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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信息
一般信息

关于 Cisco TelePresence 视频通信服务器 (Cisco VCS)
Cisco VCS 增强了视频体验，并且使用 IETF 和 ITU 标准在 SIP 和 H.323 设备之间提供无缝通信。

Cisco VCS 是视频通信网络的中心，连接所有 H.323 和 SIP 端点、基础结构和管理设备。 Cisco VCS 
为视频通信提供无与伦比的可伸缩性和冗余性，是与统一通信的互操作性和 Voice over IP 系统的不可或

缺的重要一环。

Cisco VCS 可与 Control 应用程序、Expressway™ 应用程序或 Cisco VCS Starter Pack Express 应用程

序一起部署，具有包括 FindMe™ 和双网络接口的不同可选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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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Cisco VCS
安装 Cisco VCS
包装内容

为了避免在运输过程中损坏设备， Cisco VCS 在一个特殊的装运盒中提供，其中应包含以下组件：

Cisco VCS 设备

机架耳、螺钉和 Torx 螺丝刀

橡胶机脚

缆线：

• 电源线

• 以太网缆线

• 屏蔽串联缆线

如有任何差异，请立即向您的 Cisco 代表报告。

我们建议保留装运盒，以免需要返还 Cisco VCS。

开始之前

重要：在安装 Cisco VCS 之前，您必须阅读  www.cisco.com/go/telepresence/safety 处的安全信息。

准备安装站点

安装 Cisco VCS 之前：

确保 Cisco VCS 容易触及并且所有缆线都可以轻松连接。

确保 Cisco VCS 容易触及并且所有缆线都可以轻松连接。

确保有足够的通风，在设备的后面板的后面留出至少 10 厘米 （4 英寸）空间，在前面板的前面留出

至少 10 厘米 （4 英寸）空间。

• Cisco VCS 具有侧面进气口和后部出气口。应该进行检查以便确保有足够的通风，尤其是在

侧面。

• Cisco VCS 具有侧面进气口和后部出气口。应该进行检查以便确保有足够的通风，尤其是在

侧面。

图 1：Cisco VCS 通风

您在其中安装 Cisco VCS 的空间的环境温度应该介于 0ºC 到 35ºC （32ºF 到 95ºF）之间，并且非冷

凝相对湿度应该介于 10% 到 90% 之间。

将接地的交流电源插座用于 Cisco VCS。

准备设备

1. 拆开设备的包装。

2. 安装机架耳 （使用 Torx T10 螺丝刀）或橡胶机脚。 
3. 将设备在其支脚上向后转或者在机架上安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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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Cisco VCS
连接缆线

1. 将电源线连接到 Cisco VCS 的背面 （见图 2）。

2. 将以太网 LAN 缆线从 Cisco VCS 前部的 LAN1 端口连接到您的网络 （见图 3）。

开启 Cisco VCS
1. 打开设备背面右侧上的电源开关 （靠近电源线）。系统将启动。如果该设备没有在 3 秒后启动，

则按下软电源按钮。

等待，直到：

• 设备前部的绿色 PWR LED 呈稳定的绿色 （在启动过程中它可能会短暂闪烁）

• 设备前部的红色 ALM LED 熄灭

• IP 地址在设备前部的显示面板中显示

图 2：Cisco VCS 后视图

如果此产品安装在某个机架上，由于本设备的重量和深度，建议您使用附加的支撑附件，
例如机架侧支撑角 （机架角支架）或机架搁架。请确保机架中的设备不彼此接触。请与您
的机架供应商联系，请求最适合您的机架的附件。

如果红色 ALM LED 迅速闪烁，则指示有硬件故障。请与您的当地 Cisco 代表联系。黄色 
HDD LED 指示磁盘活动并且在正常操作过程中可能会闪烁，在系统忙时会更快闪烁。

电源线 电源开关软电源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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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配置
初始配置
在您可以使用 Cisco VCS 之前，必须配置其 IPv4 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有关要使用的地址的信

息，请向您的网络管理员咨询。请注意， Cisco VCS 必须使用静态 IP 地址。

可以完成此初始配置：

通过使用串行缆线从 PC 连接到 Cisco VCS。这是建议的过程，在下一节中将予以介绍

通过使用前面板上的按钮 （请参阅第 8 页上的 “使用前面板进行配置”）

如果您的网络设置为允许这样做，则通过使用 Web 浏览器连接到默认 IP 地址192.168.0.100 （请参

阅第 10 页上的 “使用 Web 界面”）

图 3：Cisco VCS 前视图

使用串联缆线进行配置

若要使用通过串联缆线连接到 Cisco VCS DATA 端口的 PC 设置初始配置：

1. 将以太网 LAN 缆线从设备前部的 LAN1 端口连接到您的网络。

2. 将提供的串行缆线从设备前部的 DATA 端口连接到 PC 上的串行端口。

3. 启动 PC 上的终端仿真程序，并且按如下所示将其配置为使用 PC 的
串行端口：

• 波特率：115200 比特/秒
• 数据位：8
• 奇偶校验：无

• 停止位：1
• 流控制 （硬件和软件）：无

4. 打开设备背面右侧上的电源开关 （靠近电源线）。系统将启动。如果该设备没有在 3 秒后启动，

则按下设备背面左侧的软电源按钮。

5. 等待，直到：

• 设备前部的绿色 PWR LED 呈稳定的绿色 （在启动过程中它可能会短暂闪烁）

• 设备前部的红色 ALM LED 熄灭

• 默认 IP 地址 (192.168.0.100) 在设备前部的显示面板中显示

PC 上的终端仿真程序将显示 Cisco VCS 的启动信息。在大约四分钟后，系统将显示登录提示符

（如果在连接串行缆线时 Cisco VCS 已打开，则按 Enter 可显示登录提示符）：

cisco login:

6. 输入用户名 admin 并且按 Enter 键。

系统将显示密码提示符：

Password:

7. 输入默认密码 TANDBERG 并且按 Enter 键。

系统将显示安装向导提示符：

Run install wizard [n]:

DATA 端口 LAN1 端口

在不再使用后，不要保持终端仿真程序会话打开。打开的会话可能会在系统重新启动过程中
导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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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配置
8. 键入 y 并且按 Enter 键。

9. 按照安装向导提供的提示执行，以便指定以下内容：

• 您要用于您的管理帐户的密码

• 您是要使用 IPv4、 IPv6 还是两者均使用

• Cisco VCS 的 LAN 1 IP 地址

• Cisco VCS 的 LAN 1 IPv4 子网掩码 （如果您选择了 IPv4）
• Cisco VCS 的 IP 默认网关

• 以太网速度

• 是否要使用 SSH 管理 Cisco VCS

在完成该向导后，将出现以下消息：

Setting other settings...

OK. The system must be restarted for new settings to take effect..

并且，系统将会显示重新启动提示符：

Restart Now?

10. 键入 y 并且按 Enter 键。

11. 断开串行缆线并且将其存储于一个安全的位置。

在重新启动后，Cisco VCS 将可供使用。出于安全原因，建议您更改默认管理帐户的密码（如果您尚未

这样做）以及根帐户的默认值 TANDBERG。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9 页的 “更改管理帐户密码”和

“更改根帐户密码”这两个部分。

出于安全原因，建议您更改默认密码 TANDBERG。

使用默认值 Auto，除非您正在连接的交换机无法自动协商。

使用安装向导进行的 IP 配置仅应用于 LAN 1 以太网端口。如果您启用了 LAN 2 端口（通过

安装双网络接口选项键），则必须使用 Web 界面或 CLI 配置 LAN 2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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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配置
使用前面板进行配置

通过 Cisco VCS 前部的液晶显示屏和按钮，您可以配置和检查 IP 设置以及重新启动系统 （见图 3）。

建议不要使用前面板执行初始配置，但是，如果您无法访问 PC 和使用串行缆线，则可能需要使用此

方法。

图 4：Cisco VCS 液晶显示屏

默认情况下，在常规操作过程中，前面板将会循环显示各个状态项，包括Cisco VCS 的系统名称、 IP 地
址、警告以及当前遍历调用、非遍历调用和注册的数目。

若要控制状态项的显示：

按 ENTER 键将停止自动循环显示各状态项。这在您需要查看所有警告

消息或读取较长的 IPv6 地址时会很有用。再次按 ENTER 键将恢复循环显示。

按 UP/DOWN 键将显示前一个或下一个状态项。

若要访问前面板菜单选项，请按下 ESC 键。这些菜单选项如下所示： 

按 UP/DOWN 键将导航到下一菜单或子菜单项。

 按 ENTER 键将选择某一菜单或子菜单项。

 在您从菜单中选择某一了 IP 设置时：

• 按 UP/DOWN 键将增加或减少当前所选数字值。

• 按 ENTER 键将光标移到下一数字并且在从最后一个数字移开时保存您所做更改。

• 按 ESC 键将取消任何更改；返回到菜单。

在您处于 Commands （命令）子菜单时：

• 按 ENTER 键将执行该命令。

• 按 ESC 键将返回到主菜单。

若要离开菜单选项并且返回到循环显示，则按 ESC 键。

请注意，使用前面板进行的 IPv4 地址和 IPv4 子网掩码配置将仅应用于 LAN 1 端口。若要配置系统的 
IPv6 设置和 （如果安装了双网络接口选项键） LAN 2 设置，则必须使用 Web 界面或 CLI。

UP ENTER

DOWN 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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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isco VCS
使用 Cisco VCS
在设置了 Cisco VCS 的初始配置后，系统将可供使用。您可以继续使用串行连接来访问和管理 Cisco 
VCS，也可以使用以下两个方法之一或者全部两个方法通过 IP 从远程连接到系统：

HTTPS （请参阅下一页上的 “使用 Web 界面”）

通过 SSH 或 Telnet 的命令行接口 （请参阅下一页上的 “使用命令行接口 (CLI)”）

更改管理帐户密码

若要使用 Web 界面更改管理帐户的密码：

1. 导航到 Maintenance（维护） > Login accounts（管理帐户） > Administrator accounts（管理

员帐户）。
您将进入 Administrator accounts （管理员帐户）页。

2. 为管理员名称单击 View/Edit （查看/编辑）。

3. 在 Password （密码）和 Confirm password （确认密码）字段中，输入新密码，然后单击 Save
（保存）。

若要使用 CLI 更改管理帐户的密码：

1. 键入 xConfiguration  SystemUnit  Password

更改根帐户密码

若要更改根帐户密码：

1. 使用 CLI，通过现有密码以 root 登录。

2. 键入命令 passwd。
系统将会要求您提供新密码。

3. 输入新密码，并且在系统提示后，重新键入该密码。 
4. 键入 exit 注销该根帐户。

其他建议配置

现在建议您执行以下配置：

Cisco VCS 的系统名称。该名称由 Cisco TelePresence Management Suite (Cisco TMS) 用来标识系统。

可以从 Web 界面上的 System administration （系统管理）页 （导航到System （系统） > System
（系统））对此进行设置。

自动发现。如果您在同一个网络中具有多个 Cisco VCS，则可能要在其中某些 Cisco VCS 上禁用自

动发现。可以从 Web 界面上的 H.323 页 （导航到 VCS configuration （VCS 配置） > Protocols
（协议） > H.323）对此进行设置。

DNS 服务器地址，如果要使用 URI 拨号或完全限定域名 (FQDN)。可以从 Web 界面上的 DNS 页
（导航到 System （系统） > DNS）对此进行设置。

请参考 Cisco VCS 管理员指南、部署指南和发行说明 （可从  www.cisco.com  下载）或在线帮助，了解

与配置这些选项以及在 Cisco VCS 上提供的所有其他选项有关的全部信息。

出于安全原因，一旦完成了 Cisco VCS 的初始配置后，就应该更改管理帐户的密码以及

根帐户的默认值 TANDBERG。

不能为管理用户或者任何其他管理员帐户或根帐户设置空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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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isco VCS
使用 Web 界面

若要使用 Web 界面：

1. 打开浏览器窗口，并且在地址行键入以下两项之一：

• Cisco VCS 的 IP 地址

• Cisco VCS 的 FQDN  

登录页将出现。

2. 选择 Administrator Login （管理员登录）。

3. 输入有效的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然后选择 Login （登录）。

将会显示 Overview （概览）页。

有关 Cisco VCS Web 界面的各页上提供的配置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考在线帮助或 Cisco VCS 管理员

指南。

使用命令行接口 (CLI)
命令行接口通过 SSH 提供，并且默认通过串行端口提供。也可以启用通过 Telnet 进行访问。

若要使用命令行接口：

1. 启动 SSH 或 Telnet 会话。

2. 输入 Cisco VCS 的 IP 地址或 FQDN。

3. 使用用户名 admin 和您的系统密码登录。您将看到欢迎使用消息。

有关可用于 Cisco VCS 的 CLI 命令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Cisco VCS 管理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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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和培训
文档和培训
所有 Cisco VCS 文档 （包括 Cisco VCS 管理员指南、 FindMe™ 用户指南、 Cisco VCS 部署指南和发

行说明）以及针对其他产品的支持文档均以 PDF 格式在我们的网站  www.cisco.com  的 “支持”区域中

提供。您可以根据需要在本地下载和打印这些文档。我们的系统还具有直观的页上帮助，提供多种有用
的功能和技巧。

我们的所有产品均在线提供培训并且在我们的培训地点提供培训。有关我们所提供的所有培训以及我们
的培训办公室所处地点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telepresence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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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和培训
免责声明和通告

本手册中的产品规格和产品相关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本手册中的各项声明、信息和建议均正
确无误，但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用户必须对任何产品的使用自负全责。

产品相关的软件许可证和有限担保会并入出货产品的信息包内，并会列在本参考中。如果找不到

软件许可证或有限担保，请向 CISCO 代表索取相关文件。

Cisco 实施的 TCP 标头压缩方案，是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UCB) 为 UNIX 操作系统 UCB 
公共领域版本而开发的某个程序的改写版本。保留所有权利。版权所有 © 1981，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这些供应商的所有文档文件和软件均按 “原样”提供并可能包含错误，不受此处提供的任何其他担保保
障。 CISCO 和上述指定供应商拒绝对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承担责任，包括但不限于适销性、特定用

途适应性以及不侵犯他人权利，或由于处理、使用或买卖本产品而产生的纠纷。

在任何情况下， Cisco 或其供应商对于任何间接、特殊、继发或偶发性损失均不承担责任，包括但不限

于由于使用或不能使用本手册而导致的利益损失、数据丢失或数据损坏，即使 Cisco 或其供应商事先已

被告种这类损失的可能性，也是如此。

Cisco 和 Cisco 徽标均为 Cisco Systems, Inc. 和/或其附属机构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可在以

下网站找到 Cisco 商标的列表： www.cisco.com/go/trademarks 。文中提到的第三方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

者的财产。使用合作伙伴一词并不表示 Cisco 和任何其他公司之间已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1005R)

本文档中使用的任何 Internet 协议 (IP) 地址和电话号码均为虚构，无意影射实际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文档中包括的任何示例、命令显示输出、网络拓扑图表和其他图示仅用于说明。说明内容中使用的任何 
IP 地址或电话号码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 2012 Cisco Systems, Inc. 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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