在「NTP 伺服器」下，選取編輯鏈結。

步驟 6

指定 NTP 伺服器或選取本機伺服器。
如果您選取使用 NTP 伺服器更新時間，則還必須輸入 NTP 伺服器的 IP 位址。

步驟 7

選取儲存。

步驟 8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設定儲存伺服器
使用儲存伺服器來備份系統以因應災害復原（請參閱使用儲存伺服器進行災害復原 ，第 163 頁）
和儲存會議錄製檔。 支援的儲存方法包括網路檔案系統 (NFS) 和安全儲存體 (SSHFS)。 驗證可從所
有內部虛擬機器存取儲存伺服器。 （VMware 隨附的 VMware Data Recovery 功能也可以用來備份虛
擬機器。）
您無需將儲存伺服器連接至外部虛擬機器，例如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IRP) 伺服器。
您的儲存伺服器每日都會備份下列內容：
•特定系統設定
•使用者資訊
•會議資訊
•上傳至系統的 SSL 憑証
•網站 URL
每日會執行備份，且初始設定為當地時間上午 4:20。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在備份程序期間
執行，而不會中斷會議、錄製檔或其他功能。 系統不會移除之前的備份，直至完成下列每日備份，
以確保備份可用。
系統大約需要 5 分鐘來備份 500 MB。 備份系統所需的時間視儲存速度、NFS 速度及其他因素而定。
備份 70 GB 資料庫大約需要 1 小時，且需 10 分鐘將其轉換為 NFS。 轉換時間為 12 MB/秒，以允許
其他網路通訊和確保系統持續運作。
從 2.5 版開始，「安全儲存體」包含這些功能：
•加密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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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授權的帳戶才能存取儲存伺服器。
•權限對應至已定義的使用者；不再需要儲存體的 777 權限。

限制

NFS 儲存伺服器必須對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獨佔使用。 請勿在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使用的 NFS 共用中手動建立檔案或目錄，因為它會對 NFS 檔案和目錄執行各種指令碼。

新增 NFS 或 SSH 儲存伺服器
設定系統在錄製會議和災害復原情況下使用儲存伺服器。 您對儲存伺服器的選擇依賴於您的系統設
定。

開始之前
連接埠 22 用於安全儲存體。
連接埠 111、1110、2049、4045 是 NFS 伺服器實作內不同 NFS 服務及 NFS 設定的標準連接埠。
•NFS 流量需要使用連接埠 111（TCP 和 UDP），以及 2049（TCP 和 UDP）。
•叢集狀態需要使用連接埠 1110 (TCP)，用戶端狀態需要使用連接埠 1110 (UDP)。
•NFS 鎖定管理程式需要使用連接埠 4045（TCP 和 UDP）。
請務必設定您的 Unix 存取特權，以便您的系統可以儲存使用者生成的內容及系統備份。 （適用於
NFS 儲存體。）
在 Linux 型儲存系統上，這取決於「網路檔案系統 (NFS)」要使用之特定目錄的匿名使用者讀寫權限
的設定。（請參閱將 Linux 用戶端連線至 NFS 共用 ，第 161 頁。）
在 Windows 型儲存系統上，這取決於網路存取： 讓 Everyone 權限套用到匿名使用者設定。 此外，
您還必須向 Everyone 使用者群組提供 NFS 的讀寫權限。 請參閱設定 NFS 共用 ，第 160 頁。
我們建議使用 openSSH 伺服器來確保儲存安全。 （但是，此功能獨立於 SFTP 伺服器，且應該與支
援此通訊協定的每一個伺服器配合工作。）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3

在「系統」標籤上的「伺服器」區段中，選取（伺服器）檢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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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系統上存在儲存伺服器，則儲存伺服器會顯示在此頁上。 如果您的系統不存在任何儲存伺服器，則
會為您提供新增儲存伺服器的選項。
步驟 4

在「儲存伺服器」區段，選取立即新增儲存伺服器或編輯。

步驟 5

選取 NFS 或安全儲存體。

步驟 6

(可選) 如果您選取 NFS： 以及。 否則，請移至下一步。
a) 輸入 NFS 掛接點。
b) 選取儲存。
系統會確認您的 NFS 掛接點。
c) 選取繼續。
您會收到一則確認訊息告知您的儲存伺服器已新增。

步驟 7

(可選) 如果您選擇安全儲存體。
a) 輸入安全儲存體的使用者名稱。
使用者名稱必須以小寫字母開頭。 使用者名稱允許以貨幣符號 ($) 結尾。
允許的字元： 小寫字母、數字、底線及貨幣符號。 禁止使用其他所有字元。
b) 輸入安全儲存體的密碼。
c) 在安全儲存掛接點欄位中輸入您儲存伺服器的名稱。
允許的字元： [A-Z] [a-z] [0-9] !#$()+,-:;=_][{}~
禁止的字元： /\"

' ` %&*<>?|^

d) 選取儲存。
系統會確認您的掛接點。 您會收到一則確認訊息告知您的儲存伺服器已新增。
步驟 8

選取完成。

步驟 9

(可選) 按一下系統備份排定（時間），以顯示「 系統備份排定」快顯視窗，從下拉功能表選取時間，接著選
取儲存。
在所選時間進行每日備份。

步驟 10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下一步動作
請確定：
•是否可從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之外存取儲存伺服器。
•儲存伺服器是否已開啟。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2.8 版管理指南
159

設定伺服器

•儲存伺服器是否有網路連線。
•是否可從非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機器掛載/存取。
•儲存伺服器是否已滿。

附註

如果使用者不小心從 Cisco WebEx 會議錄製檔頁面刪除了某個錄製檔，且該錄製檔儲存在「網
路檔案系統 (NFS)」儲存伺服器上，請聯絡 Cisco 技術協助中心 (TAC) 取得回復錄製檔的協助。

安裝 NFS 檔案服務

步驟 1

啟動伺服器管理程式。

步驟 2

在上方功能表中，選取管理。

步驟 3

選取新增角色和功能。
即出現開始之前視窗。

步驟 4

選取下一步。
即會出現選取安裝類型視窗。

步驟 5

確認已選取角色型或功能型安裝，然後選取下一步。
即出現伺服器選擇視窗。

步驟 6

選取下一步。
即會出現選取伺服器角色視窗。

步驟 7

展開檔案和儲存體服務 > 檔案和 iSCSI 服務，然後勾選 NFS 的伺服器。

步驟 8

選取下一步。
即會出現選取功能視窗。

步驟 9

選取下一步。

步驟 10

確認安裝詳細資料，然後選取安裝。

設定 NFS 共用
設定 NFS 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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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之前
安裝 NFS 檔案服務。 （請參閱安裝 NFS 檔案服務 ，第 160 頁。）

步驟 1

啟動「檔案總管」。

步驟 2

為您的 NFS 共用建立新目錄。

步驟 3

在目錄上按滑鼠右鍵，並選取內容。

步驟 4

選取 NFS 共用標籤。

步驟 5

選取管理 NFS 共用...。

步驟 6

勾選共用該資料夾並輸入65534（在匿名 UID 和匿名 GID 中）。
匿名 UID 預設為 –2。 在 16 位元機器上，該值可能會失敗，因為匿名 (nfsnobody) UID –2 等同於 16 位數字
的 65534。 （請參閱 www.troubleshooters.com/linux/nfs.htm）。

步驟 7

輸入共用名稱。
這是使用者連線至這個 NFS 共用時使用的名稱。

步驟 8

選取權限。

步驟 9

選取新增，輸入用戶端連線的 IP 位址或主機名稱。

步驟 10

選擇讀寫存取權或唯讀存取權，然後選取確定。

步驟 11

選取套用 > 確定
NFS 裝載於 Windows Server 2012 R2。

下一步動作
將 Linux 用戶端連線至 NFS 共用。 （請參閱將 Linux 用戶端連線至 NFS 共用 ，第 161 頁。）

將 Linux 用戶端連線至 NFS 共用

步驟 1

登入 Linux 伺服器或桌面。
如果您使用桌面版作業系統，請開啟終端機視窗。

步驟 2

建立新的目錄來掛接 Windows NFS 共用。 例如 mkdir/postprod。

步驟 3

將 NFS 共用掛接至新的目錄。 例如 mount.nfs

步驟 4

如果用戶端具有讀寫存取權，請建立新檔案來測試共用。 例如 touch

slfileserver01:/postprod /postprod
file0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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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到不同的儲存伺服器
如果將儲存伺服器從目前的 NFS 或 SSH NFS 切換到更換的 NFS 或 SSH NFS，可能會導致無法存取
錄製檔，除非將錄製檔和備份傳送至新的儲存伺服器。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3

選取系統 > （伺服器）檢視更多 > 移除儲存伺服器。

步驟 4

手動將錄製檔和備份檔從舊的儲存伺服器傳送至新的儲存伺服器。
由於每個系統有其獨特性，無法提供傳送錄製檔和備份的具體指示。

步驟 5

在「儲存伺服器」區段，選取立即新增儲存伺服器。

步驟 6

輸入更換的 NFS 掛接點或更換的安全儲存體使用者名稱。
使用者名稱必須以小寫字母開頭。 使用者名稱允許以貨幣符號 ($) 結尾。
允許的字元： 小寫字母、數字、底線及貨幣符號。 禁止使用其他所有字元。
範例：
user1

步驟 7

輸入更換的 NFS 掛接點或更換的安全儲存體密碼。
範例：
*******

步驟 8

輸入更換的 NFS 掛接點或更換的安全儲存體掛接點。
範例：
192.168.10.10:/CWMS/backup

步驟 9

選取儲存。
系統會確認更換的 NFS 掛接點或「安全儲存體」掛接點。

步驟 10

(可選) 選取是執行災害復原程序，或選取否跳過此步驟。
如果更換的儲存伺服器上沒有系統備份檔，則會自動跳過此步驟。 如需有關災害復原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使
用儲存伺服器進行災害復原 ，第 163 頁。

步驟 11

選取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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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會收到一則確認訊息告知您的儲存伺服器已新增。
步驟 12

選取完成。

步驟 13

(可選) 可以變更每日備份的預設時間。 在「儲存體伺服器」區段中，按一下「系統備份排程時間，並從下拉
功能表中選取另一時間。 然后選取儲存。
在所選時間進行每日備份。

步驟 14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使用儲存伺服器進行災害復原
災害可以是網路損毀、伺服器故障、資料中心中斷，或其他令系統無法使用的活動。 有以下兩種災
害復原：
•「單一資料中心 (SDC)」災害復原 — 可以在同一個資料中心中重新安裝 SDC 系統，並使用儲
存伺服器備份將 SDC 系統還原至相同的狀態。
•「多重資料中心 (MDC)」災害復原 — 如果一個資料中心發生故障，則可以透過第二個資料中
心來存取 MDC 系統，還原受損資料中心，然後加入資料中心以還原 MDC 系統。 如果授權管
理程式是由發生故障的資料中心託管，則可能需要重新安裝授權管理程式，因為授權管理程式
一次只能在一個系統上執行。
在設定儲存伺服器之後，每日都會備份系統。 系統備份通知會出現在儀表板上，並且包含最新備份
的相關資訊。 一次僅一個備份系統保留在儲存空間中。 執行升級或更新後，會保留舊版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中的備份。 我們建議您不要對不同的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安裝使用相同的
儲存目錄。
請注意，災害復原的下列各項：
•需要 30 分鐘以上
•以最新備份的設定覆寫設定
•需要您執行其他步驟，將服務還原給使用者（此小節中後續動作有詳細說明）
此程序備份特定系統設定、使用者資訊、會議資訊、上傳至系統的 SSL 憑証及網站 URL。 備份程
序不會為個別虛擬機器儲存 VMware 認證或 IP 位址資訊。 （VMware 隨附的 VMware Data Recovery
功能也可以用來備份虛擬機器。）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 http://www.vmware.com/pdf/vdr_11_
admin.pdf。） 如果執行災害復原，您必須手動重新套用特定設定，包括下列內容：
•特定外部元件的連線，例如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CU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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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L 憑證（如果災害復原系統的主機名稱不同於原始系統中的主機名稱）。
•在 SDC 系統上，可以選擇使用相同的 IP 位址或主機名稱。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上，可以選擇
性地使用主要系統的原始 IP 位址或主機名稱。
發生災難且無法使用系統後，請執行下列程序。

開始之前
執行災害復原程序：
•儲存伺服器必須已設定。 如果您未設定儲存伺服器，則災害復原選項不可用，且不會建立任何
備份。 請參閱 新增 NFS 或 SSH 儲存伺服器 ，第 158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您的復原系統的部署大小和軟體版本必須與原始系統相同。
對於高可用性 (HA) 系統，必須先設定災害復原，然後才能在該系統上設定 HA。 如果 HA 系
統需要從災害復原，則必須先還原系統，然後在還原的系統上設定 HA。 如需 HA 的相關資訊，
請參閱為 2.5 版及更高版本新增高可用性系統 ，第 57 頁。
•NFS 上儲存的備份 OVA 不足以重新建立系統。 建議在系統外儲存目前的 OVA 檔案，以因應
災害復原。 在此情況下，災害復原需要從失敗的更新恢復。 必須使用產品升級工具或透過客
戶服務訂購 OVA 檔案。 這有時很耗費時間，因此，在進行系統變更程序之前，建議先取得目
前系統的 OVA 檔案。
如果您有軟體訂閱，則可以透過 http://tools.cisco.com/gct/Upgrade/jsp/productUpgrade.jsp 的產品
升級工具 (PUT)，使用聯絡號碼來訂購 OVA 檔案。 如果選擇電子遞送，您可以從網站下載檔
案。 如需協助執行此程序或無法存取 PUT，請聯絡客戶管理團隊或客戶服務。 您可以在這裡
找到 Cisco 客戶服務聯絡人： http://www.cisco.com/cisco/web/siteassets/contacts/index.html#~tab-b

步驟 1

在您可以從可用於還原部署的系統上，登入管理網站。

步驟 2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3

選取系統 > （伺服器）檢視更多 > 新增儲存伺服器。

步驟 4

選取安全儲存體。

步驟 5

在 NFS 掛接點欄位中輸入您儲存伺服器的名稱和密碼，然後選取儲存。
範例：

192.168.10.10:/CWMS/backup。
步驟 6

選取繼續以繼續進行災害復原。
如果復原系統部署大小和軟體版本與原始系統相符，您可以繼續進行災害復原。 如果系統的部署大小或軟體
版本不同，則您無法繼續直到在復原系統上重新部署應用程式以便部署大小及軟體版本符合原始部署為止。
IP 位址或主機名稱不必符合原始部署。

步驟 7

選取以下其中一個動作以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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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 — 在新增儲存伺服器之前備份既有的系統。 備份系統後，請返回此頁面並選取繼續以繼續進行。
•繼續 — 覆寫既有的系統，並繼續執行災害復原。
災害復原過程將開始。 如果關閉瀏覽器，您無法重新登入系統，直到此過程完成。
步驟 8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下一步動作
您必須執行以下程序，將服務還原給您的使用者：
•重新設定通信會議設定。 請參閱《規劃指南》中的「設定 CUCM」，以瞭解更多資訊。
•重新設定您的 SSO 設定。 請參閱 設定同盟單一登入 (SSO) 設定 ，第 263 頁 以獲取更多資
訊。
•重新設定您的 SNMP 設定。 請參閱 設定 SNMP 設定 ，第 165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重新設定您的憑證。 如果您的 SSL 憑證與復原系統上設定的 SSL 憑證不相符，則可能必須重
新載入您的 SSL 憑證。 請參閱 還原 SSL 憑證 ，第 256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復原的系統最初設定為免費授權模式，該模式會在 180 天後到期。 請在復原的系統上重新託管
先前的系統授權。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重大系統修改後重新託管授權 ，第 288 頁和關於
主持人授權 ，第 282 頁。
•設定您的 DNS 設定，使您的網站 URL 指向目前的 VIP。 還原系統上的 VIP 可能與原始系統上
的不同。 您必須完成您的 DNS 設定，使最終使用者能夠使用其原始鏈結登入或加入還原系統
上的會議。 請參閱 變更私人和公用虛擬 IP 位址 ，第 145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如果系統已設定目錄整合，並啟用了 LDAP 驗證，請驗證 CUCM 認證是否工作。 使系統退出
維護模式並完成系統重新開機之後，請登入管理網站，選取使用者 > 目錄整合，然後選取儲
存。 如果 CUCM 認證不正確，則會收到無效認證錯誤訊息。 如果接收到此錯誤訊息，請輸入
正確的認證，然後再選取儲存。 （請參閱「設定目錄資訊」。）

設定 SNMP 設定
您可以設定以下 SNMP 設定：
•社群字串 — SNMP 社群字串會驗證對 MIB 物件的存取並充當內嵌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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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M 使用者 — 設定基於使用者的安全性模型 (USM)，以提供額外的訊息層級安全性。 請選取
現有 USM 設定以進行編輯，或新增其他 USM 設定。 除預設 USM 使用者 serveradmin（對 MIB
資訊具有讀寫特權）以外，您設定的所有新 USM 使用者僅對 MIB 資訊具有唯讀特權。
•通知目標 — 使用此功能可設定陷阱/通知接收者。

設定社群字串
您可以新增和編輯社群字串及社群字串存取特權。

新增社群字串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3

選取系統，然後選取 SNMP 區段中的檢視更多鏈結。

步驟 4

在「社群設定」區段中選取新增。

步驟 5

填寫新增社群字串頁面上的欄位。
選項

說明

社群字串名稱

輸入社群字串名稱。 最大長度： 256 個字元。

存取特權

設定社群字串的存取特權。 選項包括：
•唯讀
•讀寫
•讀寫通知
•僅通知
•無
預設： 唯讀

主機 IP 位址資訊

選取主機 IP 位址資訊類型。（預設： 接受來自任何主機的 SNMP 封包）
如果您選取接受來自以下主機的 SNMP 封包，則選項下面會顯示一個對話方
塊。 輸入主機名稱和 IP 位址，以逗號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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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新增。
社群字串已新增至系統。
步驟 6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編輯社群字串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3

選取系統，然後選取 SNMP 區段中的檢視更多鏈結。

步驟 4

選取「社群字串」區段中的社群字串名稱鏈結。

步驟 5

變更編輯社群字串頁面上所需的欄位。
選項

說明

社群字串名稱

變更社群字串名稱。 最大長度： 256 個字元。

存取特權

設定社群字串的存取特權：
•唯讀
•讀寫
•讀寫通知
•僅通知
•無
預設： 唯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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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說明

主機 IP 位址資訊

選取主機 IP 位址資訊類型。
預設： 接受來自任何主機的 SNMP 封包
接受來自以下主機的 SNMP 封包： 選項下面會顯示一個對話方塊。 輸入主機
名稱和 IP 位址，以逗號分隔。

選取編輯。
社群字串資訊會變更。
步驟 6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設定 USM 使用者
您可以新增和編輯 USM 使用者。

新增 USM 使用者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3

選取系統，然後選取 SNMP 區段中的檢視更多。

步驟 4

在「USM 使用者」區段中選取新增。

步驟 5

填寫新增 USM 使用者頁面上的欄位。
選項

說明

USM 使用者名稱

輸入您要設定的 USM 使用者名稱。 最多 256 個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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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說明

安全層級

選取安全性層級。 您選取的安全性層級可確定您可以為使用者設定的演算法和密
碼。 選項包括：
•noAuthNoPriv — 不為使用者設定驗證演算法和密碼，也不設定私密演算法和
密碼。
•authPriv — 可讓您為使用者設定驗證演算法和密碼及私密演算法和密碼。
•authNoPriv — 可讓您為使用者設定驗證演算法和密碼。
預設： noAuthNoPriv

驗證演算法

為使用者選取驗證演算法。
附註

僅在安全性層級設定為 authPriv 或 authNoPriv 時才會顯示此選
項。
預設： SHA
驗證密碼

輸入使用者的驗證密碼。
附註

私密演算法

僅在安全性層級設定為 authPriv 或 authNoPriv 時才會顯示此選
項。

為使用者選取私密演算法。
附註

僅在安全性層級設定為 authPriv 時才會顯示此選
項。
預設： AES128
私密密碼

輸入使用者的私密密碼。
附註

僅在安全性層級設定為 authPriv 時才會顯示此選
項。

步驟 6

選取新增。
USM 使用者已新增至系統。

步驟 7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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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USM 使用者

附註

預設 USM 使用者 serveradmin 僅在內部使用。 管理員可以變更 serveradmin 使用者的 USM 使用
者名稱和私密密碼，但無法變更此使用者的安全性層級、驗證演算法或私密演算法。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3

選取系統，然後選取 SNMP 區段中的檢視更多。

步驟 4

選取「USM 使用者」區段中的 USM 使用者。

步驟 5

變更編輯 USM 使用者頁面上所需的欄位。
選項

說明

USM 使用者名稱

變更 USM 使用者名稱。 最多 256 個字元。

安全層級

選取安全性層級。 您選取的安全性層級可確定您可以為使用者設定的演算法和密
碼。 選項包括：
•noAuthNoPriv — 不為使用者設定驗證演算法和密碼，也不設定私密演算法和
密碼。
•authPriv — 可讓您為使用者設定驗證演算法和密碼及私密演算法和密碼。
•authNoPriv — 可讓您為使用者設定驗證演算法和密碼。
預設： noAuthNoPriv

驗證演算法

為使用者選取驗證演算法。
附註

僅在安全性層級設定為 authPriv 或 authNoPriv 時才會顯示此選
項。
預設： SHA
驗證密碼

變更使用者的驗證密碼。
附註

僅在安全性層級設定為 authPriv 或 authNoPriv 時才會顯示此選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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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說明

私密演算法

為使用者選取私密演算法。
附註

僅在安全性層級設定為 authPriv 時才會顯示此選
項。
預設： AES128
私密密碼

變更使用者的私密密碼。
附註

僅在安全性層級設定為 authPriv 時才會顯示此選
項。

步驟 6

選取編輯。
USM 使用者資訊會變更。

步驟 7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設定通知目標
您可以在系統上設定虛擬機器，以針對下列情況產生 SNMP 通知或陷阱：
•虛擬機器啟動（冷啟動陷阱）
•所有警報條件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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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3

選取系統，然後選取 SNMP 區段中的檢視更多鏈結。

步驟 4

選取通知目標下的新增通知目標。

步驟 5

針對通知目標設定下列欄位：
選項

說明

目標主機名稱 / IP 位址

您想要設定為通知目標的虛擬機器的主機名稱或 IP 位址。
附註

連接埠號碼

CWMS 會驗證使用 dig 指令在 DNS 伺服器中登錄 IP 位
址。 如果 dig 指令輸出沒有 ANSWER 部分，則會失敗並
出現錯誤
輸入有效的主機名稱 / 輸入有效的 IP 位址
。

您虛擬機器的連接埠號。
預設： 162

SNMP 版本

SNMP 版本。
預設： V3

通知類型

選取 Inform 或 Traps。
預設： Traps

USM 使用者
附註

選取 USM 使用者。 請參閱 設定 USM 使用者 ，第 168 頁 以
只有在「SNMP 版本」設定為 V3 獲取更多資訊。
時，才會出現此選項。

社群字串
附註

選取社群字串。 請參閱 設定社群字串 ，第 166 頁 以獲取更
此選項僅在「SNMP 版本」未設定 多資訊。
為 V3 時才會出現。

步驟 6

選取新增。
已新增通知目標。

步驟 7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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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通知目標
設定通知目標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3

選取系統，然後選取 SNMP 區段中的檢視更多鏈結。

步驟 4

從通知目標清單中選取通知目標鏈結。

步驟 5

可以針對通知目標編輯下列欄位：
選項

說明

目標主機名稱 / IP 位址

您想要設定為通知目標的虛擬機器的主機名稱或 IP 位址。

連接埠號碼

您虛擬機器的連接埠號。
預設： 162

SNMP 版本

SNMP 版本。
預設： V3

通知類型

選取 Inform 或 Traps。
預設： 通知

USM 使用者
附註

只有在「SNMP 版本」設定為 V3 時，
才會出現此選項。

選取 USM 使用者。 請參閱 設定 USM 使用者 ，第 168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社群字串
附註

選取社群字串。 請參閱 設定社群字串 ，第 166 頁 以獲
取更多資訊。
此選項僅在「SNMP 版本」未設定為 V3
時才會出現。

步驟 6

選取儲存。
通知目標變更即已儲存。

步驟 7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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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管理會議錄製檔
可以依標題、建立日期或擁有者 ID（會議主持人）來搜尋錄製檔清單。
可以依檔名、日期、大小或擁有者來排序錄製檔清單。
管理員可以列出、篩選或刪除會議錄製檔。
稽核者可以列出或篩選會議錄製檔。
管理員或稽核者無法播放或下載會議錄製檔。

搜尋錄製檔
您可以依據下列項目進行搜尋： 活動使用者、非活動使用者、已刪除的使用者、錄製檔標題、建立
日期或者擁有者 ID（會議主持人）。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系統 > 錄製檔 > 檢視更多。（稽核者選取錄製檔標籤。）

步驟 3

從下拉功能表中選取要用在搜尋中的篩選器類型。

步驟 4

輸入要搜尋的字串。

步驟 5

(可選) 選取此選項並輸入要搜尋的日期範圍（開始和結束）。

步驟 6

選取搜尋。
這時會顯示日期範圍內與搜尋字串相符的錄製檔。

系統備份
每日會執行備份，且初始設定為當地時間上午 4:20。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在備份程序期間
執行，而不會中斷會議、錄製檔或其他功能。 系統不會移除之前的備份，直至完成下列每日備份，
以確保備份可用。
系統大約需要 5 分鐘來備份 500 MB。 備份系統所需的時間視儲存速度、NFS 速度及其他因素而定。
備份 70 GB 資料庫大約需要 1 小時，且需 10 分鐘傳送至 NFS。 轉換時間為 12 MB/秒，以允許其他
網路通訊和確保系統持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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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備份
您可以啟動、驗證、刪除或復原備份檔案。
若要啟動備份，請選取立即備份。 這時會顯示確認視窗。
若要驗證或刪除備份，請執行下列作業：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系統 > 備份 > 檢視更多。

步驟 3

選取要驗證或刪除的檔案，或者選取要還原的檔案。

步驟 4

從動作下拉功能表中選取一個選項。
選項

說明

驗證

會顯示一則訊息，指示檔案的狀態。 系統透過確認下列事項來驗證資料夾：
•目錄是否存在。
•檔案是否存在。
•總和檢查是否正確。
•資料夾是否位於 CWMS 儲存體中。
資料夾的驗證狀態可以為：
不明– 尚未驗證備份資料夾
良好– 已在指定時間順利驗證備份資料夾。
遺漏檔案– 已在指定時間執行驗證，而且系統發現備份資料夾中遺漏了必要的檔案；備份資料夾
不能用於災害復原。
資料庫已損毀– 已在指定時間執行驗證，而且系統發現備份資料庫已損毀；備份資料庫不能用於
災害復原。
複製失敗– 系統檔案未複製到備份資料夾。
解包失敗– 無法解壓縮系統檔案。
版本不相容– 已在指定時間執行驗證，而且系統發現已經為現行系統版本之外的版本建立了備
份；此備份不能用於災害復原。

刪除

會顯示一則訊息，指示已將檔案從系統中移除。 已刪除的檔案會從系統中永久移除。
如果備份並非源自管理節點的現行 IP 位址，您就無法刪除此備份。 這包括在 HA 節點（當資料庫
在次要節點上處於使用中狀態時）上建立的任何備份、由其他「資料中心」建立的備份或者在管
理節點變更 IP 位址之前建立的備份。 若要刪除此類備份，則必須在連接的儲存體上手動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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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說明

復原

會顯示一則訊息，指示會在此程序中，將系統置於「維護模式」。
•此程序需要 30 分鐘或更多時間來完成。 您可以在備份管理頁面上監視災害復原的狀態。
•您可以離開備份管理頁面，但是如果您在災害復原程序完成前關閉此瀏覽器，您可能無法登
入，直到此程序完成。
•此程序要求您先執行其他任務，然後才能對最終使用者還原服務。
如需災害復原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使用儲存伺服器進行災害復原 ，第 163 頁。

步驟 5

選取繼續，然後遵循提示。
您可以離開此視窗，然後返回以檢查程序的狀態。

排定系統備份時間
如果系統已設定儲存體伺服器，則每天都會在顯示的時間起始系統的自動備份。 若要變更時間，請
執行下列作業：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系統 > 備份 > 檢視更多。

步驟 3

選取系統備份排定時間。
這會開啟一個快顯視窗，可讓您變更備份的排定時間。

步驟 4

選取儲存。

立即備份系統
使用立即備份來起始備份作業以立即建立系統的備份。 請注意：
•此動作一旦開始就無法停止。
•不應該關閉系統的電源、重新啟動系統或者退出「維護模式」（如果系統已置於「維護模
式」），直到此程序完成為止。
•此程序可能需要超過一小時來完成此任務，實際耗時取決於您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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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備份程序期間可以離開此視窗，並且可以返回以在備份管理頁面上監視此程序的狀態。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系統 > 備份 > 檢視更多。

步驟 3

選取立即備份。

步驟 4

選取繼續以確認您想要建立系統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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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章

設定設定
此模組說明如何設定設定。
•設定公司資訊 ，第 179 頁
•設定品牌設定 ，第 181 頁
•設定會議設定 ，第 194 頁
•設定您的音訊設定 ，第 198 頁
•設定視訊設定 ，第 211 頁
•設定行動裝置設定 ，第 212 頁
•設定服務品質 (QoS) ，第 212 頁
•使用者管理 ，第 214 頁
•設定密碼 ，第 215 頁
•關於電子郵件範本（2.7 版及更高版本） ，第 219 頁
•關於應用程式下載 ，第 245 頁
•設定安全性 ，第 247 頁

設定公司資訊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可選) 若要變更語言設定，請選取開啟維護模式。
修改公司資訊頁面上的其他設定時，不必開啟維護模式。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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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3

選取 設定。 如果您檢視其中一個其他設定頁面，您還可以在「設定」區段下選取公司資訊。

步驟 4

填寫頁面上的欄位並選取儲存。
選項

說明

公司名稱

公司或組織名稱。

地址 1

地址行 1。

地址 2

地址行 2。

縣/市

您所在的縣/市。

州/省

您所在的州/省名稱。

郵遞區號

ZIP 或其他郵遞區號。

國家/地區

您所在的國家/地區名稱。

業務電話

含家/地區代碼的下拉功能表和含區碼的工作電話號碼
欄位。

時區

您所在的時區。

語言

語言。 語言設定會影響：
•管理員第一次啟動管理員帳戶時看到的登入頁面
•報告的語言。 （請參閱 管理報告 ，第 273 頁

語言環境

步驟 5

(可選) 如果變更了語言，請選取關閉維護模式及繼續以確認。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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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品牌設定
設定一般品牌
開始之前
建立下列品牌自訂元件：
•包含您公司標誌的 120x32 PNG、GIF 或 JPEG 影像
•公司的隱私權聲明 URL
•公司的服務條款聲明 URL
•公司電子郵件的自訂頁尾文字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在設定標籤上，選取品牌 > 一般品牌。

步驟 3

上傳自訂標誌。
a) 在公司標誌區段中，選取瀏覽，然後導覽至自訂標誌檔的位置。
b) 選取影像檔，然後選取開啟。
c) 選取上傳。
標誌會出現在最終使用者頁面的橫幅中（右側）。

步驟 4

在隱私權聲明欄位中，輸入公司隱私權聲明的鏈結。

步驟 5

在服務條款欄位中，輸入公司服務條款資訊的鏈結。

步驟 6

在自訂頁尾文字方塊中，輸入想要在最終使用者和管理電子郵件的頁尾中顯示的文字。

步驟 7

選取關閉預設背景顏色以隱藏背景顏色。
如果設定了標誌，則標誌不會顯示在使用者網頁上，除非選取關閉預設背景顏色。
您可以按一下預覽，檢視此變更。

步驟 8

選取儲存。

設定延伸品牌
若要變更延伸品牌設定，請同步所有處於維護模式的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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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須知

繼續此系統變更程序之前，請先建立備份。
應該在完成所有「延伸品牌」設定變更之後，才選取儲存。

開始之前
建立下列品牌自訂元件：
•一個包含所有自訂音訊提示的 ZIP 封存。
此 ZIP 檔只能包含 WAV 音訊檔。 檔名都必須符合預設檔名。 請參閱Wave 檔案訊息和檔名 ，
第 183 頁。
•包含您公司標誌的 120x32 PNG、GIF 或 JPEG 影像
•著作權聲明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在設定標籤上，選取品牌 > 延伸品牌。

步驟 3

上傳自訂音訊提示。
a) 在音訊提示區段中，選取瀏覽，然後導覽至 ZIP 檔的位置。
b) 選取 ZIP 檔，然後選取開啟。
c) 選取上傳。

步驟 4

上傳自訂標誌。
a) 在標誌區段中，選取瀏覽，然後導覽至新標誌檔的位置。
b) 選取影像檔，然後選取開啟。
標誌會出現在管理和最終使用者頁面的橫幅左側。 Powered by Cisco WebEx Technology 標誌會取代管理
和最終使用者頁面右下角的 Cisco 標誌。
c) 選取上傳。
在選取關閉預設背景顏色（位於設定一般品牌 ，第 181 頁）之前，標誌不會顯示在使用者網頁上。

步驟 5

在著作權聲明中，輸入想要在最終使用者和管理網頁的頁尾中顯示的文字。
著作權聲明不能包含換行或以下任何特殊字元： @#$%^&" ' \ < >

步驟 6

選取儲存。

步驟 7

選取繼續，讓系統進入「維護模式」。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這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步驟 8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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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步驟 9

清除瀏覽器快取。
儲存快取的靜態資源可以改善效能。 清除快取會移除先前的標誌和著作權資料。

Wave 檔案訊息和檔名
您可以建立自訂的 wave 檔案來取代部分或所有現有的檔案。 檔名必須符合預設片段名稱。 下表列
出每個提示和對應的預設片段名稱。
音訊檔自訂是基於音訊語言系統設定。 所有 wave (.wav) 檔案必須為 8 kHz、8 位元、64 kbps、單聲
道、CCITT u-law (G.711) 格式。

附註

這些提示並非全部都在系統上使用。
提示

片段名稱

一

1.wav

二

2.wav

三

3.wav

四

4.wav

五

5.wav

六

6.wav

七

7.wav

八

8.wav

九

9.wav

零

10.wav

請輸入存取碼或會議號，然後按井字鍵。

11.w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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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片段名稱

請輸入您的出席者 ID 號，然後按井字鍵。 如果 12.wav
不知道您的出席者 ID 號，請直接按井字鍵以繼
續。
請按 1 連線至您的會議。

13.wav

<嘀嘀聲>

14.wav

很抱歉無法讓您加入

15.wav

無效。 或者會議尚未開始。 請重新輸入存取碼
或會議號，然後按井字鍵。

16.wav

請稍候，我們正將您連線至您的會議。

17.wav

很抱歉，您嘗試加入的會議名額已滿。

18.wav

很抱歉，您嘗試加入的會議已封鎖。

19.wav

<一秒無聲>

20.wav

<加入 ALT>

21.wav

<離開 ALT>

22.wav

您是第一個加入會議的出席者。 請稍等。

23.wav

請在聽到聲音後說出您的姓名，然後按井字鍵。 24.wav
這個會議已被鎖定。

25.wav

<等候音樂>

26.wav

很抱歉，沒有操作人員能為您服務。

27.wav

接線員已經切斷您的連線。 再見。

29.wav

感謝使用 WebEx。

30.wav

您現在將被接入會議。

31.wav

主持人尚未加入。 請稍後再撥一次。

32.wav

主持人尚未加入。 請稍等。

33.wav

請輸入您的主持人存取碼，然後按井字鍵。

34.w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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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片段名稱

很抱歉，您輸入的存取代碼無效。 請輸入正確的 35.wav
存取碼，然後按井字鍵。
很抱歉，主機存取代碼長度必須為 4 到 20 位數。 36.wav
請重新輸入您的主持人存取碼，然後按井字鍵。
請按 1 連線至您的會議。

37.wav

已經加入會議。

38.wav

已經離開會議。

39.wav

您現在將被接入會議。

40.wav

<一秒鐘無聲>

41.wav

系統錯誤。

42.wav

謝謝。

43.wav

會議已被解除鎖定。

44.wav

<一秒鐘無聲>

45.wav

您來得太早，目前無法加入此會議。

50.wav

十

52.wav

十一

53.wav

十二

54.wav

十三

55.wav

十四

56.wav

十五

57.wav

十六

58.wav

十七

59.wav

十八

60.wav

十九

61.w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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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片段名稱

二十

62.wav

三十

63.wav

四十

64.wav

五十

65.wav

六十

66.wav

七十

67.wav

八十

68.wav

九十

69.wav

百

70.wav

千

71.wav

百萬

72.wav

十億

73.wav

兆

74.wav

秒

75.wav

分鐘

76.wav

感謝使用 WebEx。 請造訪我們的網站，網址為
www.WebEx.com。

77.wav

分鐘

78.wav

很抱歉，線路忙線中。

80.wav

小時

81.wav

小時

82.wav

和

83.wav

<兩秒鐘無聲>

216.wav

<忙線訊號>

218.w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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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片段名稱

<零點五秒鐘無聲>

220.wav

很抱歉。

301.wav

按1

311.wav

按星號鍵。

320.wav

<響鈴訊號>

341.wav

按 *0

348.wav

按 *1

350.wav

按 *2

351.wav

按 *5

354.wav

按 *6

355.wav

按 *7

356.wav

按 *8

357.wav

按 **

359.wav

按 *#

360.wav

或

362.wav

您輸入的電話號碼無效。

514.wav

主功能表。

518.wav

該線路沒有回應。

551.wav

很抱歉，您的撥號無法連線。

561.wav

將一位出席者新增至會議。

855.wav

鎖定會議。

857.wav

解除鎖定會議。

858.wav

為所有參加者靜音。

859.w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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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片段名稱

為所有參加者解除靜音。

860.wav

聽參加者人數。

862.wav

您來得太早，目前無法加入此會議。 會議排定的 872.wav
開始時間為
請屆時再回撥。

873.wav

無法將您新增至該會議。

874.wav

您要加入的會議已結束。

875.wav

請輸入您想要新增的參加者人數。

882.wav

再次加入會議。

884.wav

新增其他參加者

886.wav

請稍候。

898.wav

容許

901.wav

不容許

902.wav

以無主持人的方式繼續會議。

903.wav

請繼續等候。

904.wav

為您的線路靜音。

907.wav

為您的線路解除靜音。

908.wav

當撥號連線時

909.wav

將這個人新增至會議。

910.wav

掛斷這個線路。

911.wav

出席者已被新增至會議。

912.wav

這個會議已被鎖定。

914.wav

該出席者已被驅逐。

915.wav

所有會議出席者已被靜音。

919.w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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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名稱

您的線路已被解除靜音。

920.wav

所有會議出席者已被解除靜音。

921.wav

當主持人掛斷時，會議就會結束。

922.wav

當主持人掛斷時，會議仍會繼續。

923.wav

有

925.wav

有

926.wav

出席者

927.wav

個出席者

928.wav

目前在會議中。

929.wav

會議已被解除鎖定。

932.wav

您的線路無法解除靜音。

933.wav

##

965.wav

99

967.wav

說明功能表

968.wav

獲取技術支援。

969.wav

主持人已經打開了錄音功能。

1000.wav

輸入您的 PIN 碼，然後按井字鍵以開始會議。

3001.wav

輸入您的 PIN 碼，然後按井字鍵以加入會議。

3003.wav

如果您是主持人，請輸入您的 PIN 碼，然後按井 3005.wav
字鍵以加入會議。 如果您不是主持人，請按井字
鍵。
您是會議主持人。

3009.wav

按 1 連線至您的會議。

3015.wav

拒絕通話

3016.w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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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片段名稱

從通話清單移除您的電話號碼。

3017.wav

按星字鍵 3

3018.wav

無效。

3020.wav

正在連線參加者。

3024.wav

按星字鍵 2

3025.wav

您嘗試加入的會議無法使用。 請稍後重新嘗試呼 3026.wav
叫，或聯絡您的會議組織者以尋求協助。
歡迎使用 WebEx。

4100.wav

歡迎使用 WebEx。

4124.wav

歡迎使用 WebEx。

4125.wav

歡迎使用 Webex PCNow。 若要存取電腦，請輸 4200.wav
入存取碼，然後按井字鍵。 或者，若要避免存取
電腦，請直接掛斷。
WebEx PCNow 連線至電腦可能需要一些時間。

4201.wav

謝謝！ WebEx PCNow 連線至電腦可能需要一些 4202.wav
時間。
歡迎使用 WebEx AccessAnywhere。 若要存取電 4210.wav
腦，請輸入存取碼，然後按井字鍵。 或者，若要
避免存取電腦，請直接掛斷。（3 次）
WebEx AccessAnywhere 連線至電腦可能需要一
些時間。

4211.wav

謝謝！ WebEx AccessAnywhere 連線至電腦可能 4212.wav
需要一些時間。
歡迎使用 SMARTTech。 若要存取電腦，請輸入 4220.wav
存取碼，然後按井字鍵。 或者，若要避免存取電
腦，請直接掛斷。
SMARTTech 連線至電腦可能需要一些時間。

4221.wav

謝謝！ SMARTTech 連線至電腦可能需要一些時 4222.wav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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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片段名稱

歡迎使用 WebEx。

4224.wav

歡迎使用 WebEx。

4225.wav

您輸入的密碼錯誤。 請再次輸入您的存取碼，然 4230.wav
後按井字鍵。 或者，若要避免存取電腦，請直接
掛斷。
您輸入的密碼錯誤。 再見。

4231.wav

請重按井字鍵以加入排定的會議，或輸入會議號 4240.wav
後再按井字鍵。
請輸入您的 PIN 或會議號，然後按井字鍵。

4241.wav

無效。 請重按井字鍵以加入排定的會議，或輸入 4242.wav
會議號後再按井字鍵。
無效。 請重新輸入您的 PIN 或會議號，然後按井 4243.wav
字鍵。
對不起。 您的使用者權限不包括即時幫助。

4250.wav

正在連線至技術支援。 連線之後，請在話機上按 4251.wav
*0 以邀請技術支援人員加入主會議。 要中斷這
個撥號的連線，請隨時按 *2。
對不起。 即時幫助目前無法使用。

4252.wav

正在重新加入主會議。

4253.wav

感謝您使用即時幫助。 您現在將回到主會議。

4254.wav

主持人已離開會議。 此會議將在 5 分鐘後結束。 4260.wav
此功能無法使用。

4261.wav

此功能目前無法使用。

4262.wav

不允許使用該功能，因為您沒有為帳戶定義 PIN 4263.wav
碼。
請輸入 PIN 碼，然後按井字鍵，或按 *2 取消撥 4264.wav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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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片段名稱

無效。 請重新輸入 PIN 碼，然後按井字鍵，或按 4265.wav
*2 取消撥號。
很抱歉，會議發言人數已滿。 請直接聯繫主持人 4266.wav
獲得指示。
傳送此會議的電子郵件提醒。

4267.wav

若要繼續

4268.wav

<english/French/Italian/Spanish/German>

要重複功能表…

4269.wav

按1

4270.wav

按2

4271.wav

按3

4272.wav

按4

4273.wav

按5

4274.wav

按6

4275.wav

按7

4276.wav

按8

4277.wav

按9

4278.wav

功能表已變更。 請聽新選項。

4279.wav

無效的輸入。 請再試一次。

4280.wav

<嘀嘀聲> （靜音）

4281.wav

<嘀嘀聲> （取消靜音）

4282.wav

如果您是主持人而且有 PIN 碼，請輸入 PIN 碼再 4283.wav
按井字鍵，否則直接按井字鍵。
很抱歉，您的存取碼 PIN 組合無效，或尚未設定 4284.wav
PIN 碼，請重新輸入存取碼或會議號，然後按井
字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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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片段名稱

很抱歉，系統容量已達上限。 請稍後再試。

4287.wav

按 1 然後按井字鍵。

4288.wav

按 2 然後按井字鍵。

4289.wav

按 3 然後按井字鍵。

4290.wav

按 4 然後按井字鍵。

4291.wav

按 9 然後按井字鍵。

4296.wav

參加者。

4297.wav

移除延伸品牌
您可以移除所有延伸品牌，還原為系統預設設定。
若要變更延伸品牌設定，您必須同步所有處於維護模式的資料中心。

重要須知

繼續此系統變更程序之前，請先建立備份。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您可以使用此儀表板管理系統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在設定標籤上，選取品牌 > 延伸品牌。

步驟 3

選取重設為系統預設值。

步驟 4

選取繼續，讓系統進入「維護模式」。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這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步驟 5

關閉維護模式。
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還是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會將您重新導向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
您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將一個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步驟 6

清除瀏覽器快取。
儲存快取的靜態資源可以改善效能。 清除快取會移除先前的標誌和著作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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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說明和支援的品牌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您可以使用此儀表板管理系統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在設定標籤上，選取品牌 > 說明和支援。

步驟 3

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選項

說明

使用 Cisco WebEx 線上說明

www.cisco.com 在線上提供「如何操作」視訊、說明頁面和文件。 如果安
全性原則允許使用者存取網際網路，請選取此選項。

使用自訂說明

如果您的安全性策略不允許使用者存取網際網路，請選取此選項。

步驟 4

在「支援聯絡 URL」欄位中，輸入支援組織的 URL。
此 URL 出現在所有最終使用者的頁面和電子郵件的頁尾中。

步驟 5

選取儲存。

設定會議設定
設定會議設定以控制參加者可以使用的功能：
•加入會議設定
•每個會議網路參加者人數上限
•參加者特權
會議大小的設定不會限制撥入的純音訊參加者人數。 例如，如果會議大小限制設定為 2，則只有兩
位出席者可以使用網路和 VoIP 或撥出選項加入會議。 但是，其他出席者可以加入純音訊會議，直
到達到系統容量。 （請參閱確認系統的大小 ，第 22 頁。）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會議。

步驟 3

在「加入會議設定」區段，選取選項。
預設設定如下：
•允許參加者在主持人之前加入會議，可讓參加者在開始時間之前加入會議，最早可提前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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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參加者在主持人之前加入電話會議，可讓經由電信會議加入的參加者在開始時間之前加入會議，最
早可提前 15 分鐘。
•第一個加入的參加者將成為主講者，由第一個加入會議的參加者擔任會議主講者。 如果您取消勾選允許
參加者在主持人之前加入會議，則會自動取消勾選第一個加入的參加者將成為主講者功能。
•（選用）任何人都可以在會議中做簡報，可讓任何人成為主講者。
•（選用）將會議報告摘要傳送給主持人提供：
主持人 — 會議主持人姓名。
會議號 — Cisco WebEx Meeting 會議號。
主題 — 主持人設定的會議名稱。
開始時間 — 會議的開始日期與時間。
結束時間 — 會議的開始日期與時間。
受邀者 — 受邀加入會議的人員識別。
參加者 — 加入會議的人員識別（包括主持人）。
撥入號碼 — 撥入音訊號碼。
•開始錄製或正在錄製時播報會向所有參加者播報會議正在錄製中。 會通知在開始錄製後加入會議的任何
人「此會議正在錄製中」。
允許已停用的使用者進行多媒體共用。 此功能透過將「媒體檢視程式」面板用於協力廠商現場字幕輸入服務
來提供現場字幕輸入。
當主持人和所有已驗證參加者離開時，結束會議 當所有已驗證受邀者離開時，結束會議。 實作此功能會要求
您開啟和關閉「維護模式」。
如果現行主持人在會議以其他方式結束之前選取離開會議，則會依優先權，從名冊中選擇新的主持人：
•候補主持人
•已驗證的主講者
•已驗證的出席者
如果已選取此功能，則此功能可以阻止對會議進行不適當的存取。 如果所有已驗證的參加者都離開，則會結
束會議，從而阻止未驗證的參加者繼續會議。
步驟 4

透過拖曳滑桿，選取每場會議的參加者人數上限：
參加者人數上限

系統大小

50（所有版本）

50 個使用者系統（單一資料中心）

100（1-5 和 2-0 版）

250 個使用者系統（單一資料中心）

100（1-5 和 2-0 版）

800 或 2000 個使用者系統（單一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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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人數上限

系統大小

250（2.0 版）

800 或 2000 個使用者系統（單一資料中心）

250（2.5 版及更高版本）

250 個使用者系統（單一資料中心）
250 個使用者系統（多重資料中心）

500（2.5 版及更高版本）

800 或 2000 個使用者系統（單一資料中心）
800 或 2000 個使用者系統（多重資料中心）2

2

是否支援包含 500 個參加者的會議則取決於系統負載狀況。

步驟 5

在參加者特權區段中選取選項。
聊天、民意調查、文件複查與簡報及共用和遠端控制會預設選取。 所選的參加者特權會出現在使用者控制項
中。

步驟 6

選取錄製以在儲存伺服器上錄製和儲存會議。
a) 選取會議錄製檔就緒後向主持人和出席者傳送通知電子郵件，以允許系統將電子郵件通知傳送至主持人及
所有收到會議邀請的使用者。
b) 選取將記錄檔檢視和下載限制為已登入使用者，以僅允許系統使用者（而不是訪客）檢視或下載會議錄製
檔。
預設會停用錄製。 此外，您還必須設定儲存伺服器以啟用錄製。 請參閱 新增 NFS 或 SSH 儲存伺服器 ，第
158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步驟 7

選取檔案傳送以允許使用者在會議期間共用檔案。

步驟 8

選取儲存。

關於會議安全性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根據下列因素啟用不同會議安全性功能：
•使用者類型： 主持人、候補主持人使用者 (已登入) 及訪客。
•會議有密碼或無密碼。
•會議邀請中隱藏或顯示密碼。
•電子郵件會議邀請中隱藏或顯示密碼。
•行為顯示在會議加入頁 (請參閱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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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排定會議時已排除密碼

使用者類型

密碼顯示在電子郵件邀請和提 會議詳細資訊頁
醒中

主持人

是

是

候補主持人

是

是

受邀者

否

否

轉發的受邀者

否

否

表4：排定會議時已包含密碼

使用者類型

密碼顯示在電子郵件邀請和提 會議詳細資訊頁
醒中

主持人

是

是

候補主持人

是

是

受邀者

是

是

轉發的受邀者

是

是

•「在主持人之前加入」功能已開啟或關閉：
開啟： 從開始時間之前的 15 分鐘到會議結束時間，受邀者或訪客都可以加入會議。
關閉： 受邀者或訪客不能在主持人之前加入會議。 主持人或候補主持人可開始會議，然
後受邀者才可加入。
•「在主持人之前加入電話會議」功能已開啟或關閉：
開啟： 如果主持人未在會議用戶端開始電話會議，則受邀者可在主持人之前加入電話會
議。
關閉： 如果主持人未在會議用戶端開始電話會議，則受邀者無法在主持人之前加入電話會
議。
•「第一位參加者可主講」功能已開啟或關閉：
開啟： 如果已設定「在主持人之前加入」，則第一位參加者是主講者。
關閉： 主持人始終擁有主控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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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您的音訊設定
第一次設定音訊設定時，精靈會引導您完成程序，協助您設定 CUCM SIP 設定和撥入存取號碼。 在
您完成精靈並設定初始音訊設定之後，可以設定所有其他音訊設定。
您必須先啟用電話會議並設定 CUCM，才能繼續音訊設定。 如果您計劃向電話會議提供高可用性，
則必須在兩個系統上設定 CUCM。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規劃指南》。 如果要繼續，則必須取得
下列資訊：
•參加者用於撥入會議的撥入存取號碼清單。
•CUCM IP 位址。
•（選用）有效的安全會議憑證（如果您計劃使用 TLS/SRTP 電話會議加密）。 請參閱 匯入安全
電話會議憑證 ，第 259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附註

俄文或土耳其未提供此功能。

首次設定音訊設定
首次設定音訊設定時，精靈會引導您完成安裝程序。 必須在此程序中設定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CUCM)。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3

選取設定 > 音訊 > 資料中心 1/2 的 CUCM。
即會出現 CUCM 設定頁面。

步驟 4

(可選) 選取編輯，修改 CUCM IP 位址。

步驟 5

選取儲存。
啟用電話會議： CUCM 設定頁面會出現，顯示目前設定。

步驟 6

選取編輯以變更設定。
即會出現 CUCM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對話方塊。

步驟 7

填寫 CUCM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對話方塊中的欄位，如下所示：
a) 輸入 CUCM 1 的 IP 位址，以及選擇性地輸入 CUCM 2 IP 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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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 IP 位址必須對應於主要 CUCM 節點及選用的次要 CUCM 節點，而這些節點屬於「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群組」（在 CUCM 中「應用程式點 SIP 主幹連線」上所設定的裝置集區上設定）。
如需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規劃指南》(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conferencing/
webex-meetings-server/products-installation-and-configuration-guides-list.html) 中的「設定應用程式點的 SIP 主
幹連線」。
附註

CUCM 2 不是必要的，但建議使用以取得電話會議高可用
性。

b) 輸入系統的連接埠號。 埠號必須與 CUCM 中指定的埠號相符。（預設： 5060 和 5062）
c) 使用傳輸下拉功能表，為系統選擇傳輸類型。 （預設值： TCP）
如果選取 TLS 作為傳輸類型，則必須為每個 CUCM 伺服器匯入有效的安全會議憑證，匯出 SSL 憑證，將
SSL 憑證上傳至 CUCM，以及在每個 CUCM 伺服器上將系統的完整網域名稱 (FQDN) 設定為 SIP 網域名
稱。 請參閱匯入安全電話會議憑證 ，第 259 頁以取得匯入憑證的相關資訊，以及參閱《規劃指南》中
的「設定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CUCM)」，以取得在 CUCM 上管理呼叫控制的相關資訊。
d) 選取繼續。
新或更新的 CUCM 設定會出現在啟用電話會議： CUCM 設定頁面上。
步驟 8

選取下一步。
啟用電話會議： 存取號碼設定頁面會顯示。

步驟 9

選取編輯。
即會出現撥入存取號碼對話方塊。

步驟 10

選取新增以新增撥入存取號碼。
對話方塊中會為電話標籤和號碼新增一行。 每次您選取新增，對話方塊中都會顯示額外的一行。

步驟 11

為您新增的每個存取號碼輸入電話標籤和電話號碼，然後在您新增完號碼之後選擇繼續。
確保您僅新增在 CUCM 中設定的號碼。 您新增的號碼會出現在電子郵件邀請和 Cisco WebEx Meetings 用戶端
中。
範例：

輸入「總部」作為電話標籤，並輸入 888-555-1212 作為電話號碼。
您輸入的存取號碼已新增至系統，您已返回啟用電話會議： 存取號碼設定頁面。 該頁面現在會指示已設定的
存取號碼數目。
步驟 12

選取儲存。
精靈會通知您，您已成功設定電話會議功能。

步驟 13

（選用）在顯示名稱對話方塊中輸入顯示名稱。

步驟 14

（選用）在呼叫者 ID 對話方塊中輸入有效的呼叫者 ID。
呼叫者 ID 限制為數字字元和破折號 (-)，最大長度為 32 個字元。

步驟 15

(可選) 設定「WebEx 撥我電話」設定（預設： 按 1 以連線至會議）。 選取此選項以略過按 1 連線至會議的要
求。
不建議選取此選項，除非電話系統不能傳送數字
附註
1。

步驟 16

(可選) 選取電話的進入與退出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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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嘀嘀聲（預設）
•無聲音
•播報姓名
步驟 17

(可選) 如果系統支援 IPv6 且設定了 IPv6，請將 IPv6 電話會議設定，設定為開啟或關閉。（預設值： 關閉。
關閉設定表示 IPv4 為設定值。）

步驟 18

選取使用者撥入 WebEx 會議的音訊部分或使用「撥我電話」服務時能夠聽到的系統音訊語言。

步驟 19

選取儲存。

步驟 20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修改音訊設定
開始之前
如果是首次設定音訊設定，請參閱首次設定音訊設定 ，第 198 頁。

附註

設定或變更「群撥」、「撥入服務語言」、「顯示名稱」或「呼叫者 ID」音訊設定並不需要開
啟維護模式。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3

選取設定 > 音訊。

步驟 4

選取全域設定。 設定音訊功能設定。
對於音訊設定，具有全域設定，並且每個資料中心均具有本端設定。 全域設定適用於所有資料中心。 本端設
定適用於個別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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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WebEx 音訊會議

說明
•使用者「撥入」和「撥我電話」服務–可讓使用者透過撥打指定的電話號碼
或接聽系統「撥我電話」來電，出席電話會議。
•撥入–可讓使用者透過撥打指定電話號碼的方式出席電話會議。 會議主持人
無法開始群撥會議。
•關閉 — 停用所有呼叫功能。 會議主持人無法開始 WebEx 音訊、群撥或個人
會議。

個人會議

•選取啟用個人會議勾選方塊，以允許使用者開始和撥入個人會議。
•選取允許參加者在主持人之前加入個人會議，以允許參加者僅透過輸入參加
者存取碼來開始個人會議的音訊部分；不需要主持人 PIN。

使用電腦進行語音連線

•開啟允許電腦語音連線。
•關閉拒絕電腦語音連線。

步驟 5

設定群撥，如關於 WebEx 群撥 ，第 204 頁中所述。

步驟 6

在「撥入存取號碼」區段中選取編輯，以新增、變更或刪除存取號碼。
a) 選取新增並為您要新增的每一個新存取號碼輸入電話標籤和電話號碼。 若要刪除號碼，請選取行末的刪除
鏈結。
b) 針對您要變更的任何存取號碼，在電話標籤和電話號碼欄位中輸入更新的資訊。
c) 選取繼續。
所做的變更只有在選取前一頁上的儲存後才會儲存。
確保您僅新增在 CUCM 中設定的號碼。 您新增的號碼會出現在電子郵件邀請和 Cisco WebEx Meetings 用戶端
中。

步驟 7

在「撥入服務語言」區段中選取編輯，以新增、變更或刪除使用者在撥入會議音訊部分時使用的語言。
a) 選取新增，並輸入與您想要向撥入會議音訊部分的使用者提供語言選擇之每個撥入號碼相關聯的路由模式。
所有呼叫與此路由模式相關聯之撥入號碼的使用者，都可以從所設定語言選項中選擇。 比方說，如果將
「英文」、「西班牙文」及「法文」設定為語言選項，則當使用者呼叫與此路由模式相關聯的撥入號碼時，
呼叫者會聽到英文歡迎詞，但對其提供選取「西班牙文」或「法文」的選擇。 如果使用者選取「西班牙
文」，則初始音訊提示是用西班牙文朗讀。
預設語言為此處設定的語言：設定 > 音訊 > 全域設定 > 系統音訊語
言。
b) 若要刪除項目，請選取行末的 X。
c) 若要變更項目，請輸入其他路由模式並選取其他語言設定。
d) 選取繼續。
所做的變更只有在選取頁面底部的儲存後才會儲存。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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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您僅新增已在 CUCM 中設定的路由模式。
步驟 8

使用傳輸下拉清單，為系統選取傳輸類型，並且為每個伺服器選取埠號。 （預設值： TCP）
如果選取 TLS 作為傳輸類型，則必須為每個 CUCM 伺服器匯入有效的安全會議憑證，匯出 SSL 憑證，將 SSL
憑證上傳至 CUCM，以及在每個 CUCM 伺服器上將系統的完整網域名稱 (FQDN) 設定為 SIP 網域名稱。 請參
閱匯入安全電話會議憑證 ，第 259 頁以取得匯入憑證的相關資訊，以及參閱《規劃指南》中的「設定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CUCM)」，以取得在 CUCM 上管理呼叫控制的相關資訊。
請確定連接埠號與 CUCM 中的設定相符。

步驟 9

在顯示名稱對話方塊中輸入顯示名稱。
這是使用「撥我電話」服務或撥入 Cisco WebEx Meeting Server (CWMS) 時顯示在會議參加者 IP 電話上的名
稱。

步驟 10

在呼叫者 ID 對話方塊中輸入有效的呼叫者 ID。
呼叫者 ID 限制為數字字元和破折號 (-)，最大長度為 32 個字元。

步驟 11

設定「WebEx 撥我電話」設定（預設： 按 1 以連線至會議）。 也可以選取此選項以略過按 1 連線至會議的要
求。
不建議選取此選項，除非電話系統不能傳送數字 1。

步驟 12

選取電話的進入與退出聲音。
•嘀嘀聲（預設）
•無聲音
•播報姓名

步驟 13

如果系統支援 IPv6 且設定了 IPv6，請將 IPv6 電話會議設定，設定為開啟或關閉。（預設值： 關閉表示 IPv4
是設定。）

步驟 14

選取在參加者報告中顯示撥入使用者電話號碼，以在報告中顯示使用者的電話號碼。
若要在多重資料中心環境中包含所有電話號碼，必須在每一個資料中心上設定該參數。

步驟 15

選取使用者撥入 Cisco WebEx 會議的音訊部分或使用「撥我電話」服務時能夠聽到的系統音訊語言。
此設定顯示為撥入服務語言的預設語言。

步驟 16

選取儲存。

步驟 17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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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音訊 CUCM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3

選取設定 > 音訊 > CUCM 資料中心。

步驟 4

選取編輯 CUCM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以變更設定。
a) 在 CUCM 1 IP 位址中，輸入 CUCM 1 系統的 IP 位址。
b) （選用）輸入 CUCM 2（負載平衡服務）系統的 IP 位址。
CUCM 2 不是必要的，但我們建議您併入此參數以實現電話會議高可用性。

步驟 5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對所有使用者啟用電話會議特權
若要大量編輯所有使用者的電話會議特權：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音訊 > 使用者特權。

步驟 3

變更所有使用者的電話會議特權。
•整合的 VoIP — 允許電腦語音連線。
•撥入電話會議 — 可讓使用者透過撥打指定電話號碼的方式出席電話會議。
•回撥電話會議 — 可讓使用者透過撥打指定的電話號碼和接聽系統「撥我電話」來電，來出席電話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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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選取不要修改，則不會修改設定；所有使用者設定檔會保留該功能的個別設定。 如果您選取啟用或停
用，系統中的所有使用者設定檔會設定為選擇的電話會議特權值。
步驟 4

選取儲存。

關於 WebEx 群撥
Cisco WebEx 群撥可讓指定為會議主持人的使用者撥打電話號碼並輸入主持人 PIN（如果需要的話）
以即時開始會議的音訊部分。 同時，系統會自動撥打給對群撥群組定義的參加者清單。
幾分鐘內，主持人便可以開始討論緊急事務，或者向具有核准權限或受過緊急狀況處理訓練的人員
提供詳細指示來處理重要問題。 除了開始會議的音訊部分，主持人還可以存取自動產生的電子郵件
來開始會議的線上部分，以與會議參加者共用影像、視訊或電子資訊。
以區塊形式起始通話，取決於系統大小。 一個擁有 50 個使用者的系統可以起始 3 次通話。 一個擁
有 250 個使用者的系統可以起始 15 次通話。 一個擁有 800 個使用者的系統可以起始 48 次通話。 一
個擁有 2000 個使用者的系統可以起始 40 次通話。 延遲符合設計。 這樣可以防止同時撥出給大量使
用者，以免影響一般系統作業。
如果起始區塊中的通話得到應答或者發生逾時，則系統會呼叫下一個參加者。 系統會一直這樣做，
直到與所有參加者取得聯絡。 比方說，如果將系統設定成嘗試 3 次，則系統不會起始第 4 次通話；
它會呼叫下一個參加者。 每次通話嘗試都會持續 20 秒。 （如需設定通話重試次數的相關資訊，請
參閱編輯群撥群組設定 ，第 207 頁。）
當系統撥打給參加者清單上的人員時，此人會接聽電話並輸入參加者 PIN（如果需要的話）以加入
會議的音訊部分。 一旦會議的音訊部分在進行中，主持人便可以按 *# 來聆聽已加入會議之人員的
名稱。（主持人還可以在會議的線上部分查看「參加者」清單。）任何參加者都可以選擇不接聽電
話，或者將他們自己從群撥群組中移除。 管理員隨時可以將人員從群撥群組中刪除。
每個群撥群組可以具有每個大小CWMS系統所支援的參加者數目上限（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規劃指南與系統需求》中的「系統容量矩陣」小節）。 管理員可設定群撥群
組及其參加者，但依賴會議主持人來提供群組設定及參加者清單的資訊。 管理員可以新增參加者至
群撥群組，方式是手動在群撥頁面上輸入參加者，或者匯入主持人所完成的參加者範本檔案。

下載群組範本
使用提供的鏈結來下載群組範本，以傳送至將主持群撥群組會議的人員。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音訊 > 全域設定。

步驟 3

選取群組範本鏈結，以下載主持人用來為新的群撥群組提供一般設定的範本，例如群組名稱和主持人 PIN。

步驟 4

使用電子郵件將群組範本傳送至群撥群組的主持人。 要求主持人完成並傳回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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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動作
如果您具有建立新群組的資訊，請前往新增群撥群組 ，第 205 頁。
若要匯入參加者，請刪除參加者範本檔案中具有範例文字的指示和列，然後前往匯入參加者清單 ，
第 211 頁。
若要手動為群組新增參加者，請前往新增群撥參加者 ，第 208 頁。

新增群撥群組
對於每個群撥群組，指定群組名稱、路由模式和撥入號碼。 路由模式和撥入號碼都必須在 CUCM 中
進行定義，並複製到群撥頁面中。 若要提供會議的安全層級，請設定主持人 PIN 和參加者 PIN。 對
於每個群組，請至少為其中一個內部參加者選取主持人勾選方塊，以使該使用者成為主持人。 每個
群撥群組必須至少具有一個主持人。 可以將數個內部參加者指定為群撥群組的主持人，並且所有主
持人都可以啟動群撥會議的音訊部分。 但是，會議主持人需要授權才能啟動群撥會議的線上部分。
如果設定了群撥群組，則系統會傳送包含主持人 PIN 及撥入號碼的電子郵件至主持人。 所有參加者
都會收到包含參加者 PIN 及撥入號碼的電子郵件。 主持人撥打撥入號碼並輸入主持人 PIN 來開始會
議。 參加者接聽群撥呼叫（或者如果錯過了呼叫，則撥打撥入號碼），並輸入參加者 PIN（如果需
要的話）。 與其他在 24 小時後自動結束的 Cisco WebEx 會議類型不同的是，群撥會議會繼續，直
到最後一個人結束其通話，或者離開會議的線上部分。 當會議中只剩一個人時，每 15 分鐘會出現
警告訊息，指出「您是該會議中唯一的參加者。 該會議將自動在以下時間後結束：" 時鐘會從 2 分
鐘遞減為 0 分鐘。 使用者可以選取繼續來延長會議時間。

附註

當主持人開始群撥會議的線上部分時，會停用 DTMF 音調。

開始之前
在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中設定每個群撥群組的路由模式及相對應的撥入號碼。 每
個群撥群組都需要自己專屬的撥入號碼。 如需路由模式的相關詳細資料，請參閱《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管理指南》中的「通話路由設定」。
下載群組範本檔案，並將其傳送至群撥群組的主持人。主持人應該完成並傳回範本。使用範本中的
資訊來建立群撥群組。
建立「群撥群組」時，您可以選擇上傳 .WAV 檔案格式的自訂歡迎詞。 所有自訂音訊提示（包括群
撥提示）都是 8KHz、16 位元、64kbps、單聲道、CCITT u-law (G.711)。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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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

選取設定 > 音訊 > 全域設定。

步驟 3

在「群撥」區段中，選取新增群組。

步驟 4

輸入群組名稱。

步驟 5

輸入路由模式。
必須在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中為每個群撥群組設定一個路由模式。

步驟 6

輸入與針對此群撥群組設定的路由模式相關聯的撥入號碼。
每個群撥群組都需要專屬的撥入號碼。 主持人撥打撥入號碼來起始群撥會議。
附註

此撥入號碼必須重新導向至在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中為此群組選取的路由模式。 如
需詳細資料，請參閱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unified-communications/
unified-communications-manager-callmanager/products-maintenance-guides-list.html。

步驟 7

(可選) 在會議密碼欄位中輸入英數字元密碼。
如果設定的話，則參加者會輸入此密碼以加入群撥會議的線上部分。
用來管理會議密碼的規則，設定於設定 > 密碼管理 > 會議密碼。 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 設定會議設
附註
定 ，第 194 頁。

步驟 8

選擇其中一個主持人 PIN 選項：
•（預設）選取自動產生主持人 PIN，並將滑桿移至想要的安全性層級。 移動滑桿時，PIN 和安全性層級
會變更。 選取重新整理以產生另一個號碼。
•選取輸入主持人 PIN 並輸入數字 PIN。 選取此選項後，需要 PIN。
3 位數 PIN 具有較低的安全性層級、4 位數至 7 位數 PIN 具有中等安全性層級，而 8 位數至 10 位數 PIN
具有較高的安全性層級。
附註

主持人 PIN 不能是單一數字，也不能是循序順序，例如 11111 或 1234567。

•如果想要主持人不必輸入 PIN 即可起始群撥會議，請選取無。
附註

步驟 9

選取此選項後，知道撥入號碼的任何使用者都可以起始群撥會
議。

選擇其中一個參加者 PIN 選項：
•（預設）如果想要參加者不必輸入 PIN 即可加入群撥會議，請選取無。
•選取輸入參加者 PIN 並輸入數字 PIN。 選取此選項後，需要 PIN。
3 位數 PIN 具有較低的安全性層級、4 位數至 7 位數 PIN 具有中等安全性層級，而 8 位數至 10 位數 PIN
具有較高的安全性層級。
附註

步驟 10

參加者 PIN 不能是單一數字，也不能是循序順序，例如 11111 或 1234567。

選取系統在呼叫參加者時應該嘗試的呼叫嘗試次數。
系統會呼叫每個參加者達到所選取的呼叫嘗試次數。 如果使用者在我的帳戶頁面上列出了四個電話號碼（供
內部使用者使用），或者管理員在匯入系統的 CSV 檔案中輸入四個電話號碼，則系統會撥打第一個號碼達到
所選取的呼叫嘗試次數，然後呼叫第二個號碼達到所選取的呼叫嘗試次數，依此類推。 在系統撥打每個電話
號碼達到所選取的呼叫嘗試次數後，系統會停止呼叫參加者。 如果為此欄位選取無限制，則系統會繼續呼叫
參加者，直到他們接聽呼叫或群撥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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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統會呼叫每個參加者一次。）
•3（預設）
•5
•10
•無限制（如果公司政策規定系統繼續呼叫參加者，直到他們加入會議，請選取此選項。）
步驟 11

選取新增參加者鏈結（在內部清單區段中）。

步驟 12

在內部清單中，至少輸入一個主持人的電子郵件地址，然後選取 + 以將每個人新增至參加者清單。

步驟 13

選取主持人勾選方塊，以將內部使用者指定為會議主持人。

步驟 14

(可選) 選取新增參加者鏈結（在外部清單區段中）。

步驟 15

(可選) 對於外部使用者，請輸入名稱、電子郵件地址和電話號碼，然後選取新增以將人員新增至參加者清單。
如需外部使用者的詳細資料，請參閱新增群撥參加者 ，第 208 頁。

步驟 16

選取儲存以儲存變更。
即會將群撥群組新增至系統。

下一步動作
若要匯入參加者清單，請匯出含有預先設定直欄標題的 CSV 檔案。 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匯出參加
者清單 ，第 210 頁和匯入參加者清單 ，第 211 頁。
若要建立較小的群撥清單或者新增幾個新人員至現有清單，請參閱新增群撥參加者 ，第 208 頁。
若要刪除群撥群組，請參閱刪除群撥群組 ，第 208 頁。

編輯群撥群組設定
您可以變更群撥群組設定，包括參加者清單。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音訊 > 全域設定。

步驟 3

在「群撥」區段中，選取群組名稱。

步驟 4

變更可編輯的欄位。 標有星號的欄位必填。

步驟 5

若要變更參加者清單中的項目，請選取 X 以刪除項目，然後重新新增含有更新資料的項目。

步驟 6

選取更新以儲存變更。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2.8 版管理指南
207

設定您的音訊設定

刪除群撥群組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音訊 > 全域設定。

步驟 3

在「群撥」區段中，選取所要刪除群組旁邊的 X。

步驟 4

選取確定以確認。
即會將群撥群組及相關的參加者清單從系統中刪除。

新增群撥參加者
設定群撥群組的設定後，建立內部和外部參加者清單。 當主持人起始 WebEx 群撥會議時，系統會
呼叫內部和外部參加者清單的成員，方式是先撥打內部清單的成員，其後緊跟著外部清單的成員。
內部參加者的公司電子郵件地址與其我的帳戶頁面上的資訊相關聯。 系統使用內部使用者的電子郵
件地址從其我的帳戶頁面收集使用者的名稱和電話號碼。（如果範本中列出了內部使用者的電話號
碼，則系統會將其忽略。）
如果我的帳戶頁面上列出了多個號碼，則系統會撥打第一個非空白電話號碼，通常是參加者的辦公
室號碼。如果呼叫無人接聽，則系統會呼叫清單中的第二個電話號碼，例如行動電話號碼。系統會
重複執行此作業，直至到達我的帳戶頁面上，位於清單結尾的最後一個已設定電話。 循環次數取決
於「管理」頁面上群撥群組中所設定的通話嘗試次數。（請參閱 編輯群撥群組設定 ，第 207 頁
和《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使用者指南》中的「更新您的帳戶資訊」。） 預設值是嘗試呼叫三
次。
外部參加者能以訪客身分參加 WebEx 群撥會議。 然而，因為他們不具有公司電子郵件地址及相關
聯的我的帳戶頁面，所以必須在群撥對話框上輸入外部參加者的姓名、電子郵件地址和電話號碼。
系統會循序撥打參加者電話號碼。
外部參加者無法主持 WebEx 群撥會議。
若要新增參加者，請執行下列動作：
•在範本的「內部清單」或「外部清單」區段所提供的欄位中輸入參加者的資訊。
•或者要求將主持群撥會議的人員選取參加者範本鏈結（在我的帳戶頁面上）並下載範本檔案。
此主持人可以輸入參加者的資訊，並將完整範本傳送至管理員以匯入至系統。
•或者將參加者清單匯出至 CSV 檔案，輸入必填資訊，然後匯入更新的 CSV 檔案。
如果在外部參加者清單中輸入了內部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地址，則系統會檢查所有參加者項目並自動
在參加者清單之間移動項目。 如果系統在資料庫中找不到內部參加者清單項目的電子郵件地址，則
該項目已移至外部清單。 若要使重新放置的項目生效，則必須輸入使用者名稱和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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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之前
聯絡將主持群撥會議的人員，並要求主持人選取參加者範本鏈結（在我的帳戶頁面上）以下載範本
檔案。 主持人應該輸入參加者的資訊，並將完整範本傳送至管理員。 請參閱《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使用者指南 2.5 版》中的「下載群組和參加者範本」小節。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音訊 > 全域設定。

步驟 3

在「群撥」區段中，選取群組名稱鏈結。

步驟 4

可以匯出現有參加者清單，修改 CSV 檔案，然後匯入此檔案以新增或變更參加者的資訊。
首次選取匯出清單時，系統會匯出具有適當直欄標題的空 CSV 檔
附註
案。

步驟 5

若要匯入參加者：
•選取 Tab 或逗號，指出您要匯入的 CSV 檔案類型是以 Tab 分隔還是逗號分隔。
•選取瀏覽，然後選取要匯入的 CSV 檔案。
•選取匯入。

步驟 6

若在提供的欄位中新增個別項目：
•對於內部參加者，輸入電子郵件地址並選取 + 以新增項目。
•對於外部參加者，輸入參加者的名稱、電子郵件地址和電話號碼（包括國碼）。 然後選取新增。
新增的參加者會出現在內部清單或外部清單中。

步驟 7

(可選) 選取主持人勾選方塊，以將某人指定為主持人。
系統要求至少將一個內部參加者指定為每個群撥群組的主持
附註
人。

步驟 8

選取儲存以儲存群撥群組設定及參加者清單中的新增項目。
指定為主持人的人員會收到電子郵件通知，其包括主持人 PIN、參加者 PIN、會議密碼（若已設定）及群撥撥
入號碼。 所有其他參加者都會收到電子郵件通知，其包括參加者 PIN 和會議密碼（若已設定）。

下一步動作
若要修改參加者清單中的項目，請參閱編輯群撥群組設定 ，第 207 頁。
若要匯入參加者清單，請參閱匯入參加者清單 ，第 211 頁。
若要匯出參加者清單，請參閱匯出參加者清單 ，第 2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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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參加者清單
建立參加者清單之前，選取匯出清單以匯出含有適當直欄標題的空白 CSV 檔案。 否則，系統會匯出
此群撥群組的所有參加者資訊。 含有內部和外部參加者的匯出清單包含： NAME、EMAIL、
PHONENUMBER1、PHONENUMBER2、PHONENUMBER3、PHONENUMBER4 和 ISHOST。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音訊 > 全域設定。

步驟 3

在「群撥」區段中選取群組名稱。

步驟 4

在「參加者」區段中選取匯出清單。
參加者資料會匯出為 CSV 檔案。

步驟 5

在匯出對話方塊上，選取以使用特定應用程式來開啟檔案，或者儲存並下載檔案。

步驟 6

存取匯出的 CSV 檔案，並新增、變更或刪除參加者資料。
對於外部參加者，系統需要名稱、電子郵件地址及一個電話號碼。 對於內部參加者，系統只需要使用者的公
司電子郵件地址。 必須至少為一個內部使用者指派主持人角色。
附註

如果輸入不必要的參加者資訊（例如內部使用者的名稱），則當匯入 CSV 檔案時，系統不會儲存此資
訊。 但是，如果資訊不完整（例如，您忘記輸入外部參加者的名稱），則系統匯入資訊，但顯示錯誤
訊息。 不正確的項目視為無效，因此不會儲存至資料庫。

•名稱（外部參加者的必要項目）— 以任何所需格式輸入人員的姓氏和名字。 允許使用所有符號，但不建
議使用 < 和 >。 此名稱出現在外部清單中，及系統傳送至參加者的電子郵件（含有加入群撥會議的相關
資訊）中。 如果名稱對於外部清單而言太長，則會予以截斷。 （電子郵件中的名稱永不截斷。） 對於內
部使用者，名稱是從使用者 WebEx 我的帳戶頁面擷取。
•電子郵件（所有參加者的必要項目）— 系統使用此地址來傳送 PIN 和撥入資訊，傳送群撥會議線上部分
的鏈結，以及判斷人員是內部還是外部參加者。 如果將電子郵件地址儲存在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上，則人員是內部參加者，並且系統會自動偵測使用者 WebEx 我的帳戶頁面中的名稱和電話資訊。 如果
電子郵件地址是外部地址，則系統使用在 CSV 檔案中輸入的名稱和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外部參加者的必要項目）— 最多可以給外部參加者輸入四個電話號碼，包括家/地區代碼。 系
統會循序撥打電話號碼，也就是先撥 Phonenumber1，後撥 Phonenumber2，以此類推。 至少為每個外部
參加者輸入一個電話號碼。 字元： 允許使用 0~9、(,) 和 -。 CWMS 系統並不會識別、驗證格式或轉換電
話號碼；它只是將項目轉寄至 CUCM。
•角色（僅用於內部參加者）— 為所有將成為會議主持人的內部使用者輸入主持人。 主持人會收到含有主
持人 PIN、參加者 PIN 和撥入號碼的電子郵件。 可以將多人指定為主持人。

下一步動作
請轉至 匯入參加者清單 ，第 2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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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參加者清單
開始之前
準備包含參加者資訊的逗號分隔或 Tab 分隔 (CSV) 檔案。 可以將目前參加者清單值匯出至 CSV 檔
案，修改檔案，然後匯入檔案以新增或變更參加者資訊。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音訊 > 全域設定。

步驟 3

在「群撥」區段中選取群組名稱。

步驟 4

選取 Tab 或逗號以指示要匯入的 CSV 檔案類型。

步驟 5

選取瀏覽，然後選取要匯入的 CSV 檔案。

步驟 6

選取匯入。
即會將檔案匯入系統中。

步驟 7

選取更新以儲存參加者資訊。
匯入的參加者資訊會儲存到資料庫。

下一步動作
捲動參加者清單以檢視參加者的資訊，並驗證已正確匯入值。
前往匯出參加者清單 ，第 210 頁以匯出參加者清單。

設定視訊設定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視訊。

步驟 3

選取 360p、180p 或關閉，然後選取儲存。
如需約略的儲存體需求，請參閱《CWMS 規劃指南》的「關於會議錄製檔」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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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行動裝置設定
如果系統設定為允許多個撥入存取號碼，則系統會假設第一個號碼是免費存取號碼，而且會先嘗試
這個號碼。如果無法從行動網路存取這個號碼，則應用程式不會連線。請確保可從行動網路存取這
個號碼。
如果使用 iOS 行動裝置，但資料中心憑證來自不知名的憑證授權單位，則必須將兩個資料中心 SSL
憑證都匯入 iOS 行動裝置。 否則，嘗試啟動會議時，iOS 行動裝置會顯示錯誤。
我們建議 Android 行動裝置使用者在嘗試啟動會議之前匯入兩個資料中心憑證。 將憑證匯入 Android
裝置之後，裝置將信任 WebEx 網站，而且在從此網站開始會議時不顯示警告訊息。

附註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2.0 及更高版本支援 Android。 依預設，會啟用 iOS 和 Android WebEx
應用程式。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行動裝置。

步驟 3

透過選取系統支援的行動裝置平台來設定行動裝置設定，然後選取儲存。
預設： iOS WebEx 應用程式和 Android WebEx 應用程式。
iOS 和 Android WebEx 應用程式的運作方式，與 Cisco WebEx 桌面應用程式相同；從內部網路或外部網際網
路。

下一步動作
對於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2.0 版及更高版本，請參閱匯出適用於行動裝置的 SSL 憑證 ，第
254 頁，以取得匯出憑證以使用電子郵件來傳送至行動裝置使用者的相關資訊。

設定服務品質 (QoS)
區別服務 (DiffServ) 代碼點 (DSCP) 設定可決定音訊和視訊媒體訊號的 QoS，如 RFC 2475 定義。
Cisco 建議您保留預設值。 當網路需要不同的 DSCP 設定時（很少出現此情況），可使用其他值。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適用於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版本之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Solution Reference Network Design (SRND) 的「Network Infrastructure」小節。
以下是預設值：
•WebEx 音訊（媒體）
•IPv4 QoS 標記： EF DSCP 101110
•IPv6 QoS 標記： EF DSCP 1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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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x 音訊（訊號）
•IPv4 QoS 標記： CS3（優先順序 3）DSCP 011000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服務品質。

步驟 3

使用適當的下拉功能表選取 QoS 標記設定，然後選取儲存。

關於 QoS 標記
請參閱下面的表格，以取得某些部署（其流量流經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伺服器）與某一部署（其流
量不流經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伺服器）的 QoS 標記資訊。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系統（流量流經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伺服器）上的 QoS 標記
流量

QoS 標記

SIP 音訊 — 媒體 — CWMS 至端點

是

SIP 音訊 — 訊號 — CWMS 至端點

是

PC 音訊 — 媒體 — CWMS 至用戶端

否

PC 音訊 — 訊號 — CWMS 至用戶端

否

PC 音訊 — 媒體 — 用戶端至 CWMS

否

PC 音訊 — 訊號 — 用戶端至 CWMS

否

PC 視訊 — 媒體 — CWMS 至用戶端

否

PC 視訊 — 訊號 — CWMS 至用戶端

否

PC 視訊 — 媒體 — 用戶端至 CWMS

否

PC 視訊 — 訊號 — 用戶端至 CWMS

否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系統（流量不流經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伺服器）上的 QoS 標記
流量

QoS 標記

SIP 音訊 — 媒體 — CWMS 至端點

是

SIP 音訊 — 訊號 — CWMS 至端點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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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

QoS 標記

PC 音訊 — 媒體 — CWMS 至用戶端

是

PC 音訊 — 訊號 — CWMS 至用戶端

是

PC 音訊 — 媒體 — 用戶端至 CWMS

否

PC 音訊 — 訊號 — 用戶端至 CWMS

否

PC 視訊 — 媒體 — CWMS 至用戶端

是

PC 視訊 — 訊號 — CWMS 至用戶端

是

PC 視訊 — 媒體 — 用戶端至 CWMS

否

PC 視訊 — 訊號 — 用戶端至 CWMS

否

使用者管理
此頁面上的所有密碼設定均為選用，且可開啟（勾選）或關閉（未勾選）。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使用者管理。

步驟 3

選取在主持人帳戶處於非使用狀態 [數字] 天後將其停用，然後在文字欄位中輸入天數。 （預設： 未勾選（已
停用）且設定為 90 天。）
如果啟用預設值，而使用者未主持或排定會議連續 90 天，則會停用使用者。
此功能僅適用於主持人帳戶。 無法使用此功能來停用管理員帳戶。 若要停用管理員帳戶，請參閱啟動或停用
使用者或管理員 ，第 132 頁。

步驟 4

選取在使用者處於非使用狀態 [數字] 天後將其刪除，然後在文字欄位中輸入天數。 （預設： 未勾選（已停
用）且設定為 90 天。）
如果啟用預設設定，而使用者未主持、排定或出席會議連續 90 天，則會停用使用者。
此功能僅適用於主持人帳戶。 無法使用此功能來停用管理員帳戶。 若要停用管理員帳戶，請參閱啟動或停用
使用者或管理員 ，第 132 頁。

步驟 5

選取指導如何處理已刪除的使用者所擁有的錄製檔，以指示如何處理錄製檔。
選取刪除錄製檔以在刪除錄製檔的擁有者時將那些錄製檔從系統中移除。
選取將錄製檔轉移給並輸入錄製檔所有權將轉移給的人員的電子郵件地址。

步驟 6

選取啟用使用者帳戶鎖定以防止對系統進行未獲授權的存取。 （預設： 未勾選）
在嘗試登入系統失敗一定次數之後，系統會自動鎖定帳戶。 鎖定帳戶時，將會傳送一封附有解除鎖定指示的
電子郵件給所有管理員和已鎖定的帳戶持有者。 管理員可以解除鎖定其他管理員的已鎖定帳戶（請參閱解除
鎖定帳戶 ，第 1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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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顯示更多參數。 輸入這些功能的值。
•連續登入失敗次數 [number]。
•[number] 分鐘後忘記失敗登入嘗試。
•[number] 分鐘後移除對使用者帳戶的鎖定。
•將電子郵件通知傳送給已鎖定的使用者。
步驟 7

選取儲存。

設定密碼
您可以針對以下幾項設定密碼設定：
•一般密碼 — 用於控制密碼有效期限，可讓您強制使用者立即或按指定的時間間隔變更其密碼。
•使用者密碼 — 為使用者帳戶設定密碼強度，包括大小寫混合、長度、字元類型和使用、動態
網頁文字控制項，以及設定不可接受的密碼清單。
•會議密碼 — 強制會議使用密碼並為會議設定密碼強度，包括大小寫混合、長度、字元類型和
使用、動態網頁文字控制項，以及設定不可接受的密碼清單。

附註

如果在系統上啟用了 SSO 或 LDAP：
•一般密碼和使用者密碼頁面上的設定及編輯使用者頁面上的密碼安全控制項將不再適用於
主持人帳戶密碼。
•當使用認證登入 Cisco WebEx 管理網站時，這些設定確實適用於管理員與稽核者的密碼。
•管理員必須使用他們的 SSO 或 LDAP 認證來登入及管理他們主持的會議。（稽核者不能主
持會議。）

一般密碼設定（2.8 版及更新版本）
此頁面上的所有密碼設定均為選用，且可開啟（勾選）或關閉（未勾選）。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密碼管理 > 一般密碼。

步驟 3

選取強制所有管理員和稽核者每隔 數字 天變更一次密碼，然後在文字欄位中輸入天數。 （預設： 未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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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 LDAP 來驗證使用者，使用者的密碼使用期限會停用。
a) 設定在使用者的密碼過期前 數字 天顯示警告。
此值可以是空白（無警告），或者值範圍介於 1 到系統強制管理員或稽核者變更其密碼之前所經歷的天數
之間。 比方說，如果強制管理員或稽核者在 120 天內變更密碼，則從 1 至密碼到期日之前 120 天會傳送警
告。
如果是使用 LDAP 來驗證使用者，密碼使用期限會停用。
步驟 4

選取強制所有管理員和稽核者在下一次登入時變更密碼。 預設： 未選取
如果使用 LDAP 來驗證使用者，強制變更使用者密碼會停用。 控制項會顯示：強制所有管理員和稽核者在下
一次登入時變更密碼。

步驟 5

選取儲存。

設定使用者密碼要求和限制
當系統使用預設驗證時，這些設定適用於管理員和最終使用者。 當系統使用「輕量型目錄存取通訊
協定 (LDAP)」驗證或單一登入 (SSO) 驗證時，這些設定僅適用於管理員；最終使用者密碼是由 AD
伺服器或 IdP 伺服器進行管理。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密碼管理 > 使用者密碼。

步驟 3

設定頁面上的欄位來變更使用者密碼設定。
選項

說明

要求為使用者帳戶使用強密碼

選取此選項以啟用剩餘選項。
預設： 已選取

最小字元長度

最少字元要求。
預設： 已選取和 6 個字元

最少字母字元數

最少字母（非數字、非特殊字元）數。
預設： 已選取和 1 個字元

最少數字字元數

最少數字（非字母、非特殊字元）數。
預設： 已選取和 1 個數字

最少特殊字元數

最少特殊字元（非字母、非數字字元）數。
預設： 未選取和 1 個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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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說明

必須包含大小寫混合

密碼必須包含大寫和小寫字母字元。
預設： 已選取

不允許任何字元重複出現超過 3 次

一個字元（字母、數字或特殊字元）不得重複三次以
上。
預設： 已選取

不可接受的密碼的清單

管理員指定的無法使用的密碼清單。
預設： 未選取

公司名稱、網站名稱、使用者電子郵件地址和主持人 請勿使用這些特定名稱。
姓名永遠不可接受
預設： 已選取
不能包含先前使用的 n 個密碼

請勿使用先前用過的密碼。 從下拉清單中選取一個數
字，以指定不能使用的先前密碼的個數。
預設： 已選取
預設數字： 5日

當使用者建立密碼時，系統會建議使用者不要執行下列作業：
•重複某個字元三次以上。
•在密碼中使用您的姓名、電子郵件地址、網站名稱或公司名稱。
•使用您先前 5 個密碼中的任何一個。
•包含引號 (") 或空格。
步驟 4

選取儲存。

設定會議密碼設定
使用此功能來設定會議密碼參數。 表格說明了使用者何時必須輸入密碼才能出席會議。
設定密碼

在電子郵件
邀請中排除
密碼

會議建立者
登入

主持人登入

受邀者登入

訪客登入

訪客不登入

否

不適用

不需要密
碼。

不需要密
碼。

不需要密
碼。

不需要密
碼。

不需要密
碼。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2.8 版管理指南
217

設定密碼

設定密碼

在電子郵件
邀請中排除
密碼

會議建立者
登入

主持人登入

受邀者登入

訪客登入

訪客不登入

是

是

不需要密
碼。

不需要密
碼。

不需要密
碼。

密碼是必要
的。

密碼是必要
的。

是

否

不需要密
碼。

不需要密
碼。

不需要密
碼。

密碼是必要
的，欄位會
自動填充。

密碼是必要
的。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密碼管理 > 會議密碼。

步驟 3

透過設定頁面上的欄位，來變更您的會議密碼設定。
•所有會議都必須有密碼要求所有會議都具有密碼。
•會議密碼是選用項目 主持人可以要求輸入會議密碼。
•透過電話加入時強制提供會議密碼要求參加者使用撥入選項輸入會議邀請中包含的系統產生的數字密碼
來加入會議。 此密碼特定於撥入的參加者；使用「撥我電話」選項的參加者無需輸入密碼。
•設定數字會議密碼長度。 範圍為 8 至 12。 預設值為 8。
•設定中斷呼叫前允許的最大失敗嘗試次數。 範圍為 1 至 6。 預設值為 3。
•「要求為會議使用強密碼」會啟用其餘選項：
•最小字元長度要求密碼至少有此字元數。 預設： 6日
•最少字母字元數要求至少有此字母字元數。 預設： 4
•最少數字字元數要求至少有此數字字元數。 預設： 4
•最少特殊字元數要求至少有此特殊字元數。 預設： 4
•不得包含這些特殊字元（空格、\、'、"、/、&、<、>、=、[,]）禁止使用這些字元。
•「必須包含大小寫混合」要求密碼必須包含大寫和小寫字母字元。
•不可接受的密碼清單列出無效密碼。
•公司名稱、網站名稱、使用者電子郵件地址、主持人姓名和會議主題永遠不可接受禁止使用這些字
詞或字串。

步驟 4

選取儲存。
在排定未來會議時，此變更會套用至未來會議；在參數變更之前排定的會議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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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電子郵件範本（2.7 版及更高版本）
使用電子郵件範本將重要活動傳達給使用者。每個電子郵件範本均有您必須設定的變數。請參閱下
表瞭解每個範本中的變數描述。
有兩種電子郵件範本：
•通用–包括遺失密碼、主持人和受邀者通知、錄製檔可用性及其他一般通知。
•會議–包括會議邀請、取消、更新、提醒及資訊通知。
表5：通用電子郵件範本

標題

說明

變數

AD 啟用

啟用 AD 帳戶後傳送給使用
者。

•%SiteURL_HTML%
•%DisplayName%
•%SSOSignINLink%
•%OrgLogo%
•%Participants%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帳戶已被重新啟動

在管理員重新啟動使用者的
帳戶後傳送給使用者。

•%DisplayName%
•%SiteURL_HTM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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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說明

忘記密碼–密碼已變更

在使用者已從最終使用者網
站重設密碼後，傳送至使用
者。

變數
•%SiteURL%
•%DisplayName_HTML%
•%OrgLogo%
•%SiteURL_HTM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忘記密碼–重設密碼

在使用者已從最終使用者網
站重設密碼後，傳送至使用
者。 此電子郵件會要求使
用者建立新密碼。

•%SiteURL%
•%DisplayName_HTML%
•%OrgLogo%
•%SiteURL_HTM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錄製檔可用（針對主持人） 向主持人傳送會議錄製檔的
鏈結。

•%SiteURL%
•%OrgLogo%
•%DisplayName%_HTML
•%Topic Name%
•%Duration%
•%Recording Time%
•%SiteURL%_HTM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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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說明

變數

SSO 啟動電子郵件

在啟用單一登入 (SSO) 後傳
送。

•%SiteURL%
•%DisplayName_HTML%
•%participants%
•%OrgLogo%
•%SiteURL%
•%Support%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傳送電子郵件給所有使用者 向系統上的所有使用者傳送
電子郵件。

•%SiteURL%
•%Subject%
•%OrgLogo%
•%AttendeeName_HTML%
•%Body_HTML%
•%SiteURL_HTM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設定 Cisco WebEx — 行動
裝置

通知使用者行動裝置版
Cisco WebEx 應用程式，並
提供該應用程式的下載鏈
結。

•%SiteURL%
•%Subject%
•%OrgLogo%
•%DisplayName_HTML%
•%SiteURL_HTM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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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說明

共用錄製檔

向所選會議受邀者傳送會議
錄製檔的鏈結。

變數
•%HostName%
•%HostEmail%
•%OrgLogo%
•%HostName_HTML%
•%RestrictionMessage_HTML%
•%TopicName_HTML%
•%Duration%
•%RecordingTime%
•%PersonalizedMessage_HTML%
•%SiteURL_HTM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從 MC 共用錄製檔

向所選會議受邀者傳送會議
錄製檔的鏈結。 在選取離
開會議後，由 Meeting
Center 中的主持人選取的參
加者。

•%HostName%
•%HostEmail%
•%OrgLogo%
•%AttendeeName_HTML%
•%Topic Name_HTML%
•%Duration%
•%Recording Time%
•%SiteURL_HTM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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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說明

變數

使用者 — 密碼已變更

當使用者密碼變更後向其傳
送電子郵件。

•%SiteURL%
•%OrgLogo%
•%DisplayName_HTML%
•%SiteURL_HTM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歡迎電子郵件

在建立新管理員的帳戶後傳
送給他或她。

•%SiteURL%
•%DisplayName_HTML%
•%SiteURL_HTML%
•%Support_HTML%
•%participants%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表6：會議電子郵件範本 — 主持人、候補主持人和群撥群組

標題

說明

變數

群撥會議邀請 — 主持人

當主持人撥打群撥撥入號碼
以開始會議時傳送給主持
人。

•%SiteURL%
•%BlastDialGroupName%
•%HostName_HTML%
•%AccessNumber_HTML%
•%HostPin_HTML%
•%NeedInfo_InternalUser_HTM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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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說明

群撥會議群組已被刪除

當管理員刪除群組時傳送給
群撥群組成員。

變數
•%HostName_HTML
•%BlastDialGroupName_HTML%
•%SiteURL_HTM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進行中的群撥會議邀請 —
主持人

主持人邀請其他主持人加入
會議（會議在進行中）時傳
送給其他主持人。

•%HostName_HTML%
•%BlastDialGroupName_HTML%
•%MeetingInfoURL%
•%AccessNumber_HTML%
•%HostPin_HTML%
•%MeetingPassword_HTML%
•%NeedInfo_InternalUser_HTML%
•%SiteUR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群撥會議資訊已更新 — 主 在會議設定變更後為主持人
持人
提供會議資訊。

•%SiteURL%
•%BlastDialGroupName_HTML%
•%HostName_HTML%
•%AccessNumber_HTML%
•%HostPin_HTML%
•%NeedInfo_InternalUser_HTM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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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說明

變數

即時會議邀請 — 主持人

當主持人選取立即開會時傳
送給主持人和受邀者。

•%SiteURL%
•%Topic%
•%HostName_HTML%
•%Topic_HTML%
•%MeetingDateOrRecurrence%
•%MeetingTime%
•%TimeZone%
•%MeetingNumber%
•%MeetingNumberNoSpaces%
（2.7MR3 版及更高版本）
•%MeetingPassword_HTML%
•%TeleconferencingInfo_HTML%
•%SiteURL_HTM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會議已取消 — 主持人

傳送給會議主持人以確認取
消會議。

•%SiteURL%
•%Topic%
•%RecipientName%
•%Topic_HTML%
•%MeetingDateOrRecurrence%
•%MeetingTime%
•%TimeZone%
•%Write_HTML%
•%SiteURL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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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說明

會議資訊已更新 — 候補主 在會議設定變更後為候補主
持人
持人提供會議資訊。

變數
•%HostName_HTML%
•%HostEmail%
•%Topic_HTML%
•%AlternateHostName_HTML%
•%MeetingTime%
•%HostName%
•% MeetingDateOrRecurrence%
•%MeetingTime%
•%TimeZone%
•%MeetingNumber%
•%MeetingNumberNoSpaces%
（2.7MR3 版及更高版本）
•%MeetingPassword_HTML%
•%HostNumber%
•%TeleconferencingInfo_HTML%
•%SiteURL_HTM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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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說明

變數

會議資訊已更新 — 主持人 在會議設定變更後為主持人
提供會議資訊。

•%SiteURL%
•%Topic%
•%RecipientName_HTML%
•%LicenseWarning_HTML%
•%LicenseWarningSpace_HTML%
•%Topic_HTML%
•%HostName_HTML%
•%MeetingDateOrRecurrence%
•%MeetingTime%
•%TimeZone%
•%MeetingNumber%
•%MeetingNumberNoSpaces%
（2.7MR3 版及更高版本）
•%MeetingPassword_HTML%
•%HostNumber%
•%TeleconferencingInfo_HTML%
•%SiteURL_HTM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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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說明

會議提醒 — 候補主持人

向會議候補主持人傳送會議
提醒。

變數
•%HostName_HTML%
•%HostEmail%
•%Topic_HTML%
•%OrgLogo%
•%AlternateHostName_HTML%
•%MeetingTime%
•%HostName%
•%Duration%
•%MeetingNumber%
•%MeetingNumberNoSpaces%
（2.7MR3 版及更高版本）
•%MeetingPassword_HTML%
•%HostNumber%
•%TeleconferencingInfo_HTML%
•%SiteURL_HTM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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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說明

變數

會議提醒 — 主持人

向會議主持人傳送會議提
醒。

•%SiteURL%
•%Topic_HTML%
•%OrgLogo%
•%HostName%
•%MeetingTime%
•%HostName_HTML%
•%Duration%
•%MeetingNumber%
•%MeetingNumberNoSpaces%
（2.7MR3 版及更高版本）
•%MeetingPassword_HTML%
•%HostNumber%
•%TeleconferencingInfo_HTML%
•%SiteURL_HTM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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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說明

會議已重新排定 — 候補主 向候補主持人傳送更新的會
持人
議資訊。

變數
•%HostName_HTML%
•%HostEmail%
•%Topic_HTML%
•%AlternateHostName_HTML%
•%HostName%
•%MeetingDateOrRecurrence%
•%MeetingTime%
•%TimeZone%
•%MeetingNumber%
•%MeetingNumberNoSpaces%
（2.7MR3 版及更高版本）
•%MeetingPassword_HTML%
•%HostNumber%
•%TeleconferencingInfo_HTML%
•%SiteURL_HTM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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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說明

變數

會議資訊 — 候補主持人

向候補主持人傳送會議確
認。

•%HostName_HTML%
•%HostEmail%
•%Topic_HTML%
•%AlternateHostName_HTML%
•%HostName%
•%MeetingDateOrRecurrence%
•%MeetingTime%
•%TimeZone%
•%MeetingNumber%
•%MeetingNumberNoSpaces%
（2.7MR3 版及更高版本）
•%MeetingPassword_HTML%
•%HostNumber%
•%TeleconferencingInfo_HTML%
•%SiteURL_HTM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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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說明

會議資訊 — 主持人

向主持人傳送會議確認。

變數
•%SiteURL%
•%Topic_HTML%
•%RecipiantName%
•%LicenseWarning_HTML%
•%LicenseWarningSpace_HTML%
•%MeetingDateOrRecurrence%
•%MeetingTime%
•%TimeZone%
•%MeetingNumber%
•%MeetingNumberNoSpaces%
（2.7MR3 版及更高版本）
•%MeetingPassword_HTML%
•%HostNumber%
•%TeleconferencingInfo_HTML%
•%SiteURL_HTM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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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說明

變數

PCN 會議自動提醒 — 主持 向會議主持人傳送自動會議
人
提醒（僅限個人會議帳
戶）。

•%HostName%
•%HostNumber%
•%Topic%
•%MeetingTime%
•%Duration%
•%TeleconferencingInfo%
•%MeetingInfoURL%
•%MeetingNumber%
•%MeetingNumberNoSpaces%
（2.7MR3 版及更高版本）
•%MeetingPassword%
•%SiteURL%
•%Support%
•%CustomFooterText%
•%Year%

PT PCN 會議手動提醒 — 主 向會議主持人傳送手動會議
持人
提醒（僅限 PCN 帳戶）。

•%HostName%
•%HostNumber%
•%Topic%
•%MeetingTime%
•%Duration%
•%TeleconferencingInfo%
•%MeetingInfoURL%
•%MeetingNumber%
•%MeetingNumberNoSpaces%
（2.7MR3 版及更高版本）
•%MeetingPassword%
•%SiteURL%
•%Support%
•%CustomFooterT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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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說明

PT PCN 會議通知 — 主持人 傳送會議通知給主持人（僅
限個人會議帳戶）。

變數
•%HostName%
•%Topic%
•%TeleconferencingInfo%
•%Meeting Link%
•%MeetingNumber%
•%MeetingNumberNoSpaces%
（2.7MR3 版及更高版本）
•%MeetingPassword%
•%Meeting Space%
•%SiteURL%
•%Support%
•%CustomFooterText%
•%Year%

PCN 會議即時邀請 — 主持 傳送即時會議通知給主持人
人
（僅限個人會議帳戶）。

•%HostName%
•%Topic_HTML%
•%HostName_HTML%
•%MeetingTime%
•%Meeting Link%
•%TeleconferencingInfo_HTML%
•%Meeting Space%
•%MeetingNumber
•%MeetingNumberNoSpaces%
（2.7MR3 版及更高版本）
•%Meeting Password%
•%SiteURL_HTM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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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說明

變數

PCN 會議通知邀請 — 主持 傳送會議邀請通知給主持
人
人。

•%ReceipentName%
•%LicenseWarning%
•%HostName%
•%HostNumber%
•%Topic%
•%MeetingDateOrRecurrence%
•%MeetingTime%
•%TimeZone%
•%MeetingInfoURL%
•%MeetingNumberNoSpaces%
（2.7MR3 版及更高版本）
•%Meeting Password%
•%SiteURL_HTM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PCN 會議取消 — 主持人

傳送會議取消通知給主持人
（僅限個人會議帳戶）。

•%RecipentName%
•%Topic%
•%MeetingDateOrRecurrence%
•%MeetingTime%
•%TimeZone%
•%Write%
•%SiteURL%
•%CustomFooterT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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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說明

PCN 會議排定變更 — 主持 傳送排定變更通知給主持人
人
（僅限個人會議帳戶）。

變數
•%RecipentName%
•%LicenseWarning%
•%HostName%
•%HostNumber%
•%Topic%
•%MeetingDateOrRecurrence%
•%MeetingTime%
•%TimeZone%
•%MeetingInfoURL%
•%MeetingNumber%
•%MeetingNumberNoSpaces%
（2.7MR3 版及更高版本）
•%MeetingPassword%
•%SiteURL%
•%Support%
•%CustomFooterText%
•%Year%

表7：會議電子郵件範本 — 受邀者，包括群撥

標題

說明

群撥會議邀請 — 受邀者

當主持人撥打群撥撥入號碼
以開始會議時傳送給參加
者。

變數
•%BlastDialGroupName%
•%HostName_HTML%
•%AccessNumber_HTML%
•%ParticipantPin_HTML%
•%NeedInfo_InternalUser_HTML%
•%SiteUR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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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說明

變數

進行中的群撥會議邀請 —
受邀者

當主持人邀請使用者加入會
議（會議在進行中）時傳送
給使用者。

•%SiteURL%
•%BlastDialGroupName%
•%HostName_HTML%
•%AccessNumber_HTML%
•%ParticipantPin_HTML%
•%MeetingPassword_HTML%
•%NeedInfo_InternalUser_HTM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群撥會議資訊已更新 — 受 在會議設定變更後為參加者
邀者
提供會議資訊。

•%SiteURL%
•%BlastDialGroupName_HTML%
•%HostName_HTML%
•%AccessNumber_HTML%
•%ParticipantPin_HTML%
•%NeedInfo_InternalUser_HTM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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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說明

進行中的會議邀請 — 受邀 當主持人邀請使用者加入會
者
議（會議在進行中）時傳送
給使用者。

變數
•%HostName_HTML%
•%HostEmail%
•%Topic%
•%AttendeeName_HTML%
•%MeetingDateOrRecurrence%
•%MeetingTime%
•%TimeZone%
•%MeetingNumber%
•%MeetingNumberNoSpaces%
（2.7MR3 版及更高版本）
•%MeetingPassword_HTML%
•%TeleconferencingInfo_HTML%
•%SiteURL_HTM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會議已取消 — 受邀者

通知使用者排定的會議已被
取消。

•%HostName_HTML%
•%HostEmail%
•%Topic%
•%AttendeeName_HTML%
•%HostName%
•%Topic_HTML%
•%MeetingDateOrRecurrence%
•%MeetingTime%
•%TimeZone%
•%Write_HTML%
•%SiteURL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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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說明

變數

會議已重新排定 — 受邀者 向受邀者傳送更新的會議資
訊。

•%HostName_HTML%
•%HostEmail%
•%Topic_HTML%
•%AttendeeName_HTML%
•%HostName%
•%MeetingDateOrRecurrence%
•%MeetingTime%
•%TimeZone%
•%MeetingNumber%
•%MeetingNumberNoSpaces%
（2.7MR3 版及更高版本）
•%MeetingPassword_HTML%
•%TeleconferencingInfo_HTML%
•%SiteURL_HTM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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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說明

PCN 會議進行中邀請 — 受 傳送即時會議通知給受邀者
邀者
（僅限個人會議帳戶）。

變數
•%AttendeeName_HTML%
•%HostName%
•%HostEmail%
•%Topic_HTML%
•%MeetingDateOrRecurrence%
•%MeetingTime%
•%TimeZone%
•%TeleconferencingInfo_HTML%
•%MeetingInfoURL%
•%MeetingNumber%
•%MeetingNumberNoSpaces%
（2.7MR3 版及更高版本）
•%MeetingPassword_HTML%
•%SiteURL_HTM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PCN 會議手動提醒 — 受邀 向會議受邀者傳送手動會議
者
提醒（僅限 PCN 帳戶）。

•%AttendeeName%
•%HostName%
•%Topic%
•%MeetingTime%
•%Duration%
•%TeleconferencingInfo%
•%MeetingInfoURL%
•%MeetingNumber%
•%MeetingNumberNoSpaces%
（2.7MR3 版及更高版本）
•%MeetingPassword%
•%SiteURL%
•%Support%
•%CustomFooterT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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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說明

變數

PCN 會議排定變更 — 受邀 傳送排定變更通知給受邀者
者
（僅限個人會議帳戶）。

•%AttendeeName_HTML%
•%HostName%
•%HostEmail%
•%Topic_HTML%
•%MeetingDateOrRecurrence%
•%MeetingTime%
•%TimeZone%
•%MeetingInfoURL%
•%MeetingNumber%
•%MeetingNumberNoSpaces%
（2.7MR3 版及更高版本）
•%MeetingPassword%
•%SiteURL%
•%Support%
•%CustomFooterT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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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電子郵件範本（2.7 版及更高版本）

標題

說明

PCN 會議重排 — 受邀者

傳送會議重排通知給受邀者
（僅限個人會議帳戶）。

變數
•%AttendeeName_HTML%
•%HostName_HTML%
•%HostEmail%
•%Topic_HTML%
•%MeetingDateOrRecurrence%
•%MeetingTime%
•%TimeZone%
•%TeleconferencingInfo_HTML%
•%MeetingInfoURL_HTML%
•%MeetingNumber%
•%MeetingNumberNoSpaces%
（2.7MR3 版及更高版本）
•%MeetingPassword_HTML%
•%SiteURL_HTML%
•%Support_HTML%
•%CustomFooterText_HTML%

PCN 會議取消 — 受邀者

傳送會議取消通知給受邀者
（僅限個人帳戶）。

•%AttendeeName_HTML%
•%Topic%
•%MeetingDateOrRecurrence%
•%MeetingTime%
•%TimeZone%
•%Write%
•%SiteURL%
•%CustomFooterT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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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說明

變數

PT PCN 會議邀請 — 受邀者 從個人會議帳戶藉由使用生
產力工具排定會議後傳送給
會議受邀者。

•%HostName%
•%Topic%
•%TeleconferencingInfo%
•%Meeting Link%
•%Meeting Number%
•%MeetingNumberNoSpaces%
（2.7MR3 版及更高版本）
•%Meeting Password%
•%Meeting Space%
•%SiteURL%
•%Support%
•%CustomFooterText%
•%Year%

PT 會議邀請 — 受邀者

在藉由使用生產力工具排定
會議後傳送給會議受邀者。

•%HostName%
•%Topic%
•%Meeting Link%
•%TeleconferencingInfo%
•%MeetingSpace%
•%Meeting Number%
•%Meeting Number No Spaces%
（2.7MR3 版及更高版本）
•%Meeting Password%
•%SiteURL%
•%Support%
•%CustomFooter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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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電子郵件範本（2.7 版及更高版本）

標題

說明

PCN 會議邀請 — 受邀者

從個人會議帳戶藉由使用生
產力工具排定會議後傳送給
會議受邀者。

變數
•%AttendeeName%
•%HostName%
•%Topic%
•%MeetingDateOrRecurrence%
•%MeetingTime%
•%TimeZone%
•%TMeetingInfoURL%
•%Meeting Link%
•%Meeting Number%
•%Meeting Number No Spaces%
（2.7MR3 版及更高版本）
•%Meeting Password%
•%SiteURL%
•%Support%
•%CustomFooterText%
•%Year%

PCN 會議取消 — 受邀者

傳送會議取消通知給受邀者
（僅限個人帳戶）。

•%AttendeeName_HTML%
•%Topic%
•%MeetingDateOrRecurrence%
•%MeetingTime%
•%TimeZone%
•%Write%
•%SiteURL%
•%CustomFooterT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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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說明

變數

PT PCN 會議邀請 — 受邀者 從個人會議帳戶藉由使用生
產力工具排定會議後傳送給
會議受邀者。

•%HostName%
•%Topic%
•%TeleconferencingInfo%
•%Meeting Link%
•%Meeting Number%
•%Meeting Number No Spaces%
（2.7MR3 版及更高版本）
•%Meeting Password%
•%Meeting Space%
•%SiteURL%
•%Support%
•%CustomFooterText%
•%Year%

PCN 會議取消 — 受邀者

傳送會議取消通知給受邀者
（僅限個人帳戶）。

•%AttendeeName_HTML%
•%Topic%
•%MeetingDateOrRecurrence%
•%MeetingTime%
•%TimeZone%
•%Write%
•%SiteURL%
•%CustomFooterText%
•%Year%

關於應用程式下載
您可以使用管理網站上提供的工具大量部署 CWMS 應用程式。 可供下載的應用程式包括：
•WebEx Meetings 應用程式 — 用於排定、出席或主持會議的應用程式。
不支援在虛擬化作業系統上執行 WebEx Meetings 應用程式。
如果使用者沒有安裝 WebEx Meetings 應用程式，則使用者第一次加入會議時，會將該應用程式
下載至 PC。 這可以設定成按需完成或無訊息自動完成。 會議期間，使用者可選擇使用 C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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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x Meetings 應用程式，並且在會議結束時移除應用程式，或者執行應用程式安裝以加速開
始或加入未來會議的程序。 這可能會失敗，因為使用者沒有管理員特權。
•WebEx 生產力工具 — 提供其他應用程式之間的介面，例如 Microsoft™ Outlook®，讓您透過這
些應用程式來管理會議。
更新或升級至另一個系統之後，應該移除任何舊版的「WebEx 生產力工具」並安裝最新版本。
•WebEx 網路型錄製檔播放程式 — 播放會議錄製檔。 這包括會議期間顯示的資料。
在 CWMS 中，您可以從管理 > 設定 > 下載頁面取得應用程式的 .MSI 安裝程式。 如需相關資訊，請
參閱《CWMS 規劃指南》中的「從管理網站下載應用程式」。
我們建議您將應用程式離線推送至使用者電腦，然後再通知那些最終使用者已為他們建立帳戶。 這
可以確保您的使用者第一次登入時，可以開始和加入會議並播放網路型錄製檔。
只要使用者具有管理員特權，您就可以讓使用者從最終使用者下載頁面下載應用程式，並自行安裝
應用程式。 不需要管理員採取其他動作。
如果是在鎖定環境中升級至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1.5MR3 版或更高版本，但在此環境中，使
用者 PC 沒有管理員特權，則在開始升級程序前，請將新版的 WebEx Meetings 應用程式推送至所有
使用者 PC。

設定下載設定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下載。

步驟 3

選取自動更新 WebEx 生產力工具勾選方塊，以設定定期自動更新。 （預設： 已勾選。）
如果計劃手動將「WebEx 生產力工具」推送至使用者，則建議您取消勾選此選項。
附註
如果選取了此選項，則在使用者安裝了更新版「Cisco WebEx 生產力工具」之後，Windows「控制台」
的程式和功能中顯示的「WebEx 生產力工具」版本會顯示舊版本號碼。 然而，「WebEx 助手」的關
於 WebEx 生產力工具中所顯示的版本會顯示正確的版本。這是已知問題，將在後續版本中修正。

步驟 4

選取下載方式：
•允許使用者下載 WebEx 桌面應用程式
•手動將 WebEx Meetings 和生產力工具推送至使用者的桌面
如果您選取允許使用者下載 WebEx 桌面應用程式，您可以選取儲存完成下載設定。 無需執行進一步動作。
如果您選取手動將 WebEx Meetings 和生產力工具推送至使用者的桌面，頁面上會出現「WebEx Meetings 應用
程式」、「生產力工具」及「WebEx 網路型錄製檔播放程式」區段。 繼續執行下一步。

步驟 5

對於您要下載及安裝的每一個應用程式，選取下載並選取儲存，以將 ZIP 檔儲存至包含對應應用程式之安裝程
式的系統。
每一個 ZIP 檔都包含所有受支援的語言及平台的應用程式安裝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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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

選取儲存以儲存下載設定。

設定安全性
管理憑證
憑證可確保系統元件間的安全通訊。部署系統時，即會使用自我簽署憑證進行設定。雖然自我簽署
憑證最長可以持續五年，但我們建議您設定通過憑證授權單位驗證的憑證。 憑證授權單位可確保虛
擬機器間的通訊已經過驗證。 一個系統可以具有多個虛擬機器。 一個資料中心只需要一個憑證。
除了 IRP 虛擬機器之外，系統憑證包括所有其他虛擬機器的完整網域名稱 (FQDN)、網站 URL 和管
理 URL。
執行主要升級（例如使用 OVA 檔案從 1.x 升級至 2.6.1.39）後，系統只安裝一個自我簽署的內部 SSL
憑證。 此自我簽署的內部 SSL 憑證以管理網站 URL 作為一般名稱/主體；舊的 SSL 憑證會將一般名
稱/主體設為網站 URL。 由於內部 SSL 憑證僅允許一般名稱設為管理網站 URL 的憑證，因此無法重
新套用舊憑證，您必須在升級後立即產生新憑證。 您可以使用舊的 SSL 憑證作為外部憑證並為內部
使用者產生其他內部 SSL 憑證，也可以使用通用名稱（從網站 URL 變更為網站管理 URL）來產生
新的 SAN 憑證。
以下是支援的憑證類型：
•SSL—所有系統皆需要。
•SSO IdP—適用於具有身份識別提供者 (IdP) 憑證的 SSO。 （請參閱匯入 SSO IdP 憑證 ，第 258
頁。）
•安全通信會議 — TLS 通信會議需要。 您可以設定最多兩個安全的通信會議憑證，您選擇設定
的每個 CUCM 系統各一個。
•SMTP — 在電子郵件伺服器啟用了 TLS 的情況下是必要的。
關於產生 CSR 或憑證
無法更新憑證或「憑證簽署要求 (CSR)」，但可以隨時產生憑證或 CSR。 如果您將虛擬機器新增至
系統或變更任何現有虛擬機器，則必須為系統上的每部虛擬機器產生新憑證。
由於以下原因，SSL 憑證可能變為無效：
•資料中心已加入系統。
•您的系統大小已擴充，因此需部署新的虛擬機器。 原始 SSL 憑證中不存在這些新虛擬機器的
FQDN。
•已新增高可用性系統，因此需部署新的虛擬機器。 原始 SSL 憑證中不存在這些新虛擬機器的
FQDN。
•Cisco WebEx Meetings 網站 URL 已變更。 原始 SSL 憑證中不存在此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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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網站 URL 已變更。 原始 SSL 憑證中不存在此 URL。
•管理虛擬機器的 FQDN 已變更。 原始 SSL 憑證中不存在此 FQDN。
•您目前的 SSL 憑證已過期。
如果 SSL 憑證由於任何原因而變成無效，系統會自動產生新的自我簽署憑證。 您會收到關於此變更
的通知；管理網站頁頂部會出現全域警告訊息，指出 SSL 已變成無效。
憑證結構
憑證包含名稱，代表憑證簽發給誰。 一般名稱 (CN) 永遠存在，視為「正式名稱」。 其他名稱是別
名，或以憑證術語來說，是主體別名 (SAN)。 這些並非必要，但是當一組實體（人員、伺服器）共
用憑證時會用到，例如在 CWMS 中。
在 CWMS 憑證中，這些是指 CWMS 各部分（VM FQDN、WebEx 網站 URL 和 WebEx 管理 URL）
的 DNS 名稱。 在 CWMS 2.5MR5 版之前，CWMS 中有所有機器的一個憑證組。 這些憑證名稱是基
於 WebEx 網站 URL。 別名是指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的 FQDN 以外的其他所有名稱。
在 CWMS 2.5MR5 版及更高版本中，有內部憑證和選用的外部憑證。 如果您沒有 IRP（公開存取未
啟用），則沒有外部憑證可用。 如果您有 IRP（公開存取已啟用），則可以選擇性地有僅 IRP 適用
的外部憑證。 如果沒有外部憑證，則全部都使用內部憑證。
由於這項變更，內部憑證具有基於一般管理 URL 的 CN。 SAN 是基於本端 WebEx 管理 URL、WebEx
網站 URL 和內部 FQDN。
外部憑證具有基於 WebEx 通用網站 URL 的 CN。 SAN 是基於本端網站 URL 和通用網站 URL。
對於 CWMS 2.5MR5 及更高版本，當您上傳新的憑證時，CWMS 只會驗證 CN。 內部憑證的 CN 必
須符合管理網站 URL，外部憑證的 CN 必須符合 WebEx 通用網站 URL。 升級至 CWMS 2.5MR5 或
更高版本之後，現有的憑證仍然有效。 但是，如果想要上傳新的憑證，新憑證的 CN 必須遵守這些
準則。
萬用字元憑證
因為 CWMS 2.5MR5 及更高版本只驗證憑證的 CN，萬用字元憑證必須符合下列規則：
•CN 必須包含萬用字元。
•萬用字元名稱不能作為 SAN。
例如，如果您以 CN = cisco.com 和 SAN, DNS = *.cisco.com 產生憑證，則上傳憑證會失敗並傳回下
列訊息：
憑證中的伺服器網域不符合 WebEx 網站 URL。

產生 SSL 憑證
系統必須已設定 SSL 憑證。 此產品支援以下 SSL 憑證類型：
•自我簽署
•由憑證授權機構簽署
•由外部憑證授權機構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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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5MR5 之前，單一憑證用於整個系統。 對於 2.5MR5 和更高版本，可以使用內部和外部憑證。
若要使用單一憑證從內部和外部支援所有主機名稱，請僅產生和上傳內部憑證。 此內部憑證使用管
理 URL 作為一般名稱，但它包含所有系統主機名稱。
外部憑證不是必要的，因為它僅支援網站 URL。 如果已更新外部憑證，則不會從外部使用內部憑
證。
系統管理員手動產生自我簽署憑證時，可以選擇通用 URL 或本端管理 URL 作為一般名稱 (CN)。
產生憑證簽署要求 (CSR) 時，系統管理員可以選擇萬用字元、本端或通用 URL（網站 URL 或管理
URL，視憑證類型而定）。 主體別名 (SAN) 清單：
•在 CN 是萬用字元時隱藏（涵蓋完整網域）。
•預先填入，但如果 CN 是未涵蓋完整網域的 URL，則可由管理員修改。 建議保留預先填入的清
單，但管理員可以加入項目。 強烈建議不要從清單中移除任何預先填入的項目。
對 2.6 及更高版本產生憑證簽署要求 (CSR)
在 CWMS 2.5 和更高版本中，用於產生 SSL 憑證的憑證簽署要求 (CSR) 和私密金鑰的雜湊方法採用
SHA2 (SHA256)。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安全性 > 憑證 > CWMS 系統上的憑證。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上，繼續使用 CWMS 系統上的憑證或資料中心上的憑證

步驟 3

針對所需的 CSR 類型，選取產生 CSR。
在 2015 年 11 月 1 日，憑證授權單位（例如 VeriSign、GoDaddy 等）將停止簽發憑證給內部網域名稱（例如
domain.local、domain.internal）。 在 CWMS 2.0MR9 版之前，您只能為部署中的所有元件上傳具有主體別名的
單一 SSL 憑證，但您需要購買昂貴的 SAN SSL 憑證，才能獲得完整的解決方案。 從 CWMS 2.5MR5 版開始，
您可以從憑證授權中心購買 WebEx 網站 URL SSL 憑證來用於 IRP 伺服器，並且將自我簽署 SSL 憑證用於內
部網路虛擬機器。

步驟 4

填寫產生 CSR（憑證簽署要求）頁面上的欄位。
選項

說明

一般名稱

選取本端網站 URL 憑證、全域網站 URL 憑證或萬用字元憑
證。

主體別名

管理網站和虛擬機器名稱。如果您已選取萬用字元通用名稱，
則不需要主體別名。

只有在您為「通用名稱」類型選取主體別名
時，才會出現此選項。
組織

輸入組織名稱。

部門

輸入部門名稱。

縣/市

輸入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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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說明

州/省

輸入州/省。

國家/地區

選取國家/地區。

金鑰大小

選取金鑰大小 2048。

雜湊演算法

選取雜湊演算法 SHA256。

步驟 5

選取產生 CSR。
即會出現下載 CSR 對話方塊。

步驟 6

選取下載。
您會收到一個 ZIP 檔案，其中包含 CSR 和相關聯的私密金鑰。 CSR 檔案名稱為 csr.pem，私密金鑰檔案名稱
為 csr_private_key.pem。

步驟 7

使用 VMware Data Recovery 或 VMware vSphere Data Protection 來備份系統。 請參閱使用 VMware vCenter 來
建立備份 ，第 6 頁。
備份系統會保留私密金鑰，以備還原系統之用。

產生憑證簽署要求 (CSR) 2.5 版及更低版本
在 CWMS 2.0 及更低版本中，用於產生 SSL 憑證的憑證簽署要求 (CSR) 和私密金鑰的雜湊方法採用
SHA1。 CWMS 2.5 和更高版本使用 SHA2 (SHA256)。
內部和外部的應用程式憑證和 CSR 具有下列選項：
•金鑰類型：
RSA
EC
•RSA 金鑰類型的金鑰長度為 2048。
•RSA 雜湊演算法：
SHA1
SHA224
SHA256
SHA384
SHA512
•EC 憑證的金鑰大小和雜湊演算法：
金鑰大小 256：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2.8 版管理指南
250

設定安全性

SHA256
SHA384
SHA512
金鑰大小 384：
SHA384
SHA512
金鑰大小 512：
SHA512

外部和內部憑證必須是相同類型。 外部憑證取決於內部取憑證。 例如，如果系統有 RSA 內部憑證，
則產生外部自我簽署頁面只有一個金鑰類型選項：RSA（與外部憑證金鑰類型相同）。 您無法產生
或上傳金鑰類型不同於已安裝之內部金鑰類型的外部憑證。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安全性 > 憑證 > CWMS 系統上的憑證。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上，繼續使用 CWMS 系統上的憑證或資料中心上的憑證

步驟 3

針對所需的 CSR 類型，選取產生 CSR。
在 2015 年 11 月 1 日，憑證授權單位（例如 VeriSign、GoDaddy 等）將停止簽發憑證給內部網域名稱（例如
domain.local、domain.internal）。 在 CWMS 2.0MR9 版之前，您只能為部署中的所有元件上傳具有主體別名的
單一 SSL 憑證，但您需要購買昂貴的 SAN SSL 憑證，才能獲得完整的解決方案。 從 CWMS 2.5MR5 版開始，
您可以從憑證授權中心購買 WebEx 網站 URL SSL 憑證來用於 IRP 伺服器，並且將自我簽署 SSL 憑證用於內
部網路虛擬機器。

步驟 4

填寫產生 CSR（憑證簽署要求）頁面上的欄位。
選項

說明

一般名稱

選取本端網站 URL 憑證、全域網站 URL 憑證或萬用字元憑
證。

主體別名

管理網站和虛擬機器名稱。 如果您已選取萬用字元通用名稱，
則不需要主體別名。

只有在您為「通用名稱」類型選取主體別名
時，才會出現此選項。
組織

輸入您的組織名稱。

部門

輸入您的部門名稱。

縣/市

輸入縣/市。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2.8 版管理指南
251

設定安全性

選項

說明

州/省

輸入州/省。

國家/地區

選取國家/地區。

金鑰大小

選取金鑰大小 2048。

步驟 5

選取產生 CSR。
即會出現下載 CSR 對話方塊。

步驟 6

選取下載。
您會收到一個 ZIP 檔案，其中包含 CSR 和相關聯的私密金鑰。 CSR 檔案名稱為 csr.pem，私密金鑰檔案名稱
為 csr_private_key.pem。

步驟 7

使用 VMware Data Recovery 或 VMware vSphere Data Protection 來備份系統。 請參閱使用 VMware vCenter 來
建立備份 ，第 6 頁。
備份系統會保留私密金鑰，以備還原系統之用。

匯入 SSL 憑證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支援採用 PEM 和 DER 編碼的 X.509 憑證以及 PKCS12 封存。
使用者的系統如果使用自我簽署憑證，則可能在加入會議時遇到問題。 若要避免此情況，請將用戶
端設定為使用自我簽署憑證。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3

選取設定 > 安全性 > 憑證 > CWMS 系統上的憑證。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上，繼續使用 CWMS 系統上的憑證或資料中心上的憑證

步驟 4

選取更多選項 > 匯入 SSL 憑證/私密金鑰。
如果您已安裝憑證，系統會警告您匯入新的憑證將覆寫已安裝的憑證。

步驟 5

選取瀏覽，然後選擇您的憑證。
您必須選擇與 X.509 相容的憑證或憑證鏈結。 有效類型包括：
•PEM/DER 編碼的憑證： .CER/.CRT/.PEM/.KEY
•PKCS12 加密的憑證： .P12/.P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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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 PKCS#12 檔案或 PEM 區塊的單一檔案，來匯入憑證鏈結。 如果您使用 PEM 檔案，其格式必須如
下：
•（選用）如果要上傳私密金鑰，則私密金鑰必須是檔案中的第一個區塊。 它可以加密或取消加密。 它應
該是 PKCS#8 格式、PEM 編碼。 如果已加密，則必須輸入密碼來進行解密。
•下一個元素必須是中繼憑證授權單位的憑證，該單位是以 PEM 編碼的 X.509 格式發出您的憑證。
•您可以包括您在基礎結構中使用的所有中繼憑證。 根憑證授權單位的憑證則不應包括在內。 如果您使用
的是私密憑證授權單位，則請確定已將根憑證分發給所有用戶端。
必須在一個檔案內一併上傳所有憑證；您不能上傳一個憑證，稍後再新增中繼憑證。 如果您使用的是採用中
繼憑證的憑證授權單位，且中繼憑證未在其用戶端中分發，則您可以上傳中繼憑證以避免憑證警告。
如果憑證隨憑證鏈提供，則您必須將中繼憑證與最終使用者憑證結合至一個檔案。 順序是中繼憑證在前，最
終使用者憑證在後。 兩個憑證緊接在一起；憑證之間沒有空隙。
PKCS#12 檔案必須具有 .p12 副檔名。 它們應該僅包含憑證和私密金鑰（選用）。
步驟 6

選取上傳。
系統會判定憑證是否有效。 憑證可能會因為下列原因而無效：
•憑證檔案不是有效的憑證檔案。
•憑證檔案已過期。
•您的公開金鑰小於 2048 個位元。
•憑證中的伺服器網域不符合網站 URL。
•由系統自動產生的私密金鑰與該憑證不相容。
•它不包含系統中的所有主機名稱（DMZ 主機名稱除外）或是網站及管理 URL。 在 MDC 系統內，它必須
包含全域網站、本地網站及管理 URL。

步驟 7

(可選) 輸入複雜密碼。
需要有複雜密碼才能解密 PKCS12 封存或加密的私密金鑰（若上傳的 PEM 檔案含有私密金鑰）。

步驟 8

選取繼續。
系統會匯入您的 SSL 憑證，並在可捲動的憑證檔案對話方塊中顯示該憑證。

步驟 9

選取完成。

步驟 10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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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 SSL 憑證
下載 Secure Socket Layer (SSL) 憑證：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安全性 > 憑證 > CWMS 系統上的憑證。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上，繼續使用 CWMS 系統上的憑證或資料中心上的憑證

步驟 3

選取更多選項 > 匯出 SSL 憑證。
即會出現用來開啟或儲存憑證的選項。

步驟 4

儲存憑證檔案。

下一步動作
驗證管理員和最終使用者可以登入管理或通用網頁，而不會看到任何網站不受信任警告。
匯出適用於行動裝置的 SSL 憑證
執行 Apple iOS 5.0 或更高版本的 Apple iPhone 或 iPad 具有內建的授信根憑證。 如果公司使用自我
簽署憑證，或者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上安裝的根憑證不在 Apple 授信憑證授權單位清單上，
則您必須匯出 SSL 憑證並使用電子郵件將此 SSL 憑證傳送給使用者以安裝在他們的行動裝置上，然
後才能加入 WebEx 會議。
只有在使用自我簽署憑證時，才需要匯出 SSL 憑證。 如果是使用授信憑證授權單位簽署的憑證，則
不需要匯出 SSL 憑證。

開始之前
驗證使用者 Apple iPhone 或 iPad 上預先安裝的授信根憑證，位於 Apple 授信憑證授權單位清單上。
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 http://support.apple.com/kb/ht5012。
驗證使用者的行動裝置具有作用中高速網際網路連線。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安全性 > 憑證 > CWMS 系統上的憑證。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上，繼續使用 CWMS 系統上的憑證或資料中心上的憑證

步驟 3

選取更多選項 > 匯出 SSL 憑證。
即會出現用來開啟或儲存憑證的選項。

步驟 4

將憑證檔案儲存至本端硬碟。

步驟 5

將儲存的憑證檔案附加到電子郵件，並將其傳送至每個授權使用者的 iOS 電子郵件帳戶。

步驟 6

使用者在行動裝置上開啟電子郵件，儲存檔案，然後將憑證檔案安裝在行動裝置上：
a) 點選安裝設定檔頁面上的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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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d)
e)

點選「未簽署的設定檔」對話方塊上的立即安裝。
輸入 iOS 密碼。
點選下一步。
點選完成。

下載 CSR 和私密金鑰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安全性 > 憑證 > CWMS 系統上的憑證。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上，繼續使用 CWMS 系統上的憑證或資料中心上的憑證

步驟 3

選取更多選項 > 下載 CSR。
即會現對話方塊，並要求您儲存包含 CSR 和私密金鑰的 CSR.zip 檔。

步驟 4

選取在系統上儲存此檔案的位置，然後選取確定。

步驟 5

備份私密金鑰檔案

csr-private-key.pem，供您稍後需要時使用。

生成自我簽署憑證
在部署系統之後，會自動生成自我簽署憑證。我們建議您安裝由憑證授權單位簽署的憑證。您可以
隨時使用此功能來生成新的自我簽署憑證。

附註

除非用戶端管理員已將其系統設定為使用自我簽署憑證，否則如果系統使用自我簽署憑證，使用
者在加入會議時可能會遇到問題。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安全性 > 憑證 > CWMS 系統上的憑證。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上，繼續使用 CWMS 系統上的憑證或資料中心上的憑證

步驟 3

選取更多選項 > 產生自我簽署憑證。

步驟 4

完成一般自我簽署憑證頁上的欄位。
選項

說明

憑證名稱

輸入您的自我簽署憑證的名稱。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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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說明

X.509 主體名稱

系統的主機名稱是網站 URL。
在 MDC 系統上，可以在本端網站 URL 和全域網站 URL 之間選擇。

步驟 5

組織

輸入您的組織名稱。

部門

輸入您的部門名稱。

縣/市

輸入您的縣/市名稱。

州/省

輸入您的州/省的名稱。

國家/地區

選取您的國家/地區名稱。

選取生成憑證和私密金鑰。
如果需要在主要升級之後使用相同的 SSL 憑證，則必須上傳用於取得憑證之 CSR 產生的私密金鑰。 私密金鑰
必須是憑證檔中的第一個區塊。
即會生成並顯示您的憑證檔案。

步驟 6

選取完成。

還原 SSL 憑證
如果您的憑證變得無效或在系統上執行了災害復原，則可以使用此功能還原 SSL 憑證。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支援採用 PEM 和 DER 編碼的 X.509 憑證以及 PKCS12 封存。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3

選取設定 > 安全性 > 憑證 > CWMS 系統上的憑證。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上，繼續使用 CWMS 系統上的憑證或資料中心上的憑證

步驟 4

選取更多選項 > 匯入 SSL 憑證/私密金鑰。
如果您已安裝憑證，系統會警告您匯入新的憑證將覆寫已安裝的憑證。

步驟 5

選取繼續。

步驟 6

選取瀏覽，然後選擇您的憑證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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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須選擇與 X.509 相容的憑證或憑證鏈結。 有效類型包括：
•PEM/DER 編碼的憑證： .CER/.CRT/.PEM/.KEY
•PKCS12 加密的憑證： .P12/.PFX
您可以使用 PKCS#12 檔案或 PEM 區塊的單一檔案，來匯入憑證鏈結。 如果使用 PEM 檔案，它必須格式化如
下：
•（選用）如果您要重新套用災害復原的前一個私密/公開金鑰組，請將公開金鑰檔 (csr_private_key.pem) 與
從憑證授權單位 (CA) 接收到的憑證合併至一個檔案中。 私密金鑰必須是檔案中的第一個區塊，後面接
著公開金鑰。 它可以加密或取消加密。 它應該是 PKCS#8 格式及 PEM 編碼。 如果它已加密，您必須在
複雜密碼欄位中輸入密碼，以將其解密。
•下一個元素必須是中繼憑證授權單位的憑證，該單位是以 PEM 編碼的 X.509 格式發出您的憑證。
•您可以包括您在基礎結構中使用的所有中繼憑證。 根憑證授權單位的憑證則不應包括在內。 如果您使用
的是私密憑證授權單位，必須確定已將根憑證分發給所有用戶端。
所有憑證都必須一起上傳在一個檔案中。 您不能上傳一個憑證，稍後再新增中繼憑證。 如果您使用的是採用
中繼憑證的憑證授權單位，且中繼憑證未分發在其用戶端中，則您可能要上傳中繼憑證。 上傳憑證將防止憑
證警告。
PKCS#12 檔案必須具有 .p12 副檔名。 它們應該僅包含憑證和私密金鑰（選用）。
步驟 7

選取上傳。
在選取上傳後，系統將判斷您的憑證是否有效。 憑證可能會因為下列原因而無效：
•憑證檔案不是有效的憑證檔案。
•您選取的憑證檔案已到期。
•您的公開金鑰必須至少為 2048 個位元。
•憑證中的伺服器網域不符合網站 URL。
•由系統自動產生的私密金鑰與該憑證不相容。
如果憑證有效，將繼續進行下一步。 如果憑證無效，您將無法進行上傳。 您必須先選取有效的憑證，然後才
能繼續。

步驟 8

(可選) 輸入複雜密碼。
需要有複雜密碼才能解密 PKCS12 封存或加密的私密金鑰（若已上傳含有私密金鑰的 .pem 檔案）。

步驟 9

選取繼續。
系統會匯入您的 SSL 憑證，並在可捲動的憑證檔案對話方塊中顯示該憑證。

步驟 10

選取繼續（位於SSL 憑證頁面），以完成匯入。

步驟 11

選取完成。

步驟 12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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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匯入 SSO IdP 憑證
若為「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中服務提供者起始的單一登入 (SSO) 並具有經簽署驗證的請求，
則必須從每一個資料中心將憑證匯入「身份識別提供者 (IdP)」。 此憑證必須是 Base-64 編碼 X.509
格式的記號簽署憑證。 （Cisco WebEx Meeting Server 無法使用其私密金鑰解密聲明。）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安全性 > SSO IdP 憑證。

步驟 3

選取瀏覽，然後選擇您的 SSO IdP 憑證。

步驟 4

選取上傳。
即會顯示您的憑證檔案。

步驟 5

選取完成以提交您的憑證。

匯入 SMTP 憑證
從本端電腦將 SMTP 憑證匯入 CWMS 系統。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安全性 > 憑證 > 資料中心 > SMTP 憑證 > 匯入憑證。

步驟 3

選取瀏覽，然後選擇您的 SMTP 憑證。

步驟 4

選取上傳。
即會顯示您的憑證檔案。

步驟 5

如果您的系統未處於「維護模式」，請選取繼續以進入「維護模式」。

步驟 6

選取完成以提交您的憑證。

步驟 7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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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步驟 8

選取繼續。
系統會重新啟動。

匯入安全電話會議憑證
只有在啟用 TLS 會議時，才需要安全電話會議憑證。 如果未啟用 TLS 會議，則此選項不可用。

開始之前
只有在於音訊設定中選取 TLS 作為傳輸類型時，CUCM 伺服器才需要安全電話會議憑證。 請參閱
設定您的音訊設定 ，第 198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3

選取設定 > 安全性 > 憑證。
「安全電話會議憑證」區段會顯示以下其中一個訊息：
•此系統不需要安全通信會議憑證，因為 TLS 通信會議未啟用。
•CUCM 安全會議憑證對於在此系統上啟用的 TLS 通信會議是必需的。
如果需要安全電話會議憑證，則會針對必須設定的每台 CUCM 伺服器顯示匯入憑證按鈕。

步驟 4

為 CUCM n 選取匯入憑證。
即會出現安全電話會議憑證頁面。

步驟 5

輸入憑證名稱。

步驟 6

選取瀏覽，然後選擇您的憑證檔案。
如果 CUCM 使用自我簽署憑證，則使用 CallManager.pem 檔。 如果 CUCM 使用協力廠商憑證，則使
附註
用「根憑證授權單位 (CA)」憑證。 請參閱《規劃指南》中的「下載 CUCM 憑證」，以取得如何將
CUCM 憑證下載至本端硬碟的更多詳細資料。

步驟 7

選取上傳。
在選取上傳後，系統將判斷您的憑證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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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憑證有效，將繼續進行下一步。 如果憑證無效，您將無法進行上傳。 您必須先選取有效的憑證，然後才
能繼續。
步驟 8

選取繼續。
系統會匯入您的 SSL 憑證，並在可捲動的憑證檔案對話方塊中顯示該憑證。 系統會通知您已匯入 SSL 憑證。

步驟 9

選取完成。

步驟 10

返回步驟 4，並針對下一個 CUCM 伺服器重複該程序。

步驟 11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設定使用者階段作業安全性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安全性 > 使用者階段作業。

步驟 3

填寫使用者階段作業頁面上的欄位，以設定網頁到期時間。
選項

說明

網頁過期時間

設定使用者自動登出之前的天數、小時數及分鐘數。
預設： 1 小時 30 分。

行動裝置存取或生產力工具過期
（SSO）

設定使用者自動登出之前的天數、小時數及分鐘數。
預設： 14 憭宛
附註

同時進行的使用者階段作業

設定使用者在任何給定時間可以啟動的使用者階段作業（類型相同）
數目，或者選取無限制。

同時進行的管理員階段作業

設定使用者在任何給定時間可以開啟的管理員階段作業數目上限，或
者選取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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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

選項

說明

顯示重要的登入資訊

選取此選項以顯示使用者用來登入的 IP 位址及登入失敗嘗試次數。
預設： 已選取。

選取儲存。

憑證撤銷檢查
如果已啟用，而且憑證授權單位伺服器無法存取或憑證已撤銷，則會顯示警告。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安全性 > 憑證撤銷檢查。

步驟 3

啟用或停用憑證撤銷檢查
已勾選： 如果憑證授權單位伺服器無法存取或憑證已撤銷，會顯示警告。
未勾選： 如果伺服器憑證已撤銷或憑證授權單位伺服器無法存取，則沒有警告。

步驟 4

選取儲存。

加密機密資訊
此功能可強化加密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和用戶端應用程式之間共用的機密資訊。 啟用此功
能之後，您可以禁止機密資訊使用舊型加密，或同時允許新舊型的加密。
加密會議內容
您可以加密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與使用者之間的會議內容。
用戶端應用程式必須與此功能相容。 基於向後相容性，舊版用戶端應用程式仍然可以連線至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系統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安全性 > 加密機密資訊。

步驟 3

選取加密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與使用者之間的會議內容。
此選項啟用之後就無法停
重要須知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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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

確認您要繼續。

步驟 5

選取儲存。

封鎖未加密的會議內容
您可以封鎖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與使用者之間未加密的會議內容。 您可以隨時停用此選項。

重要須知

當您啟用此選項時，同步所有處於維護模式的資料中心。
啟用此選項之後，較舊的用戶端應用程式將不會連線至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開始之前
加密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與使用者之間的會議內容必須啟用。 否則，封鎖未加密會議內
容的選項會變暗。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安全性 > 加密機密資訊。

步驟 3

選取封鎖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與使用者之間未加密的會議內容。
在 Jabber 11.5 版及更低版本上，當啟用此功能時，Jabber 用戶端會顯示錯誤：「WebEx 會議無法存取。 無法
開始會議，錯誤碼： 47。」 會議室無法啟動；但是，會在 CWMS 上建立會議。

步驟 4

選取儲存。

步驟 5

選取繼續，確認讓系統進入「維護模式」。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這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步驟 6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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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URL 中排除（移除）不安全的資料（短鏈結）
啟用排除不安全的資料時，鏈結只會使用簡短 URL（一個 UUID 參數）；所有會議、錄製檔和使用
者鏈結只接受簡短 URL：
•加入會議
•邀請會議
•開始會議
•會議資訊
•變更密碼
•重播錄製檔
•共用錄製檔
•建立密碼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安全性 > 短鏈結

步驟 3

選取從 URL 鏈結中排除不安全的資料。
新的會議、錄製檔和使用者鏈結 URL 都使用簡短 URL 格式（不超過一個 UUID 參數），可排除不安全的資
料。 允許傳遞在啟用封鎖不安全 URL 資料之前已存在的長 URL 鏈結（多個 UUID 參數）。 不允許傳遞在啟
用封鎖不安全 URL 資料之後建立的長 URL 鏈結。

步驟 4

(可選) 選取封鎖所有長 URL 鏈結。
所有長 URL 不論何時產生，一律封鎖。
此功能一旦啟用就無法停用。
任何含有不安全資料的會議鏈結長 URL 不再有效。 使用者必須更新在啟用此參數之前排定的會議，才能符合
簡短 URL 條件並由系統傳遞。

步驟 5

選取儲存。

設定同盟單一登入 (SSO) 設定
CWMS 系統支援基於行業標準的安全性聲明標記語言 (SAML) 2.0 通訊協定的「單一登入 (SSO)」系
統。
SSO 允許用戶端使用內部部署的 SSO 系統來簡化 CWMS 系統的管理。 透過 SSO，使用者可以使用
其公司登入認證安全地登入系統。 您也可以設定 SSO，以在使用者嘗試登入時，即時建立或管理使
用者帳戶。 使用者登入認證不會傳送到 Cisco，保護了公司登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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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啟用 SSO 將覆寫使用者登入設定。 確保在啟用 SSO 之前通知使用者。
變更現有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地址後，該使用者必須等到 Exchange 伺服器、Outlook 和 CWMS 伺
服器完成同步，才能由使用經修改的電子郵件的使用者管理的代表 (proxy) 使用者排定會議。 另
外，嘗試使用最近修改的電子郵件地址來排定候補主持人將會失敗。 Outlook 的通訊錄每天會與
Exchange 伺服器同步一次。 變更 Exchange 伺服器上的電子郵件地址時，變更不會立即延伸至
Outlook。 如果在同步之前，使用者嘗試為修改電子郵件地址的使用者排定會議，或將其確定為
候補主持人，則系統會接收到舊電子郵件地址，並發出通知指出找不到該使用者。 手動同步系
統不能解決此問題。 請注意，這不是 CWMS 問題，而是 Outlook 和 Exchange 的設計造成的。
設定 SSO 可能是一項複雜的作業，我們強烈建議您在繼續之前先聯絡 Cisco 通路合作夥伴或 Cisco
進階服務。

開始之前
•產生一組公開金鑰和私密金鑰，以及一個包含公開金鑰的 X.509 憑證，然後上傳這些金鑰，如
管理憑證 ，第 247 頁中所述。

附註

啟用 SSO 後，使用者認證由驗證系統管理。 特定密碼管理功能不再適用於使用
者。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設定密碼 ，第 215 頁和編輯使用者 ，第 126 頁
。

•設定 SSO IdP 憑證，以使用此功能。 請參閱 匯入 SSO IdP 憑證 ，第 258 頁 以獲取更多資
訊。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安全性 > 憑證 > 同盟 SSO。

步驟 3

產生公開和私密金鑰及 X.509 憑證後（如先決條件中所述），選取繼續。

步驟 4

選擇啟動方式：
•由 SP（服務提供者）起始–使用者選擇服務提供者鏈結，並會暫時重新導向至身份識別提供者進行驗
證。 然後，使用者會返回他們初始要求的鏈結。
•由 IdP（身份識別提供者）起始–使用者在其身份識別提供者處啟動、登入，然後重新導向至服務提供者
的登入頁面。

步驟 5

填寫欄位，並在 SSO 設定頁面選取選項：
請參閱 IdP 設定檔案填寫 IdP 欄位。 選取 IdP 憑證鏈
附註
結。
欄位
說明
由 SP（服務提供者）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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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安全性

欄位

說明

簽名的驗證請求

選取此選項要求 AuthnRequest 訊息必須由服務提供商
的私密金鑰簽章。
附註

目標

如果您想要匯出的 SAML 中繼資料檔案包含
您網站的 SSL 憑證，則必須選取此選項。

IdP 的 SAML 2.0 實施 URL，可接收驗證要求以進行
處理。
附註

此欄位僅在選取簽名的驗證要求後才會出
現。

由 IdP（身份識別提供者）起始

選取此選項，以便身份識別提供者起始登入。

目標頁面 URL 參數名稱

SSO 成功後，系統會重新導向至此 URL。
預設： 目標
附註

在 IdP 起始的系統上，URL 必須是以下格式
的組合 URL： 服務登入 URL、「?」或
「&」、目標頁面 URL 參數、「=」(如果未
出現) 及目標 URL。

SAML 簽發者（SP ID）

輸入為 IdP 設定的相同 SP ID。 參考 SAML2 通訊協
定。

SAML 的簽發者（IdP ID）

輸入為 IdP 設定的相同 ID。 參考 SAML2 通訊協定。

客戶 SSO 服務登入 URL

IdP 中 SAML2 的判斷提示耗用 URL。

NameID 格式

選取您在 IdP 中設定的相同 NameID 格式。 NameID
是您從 Cisco WebEx 傳送判斷提示中的使用者 ID 及
單一登出要求的格式。 請參閱 SAML 通訊協定作為指
導。
我們建議您將電子郵件地址設定為名稱 ID。 這樣做
對於已在系統上根據其電子郵件地址設定帳戶的最終
使用者，能夠方便地使用 SSO。
支援使用其他名稱 ID 格式，但不建議。 如果使用電
子郵件地址以外的格式，則當 SSO 已停用時，使用者
將無法再登入 WebEx 網站。
預設： 未指定

AuthnContextClassRef

輸入在 IdP 中設定的值。 AuthnContextClassRef 是出
現在 AuthnRequest 訊息中的值。
預設：
urn:oasis:names:tc:SAML:2.0:ac:classes:unspec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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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預設 WebEx 目標頁面 URL

SSO 成功後，系統會重新導向至此 URL。 預設頁面
是 Cisco WebEx 會議頁面，與一般登入頁面相同。

客戶 SSO 錯誤 URL

SSO 失敗後，系統會重新導向至此 URL。 依預設，
錯誤頁面是通用 Cisco WebEx 錯誤頁面。

單一登出

此選項可啟用 SAML2 通訊協定定義的單一登出。 如
果您已選取 SSO 選項但未選取「單一登出」選項，則
「登出」選項將不會顯示在最終使用者頁面上。
為 ADFS 2.0 取消選取此選項。
附註

客戶 SSO 服務登出 URL
附註

此版本中不支援 IdP 起始的
SLO。

在 IdP 中輸入 SAML2 的判斷提示耗用 URL。

此選項僅在選取「單一登出」後才會出
現。

自動建立帳戶

沒有 Cisco WebEx 帳戶的使用者無法登入。 如果您選
取此選項，則當使用者試圖登入時，會自動為新使用
者建立一個帳戶。

自動更新帳戶

如果您選取此選項，則當 SAML2 判斷提示
「updateTimeStamp」中的最新使用者資訊比 Cisco
WebEx 中的目前資料多時，會更新使用者資訊。

移除 Active Directory UPN 的 UID 網域尾碼

選取此選項以驗證沒有網域尾碼的使用者。 移除
Active Directory UPN 的 UID 網域尾碼選項在下列情
況下起作用：
•NameId 格式為電子郵件，UID 格式為 X509 主體
名稱或使用者主體名稱 (UPN)。
•NameId 格式為 X509 主體名稱或 UPN。

對出席者進行 SSO 驗證
標籤（適用於已驗證的使用者）。
標籤（適用於未驗證的使用者）。

如果已選取，則系統會向所有主持人提供一個選項，
此選項可用於將會議的存取權限制為經由 SSO 驗證的
使用者或者經由 SSO 驗證的使用者和受邀使用者。
輸入顯示於會議室中使用者及訪客旁邊的標籤。
附註

已驗證的電子郵件網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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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6

選取啟用 SSO。
會顯示檢查 SSO 設定頁面。 檢查設定並選取儲存。

停用 SSO

開始之前
停用 SSO 會使使用者無法使用其公司認證登入。 請確定您已通知使用者將停用 SSO，他們仍然可以
使用 Cisco WebEx 認證登入。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安全性 > 同盟 SSO。

步驟 3

尋找句子「如果要停用 SSO，請按一下這裡」。 選取按一下這裡鏈結。

步驟 4

選取停用 SSO 以確認。
即會出現同盟 SSO 頁，並帶有確認您已停用 SSO 的橫幅。

設定虛擬機器安全性
虛擬機器安全性功能包括更新加密金鑰的能力，以及啟用或停用符合 FIPS 標準的加密。
更新加密金鑰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使用內部產生的加密金鑰，來確保您系統上虛擬機器之間的所有通訊安
全。 使用此功能定期更新您的加密金鑰。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3

選取設定 > 安全性 > 虛擬機器。

步驟 4

選取更新加密金鑰。

步驟 5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2.8 版管理指南
267

設定安全性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關於 FIPS
聯邦資訊處理標準 (FIPS) 140 是指定加密編譯模組安全需求的美國和加拿大政府標準。 加密編譯模
組是「一組可實作核准的安全功能（包括加密編譯演算法和金鑰產生）的硬體、軟體和/或韌體，且
包含在加密編譯界限內。」 加密編譯模組是要驗證的內容。
FIPS 140 需求
在很高層級，FIPS 140 需求適用於下列模組特性：
•實作 FIPS 核准的演算法
•金鑰生命週期的特定管理
•核准的隨機數字產生
•加密編譯演算法、影像完整性和隨機數字產生器 (RNG) 的自我測試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使用 CiscoSSL 2.0 來實現 FIPS 140-2 第 2 層級合規性。
啟用 FIPS
啟用 FIPS 可能會導致降低與常用 Web 瀏覽器和作業系統的相容性。 症狀可能包括但不限於登入系
統的問題、404 錯誤及開始和加入會議。
Cisco 建議您執行下列動作：
•確定您的 Windows PC 執行的是至少 Windows XP SP3 或更高版本。
•無論您的使用者所需的 Web 瀏覽器是 Internet Explorer、Mozilla Firefox 還是 Google Chrome，
請將所有 Windows 電腦更新至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8 或更高版本。 您的使用者必須在所
有電腦上提供 Internet Explorer 8，因為啟用 FIPS 的用戶端（Cisco WebEx Meetings、生產力工
具和 WebEx 錄製檔播放程式）使用僅在 Internet Explorer 8 和更高版本上提供的啟用 FIPS 的系
統資料庫。
•將所有使用者電腦上的網際網路設定都設定為 TLS 加密。 在您的 PC 桌面上，選取控制台 > 網
際網路選項 > 進階 > 安全性 > 使用 SSL 1.2。
•如果您的使用者打算為訪客（例如，非貴公司員工）主持會議，您必須通知您的訪客使用者先
手動更新作業系統和瀏覽器（如上所述），然後再加入您的會議。 如果他們未執行上述步驟，
可能會遇到相容性問題。 我們建議您將上述指示包含在會議邀請中。 您可以編輯您的管理網
站上可用的相應會議邀請（設定 > 電子郵件 > 範本）來完成此作業。
啟用與 FIPS 相容的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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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功能可啟用與聯邦資訊處理標準 (FIPS) 相容的加密設定。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3

選取安全性 > 設定 > 虛擬機器。

步驟 4

選取啟用以啟用與 FIPS 相容的加密，然後選取繼續以確認。
您系統上即已設定與 FIPS 相容的加密。

步驟 5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停用與 FIPS 相容的加密
使用此功能可在您系統上停用與聯邦資訊處理標準 (FIPS) 相容的加密。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開啟維護模式。 （請參閱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第 104 頁。）
在所有使用中資料中心開啟「維護模式」會關閉會議活動。 使用者無法登入 WebEx 網站、排定會議、加入會
議，或播放會議錄製檔。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則進行中會議將容錯移轉至使
用中資料中心。 容錯移轉可能會造成使用中會議短暫中斷。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維護模式 ，第 101 頁
。

步驟 3

選取安全性 > 設定 > 虛擬機器。

步驟 4

選取停用以停用與 FIPS 相容的加密，然後選取繼續以確認。
您系統上即已停用與 FIPS 相容的加密。

步驟 5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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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上傳安全登入警告訊息
針對需要使用者讀取安全訊息並在登入網站前接受協定的安全網站，請上傳包含警告文字的檔案。
若要移除登入警告訊息，請前往 設定安全登入警告 ，第 272 頁。

開始之前
建立包含要顯示之警告的文字檔 (.txt)，該警告將於使用者登入 WebEx 通用網站和管理網站之前顯
示。 文字檔必須使用 UTF-8 字元與編碼。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安全性 > 登入警告。

步驟 3

選取瀏覽，以及要上傳的文字檔。

步驟 4

選取上傳。
隨即會上傳檔案，且該檔案立即顯示在所有登入頁面上。

設定應用程式稽核記錄
如果需要網站來儲存系統變更的相關稽核資訊，請設定「應用程式稽核記錄」設定。
如果人員識別為「稽核者」，則只有「稽核者」才能看見及設定會議記錄設定和記錄設定選項。 如
果系統上不存在具有稽核者角色的人員，則「系統管理員」、「SSO 管理員」或「LDAP 管理員」
可以看見及設定會議記錄設定和記錄設定選項。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安全性 > 應用程式稽核記錄。
系統上會產生兩個檔案：管理應用程式的 admin_audit.log 和最終使用者應用程式的 end_user_audit.log。

步驟 3

選取啟用會議稽核記錄以啟用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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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變更此參數，則必須將系統置於「維護模式」。 稽核者未獲授權將系統置於「維護模式」。 如果您是稽
核者，請聯絡管理員並要求將系統置於「維護模式」。
如果已啟用，則來自會議室中的動作會記錄在系統上的單獨稽核記錄中。 訊息是使用 Syslog 機制來記錄到檔
案 /var/log/conference_audit.log。
這些動作包括：
•所有參加者的加入和離開時間，包括使用者名稱、ID 和用戶端 IP 等資訊。
•參加者執行的活動，例如共用桌面、共用應用程式、重新指派主持人或主講者以及開始或停止錄製。
步驟 4

選取啟用稽核記錄以允許建立稽核記錄。
管理應用程式稽核記錄中記錄導致 CWMS 系統狀態變更的動作、系統管理員驗證、設定的變更、系統管理者
採取的動作（例如匯入使用者）等。 （不會顯示一般應用程式錯誤。）
最終使用者應用程式包含使用者驗證、設定檔、會議變更等的相關資訊。
如果有遠端 Syslog 伺服器，則會備份稽核記錄。 不論選取的遠端 Syslog 事件層級為何，所有稽核記錄都同步
至遠端 Syslog 伺服器。

步驟 5

若要將應用程式稽核資訊備份到遠端 Syslog 伺服器，請輸入主要遠端 Syslog 伺服器的參數。
「遠端 Syslog 事件層級」功能表中的事件是依重要性進行排序。
a) 如果想要系統將應用程式稽核資訊記錄到遠端 Syslog 伺服器，請輸入 IPv4 位址及埠號。
b) 選取通訊協定。
c) 選取遠端 Syslog 稽核事件層級。
選取事件層級時，也會選取前面層級的事件。 比方說，如果選取錯誤事件層級，則系統會擷取錯誤、嚴
重、警示和緊急事件。
層級只影響作業系統記錄及那些訊息的嚴重性。
預設值為緊急事件層級。 在「稽核者」視圖中，也會顯示記錄分割區的警報。
此事件層級會影響 syslog 所同步的其他所有記錄，例如 OS 記錄。 稽核記錄以檔案形式同步；不篩選層級。
不論設定的事件層級為何，所有記錄都會同步。
附註

遠端 Syslog 伺服器不只用於稽核記錄，也用於所有 syslog。 這些記錄不是用來監控系統的健全狀
況。

步驟 6

(可選) 若要將應用程式 Syslog 資訊備份到次要遠端 Syslog 伺服器，請輸入次要遠端 Syslog 伺服器的參數。

步驟 7

(可選) 若要刪除舊記錄檔，請在記錄清除設定中選取清除先前記錄封存的日期，然後選取清除記錄封存。

步驟 8

透過移動滑桿來設定記錄分割區上可用空間的百分比下限。
記錄記錄服務的參數確保記錄分割區上具有所選百分比的可用空間。 預設值為 20%。
當稽核者從「稽核者」標籤存取此視窗時，會出現「記錄分割區警報」的設定。

步驟 9

設定保留不超過所選天數的記錄封存。
預設值為 40 天。

步驟 10

選取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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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動作
如需設定警報閾值的詳細資料，請參閱檢視和編輯警報 ，第 90 頁。

設定安全登入警告
「安全登入警告」會在通用 WebEx 網站、管理 WebEx 網站及 CLI 登入頁面上顯示警告訊息。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設定 > 安全性 > 登入警告。

步驟 3

在訊息中瀏覽並選取上傳或選取移除訊息。
訊息會新增至系統並且將顯示在登入頁面上，或者檔案會從系統中移除並且將不會顯示在登入頁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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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管理報告
您可以檢視每月報告，以及針對特定的日期範圍自訂報告。 報告使用您公司資訊頁面上設定的語
言、地區設定及時區設定。 請參閱 設定公司資訊 ，第 179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重要須
知

部署或升級系統後，第一個月結束前，沒有資料可用於「自訂詳細資訊報告」以外的任何報告。
在該情況下，本節所述的下載鏈結及所有其他報告，要到第一個月結束後才可使用。

•下載每月報告 ，第 273 頁
•關於每月報告（2.7 版） ，第 274 頁
•產生自訂詳細資訊報告 ，第 276 頁
•關於自訂詳細資訊報告 ，第 276 頁

下載每月報告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從功能表列中選取報告。
報告視窗將會顯示。

步驟 3

選取您要下載的每月報告的鏈結。
PDF 會顯示在系統視窗中。 您可以顯示或儲存「每月 PDF 摘要報告」、「CSV 會議報告」、「CSV 參加者
報告」或者包含這三個報告的 ZIP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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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每月報告（2.7 版）
如需即時的會議狀態，請參閱「儀表板」。 如需會議狀態的相關資訊，請參閱檢視會議清單 ，第
93 頁。
摘要報告
系統摘要報告
「系統摘要報告」包含下列 PDF 格式的資訊：
•服務採用 — 此圖描述了前三個月的唯一主持人和出席者人數。
•使用者授權 — 系統所使用已購主持人授權百分比，及前六個月使用的主持人授權數目。 使用
這些數目可預測將來的主持人授權需求，並據以調整您如何購買授權。 請參閱 透過使用授權
管理程式來履行授權 ，第 285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系統大小 — 會議參加者尖峰值，及尖峰值使用的系統大小的百分比。 該圖說明了前三個月的
會議參加者尖峰值，及後三個月的預期增長率。
•儲存空間 — 資料封存及錄製檔的儲存空間使用率，兩者都是以佔總體儲存空間的百分比及總
計 GB 表示。 該圖說明了前三個月的儲存空間總計，及後三個月的預期增長率。 使用此報告可
監視儲存空間使用情形。 若要新增儲存空間，請將現有儲存空間資料封存和錄製檔手動複製到
新的儲存伺服器，然後再啟動。

如果您已設定儲存伺服器，此報告會出現。 請參閱 新增 NFS 或 SSH 儲存伺服
器 ，第 158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附註

•網路：
網路頻寬耗用尖峰值 (Mbps)。
前三個月的網路頻寬耗用尖峰值 (Mbps)，及後三個月的預期增長率。 （紅線指示網路頻
寬上限。）
圓餅圖指示每個系統資源所耗用的頻寬的百分比。
報告會從資料庫擷取資料。 如果耗用的頻寬小於 1 Mbps，則監視模組會將 0 寫入資料庫。 因
此，報告中的 0 表示功能未佔用很大的網路頻寬。
•系統計劃的停機時間和計劃外的中斷：
前三個月的系統平均正常運行時間。
前三個月的計劃外系統中斷的平均時間。
前三個月由於系統中斷導致的會議中斷的平均次數。
前三個月的計劃停機時間和計劃外的中斷，及後三個月的預期增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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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機時間增加有時反映出使用率增加。 請務必要將停機時間統計資料與其他報
告中顯示的使用率統計資料相比較。

附註

會議摘要報告
「會議摘要報告」包含下列 CSV 格式的資訊：
•會議狀態 — 會議狀態、遭遇問題的會議的百分比，及一個月內舉辦的會議總數。
•會議大小 — 過去一個月您系統上所舉辦的會議的大小、會議大小的明細，及一個月內舉辦的
最大會議的相關詳細資訊。
•會議功能的使用狀況：
過去一個月使用次數最多的功能，包括使用功能的總計分鐘數。
過去一個月您系統上使用率增長最快的功能，包括增長率。
您系統上每個功能的使用率。
您系統上使用率增長最快的功能的增長率。
•使用量最多的參加者電子郵件網域：
使用量最多的參加者電子郵件網域。
參加者電子郵件網域的明細。
會議參加者使用最多的前三個電子郵件網域的清單。
•尖峰時間（天和時段）— 第一個圖說明了每週最繁忙的一天。 第二個圖說明了過去一個月每
天最忙的時間。
會議報告
CSV 格式的每個會議的統計資料。
參加者報告
CSV 格式的每個會議參加者的統計資料。
若要在此報告上顯示參加者電話號碼，請選取設定 > 音訊 > 全域設定 > 在參加者報告中顯示撥入使
用者電話號碼。 若要在多重資料中心環境中包含所有電話號碼，必須在每一個資料中心上設定該參
數。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修改音訊設定。
所有報告
包含所有報告的 Zip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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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自訂詳細資訊報告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報告 > 自訂您的報告。

步驟 3

選取您想要檢視的報告的日期範圍，然後選取提交。
預設為最近的月份。 可以選取最長可往後延長六個月的日期範圍。
自訂報告請求已提交頁面會出現，其中顯示自訂報告的日期。 您會收到一封電子郵件，其中含有 CSV 格式的
自訂報告的鏈結。

步驟 4

選取完成。

關於自訂詳細資訊報告
當您產生自訂詳細資訊報告時，會收到一個包含封存的電子郵件，該封存包含 CSV 格式的下列報
告：
•欺詐企圖報告 — 顯示所有失敗的電話存取企圖，在這些情況下呼叫者嘗試開始或加入個人會
議時三次輸入錯誤的主持人或參加者存取碼或主持人 PIN：
呼叫的存取碼 — 開始或加入個人會議時撥入的 Cisco WebEx 撥入號碼。
呼叫號碼 — 用於呼叫的電話號碼。
呼叫的開始時間 — 呼叫的日期與時間。
第一個嘗試的存取碼 — 呼叫者輸入的第一個無效存取碼。
第一個存取碼擁有者的電子郵件（如有）— 如果第一個無效存取碼關聯有效的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帳戶，則為與該存取碼關聯的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地址。
第二個嘗試的存取碼 — 呼叫者輸入的第二個無效存取碼。
第二個存取碼擁有者的電子郵件（如有）— 如果第二個無效存取碼關聯有效的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帳戶，則為與該存取碼關聯的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地址。
第三個嘗試的存取碼 — 呼叫者輸入的第三個無效存取碼。
第三個存取碼擁有者的電子郵件（如有）— 如果第三個無效存取碼關聯有效的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帳戶，則為與該存取碼關聯的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地址。
•會議報告 — 包含指定時段內進行的所有會議的相關資訊：
會議 ID — 排定會議時，系統產生的唯一會議 ID。
會議號 — Cisco WebEx Meeting 會議號。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2.8 版管理指南
276

關於自訂詳細資訊報告

主旨 — 主持人設定的會議名稱。
主持人姓名 — 會議主持人姓名。
電子郵件地址 — 會議主持人的電子郵件地址。
開始時間 — 會議的開始日期與時間。
持續時間 — 會議的持續時間（以分鐘為單位）。
參加者人數 — 包括主持人在內的參加者人數。

附註

如果訪客或主持人加入會議兩次，則系統會將訪客的加入次數重覆加到參加者
計數，但主持人只算加入一次。

每個會議的狀態
撥入音訊分鐘數
回撥音訊分鐘數
VoIP 分鐘數
視訊分鐘數
錄製分鐘數
錄製間隔 — 會議期間建立的每個錄製檔的開始時間和停止時間。
Web 共用分鐘數 — 網路會議中所有參加者花費的分鐘數總計（例如，如果有三個參加者
出席時長為 10 分鐘的會議的網路會議部分，則 Web 共用分鐘數為 30）。
參加者 — 會議的參加者清單。
主持人平台/瀏覽器 — 主持人開始 Cisco WebEx 會議時，主持人所使用的作業系統及瀏覽
器版本。
主持人 IP 位址 — 主持人開始 Cisco WebEx 會議時，主持人所使用的 IP 位址。
追蹤碼 — 變更追蹤碼設定之後，必須等到過了午夜 (GMT)，變更才會生效。 在那之前，
舊的追蹤碼仍然有效。
•網路頻寬使用量報告 — 下列每個功能在指定時段內每一天的網路頻寬耗用量清單：
音訊最大消耗頻寬（mbps）
音訊 VoIP 最大耗用頻寬 (mbps)
視訊最大消耗頻寬（mbps）
Web 共用最大消耗頻寬（mbps）
耗用量為 0 (零) 是指該日未使用此功能。 如果指定日期的耗用量小於 1 Mbps，則顯示耗用量小
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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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的網路頻寬耗用量包括來自相機的視訊和來自網路會議的的視訊檔案共用。 如果網站已停
用視訊，則您無法開啟相機接收視訊，但仍可共用視訊檔案。 這將導致報告中包含的一些視訊
對網路頻寬的耗用。 對某網站停用視訊後，這是導致視訊耗用網路頻寬的唯一狀況。
•儲存容量使用量報告 — 顯示截至所列日期的已用磁碟空間總計，及每日進行的錄製會議數。

附註

只有在您設定儲存伺服器後，才會包含此報告。 請參閱 新增 NFS 或 SSH 儲存
伺服器 ，第 158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參加者報告 — 會議歷史記錄、每個會議的開始時間及對每個會議套用的追蹤碼。
會議 ID — 排定會議時，系統產生的唯一會議 ID。
會議名稱 — 排定會議時，主持人在內容欄位中輸入的會議名稱。
使用者名稱 — 主持人的使用者名稱。
加入時間 — 使用者加入 Cisco WebEx 會議時的時間和日期。
離開時間 — 使用者離開 Cisco WebEx 會議時的時間和日期。
持續時間 — 使用者參加 Cisco WebEx 會議的時間量（分鐘）。
平台/瀏覽器 — 主持人開始 Cisco WebEx 會議時，主持人所使用的作業系統及瀏覽器版
本。
用戶端 IP 位址 — 主持人或參加者用來開始或出席 Cisco WebEx 會議的 WebEx 用戶端 IP
位址。
資料中心 — 舉行會議的資料中心名稱。 僅在多重資料中心 (MDC) 系統中填充此欄位。
階段作業開始時間 — 階段作業的開始時間。
階段作業結束時間 — 階段作業的結束時間。
階段作業的類型 — 階段作業類型可以是視訊（Web 共用）、VoIP（電話連線）、撥入或
回撥。
階段作業持續時間 — 階段作業持續的時間長度。
電話號碼 — 用來呼叫 WebEx 會議的電話號碼。
電話伺服器 — 電話伺服器。
•系統停機時間報告 — 指定時段的系統停機時間資訊，包括下列欄位：
類別 — 停止服務或維護。 停止服務是指服務中斷。 維護是指已計劃的維護時間。
功能 — 受影響的功能。
停機開始時間 — 開始停機的日期與時間。
停機結束時間 — 結束停機的日期與時間。
被中斷的會議數 — 被中斷的會議數目。 對於「維護」停機時間，該欄位為空白，因為維
護時間已事先計劃。 如果在「無法服務」停機時段內未排定任何會議，則該數目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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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授權使用量報告 — 此報告有兩個版本。 一個版本顯示過去 30 天的授權使用量，標題為
UserLicenseUtilizationReportForLastMonth.csv；另一個版本顯示當月（從本月第一天至今）的授
權使用量，標題為 UserLicenseUtilizationForThisMonth.csv。 這些報告分別包括下列欄位：
使用者名稱 — 會議主持人的使用者名稱。
電子郵件地址 — 會議主持人的電子郵件地址。
會議 ID — 排定會議時，系統產生的唯一會議 ID。
會議號 — Cisco WebEx Meeting 會議號。
開始時間 — 開始會議的日期與時間。
同時進行的會議 — 相同使用者排定的同時進行的會議數目。 錄製的每一個同時進行的會
議都會為排定該會議的使用者產生一個附加行，新增至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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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授權
•管理主持人授權 ，第 281 頁
•重新主控授權 ，第 288 頁

管理主持人授權
單一資料中心所支援的系統並不需要系統授權。 如果是第一次部署此產品，則會提供給您 180 天試
用期；試用期內不限制試用主持人授權數目。 在試用期到期後，您需要為所有主持會議的使用者購
買永久主持人授權。 排定或出席會議但不主持任何會議的使用者不需要授權。
如果部署的系統受多重資料中心支援，則必須購買「多重資料中心 (MDC)」功能授權。 MDC 授權
沒有寬限期或試用期。 嘗試加入 MDC 系統中的資料中心之前，必須在主要資料中心上託管 MDC
授權。 如果要部署 MDC 系統，請參閱建立多重資料中心 (MDC) 系統 ，第 291 頁。

關於 MDC 授權
新的「多重資料中心 (MDC)」沒有試用期。 MDC 功能授權是在加入資料中心前，針對您的系統大
小購買。 MDC 授權則託管於主要資料中心；資料中心與另一個加入的資料中心一起構成系統，通
常是正在執行授權管理程式的資料中心。 如果升級或擴充現有 MDC 系統，則必須在 90 天內購買正
確版本和大小的授權。
•永久 MDC 授權 — 購買以允許將資料中心加入單一 MDC 系統。 每個系統必須有授權，因此，
至少必須購買兩個授權。
•寬限 MDC 授權 — 限制為 90 天，您可以升級或擴充 MDC 系統中的資料中心，然後再購買必
要的授權。 在此系統修改後，您有 90 天來解決任何授權問題，例如為更大的系統購買 MDC
授權。 如果在 MDC 寬限期到期之前未安裝適當大小和版本的授權，則會停用未託管授權管理
程式的資料中心。
•示範 MDC 授權 — 為 MDC 系統提供暫時授權支援。 由廠商根據案例來決定發出示範 MDC 授
權，並且授權的有效期間是在發出授權時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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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主持人授權
此產品具有基於主持人的授權，要求您給每個主持會議的使用者購買授權，或者為這些使用者手動
指派授權。使用者在代表其他人出席或排定會議時，不會耗用主持人授權。每個月進行一次報告用
途的授權使用情況計算，例如，從 1 月 1 日到 31 日計算一次，從 2 月 1 日到 28 日計算一次，依此
類推。

附註

從舊版升級至 2.5 版或更高版本時，在原始系統上的授權會自其獲指派的使用者釋出。 使用者可
以透過主持會議或手動獲指派授權來重新獲得授權。 安裝「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時，也
可以這樣做。 加入 MDC 系統的資料中心上遺失了主持人授權。 加入之後，可以在 MDC 系統上
重新託管這些授權。
可以從報告頁面取得提供所耗用授權總數的報告。 此外，我們還建議您檢視「PDF 摘要報告」，以
顯示授權耗用趨勢。 透過檢視整體授權趨勢，您可以更有效地規劃將來如何購買授權，以因應您公
司內對此系統不斷成長的採用率。

主持人授權的類型
需要主持人授權才能主持會議。 排定或出席會議不需要授權。 主持人授權的類型如下：
•永久主持人授權 — 安裝的主持人授權，其購買目的是為了讓使用者主持指派給該使用者的會
議（於該使用者第一次主持會議時）。 管理員可以手動將主持人授權指派給使用者；使用者不
必等到獲指派授權才主持會議。 如果使用者具有寬限期授權，但永久主持人授權變為可用，
則可以透過移除主持人或者購買其他永久主持人授權，將永久授權指派給具有寬限期授權的主
持人。
在 2.5 版或更高版本中，一個使用者永不耗用多個永久主持人授權，而且最多可以同時主持兩
個會議。 此外，永久主持人授權只有在其使用者停用後，才會釋出給另一個主持人使用（與
2.0 版相對，如果主持人一段時間未主持會議，則會釋出其授權）。 如果有人嘗試主持會議，
而且：
無可用授權。
自排定會議或停用會議主持人以來，主持人授權已過期。
在 2.0 版及更低版本中，使用者可以耗用多個主持人授權。 例如，在使用者可以同時主持兩個
會議的情境中。 在月底，永久授權會釋出給其他主持人使用，或者保留給繼續主持會議的每個
使用者。
即會顯示錯誤訊息，而且無法開始會議。 （請參閱超出可用授權數目 ，第 283 頁。）
•試用主持人授權 — 試用期內系統中自動指派的暫時主持人授權。
•寬限主持人授權 — 所有永久授權都已用盡之永久授權環境中會議主持人所使用的暫時授權。
如果短暫超出了安裝的授權數目，則具有永久主持人授權的系統（不處於試用期的系統）可以
暫時使用有限數量的寬限主持人授權。 系統會向管理員顯示關於超出授權數目的警告。 此情
境中的暫時寬限主持人授權會與使用者相關聯達 180 天。 如果永久主持人授權變為可用，則永
久主持人授權會與使用者相關聯，並且會釋出寬限期授權。 如果 180 天後具有寬限主持人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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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者尚未獲得永久主持人授權，則不再允許使用者主持會議。 （如需在超出永久主持人授
權數目時系統行為的相關資訊，請參閱超出可用授權數目 ，第 283 頁。）
如果具有永久主持人授權的使用者已停用，則會將授權退回授權集區。 不會自動向具有寬限主
持人授權的活動使用者授予永久主持人授權。 必須選取保留授權（請參閱編輯使用者 ，第 126
頁），以釋放寬限主持人授權並授予該使用者永久主持人授權。 否則，永久主持人授權會
保留在集區中，直到新使用者新增至系統並主持會議。 在此情況下，未用的永久授權會與新使
用者相關聯。
•示範授權 — 暫時主持人授權，具有由廠商根據案例提供的可變有效期間。 （它們主要用於測
試。） 當這些授權到期時，系統將回到其先前的授權狀態。 示範主持人授權不論是否指派給
使用者，都會過期。
•本端主持人授權 — 在本端資料中心上管理的授權。
•遠端主持人授權 — 使用 Active Directory 來管理的授權。
•過期主持人授權 — 由於超出所分配時間而失效的暫時主持人授權。 具有過期主持人授權的使
用者仍可以出席會議並為其他人排定會議。

使用者的授權狀態
本節說明使用者狀態與主持人授權計算方式之間的關係：
•參加者 — 此人會出席會議，但不主持會議，並且對主持人功能（例如呈現內容）沒有控制權，
除非此參加者已由主持人指定為主講者。 會議參加者不會耗用任何主持人授權。 此使用者也
可以代表其他人排定會議，但不會耗用主持人授權。
•會議主持人 — 在會議主持人有空的時間內排定和出席會議，並且對所選功能（例如識別主講
者或將其他參加者靜音）具有控制權。 主持會議會耗用授權，並且該授權會由該使用者保留直
到使用者停用。 主持人授權可能會採用數種形式。 （如需主持人授權形式的相關資訊，請參
閱主持人授權的類型 ，第 282 頁。）
•候補主持人 — 會議主持人不在時排定成且指定為擔當會議主持人角色的人員。 如果排定會議
的會議主持人未出席，則候補主持人會獲授與會議主持人對大部分功能具有的控制權。 主持會
議所需的授權會根據會議排定使用者的狀態進行驗證。 換句話說，排定會議的使用者在開會時
必須具有有效的授權，即使該使用者不會出席會議。
•在主持人之前加入 (JBH) — 允許參加者在主持人或候補主持人到達之前加入會議。
•重疊會議 — 由同一個主持人排定在同一時間進行的兩個或多個會議。 從 2.5 版開始，一個使
用者最多可以同時主持兩個會議，但只耗用一個授權；任何使用者都不能同時主持兩個以上的
會議。

超出可用授權數目
在免費試用期間，任何大小的系統上可以使用的授權數目僅受限於系統的大小。 當您購買授權並在
系統上安裝授權後，必須確保您有足夠的安裝授權可容納系統上的所有主持人。
如果短暫超出了安裝的授權數目，則新主持人可以獲得寬限期授權。（主持人授權的類型 ，第 282
頁中詳細說明了寬限期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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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系統上的使用中主持人數目經常超出安裝的授權數目，則會傳送電子郵件給管理員，指出已超
出安裝的授權數目且建議購買其他授權。 您必須減少授權使用率或增加您系統上的授權數目，使其
符合或超出現行主持人數。
稽核管理程式每天執行一次（在上午 2:00），以在必要時調整使用的授權數目。 如果主持人數降低
至安裝的授權數目以下，則超出授權數目的狀況會結束。 如果使用中主持人數目仍超出授權數目，
則每個月都會傳送電子郵件給管理員，指出仍然存在超出授權數目狀況。
從 2.5 版開始，具有授權的使用者可以繼續使用系統，但不具有授權的使用者無法主持會議。 如果
在未獲授權的使用者排定會議時沒有任何授權可供使用，則使用者會收到通知，指出使用者由於缺
少授權而無法主持該會議。
在所有版本中，管理網站會繼續可用，因此管理員可以登入，新增授權，然後讓使用者可以繼續主
持會議和存取錄製檔。

取得授權
系統試用期間，可以使用儀表板來檢視使用情況、資源歷史記錄和會議趨勢，以判定您系統上主持
和出席會議的使用者數目。 在使用本產品數個月之後，即可使用每月摘要報告和自訂的詳細資訊報
告，來幫助您判定所需的永久主持人授權數目。 每月摘要報告會顯示有關服務採用和使用者授權使
用情況的統計資料。 服務採用統計資料顯示新使用者對您系統的採用率（以前三個月的採用率顯
示），並預測未來三個月的成長率。 主持人授權統計資料顯示前三個月的主持人授權使用情況和未
來三個月的預期成長率。
「多重資料中心 (MDC)」授權沒有試用期；建立 MDC 系統之前必須取得 MDC 授權。 必須至少購
買兩個 MDC 授權，也就是系統中每個資料中心一個授權。 （所有授權都安裝在託管授權管理程式
的資料中心上。）
透過下列方式來取得主持人或 MDC 授權：
•使用 eFulfillment（請參閱使用 eFulfilment 來履行授權 ，第 286 頁）。
•使用檔案型履行（請參閱透過使用授權管理程式來履行授權 ，第 285 頁）。
•聯絡 TAC 以開啟訂購授權的案例（請參閱透過聯絡 TAC 來履行授權 ，第 287 頁）。
如需管理授權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管理主持人授權 ，第 281 頁小節（《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管理指南》）。

授權管理程式連線
當您購買授權時，使用內嵌的授權管理程式工具來輸入 PAK 並註冊授權。 授權管理程式每隔 12 小
時執行一次同步，以更新授權狀態和前次符合時間。 如果兩天未連線至授權管理程式，則會傳送一
封電子郵件給管理員，通知他授權管理程式無法與系統同步。 您將有 180 天的寬限期來重新連線至
授權管理程式。
在系統無法連線至授權管理程式的每個月月底，會傳送一封新電子郵件給管理員，指出將停用系統
的日期。 如果系統在六個月寬限期到期之前重新連線至授權管理程式，則此狀況結束。
如果系統未在 180 天內與授權管理程式重新連線，則系統會設為維護模式且無法啟用，除非解決了
問題。發生此情況時，會有電子郵件通知管理員停用日期。如果系統處於維護模式，則使用者無法
排定、主持或出席會議，也無法存取系統上的錄製檔。 管理網站會正常運作，因此管理員可以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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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但系統必須重新連線至授權管理程式，才能結束此狀況並且還原讓使用者排定、主持和出席
會議以及存取錄製檔的能力。

透過使用授權管理程式來履行授權
使用嵌入式 Cisco Enterprise License Manager 來取得主持人及「多重資料中心 (MDC)」授權：

開始之前
請聯絡銷售代表，為系統訂購主持人及「多重資料中心 (MDC)」授權。 銷售代表將向您傳送一封電
子郵件，其中含有產品授權金鑰 (PAK)。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系統，然後選取檢視更多鏈結（在授權區段中）。

步驟 3

選取管理授權
瀏覽器會開啟一個包含授權管理程式的新標籤或視窗。 （授權管理程式內嵌在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中；它不是外部網站。）

步驟 4

選取授權管理 > 授權。

步驟 5

選取產生授權要求。
即會出現授權要求和後續步驟對話方塊。

步驟 6

複製欄位中反白顯示的文字，然後選取 Cisco 授權註冊。

步驟 7

登入 Cisco 帳戶並顯示產品授權註冊。

步驟 8

在產品授權金鑰欄位中輸入您從 Cisco 銷售代表收到的「產品授權金鑰 (PAK)」，然後選取下一步。
即會出現履行 PAK 頁面或將 SKU 指派給裝置標籤。

步驟 9

在要指派的數量欄位中，輸入每個 PAK 中您要啟動的授權數量。

步驟 10

將您所產生並複製的「授權要求」內容貼到貼上內容.... 欄位，然後選取下一步。
即會顯示檢查標籤。

步驟 11

確定聯絡人電子郵件地址正確無誤。 也可以選擇變更傳送給欄位中的聯絡人電子郵件地址。

步驟 12

檢查頁面，然後選取我同意授權條款。

步驟 13

選取取得授權
即會出現授權要求狀態對話方塊。

步驟 14

透過以下其中一種方式取得授權檔案：
•選取下載，以下載授權檔案 (.bin)。
•從透過電子郵件傳送給 ZIP 封存中解壓縮授權檔案 (.bin)。

步驟 15

回到管理網站並選取系統，然後選取檢視更多鏈結（在授權區段中）。

步驟 16

選取管理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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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器會開啟授權視窗。
步驟 17

在「其他履行選項」功能表中選取從檔案履行授權。

步驟 18

選取瀏覽，然後選取您下載或從電子郵件 ZIP 檔中解壓縮的授權檔案 (.bin)。

步驟 19

選取安裝。
即會安裝授權檔案。 檢查所顯示的授權資訊，以確定其正確無誤。

步驟 20

在「履行日期」欄中選取目前。
即會出現授權履行頁面。 驗證履行的授權區段中顯示的資訊正確。

使用 eFulfilment 來履行授權
可以在授權管理程式中輸入「產品授權金鑰 (PAK)」（而不使用網站）來履行授權訂單。

開始之前
請聯絡 Cisco 銷售代表，為系統訂購主持人及「多重資料中心 (MDC)」授權。 銷售代表將向您傳送
一封電子郵件，其中含有產品授權金鑰 (PAK)。
eFulfillment 要求可以在系統和 Cisco Systems, Inc. 之間建立網路連線。 驗證系統並非位在不允許存
取的防火牆後面。 如果不允許存取，請使用檔案型履行（請參閱透過使用授權管理程式來履行授權
，第 285 頁）或者聯絡 TAC 以開啟案例來訂購授權（請參閱透過聯絡 TAC 來履行授權 ，第 287
頁）。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系統，然後選取檢視更多鏈結（在「授權」區段中）。

步驟 3

選取管理授權
瀏覽器會開啟一個新標籤或視窗，其中包含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中的嵌入式授權管理程式。 （授權
管理程式網站不是外部網站。）

步驟 4

選取從 PAK 履行授權。
即會出現從 PAK 履行授權精靈。

步驟 5

在產品授權金鑰欄位中輸入您從 Cisco 銷售代表收到的 PAK，然後選取下一步。
即會出現履行 PAK 頁。

步驟 6

選取從新 PAK 新增授權。

步驟 7

在 * PAK 代碼方塊中輸入 PAK 代碼，然後選取下一步。

步驟 8

使用 cisco.com 使用者 ID 和密碼來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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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會出現履行授權視窗，其中會指出可用的授權數目。
步驟 9

選取履行（在動作欄）。

步驟 10

按一下安裝欄以編輯值。

步驟 11

輸入要針對此系統履行的授權數目。 如果 PAK 支援局部履行，則此範圍介於 1 到 PAK 中剩餘的授權數目之
間。

步驟 12

選取儲存。

步驟 13

選取確定。
即會出現履行授權視窗。 安裝欄中的值會顯示您選擇履行的授權數目。

步驟 14

選取下一步。
即會出現檢查內容視窗。 目前值欄會顯示作用中的授權數目。 履行後欄會顯示 eFulfillment 完成時您將具有的
授權數目。

步驟 15

選取下一步。

步驟 16

選取透過勾選此方塊，我確認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最終使用者授權協議」條款和條件的限制。

步驟 17

選取完成。
當授權管理程式連接至 Cisco 以履行授權時，會顯示連接至授權伺服器進度列。 eFulfillment 完成時，授權視
窗中會新增一行。 履行日期欄會顯示目前日期，其後緊跟著 - 目前。 可以選取此鏈結以顯示授權的詳細資料，
包括此系統上安裝的授權類型和數目。

透過聯絡 TAC 來履行授權
開始之前
取得註冊 ID 號碼。 可以透過開啟「企業授權管理」工具並選取關於，來尋找註冊 ID 號碼。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支援並透過所列的號碼呼叫 TAC。

步驟 3

提交案例，請求您想要的主持人及「多重資料中心 (MDC)」授權數目。
我們會處理請求，並在系統上啟用額外授權。

步驟 4

選取系統。

步驟 5

檢查「授權」區段，確認已新增授權。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2.8 版管理指南
287

重新主控授權

重新主控授權
重新託管會將系統上的主持人或 MDC 授權（要加入 MDC 系統、升級、擴充或取代）移至存留的系
統，並在其中存放一段有限的時間。 若授權未重新託管，則無法升級。 比方說，如果系統從 1.5MR3
版升級至 2.0 版，則 1.5MR3 系統上原先託管的主持人授權可以在 2.0 系統上重新託管達 180 天，此
後，必須取代將這些授權為 2.0 版的有效授權。 如果未在 180 天內取代 2.0 系統上執行的 1.5 主持人
授權，則系統會關閉，直到解決了授權問題。（唯一允許的任務是在系統上新增主持人授權。請參
閱重大系統修改後重新託管授權 ，第 288 頁。）
如果原始系統是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作業，而且是在試用授權期內，則剩餘的主持人免費授權天數
會轉移至經修改的系統。

存取 GLO 要求表單
若要顯示「廣域授權作業 (GLO)」要求表單，請選取「產品授權註冊」頁面上的聯絡我們 (https://
tools.cisco.com/SWIFT/LicensingUI/Quickstart)。 在「GLO 支援聯絡人資訊」頁面上，選取要求。

開始之前
請準備提供下列資訊：
•聯絡人資訊
•問題描述
•產品名稱及授權活動（例如重新傳送授權資訊或升級授權）
•權益資訊（例如產品序號）

重大系統修改後重新託管授權
由於升級或擴充等動作而修改了系統及完成測試後，下一步是重新託管授權。
如果具有「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且該系統已擴充，則必須購買容量更大的 MDC 授權。 如果
已升級，則有 90 天時間來升級 MDC 授權。 重新託管的授權會在原始系統上自動失效。 開始重新
託管之前，請保留來自原始系統的授權要求，以備由於修改原始系統時發生某些錯誤，需要在原始
系統上重新託管授權。
重新託管授權時，您可以重新託管的授權數目限制為原始系統上的授權數目。 重新託管授權的偏好
方法是透過「產品授權註冊入口網站」。
如果原始系統具有主持人授權，則修改的系統會為您提供 180 天的期限，可讓您先測試升級系統，
然後在升級系統上重新託管原始授權，之後才會要求升級主持人授權。 重新託管授權後，試用期即
結束。 使用 http://tools.cisco.com/SWIFT/LicensingUI/Home 的「產品授權註冊入口網站」來完成重新
託管。 （請參閱存取 GLO 要求表單 ，第 2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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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授權要求
獲得原始系統的授權要求：

步驟 1

從原始系統「管理」視窗中，選取系統。

步驟 2

選取（在「授權」下方）檢視更多 > 管理授權。

步驟 3

選取其他履行選項 > 產生授權要求。

步驟 4

複製內容並將授權要求儲存在 PC 上的檔案中。

下一步動作
註冊授權。 如需相關指示，請參閱註冊要重新託管的授權 ，第 289 頁。

註冊要重新託管的授權
若要使用「產品授權註冊」入口網站，請登入 https://tools.cisco.com/SWIFT/LicensingUI/Quickstart。
系統會向您傳送一封包含所重新託管授權的電子郵件。 請注意，如果在軟體升級程序中執行重新託
管作業，則必須在升級的系統上重新託管（請參閱重大系統修改後重新託管授權 ，第 288 頁）
並升級舊版本授權。 升級系統的管理網站上可能會顯示錯誤訊息，例如對現行部署使用的授權檔案
無效。這符合預期。該訊息包含到期日，指出如果您在此日期之前若沒有升級主持人授權，則系統
將被關閉。 您在此日期之後唯一能夠執行的任務是安裝授權。

下一步動作
重新託管授權後，請在所顯示的日期之前完成授權升級，以確保系統的使用不會中斷。請參閱透過
使用授權管理程式來履行授權 ，第 285 頁 以獲取更多資訊。

修改軟體後升級授權
修改軟體後，會在升級的系統上從原始系統重新託管安裝的授權。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重大系
統修改後重新託管授權 ，第 288 頁。） 重新託管授權後，可升級授權以在升級的系統上使用。
將刪除使用者與授權的關聯。 使用者第一次主持會議時，會與授權相關聯。
若要使用 eFulfilment 來升級安裝的授權：
1 從廠商取得「產品授權金鑰 (PAK)」代碼。
2 從系統視窗選取（在授權）檢視更多>管理授權>授權>從 PAK 完成授權。 隨即顯示從 PAK 完成
授權。
3 輸入 PAK 代碼並選取下一步。
4 使用 cisco.com 帳戶認證登入。 隨即顯示從 PAK 完成授權。
5 按一下「安裝」欄選取您要安裝的授權數目。
6 指示要安裝的授權數目，然後選取儲存。 從 PAK 進行 eFulfillment 時，在系統上安裝授權。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2.8 版管理指南
289

重新主控授權

附註

可以安裝的授權數目受限於升級 PAK 所提供的授權數目，並且不能超出已從原始系統重新託管
的授權數目。
若要從授權檔案升級安裝授權的版本：
1 使用 cisco.com/go/license 從廠商取得授權檔案。
2 從系統視窗選取（在授權）檢視更多>管理授權>授權>從檔案履行授權。隨即顯示安裝授權檔案
視窗。
3 瀏覽授權檔案。 檔案顯示在授權視窗。
授權即會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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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建立多重資料中心 (MDC) 系統
•關於多重資料中心 ，第 291 頁
•準備將使用中 CWMS 資料中心加入 MDC 系統 ，第 293 頁
•準備 MDC 系統以接收資料中心的加入要求 ，第 295 頁
•將資料中心加入多重資料中心系統 ，第 296 頁
•多重資料中心環境中的災害復原 ，第 299 頁
•移除資料中心 ，第 300 頁

關於多重資料中心
2.5 版及更高版本中提供了「多重資料中心 (MDC)」授權功能。 允許將兩個 CWMS 系統加入單一
MDC 系統。 必須為 MDC 系統中的每個 CWMS 資料中心購買一個授權。 嘗試部署 MDC 前，應該
購買 MDC 授權（具有單一資料中心的系統不需要功能授權）。 關於 MDC 授權 ，第 281 頁中
進一步說明了 MDC 授權。
會議用戶端使用來回時間 (RTT) 判斷開始會議的資料中心。 （這是自動程序，主持人或管理員無法
進行設定。）
無法設定「負載平衡」；「負載平衡」是自動建置到系統中。 不支援任何設定為單獨機器的「負載
平衡器」。
您可以在《CWMS 規劃指南》(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conferencing/webex-meetings-server/
products-installation-and-configuration-guides-list.html) 的「多重資料中心的網路需求」一章中找到資
料中心之間的網路需求。
多重資料中心系統的優點
優點包括：
•最終使用者透過一個 URL 和一組電話號碼來存取所有資料中心；MDC 的存在對於最終使用者
而言是透明的。
•可在加入的資料中心之間隨意進行主持人授權、錄製檔和相關管理資料的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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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可以撥入會議，而沒有地理位置限制；透過撥打本地電話號碼來出席會議。
•資料中心可以（選擇性地）放置在不同的地理區域。
•進行部分規劃維護活動期間，資料中心可以執行不同的 CWMS 2.5 更新版本，因此「零停機」。
請參閱位於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conferencing/webex-meetings-server/
products-release-notes-list.html的發行說明，以判定可以同時執行的 CWMS 版本。
有時，MDC 系統中的資料中心可以執行不同的更新版本。 請參閱位於http://www.cisco.com/c/
en/us/support/conferencing/webex-meetings-server/products-release-notes-list.html的發行說明，以判
定可以同時執行的 CWMS 版本。
•災害復原環境對於使用者而言是透明的。 如果一個資料中心由於任何原因失敗，則其他資料中
心可以支援使用者。
雖然在 MDC 環境中，資料中心都在執行 CWMS 且視為同層級，但為了說明在系統中加入資料中心
的程序，資料中心之間的關係會視為主要和次要。 在加入之前，主要資料中心支援您想要保留的系
統，且應為授權管理程式的位置。 次要資料中心會成為 MDC 系統的一部分。 此差異非常重要，尤
其是要加入已經在主動支援使用者的資料中心時。 使用者資訊和內容將從次要資料中心內刪除。

附註

有備援作用，但將資料中心新增至 MDC 系統時，容量不會增加。 如果將 2000 連接埠資料中心
新增至 2000 連接埠資料中心所支援的 MDC 系統，則產生的系統是 2000 連接埠 MDC。
如果要將不具有任何使用者資料的新的次要 CWMS 系統資料中心加入 MDC 系統，請繼續執行準備
MDC 系統以接收資料中心的加入要求 ，第 295 頁。
如果要將包含使用者資料的使用中次要 CWMS 系統資料中心加入 MDC 系統，請繼續執行準備將使
用中 CWMS 資料中心加入 MDC 系統 ，第 293 頁。
封鎖模式
每個資料中心每隔 5 秒輪詢一次元件的狀態。 在某些失敗情況下，資料中心會自動開啟「封鎖模
式」，防止最終使用者存取含有失敗元件的資料中心，讓系統有時間嘗試自行修復。 在 MDC 環境
中，使用者活動會明確地容錯移轉至使用中資料中心。 當「封鎖模式」下的資料中心的元件恢復運
作後，資料中心就會退出「封鎖模式」。 當資料中心進入「封鎖模式」或從該模式復原時，就會將
電子郵件通知傳送給管理員。
下列條件全部成立時會觸發封鎖模式「開啟」狀況：
•一或多個電話元件或資料庫複製失敗。
•此狀況已結束 5 分鐘以上。
•MDC 系統中的另一個資料中心正常運作。
防止最終使用者存取「封鎖模式」下的資料中心；所有使用者活動都重新導向至使用中資料中心。
管理員可以存取已封鎖的資料中心的管理網站，以監控狀況並對問題進行疑難排解。
當所有元件恢復良好狀態時，就會自動觸發封鎖模式「關閉」狀況。 最終使用者都恢復存取能力，
資料中心也回復每隔 5 秒輪詢一次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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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將使用中 CWMS 資料中心加入 MDC 系統
當您加入已在向使用者提供服務的次要 CWMS 系統資料中心時，它取得或設定的使用者資料可能已
在它加入「多重資料中心 (MDC)」時遺失。 在單一資料中心環境中，由一個 CWMS 資料中心向使
用者社群提供服務。 如果需要 MDC 系統，則通常會建立新的 CWMS 資料中心並讓它加入 MDC 系
統，然後再將該資料中心投入使用，因此，在加入期間，不需保留使用者資訊、授權或設定資訊的
值來成為次要資料中心。 然而，如果要加入兩個使用中資料中心，則使用者內容會遭覆寫或無法存
取：
•所有全域資料都會遭覆寫。 （會保留資料中心本端的設定參數。）
•次要資料中心上的使用者資訊、排定的會議、報告及相關電子郵件都會予以刪除。
•使用者無法存取會議錄製檔。 錄製檔在 NAS 上保持不變，但使用者無法存取或復原這些錄製
檔。 （請參閱加入 MDC 系統前保留錄製檔 ，第 294 頁。）
•主持人授權已遺失，但次要資料中心上託管的永久主持人授權可透過在 MDC 系統上重新託管
來復原。 如果主要資料中心已從系統中移除，則必須在執行授權管理程式的另一個資料中心上
重新託管這些授權。
如果主要資料中心由於任何原因而離線，則必須恢復連線，然後才能修改主持人授權。 如果無
法復原管理資料中心，則存留資料中心會進入寬限模式達 180 天。 如果要復原，則必須在寬限
期結束之前重新託管永久主持人授權。（請參閱重新主控授權 ，第 288 頁。）如果未在寬
限期結束之前重新託管授權，則會將系統置於維護模式，直到重新託管了授權為止。
•加入資料中心時，遺失了使用中次要資料中心上的使用者至主持人授權關聯。 如果使用者是使
用中次要資料中心上的主持人，則只需透過在加入的系統上主持會議即可復原他們的授權，或
者管理員可以手動從管理授權的資料中心指派主持人授權。
加入後會保留次要資料中心上的下列資訊：
•系統特定設定，例如 Cisco Unified Call Manager (CUCM)。
•語言設定，例如 IVR 語言設定。
•音訊設定。
•群撥資訊。

加入之前保留次要資料中心上的 CWMS 資料
要加入 MDC 系統的次要資料中心上的 CWMS 資料已被覆寫或呈現無法存取。 如果要加入尚未投入
使用的 CWMS 資料中心，則沒有具意義的資料需要保留，您可以繼續執行準備 MDC 系統以接收資
料中心的加入要求 ，第 295 頁。 否則，請考量保留關鍵性資料。
當次要資料中心加入 MDC 系統時，該資料中心會遺失：
•使用者-主持人授權關聯
•主持人授權（可以透過在 MDC 系統上重新託管來復原重大系統修改後重新託管授權 ，第 2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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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定的會議（必須在 MDC 系統上手動重新排定）
•可以透過下列方式來保留會議錄製檔：
要求使用者在本端下載並保留錄製檔。
封存以便系統管理員擷取。
兩者。（建議）
會議錄製檔存放在 NFS 上，因此不會遺失；使用者無法從 CWMS 存取這些錄製檔。

加入 MDC 系統前保留錄製檔
NFS:/nbr 目錄下是 Recording、nfskeepalive 及 Snapshot 目錄。 若要封存檔案，請將 NFS1:/nbr/1/*

複製到 NFS2:/nbr/1。

附註

提供此程序做為範例。 您系統的處理程序可能會不同。
針對步驟範例目的，假設 NFS 在 DC1 上且名為 sanjose-nfs:/cisco/cwms，而 NFS 在 DC2 上，且
名為 rtp-nfs:/cisco/cwms。

開始之前
•以具有 NFS 的 root 存取權存取 Linux 機器。（任何類型都可以，Redhat、CentOS 等等。）
•如果 NFS 具有 IP 型篩選或掛接的存取控制，則將 Linux 主機 IP 新增至存取清單。

步驟 1

cd/tmp

步驟 2

建立新的暫存目錄，以用於掛接 DC1 的 NFS。mkdir

nfs-dc1。

步驟 3

建立新的暫存目錄，以用於掛接 DC2 的 NFS：mkdir

nfs-dc2。

步驟 4

將 DC1 NFS 掛接到 /tmp/nfs-dc1：mount -t nfs -o vers=3,rw,soft,timeo=400
sanjose-nfs:/cisco/cwms/tmp/nfs-dc1/

步驟 5

將 DC2 NFS 掛接到 /tmp/nfs-dc2：mount

-t nfs -o vers=3,rw,soft,timeo=400

rtp-nfs:/cisco/cwms/tmp/nfs-dc2/。

步驟 6

同步化錄製檔：rsync

步驟 7

取消掛接 DC1 NFS：umount

nfs-dc1。

步驟 8

取消掛接 DC2 NFS：umount

nfs-dc2。

步驟 9

刪除 DC1 NFS 暫存掛接目錄：rm

-r nfs-dc1。

步驟 10

刪除 DC2 NFS 暫存掛接目錄：rm

-r nfs-dc2。

-av --exclude='*Snapshot*/' nfs-dc1/ nfs-d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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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 MDC 系統以接收資料中心的加入要求
資料中心可以作為單一系統加入和管理。 此程序說明如何準備已在為系統提供服務的主要資料中
心，以從次要資料中心接收「加入」要求：

開始之前
下面是系統管理員必須完成才能確保將資料中心成功加入系統的任務清單。
1 驗證所有資料中心皆執行相同版本的 CWMS 軟體。
2 驗證所有資料中心皆執行相同的軟體類型。 例如，確認所有資料中心都是「加密音訊 (AE)」或
「未加密音訊 (AU)」。（系統無法轉換成另一種音訊加密；必須建立新的系統。）
3 驗證所有資料中心的系統大小相同。
4 所有資料中心都需要「網路時間通訊協定 (NTP)」，且所有資料中心必須使用相同的 NTP 時間。
5 所有虛擬機器主機均必須設定 NTP 伺服器。
6 NTP 伺服器必須可透過虛擬機器主機存取。 （如果 DNS 或防火牆沒有通過 NTP，或是設定了錯
誤的 NTP 伺服器，則可能發生錯誤。）
7 在執行授權管理程式的主要資料中心上安裝「多重資料中心 (MDC)」授權（至少兩個）。
8 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都必須啟用或停用「網際網路反向 Proxy (IRP)」。 不得出現不相符的情
況。 加入後，可以在任何資料中心中加入或移除 IRP，這樣，就 IRP 而言，所有資料中心都是以
相同方式進行設定。
9 沒有任何資料中心執行「高可用性 (HA)」。（請參閱從系統移除高可用性 ，第 61 頁。）
10 驗證同時在兩個資料中心內設定該儲存體，或未在任何資料中心內設定。 如果已設定儲存體，則
資料中心應該在不同伺服器上使用儲存體，或是至少在不同資料夾內使用。
11 驗證所有資料中心皆使用相同的驗證模式。 驗證模式可以是 LDAP、SSO 或預設模式。
12 驗證 DNS 具有所有本端 URL、所有通用 URL 及所有主機名稱的項目。 當執行「加入」時，「管
理通用 URL」只能與一個 IP 位址相關聯。 當執行「加入」時，「WebEx 通用 URL」只能與一
個 IP 位址相關聯。 資料中心加入系統之後，通用 URL 應該傳回兩個 IP 位址。
13 驗證兩個資料中心上的 CUCM 傳輸皆使用相同的通訊協定。 傳輸通訊協定可以是 TCP、UDP 或
TLS。

步驟 1

通知次要系統上的使用者「加入」。 如果次要資料中心尚不屬於任何作用中的系統，請跳過此步驟。 如果此
資料中心支援作用中的系統，請參閱準備將使用中 CWMS 資料中心加入 MDC 系統 ，第 293 頁。
加入資料中心時，丟失了次要資料中心上的使用者資料、排定的會議和會議錄製檔存取。 從次要資料中心傳
送「加入」要求之前，請通知所有使用者，說明如果他們要保留任何會議錄製檔，則應該將錄製檔下載至其本
端電腦。

步驟 2

選取資料中心 > 新增資料中心 > 準備系統以加入

步驟 3

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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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端網站 URL — 使用者網站 URL，允許使用者排定、參加或主持會議。 當網路未設定為使用水平分割
DNS（最常用的設定）時，則對所有使用者，此 URL 解析為本系統的公用 VIP 位址。 當網路設定為使
用水平分割 DNS 時，則對內部使用者，此 URL 解析為本系統的私人 VIP 位址，而對外部使用者，解析
為本系統的公用 VIP 位址。
•本端管理 URL — 系統管理 URL，解析為該資料中心的私人 VIP 位址。
•本端資料中心名稱 — 識別本端系統上的主要資料中心。
步驟 4

下載「加入」系統時將要使用的憑證。
主要資料中心的憑證必須先上傳至次要資料中心，才能加入。 憑證由系統修改，因此最好不要嘗試重複使用
舊的憑證來完成加入。
附註

使用 Safari 時，下載的憑證會另存為 CAcert.pem.txt。 這是 Safari 瀏覽器的預設行為。 若要還原 .pem
副檔名（在上傳憑證之前），請刪除 .txt 字串。

步驟 5

選取完成。

步驟 6

登入次要資料中心，然後從該資料中心傳送「加入」要求。 如需相關指示，請參閱將資料中心加入多重資料
中心系統 ，第 296 頁。

將資料中心加入多重資料中心系統
「加入」申請是從次要資料中心傳送至主要資料中心，它是支援 CWMS 多重資料中心 (MDC) 系統
的資料中心。加入之後，主要資料中心保留其資料及對會議錄製檔的存取。次要資料中心上的所有
會議資訊及錄製檔會呈現為不可見。 MDC 功能授權與永久主持人授權一般託管於主要資料中心上，
並於此進行管理。 MDC 系統沒有試用期；在「加入」之前必須先將 MDC 授權載入主要資料中心
上。 如果在主要資料中心上沒有可用的 MDC 授權，則次要資料中心無法加入系統。

附註

當加入資料中心時，會更新主要資料中心的憑證。 新憑證是自我簽署且自動重新產生，以包含
從次要資料中心提取的新 URL。 當您存取主要資料中心或是 MDC 管理網站時，這會導致在瀏
覽器中產生憑證不符的警告。 接受警告並遵循標準程序來更新系統憑證。 （請參閱管理憑證 ，
第 2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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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當加入使用英文以外其他語言的資料中心時，若任務清單以英文顯示，「加入」作業期間將會一
律發生短暫延遲。 「加入」期間的錯誤訊息也可能會以多語言顯示。（頁面上文字的平衡會以
原始語言顯示。）
當啟動資料庫表格同步化任務時，預期的任務清單語言行為如下：
•如果在使用相同語言設定的所有資料中心上同時託管「管理員」帳戶，則在資料庫表格同
步化任務期間以英文顯示任務清單。 同步化表格之後，會將任務名稱回復至「管理員」的
語言。
•如果「管理員」帳戶託管於主要資料中心上，並在加入系統的資料中心上有一個「管理員」
帳戶，而該資料中心與主要資料中心使用不同的語言，則當同步化資料庫表格時會以英文
顯示任務清單。 同步化之後，任務清單會切換為管理員在主要資料中心上設定的語言。
•如果「管理員」帳戶僅託管於加入系統的次要資料中心上，而「管理員」在「加入」之後
將要保留的主要資料中心上沒有帳戶，則當同步化資料庫表格時會以英文顯示任務清單。
系統完成同步化之後，則不再有語言變更，且沒有完成按鈕。 若要繼續，管理員必須完成
下列作業：
1 關閉現行瀏覽器視窗。
2 使用次要資料中心的本端管理 URL 來開啟新視窗。
3 使用主要資料中心上的管理員帳戶登入。
4 選取資料中心 > 新增資料中心，並驗證狀態。

開始之前
必須如下設定「網路時間通訊協定 (NTP)」：
•所有資料中心都需要 NTP，且所有資料中心必須使用相同的 NTP 時間。
•所有虛擬機器主機均必須設定 NTP 伺服器。
•NTP 伺服器必須可透過虛擬機器主機存取。 （如果 DNS 或防火牆沒有通過 NTP，或是設定了
錯誤的 NTP 伺服器，則可能發生錯誤。）
如果此資料中心支援作用中的系統，則會移除該資料中心上支援的主持人授權。 這些主持人授權可
以在託管授權管理程式的資料中心上重新託管。 （請參閱重新主控授權 ，第 288 頁。）我們建
議您先從該資料中心儲存授權申請，然後再開始加入，以防您之後需要 TAC 的協助來找回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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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只有使用 RSA 自我簽署憑證才能加入資料中心。 有一個 PCI 漏洞掃描廠商認為 TLS 1.0 是中等
漏洞。 資料中心加入 MDC 之後，其他憑證就可以新增至系統。 請參閱 www.nist.gov/
manuscript-publication-search.cfm?pub_id=915295 和 www.tenable.com/blog/
pci-ssc-announces-the-end-of-ssl-usage-for-the-payment-card-industry。

步驟 1

若要傳送從次要資料中心加入 MDC 系統的要求，請選取資料中心 > 新增資料中心 > 加入系統。

步驟 2

輸入：
•遠端系統憑證—在「準備 MDC 系統以接收資料中心的加入要求 ，第 295 頁」處理程序期間，上傳從
其他資料中心下載的系統憑證。
附註

使用 Safari 時，下載的憑證會另存為 CAcert.pem.txt。 這是 Safari 瀏覽器的預設行為。 若要還原
.pem 副檔名（在上傳憑證之前），請刪除 .txt 字串。

•遠端通用管理 URL — 系統管理 URL，解析為要準備加入的資料中心的私人 VIP 位址。
•遠端管理電子郵件 — 用於存取您要加入的資料中心的電子郵件地址。
•遠端管理密碼 — 允許管理存取您準備加入的資料中心的密碼。
•本端資料中心名稱 — 識別本端系統上的次要資料中心。
步驟 3

選取繼續。
顯示「加入資料中心」任務清單。
附註
在資料庫表格同步化任務期間，將會刪除次要資料中心內的所有使用者，並將主要資料中心上所列的
使用者複製到次要資料中心內。 系統無法取得管理員的語言（因為 DC2 上沒有任何使用者），而介
面預設以英文顯示。
如果次要資料中心的管理員也存在於主要資料中心上，則當管理員登入次要資料中心之後，系統會顯
示管理員的語言（除非在主要資料中心上為該管理員設定的語言與次要資料中心上所設定的不同）。
如果次要資料中心的管理員也存在於主要資料中心內（或是資料庫同步化時發生錯誤），則系統以英
文顯示。

步驟 4

讓 MDC 系統內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下一步動作
新增指示器至 DNS 伺服器
•通用網站 URL — 每一個資料中心的公用 VIP 位址。
•通用管理 URL — 兩個資料中心的私人 VIP 位址。
•（一個資料中心的）本端網站 URL — 該資料中心的公用 VIP 位址。
•（另一個資料中心的）本端網站 URL — 該資料中心的公用 VIP 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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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資料中心的）本端管理網站 URL — 該資料中心的私人 VIP 位址。
•（另一個資料中心的）本端管理網站 URL — 該資料中心的私人 VIP 位址。
修改音訊存取號碼和服務語言
在主要資料中心上設定的音訊存取號碼和服務語言，將設定為全域存取號碼和服務語言，取代原來
的存取號碼和服務語言設定。 如有必要，可前往全域設定，並適當地調整存取號碼和服務語言。
（請參閱修改音訊設定 ，第 200 頁。）

多重資料中心環境中的災害復原
在「多重資料中心 (MDC)」環境中，如果一個資料中心由於硬體或系統問題而發生故障，我們建議
建立新的資料中心並將該資料中心加入系統來取代故障的資料中心。 （另請參閱使用儲存伺服器進
行災害復原 ，第 163 頁。） 更換的資料中心會很快填入使用者資訊。 如果授權伺服器位於故障
的資料中心，必須在更換的資料中心重新託管 MDC 和使用者授權（請參閱重新主控授權 ，第 288
頁）。
剩下仍在運作的資料中心會繼續支援系統。 但是，系統在此情況下沒有任何備援能力。
如果一個資料中心的資料庫節點停止運作，其他資料中心的資料變更會排入佇列中。 當故障的資料
中心恢復正常，或有更換的資料中心加入時，將會同步這些已排入佇列的資料。
如果佇列擴大到超過限制，資料中心會停止佇列作業，以防止磁碟變滿而危害到它自身的功能。 如
果佇列已超出限制，即使故障的資料中心恢復運作，MDC 也不會嘗試同步資料；從那時起，系統就
不再是 MDC。
預期到故障時會送出適當的電子郵件通知。

步驟 1

登入存留資料中心的管理網站。

步驟 2

將發生故障的資料中心從系統中移除。
（請參閱移除資料中心 ，第 300 頁。）

步驟 3

建立新的資料中心以取代發生故障的資料中心。
替換資料中心的版本應該與存留資料中心的版本相符。

步驟 4

完成與發生故障之資料中心相符的本端設定（例如 CUCM、SNMP 等）。

步驟 5

讓系統中的存留資料中心準備好接收加入要求。
（請參閱準備 MDC 系統以接收資料中心的加入要求 ，第 295 頁。）

步驟 6

將新資料中心加入系統。
（請參閱將資料中心加入多重資料中心系統 ，第 296 頁。）
來自存留資料中心的資料會複製到新資料中心。

步驟 7

使用新 URL 和 IP 位址資訊來更新 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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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資料中心
從「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移除某個資料中心時，將會移除所有 CWMS 設定。 套用至已移除
資料中心的參數將從存留資料中心內刪除。

附註

在「多重資料中心 (MDC)」環境中，授權管理程式僅在一個資料中心上執行；它無法在多重資料
中心上執行。 如果移除託管授權管理程式的資料中心，則您有 90 天可在另一個資料中心上設定
授權管理程式，並重新託管授權。 （請參閱註冊要重新託管的授權 ，第 289 頁。）

開始之前
製作要移除的系統及資料中心的備份。
移除所有 DNS 及 Communications Manager 項目。

步驟 1

關閉要移除的資料中心的虛擬機器。

步驟 2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3

選取資料中心。
資料中心視窗隨即顯示。

步驟 4

(可選) 驗證資料中心是否無法存取。
您可以手動進行此項驗證，也可以開始移除資料中心並讓 CWMS 檢查可用性。 如果可以 Ping 資料中心，則
移除程序不會繼續，並出現錯誤訊息。

步驟 5

若要傳送從 MDC 系統移除資料中心的要求，請選取移除（在動作欄中）。
如果要移除的資料中心正在託管授權管理程式，則會出現警告。 需要變更 DNS 時，也會出現警告。
主要資料中心進入「維護模式」，並出現移除資料中心視窗，顯示動作的進度。

步驟 6

選取繼續

步驟 7

當所有任務為綠色時，選取完成。
隨即移除資料中心，且您會回到資料中心視窗。

步驟 8

驗證資料中心是否已移除。
系統存取的 URL 變更，並且系統只保留全域 URL。

步驟 9

移除已移除之資料中心的所有 DNS 項目，將存留資料中心的公用和私人虛擬 IP 位址對應至全域 URL。

步驟 10

關閉維護模式。
關閉維護模式時，系統會判斷是需要重新啟動還是重新開機，並顯示適當的訊息。 重新啟動大約需要 3 到 5
分鐘，而重新開機大約需要 30 分鐘。 如果此資料中心屬於「多重資料中心 (MDC)」系統，管理員將重新導向
至全域管理 URL。 DNS 解析原則決定管理員可看見的資料中心。 如果啟用了「重新產生金鑰」，則將一個資
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會自動將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退出維護模式。
請參閱 對第 2.5 版或更高版本開啟或關閉維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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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資料中心上使用者的會議服務即已還原。
步驟 11

(可選) 如果已移除託管授權管理程式的資料中心，請在存留資料中心上重新託管授權管理程式和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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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使用支援功能
•自訂記錄 ，第 303 頁
•設定 Remote Support 帳戶 ，第 304 頁
•停用 Remote Support 帳戶 ，第 305 頁

自訂記錄
可以產生記錄檔，記錄檔會顯示整個系統或特定會議的活動。 使用記錄檔可排解問題，或在需要協
助時將記錄檔提交至 Cisco 技術協助中心 (TAC)。

附註

建議您在非工作時間產生記錄檔。 記錄檔案較大，可能影響系統效能。

附註

記錄資料會保留 40 天。 但是，如果從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2.0 部署升級至 2.5 版，則
2.0 版中的記錄資料不會傳送至 Cisco WebEx Meetings Server 2.5 系統，並因此在完成升級至 2.5
版後無法使用。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支援 > 記錄。

步驟 3

填寫自訂記錄頁面上的欄位，然後選取提交。
欄位

說明

（選用）案例 ID

輸入 Cisco TAC 案例 ID。 在 Cisco TAC 協助您處理
案例時，可從 Cisco TAC 取得案例 ID。 使用此功能
可讓您將產生的記錄與案例 ID 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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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類型

選取記錄類型。 可以選取整體系統記錄或特定會議記
錄。 「整體系統記錄」包含系統的所有指定記錄資
訊，「特定會議記錄」則會從資料庫中收集記錄及資
料以進行 MATS 處理。
預設： 整體系統記錄

區域

選取記錄的範圍。 您必須為記錄指定開始和結束的日
期與時間。 限制為 24 小時。 僅提供過去 40 天的記錄
資料。
附註

包括

若要生成超過 24 小時的記錄，則必須透過選
取連續的日期時間範圍重複執行此作業。 每
個作業將建立一個獨立的記錄檔。 例如： 若
要產生從 1 月 1 日到 1 月 3 日的記錄，請先
選取 1 月 1 日到 1 月 2 日作為日期範圍，選
取提交並下載建立的記錄檔。 然後，選取 1
月 2 日到 1 月 3 日作為日期範圍。選取提交
並下載建立的記錄檔案。

指定要包含在記錄中的資料。
預設： 所有活動

系統會產生記錄並向您傳送一封電子郵件，其中含有可下載記錄的鏈結。

設定 Remote Support 帳戶
如果您遇到技術問題需要聯絡 Cisco TAC 以尋求協助，您可以設定 Remote Support 帳戶，以授予
TAC 代表暫時存取您系統的權限。 由於此產品未對管理員提供 CLI 存取權，因此需要 TAC 代表對
一些問題進行疑難排解。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支援 > Remote Support 帳戶。

步驟 3

選取啟用 Remote Support。

步驟 4

填寫Remote Support 帳戶頁面上的欄位，然後選取建立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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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Remote Support 帳戶名稱

輸入 Remote Support 帳戶的名稱（6–30 個字元）。

帳戶生命週期

指定帳戶的持續時間（小時）。 最長時間為 720 小時
（30 天）。

即會出現建立 Remote Support 帳戶對話方塊，並顯示您的通行碼。 請聯絡 Cisco TAC 並提供 Remote Support
帳戶名稱和通行碼，以允許 Cisco 支援人員存取系統。

停用 Remote Support 帳戶
步驟 1

登入管理網站。
在多重資料中心系統中，DNS 決定出現的資料中心儀表板。 使用此儀表板管理本系統中的所有資料中心。

步驟 2

選取支援 > Remote Support 帳戶。

步驟 3

在狀態訊息「Remote Support 已啟用」旁，選取停用它鏈結。
Remote Support 帳戶即已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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