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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您的安全 

警告和注意标志的解释 

避免人员受伤或损坏产品！在完全理解以下所有符号的含义后才能进行操作。 

以下警告和注意标志提供了关于安全操作本产品的重要信息： 
 
                   本符号表示重要的操作或维修说明。 

                  本符号一般贴在产品上，表示一个可能存在危险电压的通电接线端子，       

                  箭头指向终端设备 。 

                  本符号一般贴在产品上，表示一个保护的接地端子 。 

                  本符号一般贴在产品上，表示一个机框终端（通常用于等电位接地）。 

                  本符号一般贴在产品上，表示一个发热的表面 。 

                  本符号一般贴在产品上，表示一个光传输强度可调的红外激光器并且       

                  发射不可见的激光辐射，或者是一个光传输强度可调的 LED。 

 

重要 

在阅读本手册的安装或操作说明时，请特别注意所有的安全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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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商标 

Cisco 和 Cisco 徽标是思科系统公司和/或其子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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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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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简介 

综述 

Cisco OptoStar II 光平台是一个先进的传输系统，专为优化网络结构而设计，从而

能提高网络的可靠性、可扩容性和性价比。 

本章简要介绍了 OptoStar II 本地控制软件 (Console)。 

用途 

本操作手册提供了 OptoStar II 本地控制软件 (Console) 的程序安装说明和操作说

明。 

使用人员 

本操作手册是为有类似设备工作经验、有资质的服务人员而准备，这些专职服务人

员必须具备相应的技术背景和专业知识来完成操作手册中介绍的所有工作程序。  

专业人员 

  注意: 

只有熟练的专职人员才有资格安装和操作本系统软件。否则，可能会造成设备损

坏。 

只有具备相关资质和技术熟练的人员才可以执行本系统软件的安装和操作。 

使用范围 

本操作手册介绍了以下操作说明： 
• 程序安装 
• 程序操作 

文件版本 

本文档为 OptoStar II 本地控制软件 (Console) 的第五版安装与操作手册。 

本章内容 

主题 页码 

系统简介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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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简介 

描述 

OptoStar II 本地控制软件 (Console) 是一套针对 Cisco OptoStar II 光平台的本地

综合管理系统，提供对有线电视相关设备的集中监控、统一配置，为运营商网络维

护人员的集约化管理提供了保障。 

OptoStar II 本地控制软件 (Console) 提供了系统设置、工具设置、网络参数设置等

功能及模块控制界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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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安装 

综述 

本章提供了 OptoStar II 本地控制软件 (Console) 程序安装指南。 

介入要求 

只有熟练的专职人员才有资格安装和操作本系统软件。否则，可能会造成设备损坏。 

本章内容 

主题 页码 

配置要求 2 - 2 

程序安装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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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要求 

本主题内容介绍了如何安装 OptoStar II 本地控制软件 (Console)。 

准备 
• 一台 PC 
• OptoStar II Console 软件安装包 

系统要求 
• 支持的操作系统：Windows 7、Windows Vista、Windows Server 2003、Windows 

XP 
• 处理器：400 MHz Pentium 处理器或与之相当的处理器（最低配置）；1 GHz 

Pentium 处理器或与之相当的处理器（建议配置）  
• 内存：96 MB（最低配置）；256 MB（建议配置）  
• 硬盘：500 MB 的可用空间  
• 显示器：800 x 600，256 色（最低配置）；1024 x 768 增强色，32 位（建议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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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安装 

1. 打开 Cisco Console setup Vx.x 压缩包，其中包含 release.txt 和 setup.exe 两
个文件，release.txt 记录了 Console 软件的修改历史，setup.exe 为软件安装

包。 
2. 运行安装程序 Cisco Console setup.exe，按向导提示进行安装。 

注：安装界面均为英文界面。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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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安装，续 

3. 点击 Next ，选择程序安装路径，默认路径为：C:\Program Files\OptoStar II\。 

 

4. 选好安装路径后，点击 Next ，进入下一步。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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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安装，续 

5. 点击 Next ，进入下一步。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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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安装，续 

6. 点击 Install，开始安装。 

 

 

7. 点击 Finish ，安装结束，同时桌面会出现 Cisco Console.exe 快捷方式。 

 
 
 

 

2-6 安装 OL-29600-05 



第三章操作 

综述 

本章提供了 OptoStar II 本地控制软件 (Console) 程序操作指南。 

介入要求 

只有熟练的专职人员才有资格安装和操作本系统软件。否则，可能会造成设备损坏。 

本章内容 

主题 页码 

Console 软件操作 3-2 

Console 功能介绍 3 - 3 

Console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 3 - 17 

Web Client 软件操作 3 - 44 

Web Client 功能介绍 3 - 45 

Web Client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 3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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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软件操作 

本节介绍了如何操作 OptoStar II 本地控制软件 (Console)。 

准备 
• 一台 PC 
• Mini-USB 数据线 
• OptoStar II Console 软件安装包 

开始 

1. 确认已连接好 OptoStar II 平台相应模块的光纤和射频信号线。 

2. 打开 OptoStar II 电源模块前面板上的开关，电源模块和相应功能模块初始化约 5
秒钟，智能通信接口模块加载约 25 秒钟。 

注意：预热一小时后系统达到最佳工作状态。 

3. 设备初始化完成后，将智能通信接口模块内附带的 USB 数据线的 Mini 型接口

一端与智能通信接口模块前面板的 USB 接口相连，另一端与 PC 的 USB 接口

相连。此时 LCD 显示屏会出现 USB 连接画面，并且 LCD 显示屏下方的按键

暂时无效，连接方式如下图所示： 

 

4. 启动 OptoStar II Console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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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功能介绍 

系统登录 

1. 运行 OptoStar II Console.exe，选择英语或简体中文进入 Console，如下图所示： 

 

 

2. 此操作手册以简体中文为例。选择“Chinese(Simplified,PRC)”，点击“确定”。

此时 Console 进行初始化，如下图所示： 

 

3. 进入 Console 系统登录界面，如下图所示： 

 
• 输入默认用户名 admin 和默认密码 admin，即可登录 Console 系统。以下操作均

以 admin 用户为例。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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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功能介绍，续 

软件主界面 

OptoStar II Console 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 OptoStar II Console 主界面显示了软件名称、菜单、菜单快捷键、本地模块树视

图、系统信息、机框风扇状态以及本地模块视图。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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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功能介绍，续 

系统设置 

将鼠标移至菜单“系统”栏，显示目录如下图所示： 

 
• 系统设置包括系统信息、登录用户管理、注销当前用户和退出。 

系统信息 

点击“系统”栏目录下的“系统信息”选项，显示界面如下图所示： 

 

• 以上系统信息内容用户均无法更改。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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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功能介绍，续 

登录用户管理 

点击“系统”栏目录下的“登录用户管理”选项，显示界面如下图所示： 

 
• 不同权限的功能如下表所示： 

权限 
功能 

添加用户 删除用户 编辑用户 修改密码 模块控制 模块查看 

Admin √ √ √ √ √ √ 

读写    √ √ √ 

只读    √  √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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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功能介绍，续 

1. 点击“添加”，显示界面如下图所示： 

 
• Admin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添加其他用户。 
• 用户名、密码和描述的长度需少于 40 个英文字符（由[a-z]、[A-Z]、[0-9]、[_]
等字符任意组合构成）。 

• 运行 Console 程序的权限有“只读”和“读写”两种选项。 
注意：当 admin 用户忘记密码时，则只能运行“OptoStar II”文件下的系统重

置程序，将整个系统恢复出厂设置。 

2. 点击“编辑”显示界面如下图所示： 

 

• Admin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编辑其他用户的信息。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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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功能介绍，续 

注销当前用户 

点击“系统”栏目录下的“注销当前用户”选项，显示界面如下图所示： 

 
• 确定：退出系统程序并重新回到系统登录界面。 
• 取消：取消注销界面并回到系统操作界面。 

退出 

点击“系统”栏目录下的“退出”选项或系统界面右上角的红色“X”，显示界面如

下图所示： 

 
• 是：退出系统。 
• 否：取消退出界面并回到系统操作界面。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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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功能介绍，续 

工具设置 

将鼠标移至菜单“工具”栏，显示目录如下图所示： 

 
• 工具设置包括数据库、数据查看、固件程序升级设置、恢复出厂设置和语言选项。 

数据库 

将鼠标移至“工具”栏目录下的“数据库”选项，显示界面如下图所示： 

 
• 数据库选项包括不保存数据和保存数据。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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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功能介绍，续 

点击“保存数据”，显示界面如下图所示： 

 
• 数据源可保存在 Microsoft Access 或 Microsoft SQL Server 上。 

数据查看 

点击“工具”栏目录下的“数据查看”选项，显示界面如下图所示： 

 
• 数据查看器可显示当前所有模块的历史数据。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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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功能介绍，续 

固件程序升级设置 

点击“工具”栏目录下的“固件程序升级设置”选项，显示界面如下图所示： 

 
• “不允许远程更新”，表示当前 ICIM 尚无法进行远程升级。 
若要进行固件远程升级，选择“Enable”，输入任意用户名和密码，按确定。设置

成功后显示界面如下图所示： 

  
• “允许远程更新”，表示当前 ICIM 可进行远程升级。 
• 注：此用户名和密码仅用于远程升级 ICIM 固件程序时使用。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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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功能介绍，续 

恢复出厂设置 

点击“工具”栏目录下的“恢复出厂设置”选项，显示界面如下图所示： 

 
• 是：ICIM 恢复出厂设置。 
• 否：取消恢复出厂设置并回到系统操作界面。 

语言选项 

将鼠标移至“工具”栏目录下的“语言选项”选项，显示界面如下图所示： 

 

•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更改当前系统语言：英语或简体中文。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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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功能介绍，续 

网络参数设置 

将鼠标移至菜单“网络参数”栏，显示目录如下图所示： 

 
• 网络参数设置包括 TCP/IP 设置、远程系统服务设置、设备 Community、Trap
目标设置和 Trap 状态。 

TCP/IP 设置 

点击“网络参数”栏目录下的“TCP/IP 设置”选项，显示界面如下图所示： 

 
• 网络参数配置包括 MAC 地址、IP 获取类型、IP 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 
• 用户可根据需要更改的参数有：IP 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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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功能介绍，续 

远程服务设置 

点击“网络参数”栏目录下的“远程服务设置”选项，显示界面如下图所示： 

 
• Enable：OptoStar II NMS 允许访问 ICIM。 
• Disable：OptoStar II 远程网管软件 (NMS) 访问中断，即 OptoStar II NMS 软件

无法访问 ICIM。 
设备组 

点击“网络参数”栏目录下的“设备组”选项，显示界面如下图所示： 

 
• 设备组包括序号、属性、描述、状态和权限。 

1. 序号：1 - 10 

2. 属性：用户可根据需要更改属性 

3. 描述：用户可根据需要更改描述 

4. 状态：选择 Enable，启用当前社群；选择 Disable，不启用当前社群。 

5. 权限：读写或只读。 
 
 

续下页 

  

3-14  操作 OL-29600-05 



Console 功能介绍，续 

Trap 目标设置 

点击“网络参数”栏目录下的“Trap 目标设置”选项，显示界面如下图所示： 

 

• 用户可根据自身需求更改 Trap 发送状态、输入 Trap 目标地址及添加描述。 
• 注：最多可同时向 8 个不同的地址发送 Trap。 

Trap 状态 

点击“网络参数”栏目录下的“Trap 状态”选项，显示界面如下图所示： 

 
• Trap 状态包括冷启动、热启动、验证失败和企业自定义。 

1. [只读]冷启动：显示 ICIM 发送冷启动 Trap 的状态。 

2. [只读]热启动：显示 ICIM 发送热启动 Trap 的状态。 

3. [只读]验证失败：显示 ICIM 是否发送验证无效的 Trap。 

4. [只读]企业自定义：显示 ICIM 是否发送企业特征码 Trap。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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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功能介绍，续 

帮助 

将鼠标移至菜单“帮助”栏，显示目录如下图所示： 

 
• 点击“帮助”栏目录下的“关于…”选项，显示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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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 

智能通信接口模块 

在操作界面左侧的“本地模块树视图”或操作界面下侧的“本地模块视图”中点击

选择 OptoStar II 智能通信接口模块，操作界面中会弹出智能通信接口模块的参数界

面，如下图所示：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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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续 

基本参数 

OptoStar II 智能通信接口模块界面的基本参数如下表所示： 

基本参数 参数内容 

模块名称及固件版本号 显示模块名称及其固件版本号 

S/N 显示模块序列号 

机架 ID 显示机框所处的机架 ID 

槽位 ID 显示模块所处的槽位 ID 

模块温度 显示模块当前温度 (℃) 

报警代码 显示模块此时的报警代码 

将鼠标移至“告警代码”右侧问号时，会显示“告

警列表”，如下图所示：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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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续 

电源模块 

在操作界面左侧的“本地模块树视图”或操作界面下侧的“本地模块视图”中点击

选择 OptoStar II 电源模块，操作界面中会弹出正电源模块的参数设置界面，如下图

所示：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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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续 

基本参数 

OptoStar II 电源模块界面的基本参数如下表所示： 
基本参数 参数内容 

模块名称及固件版本号 显示模块名称及其固件版本号 

输出电压 显示模块输出电压 (V) 

输出功率 显示模块输出功率 (W) 

输出电流 显示模块输出电流 (mA) 

模块温度 显示模块当前温度 (℃) 

风扇状态 显示电源风扇状态是否正常 

S/N 显示模块序列号 

槽位 ID 显示模块所处的槽位 ID 

机架 ID 显示机框所处的机架 ID 

报警代码 显示模块此时的报警代码 

将鼠标移至“告警代码”右侧的问号时，会显示

“告警列表”，如下图所示： 

 

设置参数 

OptoStar II 电源模块报警参数设置如下表所示： 

设置参数 参数内容 出厂设置值 

报警开关 显示/设置模块的报警状态：ON/OFF 报警状态：ON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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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续 

1310 nm 正向光发射模块 

在操作界面左侧的“本地模块树视图”或操作界面下侧的“本地模块视图”中点击

选择 OptoStar II 1310 nm 正向光发射模块，操作界面中会弹出正向光发射模块的参

数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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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续 

基本参数 

OptoStar II 1310 nm 正向光发射模块界面的基本参数如下表所示： 

基本参数 参数内容 

模块名称及固件版本号 显示模块名称及其固件版本号 

输出光功率 显示光输出功率 (dBm) 

激光器偏置电流 显示激光器偏置电流 (mA) 

激光器类型 显示激光器类型 

RF 输入电平 显示 RF 输入电平 (dBmV) 

波长 显示波长 (nm) 

制冷电流 显示制冷电流 (mA) 

激光器温度 显示激光器温度 (℃) 

模块温度 显示模块当前温度 (℃) 

S/N 显示模块序列号 

机架 ID 显示机框所处的机架 ID 

槽位 ID 显示模块所处的槽位 ID 

报警代码 显示模块此时的报警代码 

将鼠标移至“告警代码”右侧的问号时，会显示

“告警列表”，如下图所示：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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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续 

设置参数 

OptoStar II 1310 nm 正向光发射模块界面设置参数如下表所示： 

设置参数 参数内容 出厂设置值 

光报警阈值 显示/设置光报警的上限值和下限值 
下限：标准值-2.2dB 上

限：标准值+1.5dB 

增益控制模式选择 显示/设置 AGC 或 MGC 增益控制模式 
AGC 模式（MGC 模式

下的增益设置为 0 dB） 

频道负载 
显示/设置模拟频道数、QAM 频道数及

电平差值 (dB) 

广播射频信号输入模

拟频道数：59    
QAM 频道数：50 电平

差值：6.0 dB 

激光器状态开关 显示/设置激光器状态：ON/OFF 激光器状态：ON 

报警开关 显示/设置模块的报警状态：ON/OFF 报警状态：ON 

CW/Video 模式选择 显示/设置CW/Video模式：CW/Video Video 模式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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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续 

反向光接收模块 

在操作界面左侧的“本地模块树视图”或操作界面下侧的“本地模块视图”中点击

选择 OptoStar II 反向光接收模块，操作界面中会弹出反向光接收模块的参数设置界

面，如下图所示：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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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续 

基本参数 

OptoStar II 反向光接收模块界面的基本参数如下表所示： 

基本参数 参数内容 

模块名称及固件版本号 显示模块名称及其固件版本号 

四路模块输入光功率 显示输入光功率(dBm) 

模块温度 显示模块当前温度(℃) 

S/N 显示模块序列号 

机架 ID 显示机框所处的机架 ID 

槽位 ID 显示模块所处的槽位 ID 

报警代码 

显示模块此时的报警代码 

将鼠标移至“告警代码”右侧的问号时，会显示

“告警列表”，如下图所示：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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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续 

设置参数 

OptoStar II 反向光接收模块报警参数设置如下表所示： 

设置参数 参数内容 出厂设置值 

光报警阈值 显示/设置光报警的上限值和下限值 
下限：- 17.0 dB 

上限：+ 3.0 dB 

模块报警选择 显示/设置模块报警选择 四路模块均为开启状态 

测试点 显示/设置不同模块测试点或无测试点 无测试点 

报警开关 

显示/设置模块的报警状态：ON/OFF 

报警开关对应模块报警的选择，例如：只

需监控模块 1 与模块 2，则在模块报警设

置栏中勾选模块 1 与模块 2，同时开启报

警开关。 

报警状态：ON 

四路模块增益控制

模式 
显示/设置 AGC 或 MGC 增益控制模式 

四路模块均为 AGC 模式 

（MGC 模式下的增益设

置为 0 dB）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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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续 

正向光接收模块 

在操作界面左侧的“本地模块树视图”或操作界面下侧的“本地模块视图”中点击

选择 OptoStar II 正向光接收模块，操作界面中会弹出正向光接收模块的参数设置界

面，如下图所示：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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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续 

基本参数 

OptoStar II 正向光接收模块界面的基本参数如下表所示： 

基本参数 参数内容 

模块名称及固件版本号 显示模块名称及其固件版本号 

输入光功率 显示光输入功率(dBm) 

模块温度 显示模块当前温度 (℃) 

S/N 显示模块序列号 

机架 ID 显示机框所处的机架 ID 

槽位 ID 显示模块所处的槽位 ID 

报警代码 

显示模块此时的报警代码 

将鼠标移至“告警代码”右侧的问号时，会显示

“告警列表”，如下图所示： 

 
设置参数 

OptoStar II 正向光接收模块报警参数设置如下表所示： 

设置参数 参数内容 出厂设置值 

光报警阈值 显示/设置光报警的上限值和下限值 
下限：-4.0 dB 

上限：+ 4.0 dB 

增益控制模式选择 
显示/设置 AGC 或 MGC 增益控制模

式 
AGC 模式（MGC 模式下的

增益设置为 0 dB） 

报警开关 显示/设置模块的报警状态：ON/OFF 报警状态：ON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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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续 

1550 nm DWDM 正向直调光发射模块 

在操作界面左侧的“本地模块树视图”或操作界面下侧的“本地模块视图”中点击

选择OptoStar II 1550 nm DWDM正向直调光发射模块，操作界面中会弹出 1550 nm 
DWDM 正向直调光发射模块的参数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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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续 

基本参数 

OptoStar II 1550 nm DWDM 正向直调光发射模块界面的基本参数如下表所示： 

基本参数 参数内容 

模块名称及固件版本号 显示模块名称及其固件版本号 

输出光功率 显示光输出功率 (dBm) 

激光器偏置电流 显示激光器偏置电流 (mA) 

激光器类型 显示激光器类型 

RF 输入电平 显示 RF 输入电平 (dBmV) 

波长 显示 ITU 波长 

制冷电流 显示制冷电流 (mA) 

激光器温度 显示激光器温度 (℃) 

模块温度 显示模块当前温度 (℃) 

S/N 显示模块序列号 

机架 ID 显示机框所处的机架 ID 

槽位 ID 显示模块所处的槽位 ID 

报警代码 

显示模块此时的报警代码 

将鼠标移至“告警代码”右侧的问号时，会显示

“告警列表”，如下图所示：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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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续 

设置参数 

OptoStar II 1550 nm DWDM 正向直调光发射模块参数设置如下表所示： 

设置参数 参数内容 出厂设置值 

光报警阈值 显示/设置光报警的上限值和下限值 
下限：标准值-2.2dB 

上限：标准值 +1.5dB 

增益控制模式选择 显示/设置 AGC 或 MGC 增益控制模式 AGC 模式 

频道负载 
显示/设置模拟频道数、QAM 频道数及

电平差值 (dB) 

模拟频道数：30  

QAM 频道数：85 

电平差值：6.0 dB 

激光器状态开关 显示/设置激光器状态：ON/OFF 激光器状态：ON 

报警开关 显示/设置模块的报警状态：ON/OFF 报警状态：ON 

CW/Video 模式选择 
显 示 / 设 置 CW/Video 模 式 ：

CW/Video 
Video 模式 

光纤长度 光纤长度设置 

20km 1550 nm DMT
默认值：20km 

10km 1550 nm DMT
默认值：10km 

 
 

续下页 

  

OL-29600-05  操作 3-31 



Console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续 

1550 nm 光放大模块 

在操作界面左侧的“本地模块树视图”或操作界面下侧的“本地模块视图”中点击

选择 OptoStar II 1550nm 光放大模块，操作界面中会弹出光放大模块的参数设置界

面，其中 1 个泵浦的参数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2 个泵浦的参数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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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续 

基本参数 

OptoStar II 1550 nm 光放大模块界面的基本参数如下表所示： 

基本参数 参数内容 

模块名称及固件版本号 显示模块名称及其固件版本号 

光放大模块类型 显示光放大模块类型 

输出口 显示光输出口数量 

模块温度 显示模块当前温度 (℃) 

输入光功率 显示光输入功率(dBm) 

输出光功率 显示光输出功率 (dBm) 

激光器温度 显示激光器温度 (℃) 

驱动电流 显示激光器驱动电流(mA) 

制冷电流 显示激光器制冷电流 (mA) 

激光器温度 显示激光器温度 (℃) 

S/N 显示模块序列号 

机架 ID 显示机框所处的机架 ID 

槽位 ID 显示模块所处的槽位 ID 

报警代码 

显示模块此时的报警代码 

将鼠标移至“告警代码”右侧的问号时，会显示

“告警列表”，如下图所示：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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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续 

 

 
设置参数 

OptoStar II 1550 nm 光放大模块报警参数设置如下表所示： 

设置参数 参数内容 出厂设置值 

激光器状态开关 显示/设置激光器状态：ON/OFF 激光器状态：OFF 

输入光功率报警阈值 显示/设置光报警的上限值和下限值 
下限：- 5.0dBm 

上限：+ 10.0dBm 

输出光功率报警阈值 显示/设置光报警的上限值和下限值 
下限：标准值-4.0dBm 上

限：标准值+1.0dBm 

报警开关 显示/设置模块的报警状态：ON/OFF 报警状态：ON 

重启设置 设置光放大模块重启 -- 

出厂设置 恢复光放大模块出厂设置 --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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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续 

前端正向驱动放大模块 

在操作界面左侧的“本地模块树视图”或操作界面下侧的“本地模块视图”中点击

选择 OptoStar II 前端正向驱动放大模块，操作界面中会弹出前端正向驱动放大模块

的参数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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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续 

基本参数 

OptoStar II 前端正向驱动放大模块界面的基本参数如下表所示： 

基本参数 参数内容 

模块名称及固件版本号 显示模块名称及其固件版本号 

RF 输入电平 显示 RF 输入电平(dBmV) 

模块温度 显示模块当前温度 (℃) 

S/N 显示模块序列号 

机架 ID 显示机框所处的机架 ID 

槽位 ID 显示模块所处的槽位 ID 

报警代码 

显示模块此时的报警代码 

将鼠标移至“告警代码”右侧的问号时，会显示

“告警列表”，如下图所示：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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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续 

设置参数 

OptoStar II 前端正向驱动放大模块参数设置如下表所示： 

设置参数 参数内容 出厂设置值 

输入射频信号报警阈

值 
显示/设置输入射频信号报警的上限值

和下限值 

下限：10dBmV 

上限：20dBmV 

输出信号斜率设置 输出信号斜率设置（设置范围 0~9 dB） 0dB 

输出信号增益设置 输出信号增益设置（设置范围-9~0 dB） 0dB 

频道负载 
显示/设置模拟频道数、QAM 频道数及

电平差值 (dB) 

模拟频道数：59 

QAM 频道数：53 

电平差值：6.0 dB 

报警开关 显示/设置模块的报警状态：ON/OFF 报警状态：ON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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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续 

光开关模块 

在操作界面左侧的“本地模块树视图”或操作界面下侧的“本地模块视图”中点击

选择 OptoStar II 光开关模块，操作界面中会弹出光开关模块的参数设置界面，如下

图所示： 

 

 
续下页 

3-38  操作 OL-29600-05 



Console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续 

基本参数 

OptoStar II 光开关模块界面的基本参数如下表所示： 

基本参数 参数内容 

模块名称及固件版本号 显示模块名称及其固件版本号 

A/B 路输入光功率 显示 A/B 路输入光功率(dBm) 

模块温度 显示模块当前温度 (℃) 

S/N 显示模块序列号 

机架 ID 显示机框所处的机架 ID 

槽位 ID 显示模块所处的槽位 ID 

报警代码 

显示模块此时的报警代码 

将鼠标移至“告警代码”右侧问号时，会显示“告

警列表”，如下图所示：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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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续 

设置参数 

OptoStar II 光开关模块报警参数设置如下表所示： 

设置参数 参数内容 出厂设置值 

光报警阈值 显示/设置光报警的上限值和下限值 
下限：-15dBm 

上限：25dBm 

自动和手动切换模式选择 显示/设置自动和手动切换模式 自动切换模式 

A/B 通道选择 显示/设置 A/B 通道 A 通道 

光波长设置 设置输入光波长 
1310nm (1270nm ~ 

1410nm) 

报警开关 
显示/设置模块的报警状态：

ON/OFF 
报警状态：ON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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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续 

射频切换模块 

在操作界面左侧的“本地模块树视图”或操作界面下侧的“本地模块视图”中点击

选择 OptoStar II 射频切换模块，操作界面中会弹出射频切换模块的参数设置界面，

如下图所示：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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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续 

基本参数 

OptoStar II 射频切换模块界面的基本参数如下表所示： 

基本参数 参数内容 

模块名称及固件版本号 显示模块名称及其固件版本号 

模块温度 显示模块当前温度 (℃) 

S/N 显示模块序列号 

机架 ID 显示机框所处的机架 ID 

槽位 ID 显示模块所处的槽位 ID 

报警代码 

显示模块此时的报警代码 

将鼠标移至“告警代码”右侧的问号时，会显示

“告警列表”，如下图所示：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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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模块控制界面介绍，续 

设置参数 

OptoStar II 射频切换模块参数设置如下表所示： 

设置参数 参数内容 出厂设置值 

A/B 通道电平值 显示 A/B 通道电平值，并且校准 (dB) A 通道为校准参考值 

阈值设定 报警阈值的设定 +/- 3dB 

自动和手动切换模式

选择 
显示/设置自动和手动切换模式 自动切换模式 

A/B 通道选择 显示/设置 A/B 通道 A 通道 

报警开关 显示/设置模块的报警状态：ON/OFF 报警状态：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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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Client 软件操作 

本节介绍了如何操作 OptoStar II Web Client 软件。 

准备 
一台 PC 

开始 

1. 确认已连接好 OptoStar II 平台其他模块的光纤和射频信号线。 

2. 打开OptoStar II电源模块前面板上的开关，电源模块和其他功能模块初始化约 5 
秒钟，智能通信接口模块加载约 25 秒钟。 

注意：预热一小时后系统达到最佳工作状态。 

3. 设备初始化完成后，通过智能通信接口模块后面板的 RJ-45 接口与以太网相连，

同时 PC 与以太网相连。连接方式如下图所示： 

 

4. 登录 OptoStar IIWeb Client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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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Client 功能介绍 

系统登录 

1. 首先，设置“OptoStar II ICIM”的 IP 地址。“OptoStar II ICIM”的 IP 地址

设置方法参见 Console 功能介绍（页码 3 - 13）或 Cisco OptoStar II 智能通信

接口模块(ICIM) 安装与操作手册（页码 3 - 8），部件号：OL-29630。 

2. 然后，通过浏览器（推荐使用 Google Chrome）输入“OptoStar II ICIM”的 IP
地址，例如：http://192.168.4.211，则会弹出 Web Client 系统的“系统登录”

界面，如下图所示： 

 
3. 最后，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即可登录到 Web Client 系统，系统初始用户名和密码

为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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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Client 功能介绍，续 

系统主界面 

用户成功登录后，将转到系统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OptoStar IIWeb Client 主界面显示了信息显示界面、系统版本、登入账户、主菜单、

ICIM 设置、制造商、本地模块视图。 
• 用户可在系统主界面查看系统版本、登入账户信息、制造商信息及本地的模块。 
• 系统主界面右侧提供“主菜单”栏和“ICIM 设置”栏，用户可以选择对应的菜单

进入对应的管理模块。 
• 用户在本地模块视图中点击需要操作的模块，可在信息显示界面中显示对应模块

的信息。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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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Client 功能介绍，续 

系统信息 

点击主菜单栏下的 Device Information，信息显示界面中会显示系统信息的界面，

如下图所示： 

 
• 以上系统信息内容用户均无法更改。 

SNMP 配置 

点击主菜单栏下的 SNMP Configure，信息显示界面中会显示配置 SNMP 的界面，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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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Client 功能介绍，续 

在远程系统服务设置中： 
• 选择 Enable，OptoStar II Web Client 软件允许访问 ICIM 
• 不选择 Enable，OptoStar II Web Client 软件无法访问 ICIM 
• 点击“save”保存。 

在设备组栏中包括序号、属性、描述、状态和权限。 
• 序号：1 - 10 
• 属性：用户可根据需要更改属性 
• 权限：读写或只读 
• 描述：用户可根据需要更改描述 
• 状态：选择 Enable，启用当前社群；不选择 Enable，不启用当前社群 
• 点击“save”保存。 

在 Trap 状态栏中包括序号、目标地址、属性和状态。 
• 序号：1 - 8 
• 目标地址：用户可根据需要更改目标地址 
• 属性：用户可根据需要更改属性 
• 状态：选择 Enable，发送 Trap；不选择 Enable，不发送 Trap 

注：最多可同时向 8 个不同的地址发送 Trap。 
• 点击“save”保存。 

网络配置 

点击主菜单栏下的 Network Manager，信息显示界面中会显示网络配置的界面，如

下图所示： 

 
• 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更改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网关，点击“save”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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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Client 功能介绍，续 

重置 ICIM 设置 

点击 ICIM 设置栏下的 Restore ICIM Settings，信息显示界面中会显示重置 ICIM 设

置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点击“Restore”会弹出是否确定重置 ICIM 设置的窗口，如下图所示： 

 

• 点击“确定”即可重置设备信息、SNMP 信息、网络信息（默认 IP：192.168.0.81）
和用户信息（默认用户名/密码：admin）。 

• 点击“取消”可取消重置 ICIM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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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Client 功能介绍，续 

重启 ICIM 模块 

点击 ICIM 设置栏下的 Reboot ICIM Module，信息显示界面中会显示重启 ICIM 模
块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点击“Reboot”会弹出是否确定重启 ICIM 模块的窗口，如下图所示： 

 
• 点击“确定”即可重启 ICIM 模块。 
• 点击“取消”可取消重启 ICIM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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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Client 功能介绍，续 

升级 ICIM 固件 

点击 ICIM 设置栏下的 Update ICIM Firmware，信息显示界面中会显示 ICIM 固件

升级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点击“Update”会弹出选择升级所需文件的窗口。 
注：升级所需的文件由本公司提供。 

 
• 选择升级所需的文件即可升级 ICIM 固件，待升级完后刷新页面。 
• 点击“取消”可取消升级 ICIM 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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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Client 模块控制介绍 

在显示本地所有模块的界面中点击需要操作的模块（以OptoStar II 1550 nm DWDM 
正向直调光发射模块为例，其他模块的操作皆参考此模块），信息显示界面中会显

示 1550 nm DWDM 正向直调光发射模块的参数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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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Client 模块控制介绍，续 

查看完整参数页面可点击本地模块视图界面上方的“ ”，并调整右

侧滚动条，调整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 用户可对所需模块的参数进行设置，设置完后，点击“set”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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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用户支持信息 

综述 

本章提供了关于获取产品支持以及将产品退回思科的信息。 

本章内容 

内容 页码 

获取产品支持 5 - 2 

产品退回维修 5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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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产品支持 

如果… 那么… 

产品有一般的问题 联系经销商或代理商获取产品信息或参

考 www.cisco.com上的产品规格书。 

产品有技术问题 联系最近的技术服务中心或思科办公室。 

有售后服务问题或需要将产品退回

(RMA) 
联系最近的客户服务中心或思科办公室。 

联系方式 

各区域技术支持和客户服务电话表。 

地区 服务点 电话和传真 

北美 美国乔治亚州亚

特兰大 
技术支持，联系方式： 

免费电话：1-800-722-2009 

本地：678-277-1120（按 2 键 ） 

客户服务 ，联系方式： 

免费电话：1-800-722-2009 

本地：678-277-1120（按 3 键） 

传真：770-236-5477 

电子邮件：customer-service@cisco.com 

欧洲，中东，非洲 比利时 技术支持，联系方式： 

电话：32-56-445-197 或 32-56-445-155 

传真：32-56-445-061 

售后服务联系电话： 

电话：32-56-445-444 

传真：32-56-445-051 

电子邮件：service-elc@cisco.com  

日本 日本 电话：82-2-3429-8800 

传真：82-2-3452-9748 

电子邮件：songk@ci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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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产品支持，续 

韩国 韩国 电话：82-2-3429-8800 

传真：82-2-3452-9748 

电子邮件：songk@cisco.com 

中国（大陆） 中国 电话：86-400-8108886，按 4 键 

电子邮件：gca-lsc-sa@cisco.com 

所有其他亚洲太平

洋国家和澳大利亚 
香港 电话：852-2588-4746 

传真：852-2588-3139 

电子邮件：support.apr@sciatl.com  

巴西 巴西 电话：11-55-08-9999 

传真：11-55-08-9998 

电子邮件：fattinl@cisco.com 或 
ecavalhe@cisco.com 

墨西哥，中美洲，

加勒比 
墨西哥 技术支持，联系方式： 

电话：52-3515152599 

传真：52-3515152599 

售后服务联系电话： 

电话：52-55-50-81-8425 

传真：52-55-52-61-0893 

所有其他拉丁美洲

国家 
阿根廷 技术支持，联系方式： 

电话：54-23-20-403340 转 109 

传真：54-23-20-403340 转 103 

售后服务联系电话： 

电话：770-236-5662 

传真：770-236-5888 

电子邮件：keillov@ci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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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退回维修 

引言 

退回产品前用户必须获得一个（退回产品确认）RMA 号。联系最近的用户服务中

心，按照他们的要求操作。 

将产品退回至思科进行维修的程序如下： 
• 获取 RMA 号和邮寄地址  
• 包装并寄出需维修的产品 

获取 RMA 号和邮寄地址 

要退回产品，必须要有一个 RMA 号。 

RMA 号有效期是 60 天。RMA 号如超过 60 天，必须在退回设备前打电话给用户

服务代表更新 RMA 号。RMA 号重新生效后方可退回产品。违反上述程序操作可

能导致 RMA 申请延迟。 

按照下列步骤获取 RMA 号和邮寄地址 
1. 联系用户服务代表，申请一个新的 RMA 号，或者更新一个已有的 RMA 号。

在获取产品支持（页码 5 - 2）中查找用户所在地区的用户服务电话。  
2. 向用户服务代表提供下列信息：  

• 单位名称、联系人、电话号码、邮箱地址和传真号码  
• 产品名称、型号、部件号、序列号（如果有） 
• 退回产品数量 
• 产品退回原因和维修处理权限  
• 任何相关服务细节  

3. 当用户服务代表发出 RMA 号后，会要求用户做一个采购订单或提交预付款，

以支付预计的维修费用。  
注： 
如果用户用信用卡或现金支付，在维修完成后将会向用户开一张形式发票，列

出维修产生的费用细项。 
在用户收到形式发票 15 天之内，用户服务中心必须要接收到一个采购订单号。

保修期内的产品，如有毁坏、误用、修饰、或发现没有问题都会产生费用。产

生费用的产品在没有收到有效订单号之前是不会退还给用户的。 
4. RMA 号发出后，用户会通过收到邮箱或传真收到确认，上面详细列出 RMA 

号、核准的退回产品和产品数量，还包括产品的邮寄地址，以及 RMA 条款。  
注： 
另一种方式是，用户可以索取一份 RMA 申请表，填写之后传真给用户服务代

表，或将填好的 RMA 申请表电邮至： 
repaircentercn@external.ci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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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退回维修，续 

产品的包装和运寄 

按照下列步骤包装产品，并发送到思科。 

产品的原包装箱和包装材料还在吗？ 
• 如果在的话，使用原包装箱和包装材料包装产品。  
• 如果不在了，产品包装要使用坚固的符合运输要求的瓦楞纸板箱，并要用包装材

料填充。  

重要：用户要负责将退回的产品安全无损地邮寄到思科。因包装不当产生的运输途

中的损坏会被拒收并退回给用户，费用由用户承担。 

注：请不要退回电源线、附件缆线或其他附件。用户服务代表会提供订购替换的电

源线、附件缆线、或其他附件的具体要求。 

请在发货箱外面写上以下信息： 
• RMA 号 
• 用户姓名 
• 用户完整地址 
• 用户电话号码 
• "Attention: Factory Service"（“收件人：工厂维修”） 

重要：RMA 号必须在所有的退回产品、包装箱、及随寄的相关文件上标注清楚。

如果工厂维修接收部门收到的 RMA 号不清楚，会导致 RMA 处理程序的延误。所

有退回产品都必须写明收件人是“工厂维修”。 

退回产品要按照用户服务代表发出的确认邮件或传真上提供的地址邮寄。  

注：思科不接收货到付款。要确保预付运费并买好运输保险。无论是保修期内还是

保修期外的退回产品，用户将承担运出货物的运费和所有相关进出口关税。思科将

支付把保修期内的产品修好后运回的费用。 

国际运输：国际运输的收件人必须写思科，货运单上的被通知方注明是“国际货运

清关联系人”。 

具有完备 RMA 号的设备运到后，维修接收部门会用邮件或传真通知用户，确认收

到的产品及数量。请仔细核对接收确认信，确保思科收到的产品及数量与用户寄出

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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