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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文描述步骤配置，并且排除故障与VBrick的思科网真内容服务器(TCS) Live流和随选视讯(VoD)集
成分配了梅迪亚引擎(DME)服务器和VBrick服务器。 与TCS的VBrick集成从版本s6.2.1被添加了并
且向上。 

贡献由基督徒鲁伊斯和塞萨尔省真皮， Cisco TAC工程师。

先决条件

要求

思科TCS s6.2.1以上●

VBrick DME●

VBrick (要求为VoD集成)●

警告：思科TCS s7.2以上为在SSL (FTPS) VoD配置的FTP要求

使用的组件

关于本文的信息根据这些软件和硬件版本：

1. TCS 7.2
2. VBrick DME 3.15.0 Rhel7
3. VBrick 7.14 (VoD集成)

本文档中的信息都是基于特定实验室环境中的设备编写的。此处开始的所有设备与清除(默认)配置
一起使用。如果您使用的是真实网络，请确保您已经了解所有命令的潜在影响。



背景信息

有可以配置集成的两种类型：

1. Live流(Webcast)和

2. VoD 

与VBrick DME的Live流集成允许用户观看其中任一生活被放出的TCS会议任何地方在从不同的设备
的网络里面，另外，当这从每个VBrick授权用户的网络外面扩大查看的此功能的VBrick沿VBrick
DME时使用。 

与VBrick DME的VoD集成和VBrick允许VBrick授权用户观看TCS创建的所有已提交录音任何地方在
和从不同的设备的网络的外部里面。

配置

网络图

配置

1. Live流(Webcast)集成。



1a添加VBrick Live服务器配置。

 在TCS Web接口请去记录设置>媒体服务器配置的Management>并且点击‘+添加VBrick Live服
务器配置’链路：

填写媒体服务器配置的字段：

名称 识别媒体服务器的名称
服务器地址 Vbrick DME IP或FQDN
RTSP波尔特 多协议服务器在Vbrick配置的RTSP端口号。默认是5544。
用户名 数据流输入在Vbrick配置的认证用户用户名。默认用户名‘广播’
密码 数据流在Vbrick配置的输入验证密码。默认密码‘广播’
密码确认 证实密码

静态数据流名称
与您的名称将识别在网络的数据流。如果这没有被填装TCS将添附一随机的名称对
于数据流，当创建。既使当Web接口建议这可选，它严格推荐配置它。并且，如果
Vbrick与VBrick DME一起使用然后此字段的配置是必须。



 如果连接是成功的对VBrick DME您将收到以下确认消息：“RTSP测验成功对服务器‘您的DME IP地
址或主机名’。 服务器是VBrick服务器。” ：

1b添加模板使用与VBrick Live流：

在TCS Web接口请去记录设置>模板的Management>并且点击‘+添加模板’链路：

在VBrick Live模板配置的字段填装并且选择：

名称 识别Vbrick Live模板的名称。
选择您如何要做用此模板联机做
的所有录音和编辑下面您的选项
：

检查仅‘在内容服务器Web接口的可以查看的’选项。



查看的输出在查看的内容服务器
Web接口>输出中在内容服务器
Web接口

根据您的录音和流需要选择你的一选择。

查看的输出在内容服务器Web接
口>根据要求 

格式：Flash格式的挑选'MPEG-4 (要求，因为Vbrick只与它一起使用)可选选
择另外的格式类型的，只要Flash格式的'MPEG-4也是选择。大小：根据您的
录音和流需要选择你的一选择。

查看的输出在内容服务器Web接
口>根据要求媒体服务器配置设置

闪存的MPEG-4将自动地选择，并且Windows媒体和MPEG-4 QuickTime的变
灰，当您选择'MPEG-4上面Flash格式的。‘为行动请优化’复选框可选。

查看的输出在内容服务器Web接
口>居住数据流

Enable (event) Live数据流。格式：闪存的确认MPEG-4选择。大小：选择你
的一选择。再转码实时电影：可选。媒体服务器配置：确认您的Vbrick的
Live媒体服务器配置选择。

 点击‘保存’按钮保存配置。



1c添加录音别名使用与VBrick Live流：



在VBrick Live录音别名配置的字段填装并且选择：

记录的别名  Name ：识别Vbrick录音别名的名称。‘个人录音别名所有者’ ：选择将有编
辑此的权限录音的用户。

拨号属性 根据在您的视频网络的拨号计划。输入H.323和SIP拨号信息。

记录的设置 在模板中，请选择在1b创建的Vbrick Live模板。在此部分的其他设置在默
认可以被留下或根据您的需要定制。

默认记录信息 可以是左空白或定制根据您的需要。
默认录音权限 能留下默认设置或如所需要定制他们。

 点击‘保存’按钮保存配置。



如果配置仅Live流(Webcast)集成，您执行。您能跳到以下步骤到我们‘一直验证’部分，因此您能开
始测试此集成。如果配置VoD (随选视讯)，请跟随对以下步骤。

2. VBrick VoD (随选视讯)集成。



2a. 添加VBrick VoD服务器配置。

在TCS Web接口请去记录设置>媒体服务器配置的Management>并且点击‘+添加VBrick VoD服
务器配置’链路：

有两个选项配置VoD媒体服务器：您能配置它通过FTP或FTPS (安全FTP连接使用SSL)。

FTP配置。

要配置它使用FTP，请填写媒体服务器配置的字段类似如下：●

名称 识别Vbrick VoD媒体服务器的名称
服务器地址 Vbrick DME IP或FQDN
文件传输协议 选择FTP
Port命令 禁用的字段，当FTP选择
用户名 Vbrick DME服务器的管理员用户。默认是‘admin’
密码 管理员用户的密码Vbrick DME服务器的。默认是‘admin’
密码确认 确认密码集合在上一个字段。

在保存配置您能使用‘测验FTP’按钮确认前您到达服务器，并且该admin凭证正确，如果获得与消息
的一个绿色复选标记：‘FTP测验成功对服务器YourDMEServer:21然后您是好保存媒体服务器配置
： 



FTPS配置：

要配置它使用FTPS (安全FTP使用SSL)，请填写媒体服务器配置的字段类似下面，请注意:此选
项是仅可用的在TCS s7.2并且向上：

●

名称 识别Vbrick VoD媒体服务器的名称
服务器地址 Vbrick DME IP或FQDN
文件传输协议 选择FTPS

Port命令 这需要用在Vbrick DME Web接口’配比配置的‘ftp命令端口：系统配置>端口
。

用户名 Vbrick DME服务器的管理员用户。默认是‘admin’
密码 管理员用户的密码Vbrick DME服务器的。默认是‘admin’
密码确认 确认密码集合在上一个字段。

在保存配置您能使用‘测验FTPS’按钮确认前您到达服务器，并且该admin凭证正确，如果获得与消
息的一个绿色复选标记：‘FTPS测验成功对服务器YourDMEServer
：YourCommandPortNumber’然后您是好保存媒体服务器配置：



注意：为了FTPS能工作VBrick DME服务器必须有FTPS启用的， port命令配置的与默认21不
同和上传的SSL证书。

 启用FTPS在VBrick DME使用Web接口在系统配置> Security下：

指定FTPS的一个不同的端口能工作在系统配置>端口下：



上传SSL证书到VBrick服务器在系统配置> SSL证书下，关于如何上传的详细信息，并且签署您的
certficate，请参考VBrick文档： VBrick管理指南。

https://www.vbrick.com/help/dme/3150/index.html#page/AdminGuide%2FSystemConfiguration.06.21.html%23


2b. 添加模板使用与VBrick VoD ：

在TCS Web接口请去记录设置>模板的Management>并且点击‘+添加模板’链路：



在VBrick Live模板配置的字段填装并且选择：

名称 识别Vbrick VoD模板的名称。
选择您如何要做用此模板联机做的所
有录音和编辑下面您的选项：

检查‘分配对梅迪亚体验引擎3500， VBrick，显示和仅共享、播客制作商
或者iTunes U’选项。

分配的输出对梅迪亚体验引擎
3500，显示和共享、VBrick，播客制
作商或iTunes U

对于输出请根据您的录音和流需要选择你的一选择，然后选择Vbrick复选
框，选择为在上一步的Vbrick VoD’创建的‘媒体服务器配置。选择流的一
个大小。

点击‘保存’按钮保存配置。



2c. 添加录音别名使用与VBrick VoD ：



在记录别名配置的VBrick VoD的字段填装并且选择：

记录的别名  Name ：识别Vbrick VoD的名称记录别名。‘个人录音别名所有者’ ：用户选
择此处需要完全地匹配与在VBrick服务器存在的用户。

拨号属性 根据在您的视频网络的拨号计划。输入H.323和SIP拨号信息。

记录的设置 在模板中，请选择在2b创建的Vbrick VoD模板。在此部分的其他设置在默
认可以被留下或根据您的需要定制。

默认记录信息 可以是左空白或定制根据您的需要。
默认录音权限 能留下默认设置或如所需要定制他们。

注意：如果作为个人录音别名所有者选择的用户不完全地匹配与在VBrick Server存在有所有
‘梅迪亚’指定角色的一个用户， VoD集成不会工作。此用户将是视频对和需要的uploader由它
识别。 

请参考本文的Troubleshoot部分关于如何的详细信息：创建匹配的一个现有用户并且/或者如何创建
的一个用户完全地匹配在TCS选择的我们的用户TCS的一个用户。 

点击‘保存’按钮保存配置。



如果所有这些设置请配置请继续对‘验证’本文的部分。

验证



使用本部分可确认配置能否正常运行。

VBrick Live流：要验证此正确地工作，请验证以下：

当连接呼叫对记录SIP或H.323别名在TCS时的Live流，您应该看到记录发生在TCS Web接口在
‘视图录音的选项卡：

在VBrick DME服务器Web接口去监控并且记录>Multi-Protocol连接，如果流从TCS顺利地去到
DME，您应该看到数据流的所有详细信息那里：

请使用所有飘带播放机类似VLC播放机捉住数据流，并且测验适当音频和视频工作使用rtsp或
rtmp在VBrick Web接口箴言报连接看到并且记录>Multi-Protocol连接。



如果这些步骤中的任一个不显示正确行为，请参考本文的“Troubleshoot部分发现可能的原因和操作
更正他们。

VBrick VoD ：要验证此正确地工作，请验证以下：

在录音完成后，去TCS Web接口并且去‘管理’选项卡并且验证录音完成转码，是，在将开始上
传到VBrick服务器的录音完全之后地转码了：



在转码工作在TCS后完成，请去VBrick DME服务器Web接口并且去监控，并且日志>加载日志
，如果加载顺利去您看到确认视频咽下和加载的消息顺利地完成到服务器：



以后那去VBrick服务器Web接口验证您的视频正确地上传，并且正确地使用，记住的那视频将
显示，因为非激活，直到为观察激活。 

如果这些步骤中的任一个不显示正确行为，请参考本文的Troubleshoot部分发现可能的原因和操作
更正他们。

故障排除

从TCS和DME的数据包捕获在与通信涉及的大多将帮助您问题。



TCS ：请使用Wireshark或类似在TCS安装获取数据包捕获的Windows服务器。

DME ：请使用Web接口在诊断> Trace捕获，按‘启动捕获’按钮。按‘终止捕获’按钮终止跟踪。
按‘下载跟踪文件’下载数据包捕获。

验证端口正确地配置。

用于放出和FTP的VBrick DME端口在系统配置>端口下的DME服务器Web接口可以被检查和配
置：

对VBrick的TCS Live流多数常见问题：



媒体服务器配置问题： 

错误消息：“失败连接到服务器”。

原因： 错误的RTSP端口。

解决方案：请检查在VBrick DME Web接口的系统配置>端口’配置的‘多协议服务器RTSP端口是
同样。

错误消息：‘在RTSP的验证失败宣布到服务器’。

原因：错误用户名和密码。

解决方案： 请检查‘数据流输入认证用户用户名’在用户配置方面-->数据流在VBrick DME Web接
口的输入验证是相同的。

看不到从TCS的流在DME Web接口日志>Multi-Protocol连接：

原因：在TCS和DME之间的通信问题。

解决方案：

在TCS中：验证记录显示，在选项卡’的‘录音的激活(显示它的红色圆环记录)验证所有TCS服务
正确运行。

在DME中：验证在RTSP和RTMP服务是显示真的Web接口。



如果上一个步骤是ok我们然后有在TCS和DME之间的一个通信问题，并且可能与网络或一失败涉及
的问题在其中一个服务器中，采取数据包捕获从TCS和DME缩小问题，由他们的各自IP地址过滤。
验证通信发生。即TCS数据包捕获显示发送数据包的TCS对DME和DME数据包捕获不显示从TCS接
收的数据包。在本例中您将要检查某事在网络是否是阻塞或防止此通信发生或是否有一个主要
DME服务器故障。如果不熟悉十分数据包捕获，请开TAC案例并且提供两数据包捕获，因此工程师
能协助解决您identyfying在TCS和DME之间的通信问题。

不能捉住从流播放机的Live流：

验证rtsp链路显示在箴言报和日志下的VBrick Web接口>多协议连接和不仅rtmp。如果它不显示
请遵从步骤提及在“看不到从TCS的流在DME Web接口日志>多协议连接”。

如果TCS Live流详细信息和链路在箴言报和日志下的VBrick DME Web接口显示>多协议连接
，则更深的在网络和VBrick DME服务器需要看一看。 请开有VBrick支持的一个Case。

与VBrick的TCS VoD多数常见问题：

媒体服务器配置问题：

错误消息：“失败连接到FTP服务器”。

原因：错误的FTP端口。

解决方案：请检查‘ftp命令端口’在‘VBrick DME Web接口的系统配置>端口的配置的编号是同样
。

错误消息：“’失败的用户‘youruser登陆到FTP服务器…”

原因：错误用户名和密码。

解决方案：请检查您的DME管理员用户和密码正确。如果此凭证请丢失请与VBrick支持联系。

不能上传VoD从TCS到Server，

错误消息：“UploaderUserDoesNotExist UploaderUserDoesNotExist = {UserDoesNotExist =无
法上传视频。请保证视频关联给有效用户…” 

04/20/17 14:21:04, .tcs_ingest/O149271454700-30674761fl.mp4, Starting Rev upload

04/20/17 14:21:05, .tcs_ingest/O149263473800-58284370fl.mp4, UploaderUserDoesNotExist

UploaderUserDoesNotExist = { UserDoesNotExist = Unable to upload video. Please ensure that video

is associated to a valid user., Uploader = Administrator, accountId = 30dcd82e-ae13-4aae-b0a6-

fd8d0ed3b805 }

04/20/17 14:21:05, .tcs_ingest/O149263452400-34534979fl.mp4, UploaderUserDoesNotExist

UploaderUserDoesNotExist = { UserDoesNotExist = Unable to upload video. Please ensure that video

is associated to a valid user., Uploader = Administrator, accountId = 30dcd82e-ae13-4aae-b0a6-

fd8d0ed3b805 }

原因：用户配置的作为‘个人录音别名所有者’记录在TCS的VBrick VoD的别名不配比与在
VBrick服务器存在的用户。

解决方案：请创建匹配有‘梅迪亚’权利的一个用户在服务器TCS的一个用户或创建匹配TCS用户
配置的作为‘个人录音别名所有者’ VBrick VoD的录音别名的一个用户与‘梅迪亚’权利。

如何创建TCS Web接口的一个用户：



去Configuration>组，并且用户的‘添加用户的部分写下用户名在‘创建者角色下’窗口，记得此用
户名需要匹配在服务器的用户名。点击‘添加’按钮在页底端。用户将创建，并且是可用的从丢弃
下来列表选择在‘个人录音别名所有者’配置里。

如何创建VBrick的一个用户：

创建Server Web接口的一个用户：去设置> Users > Users并且点击‘+添加用户时’按钮。请验证
用户名配比与在TCS (的用户名不区分大小写)。并且，请检查用户安排所有‘梅迪亚’角色分配。
点击‘创建用户’按钮创建用户。请记住用户不会是活跃的，直到它点击激活链路，在创建后。



播放在VBrick的问题视频：

错误消息：“无法处理视频”在VBrick服务器Web接口，当尝试播放TCS VoD记录时。

解决方案：为做进一步的故障排除，这可能与在网云，主机的服务涉及请与VBrick支持联系。


	配置并且排除故障TCS Live流和随选视讯与VBrick DME和VBrick
	目录
	简介
	先决条件
	要求
	使用的组件

	背景信息
	配置
	网络图
	配置

	验证
	故障排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