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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文描述某些最佳实践为了收集在IOS/IOS-XE语音路由器的语音调试。调试集进程在这些平台能是
混乱的，并且能潜在影响设备的性能。当有在语音路由器，建立的多个激活的呼叫挑战和风险增加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调试没有正确地收集，它也许导致可能损坏路由器和均等原因产能软件崩溃
的高CPU。本文将通过描述在Cisco Unified Border Element (多维数据集)和TDM/Analog网关之间
的区别开始。



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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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网络处于活动状态，请确保您了解所有命令的潜在影响。

要求

在IOS/IOS-XE的基础知识在集成服务路由器(ISR)里面。●

Priviliged访问为了执行in命令ISR路由器。●

与VoIP协议的经验希望。●

使用的组件

为本文使用的组件是的目的：

Cisco ISR 3925●

Cisco ISR 4451●

PuTTY●

TDM语音网关与多维数据集

TDM语音网关是使用互联内部电话系统与另一台内部交换机(PBX)或主要Public Switched
Telephony Network (PSTN)。连接类型是在TDM网关使用的T1/E1控制器(ISDN或CAS)和模拟电路
例如FXS和FXO端口。数字信号信号处理器(DSP)将转换从其原始表的音频到RTP数据包。在此类
似，在DSP处理RTP数据包并且发送在特定电路后的音频RTP数据包转换到原始音频。这些网关能
与H323、MGCP或者SCCP兼容在VoIP侧和在TDM侧其ISDN PRI电路或模拟作为最普通的连接对
PSTN或终端。

如镜像所显示TDM网关提供在您的内部VoIP基础设施和模拟或者ISDN服务提供商之间的一网桥。

使用VoIP的介绍，客户开始迅速更改他们的老式系统到现代VoIP基础设施。在服务提供商侧发生的



同样，他们当前使用连接互联现场部署电话服务与服务提供商VoIP基础设施和扩展他们的功能为了
提供更加好的服务。最普通的VoIP协议使用的今天是会话初始化协议(SIP)并且由客户和互联网电话
服务提供商(ITSP)当前是用途广泛在世界。

多维数据集介绍提供方式给internconnect那些内部VoIP系统外部世界通过ITSPs SIP作为主要的
VoIP协议。多维数据集是不再需要任何TDM连接类型类似T1/E1控制器或模拟端口的IP-IP网关。多
维数据集在平台运行和TDM网关一样。

使用的最普通的VoIP协议是SIP，呼叫呼叫的establishement和卸载的和RTP媒体传输的。在多维数
据集，除非代码转换器要求，没有DSP的需要。从ITSP的RTP通信流端对端到终端和多维数据集作
为有地址隐藏的中间人，提供许多功能的之一。

如镜像所显示，多维数据集提供在您的内部VoIP基础设施和SIP ITSP之间的一划分：

IOS/IOS-XE语音调试的集

在平台一不同的列表的语音功能运行，类似ISR或ASR路由器等等，然而他们使用是IOS或IOS-
XE的一普通的软件(在IOS和IOS-XE之间的区别在此条款没有报道)。让从关于怎样的基础开始访问
IOS路由器。

如何通过命令行界面(CLI)访问IOS/IOS-XE路由器

路由器，类似所有其他CLI基于设备，要求终端监视器获得访问通过安全壳SSH运行命令或远程登
录。SSH是现今用于的最普通的协议访问给的设备它提供一绑和加密连接到设备上。用于的某些普
通的终端的监视器访问路由器的CLI是：



如何设置终端监视器为Collect请显示命令或调试

有不同的方式从CLI收集输出。建议是导出从CLI的信息路由器对分离文件。这使更加容易为了共享
信息到外部当事人。

两三个方式从设备收集输出是：

在终端转存所有输出，为了您需要保证那里是scrollback足够的线路的这，否则scrollback未命
中输出的第一个部分，并且数据也许不完整。为了增加在PuTTY的scrollback线路，请导航到
PuTTY Configuration> Scrollback窗口>线路。通常这设置为一非常高值为了有输出的足够的
scrollback ：

●



以后您能从与复制的终端监视器收集信息全部到剪贴板选项和粘贴输出到文本文件：

另一个选项是记录整个会话输出到.txt文件。当此选项被输入的所有命令和输出收集，立即被记
录到文本文件。这是惯例为了记录所有输出在会话上。为了记录所有会话输出到在PuTTY的一
个文件请导航对PuTTY Configuration>会话>记录日志然后选择所有会话输出如下：

●



Note:使用默认日志文件名，如果其他名称没有指定，点击Browse按钮为了正确地知道文件哪
里保存为了发现它以后。并且请保证您不覆盖另一个putty.log文件同样文件路径。

收集从CLI的基本show命令输出

在所有调试集发生前，请显示命令是需要的从路由器收集基本信息。显示命令是快速收集，并且至
于大部分，请勿有在性能的任何影响在路由器。问题的隔离能从show命令输出立即开始。

一旦连接对路由器，终端长度可以设置到0。这能使收藏更加快速为了立即显示所有输出，并且避免
使用空格键。收集关于路由器的详细信息的这一命令是‘show tech’和您能二者择一收集显示数据特
定对在路由器启用的语音功能的show tech语音：

Router# terminal length 0

Router# show tech

!or

Router# show tech voice

Router# terminal default length !This cmd restores the terminal length to default

从CLI的收集的Debug输出

因为有路由器崩溃的风险，在IOS/IOS-XE的Debug输出集可以有时是挑战。某些最佳实践在以下部
分解释虽则避免所有问题。

内存检查

在您启用所有调试前，您需要保证那里是足够的内存为了存储在缓冲区的输出。

运行show process memory命令发现多少内存您能分配为了记录在缓冲区的所有输出：

提示：请使用指令终端lengh默认或终端长度<num_lines>回到在终端显示的线路一有限的
amout。

Router# show process memory

Processor Pool Total: 8122836952 Used: 456568400 Free: 7666268552



lsmpi_io Pool Total: 6295128 Used: 6294296 Free: 832

在示例中，有自由7666268552个的字节(7.6GB)由路由器使用。此内存由在所有系统进程中的路由
器共享，这含义您不能使用整个空闲存储器记录在缓冲区的输出，但是您能使用适量的系统内存当
必要时。

在输出丢失或覆盖前，大多方案要求至少10MB收集足够的debug输出。在少见惹起大量的数据要求
收集，在那些特定方案您能有50MB 100MB价值在缓冲区的输出或您可以去更加高，只要有内存联
机。

如果空闲存储器低，则有内存泄漏问题，如果这是实际情形，请潜在订婚体系结构TAC小组修改什
么可能是这样低内存的原因。

中央处理器(CPU)检查

CPU受相当数量进程、功能和呼叫的影响活动在系统。更多功能或呼叫活动在系统，越忙碌CPU。

一个好基准是保证路由器有CPU在30%或较少，含义您安全能从基本的关闭调试到先进(总是请密切
注视CPU的，当使用先进的调试)时。如果路由器CPU是在50%前后基本调试可以然后运行和仔细监
控CPU。如果CPU到达高于80%立即终止调试(显示以后在此条款)和从事协助的TAC。

请使用排序的show process CPU|排除0.00命令与顶部一起检查为时5s、60s和5mins CPU值处理积
极地使用CPU。

Router# show processes cpu sorted | exclude 0.00

CPU utilization for five seconds: 1%/0%; one minute: 0%; five minutes: 0%

PID Runtime(ms) Invoked uSecs 5Sec 1Min 5Min TTY Process

211 4852758 228862580 21 0.15% 0.06% 0.07% 0 IPAM Manager

84 3410372 32046994 106 0.07% 0.04% 0.05% 0 IOSD ipc task

202 3856334 114790390 33 0.07% 0.05% 0.05% 0 VRRS Main thread

在输出中，路由器没有活动， CPU低，并且调试可能安全启用。

警告：给予额外的关注对顶部CPU进程激活，如果CPU在50%或更加高和顶部进程语音进程
仅基本调试可以启用。不断地请监控CPU以命令保证路由器的整体性能不受影响。

当前活动呼叫检查

每个路由器有不同的容量门限值。其重要检查多少呼叫是活跃的在路由器保证它不是接近最大容量
。Cisco Unified Border Element版本12数据表或宣传单页提供关于每平台产能的信息供参考。

请使用show call active总呼叫量命令有在多少呼叫的一个想法是活跃的在system:

Router# show call active total-calls

Total Number of Active Calls : 0

请使用summary命令的show call active voice获得是活跃的特定呼叫类型的详细信息：

Router# show call active voice summary

Telephony call-legs: 0

SIP call-legs: 0

H323 call-legs: 0

https://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collateral/unified-communications/unified-border-element/data-sheet-c78-729692.html


Call agent controlled call-legs: 0

SCCP call-legs: 0

STCAPP call-legs: 0

Multicast call-legs: 0

Total call-legs: 0

某些共用值是：

电话呼叫段：TDM网关呼叫，这包括模拟和PRI/ISDN呼叫。●

SIP呼叫段：全面SIP呼叫。如果这是多维数据集路由器，则这显示每呼叫2个呼叫段。分开2显
示的此处总呼叫量获得一个准确编号。

●

H323呼叫段：全面H323呼叫。●

SCCP呼叫段：CUCM用于路由器的被控制的媒体资源例如代码转换器和MTPs。●

操作日志缓冲区设置

要配置路由器存储在缓冲区的debug输出， configure terminal模式被输入手工调整在CLI的设置。此
配置没有影响到路由器，如前面部分所显示，然而， show tech或show running-config命令从路由
器在配置需要是滚动的上一步的事件必要。

配置示例能其次被看到，是TAC工程师使用的一个普通的基准。示例分配缓冲内存10MB，但是可
以增加当必要时： 

# configure terminal

service timestamps debug datetime msec localtime show-timezone year

service timestamps log datetime msec localtime show-timezone year

service sequence-numbers

logging buffered 10000000

no logging console

no logging monitor

logging queue-limit 10000

logging rate-limit 10000

voice iec syslog

命令完成这些任务：

服务时间戳调试或记录：保证本地路由器时间在每个日志消息写入，与毫秒准确性。这是有用
的为了查找呼叫准时基于。当两条线路在同一毫秒内时，发生毫秒时间戳允许您分组调试线路
到逻辑相关事件。

●

服务顺序编号：写入调试的序号在线路的。这是有用的(根本要求)，当日志转发到系统日志服务
器时。此非常有用的为了识别，如果中的任一调试消息到系统日志服务器丢弃了在网络。序号
是在调试的第一项，在时间戳和实际日志消息前。注意这是与时间戳/序号不同系统日志服务器
能写入本地在他们的文件。

●

操作日志缓冲区：通知路由器发送调试到其本地缓冲区内存。缓冲区大小在字节设置。在配置
中缓冲区大小设置为10MB。

●

no logging console和no logging monitor ：日志消息在控制台或终端监视器没有打印。如果这
些命令没有配置，他们可能有害对路由器性能和debug输出准确性。

●

语音iec Syslog ：Enable (event)语音内部错误确定断开原因的错误代码消息。●

配置Syslog设置

有时问题能随机和要求方式不断地收集调试，直到事件发生。当您存储在缓冲区时的调试，不断地
收集他们。注意它对您能分配的内存数量被限制，并且一次到达该内存数量，缓冲区圈子并且丢弃



以前消息，导致不完整重要信息要求查出问题。

使用Syslog路由器能传送所有调试信息到外部服务器，系统日志服务器软件在文本文件存储它。虽
然其收集debug输出的好办法，不是日志集的首选方法。系统日志服务器倾向于跳过或从已接收输
出的写信由于在服务器，因为debug输出能淹没服务器，或者数据包的拥塞也许被撤销由于网络状
况。在某些情况下Syslog是取得进度的唯一方法在问题。

若可能请使用可靠的传输方法例如TCP避免所有信息丧失，并且，建议连接系统日志服务器到路由
器连接或一样接近尽可能路由器的同一交换机。它仍然不保证所有数据在文件存储，但是减少数据
丢失的机会。

默认情况下系统日志服务器使用UDP作为在端口514的传输协议。

#configure terminal

service timestamps debug datetime msec localtime show-timezone year

service timestamps log datetime msec localtime show-timezone year

service sequence-numbers

!Optional in case you still want to store debug output in the buffer.

logging buffered 10000000

no logging console

no logging monitor

logging trap debugging

!Replace the 1.1.1.1 with the actual Syslog Server IP Address

logging host 1.1.1.1 transport [tcp|udp] port <port>

当命令配置，路由器立即寄消息给系统日志服务器IP地址。

调试集

一旦调试启用，必须清除缓冲区，在问题被再生产前。这执行保证输出是一样干净的尽可能和避免
为分析不是需要的所有额外的数据。运行clear log命令，这保证缓冲区清除。如果有其他呼叫活动
在路由器，并且调试启用，输出在缓冲区立即打印。

Router# clear log

Clear logging buffer [confirm]

Router#

在问题被再生产后，请立即禁用调试从打印终止更多输出在缓冲区。然后请收集日志。您能在终端
转存所有输出用命令：

Router# undebug all

Router# terminal length 0

Router# show log

有时PuTTY关闭和不能立即处理所有输出，这是正常，并且不含义某事错误发生在路由器，如果这
发生再重新打开会话并且通常继续。在操作日志缓冲区是太大或由于终端监视器的失败相当数量数
据需要印出的方案中，请复制缓冲输出到一个外部设备直接地有show log命令的|重定向：

Router# show log | redirect ftp://username:password@1.1.1.1/debugs.txt

命令复制整个缓冲输出对与IP地址1.1.1.1的ftp与文件名debug.txt。文件名必须总是指定。可用其他
的目的地导出数据是：



Router# sh log | redirect ?

bootflash: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flash: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ftp: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harddisk: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http: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https: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nvram: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tftp: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调试哪些应该为语音路由器启用？

功能(TDM、多维数据集或者SCCP (媒体资源)的)每种呼叫流和类型不同的，并且特定调试您能启用
。要求的必须同时启用。当分析时，捕获一调试每次没有效并且提供更多混乱数据。

调试启用在要求您有被赋予特权的执行模式权限的CLI EXEC提示级别Router-里面。

有基本和先进的调试。基本调试用于收集信令信息或者在SIP， H323，或者MGCP，显示会话路由
器有用其对等设备。

先进的调试是非常详细的和通常使用收集更多信息在基本调试不能显示的内部堆叠错误情形下。这
些调试通常强化中央处理。

提示：在调试启用后，请切记运行clear logging命令。此命令保证缓冲区为调试的一个更加干
净的捕获被清除。

内部呼叫控制API (CCAPI)调试

在每个IOS/IOS-XE路由器里面有是负责不同的VoIP应用程序之间的通信的呼叫控制API，或者协议
，并且数据层面组件，例如RTP、DSP、语音卡等等为了获取从那里此层的数据是能使用的一特定
调试：

debug voip ccapi inout

有此调试的其它选项，然而debug voip ccapi inout包括足够通常是了解的所有基本拨号计划和呼叫
建立信息什么是此层的状态。

提示：debug voip ccapi inout通常有最小影响对路由器的CPU和推荐与所有信令调试一起启用
为了提供完全的一套日志呼叫和其不同的状态的信息。

SIP呼叫流

这些调试SIP呼叫流的是最常用的，并且他们可以启用在有一个SIP段在路由器和CUCM之间或者其
他SIP服务器/代理的多维数据集和TDM网关里面。

基本SIP调试

debug ccsip messages

debug ccsip error



debug ccsip non-call !Optional, applies for SIP OPTIONS and SIP REGISTER Messages.

先进的SIP调试

debug ccsip all

debug ccsip verbose

debug voice ccapi inout

数字(PRI， BRI)呼叫流

这些调试申请主速率Interfances (PRI) T1/E1或Basic Rate Interfaces (BRI) ：

基本数字调试

debug isdn q931

先进的数字调试

debug isdn q921

模拟呼叫流

使用这些调试，当有模拟电路介入类似Foreigh交换用户(FXS)时或局外交换管理办公室端口：

debug vpm signal

debug voip vtsp all

H323呼叫流

虽然H323不用途广泛，仍有与配置的：

基本H323调试

debug h225 asn1

debug h245 asn1

debug h225 events

debug h245 events

先进的H323调试

debug cch323 h225

debug cch323 h245

debug cch323 all

SCCP媒体资源

这些调试用于排除故障内部呼叫控制协议(SCCP)媒体介入媒介终接点(MTP)或代码转换器注册对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的资源问题(CUCM)服务器：

基本SCCP调试



debug sccp messages

debug sccp events

debug sccp errors

先进的SCCP调试

debug sccp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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