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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文描述在呼叫饲槽的思科IPMA功能。有效路由呼叫的此功能enable (event)对管理器/助理根据需
求。基于在管理器电话的过滤器集，呼叫可以路由直接地对管理器或对助理根据管理器的可用性。
或者，管理器的过滤器可能从助理的电话也设置，从而，进行它一个可扩展功能。

先决条件

要求

思科建议您有这些主题基础知识：

呼叫路由和计算机电话集成(CTI)路由点●

呼叫搜索空间(CSS)和分区●



配置在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CUCM)的IP电话●

使用的组件

本文档中的信息基于以下软件版本：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9.1(2)●

Cisco IP Manager Assistant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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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中使用的所有设备最初均采用原
始（默认）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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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科IPMA功能是用途广泛有效管理呼叫对管理器/助理。它通过配置主要的准许提供冗余，并且在
集群的附属IPMA服务器，然而，仅一个可以每次是活跃的。

在两个模式的此功能根据需求：

代理线路模式●

共用线的模式●

代理线路：在电话的助理的线路作为代理线路给管理器。除助理的主线路外，您需要配置在助理的
电话的一新的一行每个管理器的关联与它。这创建每个管理器的线路助理电话的作为代理线路。思
科IPMA使用这些代理线路出席呼叫请求从助理的电话的管理器。

CTI路由点应该有目录号(DN)和那管理器或扩展它一样。●

CTI路由点和助理DN一定是可及的由所有电话和彼此。然而，管理器的DN应该只是可及的从
CTI路由点和助理DN。

●

关联它此服务的此CTI路由点在IPMA服务参数需要配置。一旦关联，所有呼叫对管理器电话将
点击CTI路由点，因为由所有电话是可访问，并且基于IPMA参数服务将路由呼叫给助理/管理器
。

●

在呼叫应该为呼叫转发无应答功能配置CTI路由点对管理器/助理电话至于不丢弃在IPMA
down/CTI的情况下下来。

●

共享线路：在此模式，在管理器和助理电话的线路号是同样。当呼叫来到管理器时，同时振铃助理
的电话。管理器或助理能根据需求选择电话。如果管理器不要再采取辅助的呼叫和的want的出席所
有呼叫，他需要启用免打扰IPMA功能的选项。

配置

这是预配置任务：

在CallManager的寄存器两IP电话。(在这种情况下思科7975 &思科7965)1.
创建最终用户助理并且连结此用户与助理的电话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它是思科7975
：00083031ED49)

2.

创建最终用户管理器并且连结此用户与管理器电话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它是思科7965
：F02929E2D831)

3.

 配置IPMA的步骤：

https://10.127.227.117/ccmadmin/gendeviceEdit.do?key=d8eea220-0d3c-4c8c-b4b7-0507dc3a7d37
https://10.127.227.117/ccmadmin/gendeviceEdit.do?key=7a20df39-1fd9-4d0d-80d5-19c05eab7ceb


创建IPMA的一服务。1.
分区和呼叫搜索空间。2.
配置助理电话。3.
配置管理器电话。4.
配置管理器最终用户。5.
配置辅助最终用户。6.
配置CTI路由点。7.
配置IPMA服务参数。8.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管理器助理控制台(可选)9.

步骤1.创建IPMA的服务

登陆对CUCM管理Web GUI。1.
导航对设备>设备设置>电话服务。2.
添加一新的服务并且说出它名字作为IPMA。3.
在服务URL中请提供以下URL ：(CUCM - CallManager)。
http://<CUCM-
IP>:8080/ma/servlet/MAService?cmd=doPhoneService&Name=#DEVICENAME#

4.

检查Enable (event)参数并且点击“Save”。5.

步骤2.分区和呼叫搜索空间



CUCM管理Web GUI的洛金。1.
导航对控制>分区呼叫路由>中集集团。2.
创建两个分区：ptmanager和ptinternal。3.
导航对控制>呼叫搜索空间呼叫路由>中集集团。4.
创建两个CSS， cssmanager ：(ptmanager+ptinternal)和cssdefault ：(ptinternal)。5.

步骤3.配置助理电话

登陆对CUCM管理Web GUI。1.
导航对Device > Phone > Phone Configuration页(助理电话)。2.
选择软键模板给标准的助理。3.
创建新的一行作为助理主要的DN分区ptinternal的和CSS作为cssdefault。4.
创建作为管理器的一条代理线路分区ptinternal和CSS的cssmanager的新的一行。5.

导航对相关链接>用户/Unsubscriber服务并且订阅此电话的IPMA服务。6.



步骤4.配置管理器电话

登陆对CUCM管理Web GUI。1.
导航对Device > Phone > Phone Configuration页(管理器电话)。2.
选择软键模板给标准的管理器。3.
创建新的一行作为管理器主要的DN分区ptmanager的和CSS作为cssmanager。4.
导航对相关链接>用户/Unsubscriber服务并且订阅此电话的IPMA服务。5.

步骤5.配置管理器最终用户



登陆对CUCM管理Web GUI。1.
导航给用户管理>最终用户。2.
创建有适当的凭证的一个新用户管理器和详细信息。3.
关联管理器电话给从设备关联选项卡的此用户。4.

检查设备允许控制从CTI复选框的如此镜像所显示，并且Assisgn/选择管理器的主要的
extention。

5.

导航到下面页并且选择添加到访问控制组并且根据需求分配所有CTI角色此处。6.
导航对相关链接部分>管理器配置>去7.
非选定自动配置复选框并且选择电话设备设备名称对于管理器。8.
选择您要与此管理器产生关联的助理。若需要(您能关联超过一助理)9.

选择您需要由在CTI的IPMA服务控制并且点击“Save”的线路。10.



导航对管理器电话设备页并且关联管理器用户此处。11.

步骤6.配置辅助最终用户

登陆对CUCM管理Web GUI。1.
导航给用户管理>最终用户。2.
创建有适当的凭证的一新用户助理和详细信息。3.
关联助理电话给从设备关联选项卡的此用户。4.
检查设备允许控制从CTI复选框的并且分配/选择助理的主分机。5.
导航到页底部并且选择添加到访问控制组并且根据需求分配所有CTI角色此处。6.



导航对相关链接部分>辅助Configuration>去。7.
非选定自动配置的方框并且选择电话设备设备名称对于助理。8.
在关联管理器的方框中，此助理关联，列出的所有管理器。9.

在辅助线路的管理器关联中，请从您要连结与任何特定的管理器的助理选择所有可用的线路
。选择管理器名称对于您要关联的此线路。选择您要连结与助理可用的线路的管理器线路号
。保存。

10.

步骤7.配置CTI路由点



登陆对CUCM管理Web GUI。1.
导航对新建的Device > CTI Route Point >Add。2.
提供所有名称和细节如所需求。3.
添加新的DN到应该匹配管理器的DN的此CTI路由点。在超过一个管理器的情况下， DN应该是
这样匹配所有管理器的Dns (例如使用通配符)的50XX。

4.

分配划分作为ptinternal到它和CSS，因为cssmanager，应该可及的对所有管理器DN。5.

步骤8.配置IPMA服务参数



登陆对CUCM管理Web GUI。1.
导航对系统>服务参数。2.
选择CallManager服务器> Cisco IP Manager Assistant。3.
设置主要的CTI Manager和主要的IPMA服务器IP地址。4.
设置IPMA使用的路由点名称5.
休息您能根据被执行的配置保留默认和在集群的所有参数。6.



如果配置超过在集群的一IPMA服务器，请指定您要使用如主要的在思科IPMA主要的电话服务
和其他作为第二的IPMA服务器服务。 对于IPMA，当地服务器可以配置作为CTI服务器(建议使
用)。

7.

步骤9.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管理器助理控制台

这是作为其它功能设计的应用程序对使他们通过应用程序的助理的(助理控制台)使用所有助理电话
功能。完整助理电话通过CUCM助理控制台被控制。 助理能安装助理控制台，一个客户端服务器
Java应用程序，在运行Windows 2000、Windows XP、Windows比斯塔或者Windows 7.的PC。 助
理控制台连接对CUCM (IPMA)登录和目录服务的服务。多个辅助控制台能连接到单个CUCM
IPMA服务。

下载此应用程序：

登录CUCM管理Web GUI。1.
导航对应用程序>插件> Cisco Unified CM助理控制台(下载)。2.

一旦安装，接口如此镜像所显示后，在配置看似。

您能通过助理控制台完全使用的一个其它功能是呼叫包括/不包括过滤。当包括过滤启用时，并且过
滤器模式被设置至开，管理器能仍然收到从在此配置方面匹配模式的编号的呼叫。当不包括过滤启



用时，过滤器开/关不会产生任何变化，然而，管理器不会收到从在此配置方面匹配模式的编号的呼
叫。

配置这些过滤器：

CUCM助理控制台的洛金。1.
导航给我的管理器>管理器(您要配置) >配置。2.

如此镜像所显示，根据需求创建模式此处。3.

Note:此图示配置是为基本IPMA功能。凭需求，快速拨号、内部通信和其他线路可以被添加到
管理器/辅助电话。



网络图

此镜像说明工作的完整基本流程图IPMA。

如果锉刀模式设置为排除，所有呼叫将转变为转移目标不考虑过滤器开/关。1.

如果锉刀模式设置对包括，所有呼叫被过滤给根据开/关/助理的管理器不考虑转移开/关。2.



如果请勿干扰选项启用在，根据呼叫可能仍然将转变为管理器的过滤器设置，然而，电话不会
响。与呼叫信息的仅视觉警报是可视在管理器电话。

3.

根据设计，如果电话是故障切换到辅助服务器，它不会再去上一步主要的，即使变得激活，直
到第二发生故障。

4.

如果，万一IPMA服务发生故障，呼叫转发无应答(CFNA)可以为管理器的DN配置以便避免丢
弃呼叫和维持下去他们。

5.

CTI路由点不是需要的，当曾经IPMA在共用线的模式时。6.



验证

检查IPMA服务是否从管理器和助理电话是可访问。1.

IPMA图标(辅助观察窗口)和自定义功能键必须出现在管理器电话。2.

检查呼叫是否被路由对助理电话，当管理器的DN拨号，并且锉刀被设置至开。3.

安装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管理器助理控制台并且登陆作为助理此处。设法设置
IPMA过滤器的和呼叫路由检查是否良好工作。

4.

关闭在主服务器的IPMA服务检查IPMA故障切换是否运作正如所料。(即使Cisco Tomcat服务
下降在服务器， IPMA故障切换)

5.

故障排除

IPMA的IP电话支持

要开始从，验证和检查是重要的什么所有协议IP电话支持IPMA功能。

Cisco Unified的洛金报告页的。1.
导航对系统报告>统一CM电话功能列表2.
单击Unified CM电话功能列表超链接在报告名称下导航查询页。3.
选择在产品列表和功能的IP电话型号作为IPMA。例如，如果IP电话支持SIP协议的此功能然后
如此镜像所显示，输出将显示。

4.



如果电话不支持在任何协议的IPMA其他所有行将是空白的在表里。

排除故障的普通的Checkpoint

如果接收任何在电话的HTTP错误，当访问IPMA服务时，请复校在CUCM的电话服务配置里配
置的电话URL。这是通用的URL ：
http://<CUCM-Server-
IP>:8080/ma/servlet/MAService?cmd=doPhoneService&Name=#DEVICENAME#

●

验证主要的和附属IPMA/CTI服务器的确切的IP地址在所有服务器服务参数列表的。(不正确设置
也许导致未注册的CTI路由点频繁地或在电话消失的IPMA图标)

●

如果所有管理器/辅助电话订阅对IPMA服务，请交叉验证。●

产生任何的问题，在任何在IPMA配置上的变化，好习惯是重新启动这些服务后：
              -思科IPMA
              -思科Tomcat
              -思科CtiManager

●

对于IPMA的所有相关网络问题，默认情况下为IPMA服务器通信分配的端口是2912。verify是这
允许在所有设备介于中间的CUCM和IP电话。

●



当曾经共用线的模式时，用途必须登记共享线路选项管理器配置。●

如果问题仍然仍然存在，从实时监控工具(RTMT)请收集下面的跟踪并且开有他们的TAC案例附
加：
Cisco IPMA
Cisco CTIManager
Cisco CallManager
Cisco Tomcat
(请确保您提供用户、IP电话和集群细节他们)

●

普通的Cisco Bug ID

CSCtg21509 & CSCup52338 ：在IP电话的IPMA文件没被找到的错误。(重新配置管理器/辅助配置)

CSCuq44874、CSCud90278 & CSCud11654 ：IPMA故障切换问题，如果主要的去不是它不
fallback对第二。

CSCte60089 ：在IP电话的IPMA Host not Found错误。

CSCun74352 ：可能允许未经鉴定的IPMA漏洞(访问关于受影响的设备的敏感信息的远端攻击者)

相关链接

有代理线路支持的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助理

有共用线的支持的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助理

普通IPMA排除故障

https://tools.cisco.com/bugsearch/bug/CSCtg21509
https://tools.cisco.com/bugsearch/bug/CSCup52338
https://tools.cisco.com/bugsearch/bug/CSCuq44874
https://tools.cisco.com/bugsearch/bug/CSCud90278
https://tools.cisco.com/bugsearch/bug/CSCud11654
https://tools.cisco.com/bugsearch/bug/CSCte60089
https://tools.cisco.com/bugsearch/bug/CSCun74352
/content/en/us/td/docs/voice_ip_comm/cucm/admin/10_0_1/ccmfeat/CUCM_BK_F3AC1C0F_00_cucm-features-services-guide-100/CUCM_BK_F3AC1C0F_00_cucm-features-services-guide-100_chapter_01011.html
/content/en/us/td/docs/voice_ip_comm/cucm/admin/10_0_1/ccmfeat/CUCM_BK_F3AC1C0F_00_cucm-features-services-guide-100/CUCM_BK_F3AC1C0F_00_cucm-features-services-guide-100_chapter_01100.html
//www.cisco.com/c/zh_cn/support/docs/voice-unified-communications/unified-communications-manager-callmanager/41984-ipma-rout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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