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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文描述Extension Mobility交叉在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的集群功能(CUCM)介绍
8.0和更高的版本。

先决条件

要求



本文档没有任何特定的要求。

使用的组件

本文档中的信息根据这些软件和硬件版本

CUCM 9.X和更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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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CC解决方案

EMCC涉及Extension Mobility交叉集群问题指定交叉注册。交叉注册暗示这些特性：

从家庭集群的用户登录到电话在访问的集群。●

洛金步骤表达设备信息到主页集群数据库。●

家庭集群数据库建立有用户设备配置文件的一个临时设备。●

家庭集群TFTP server创建电话配置文件。●

在登录以后，访问的集群处理电话对家庭集群TFTP server。●

电话下载其从家庭集群(HC) TFTP server的TFTP有家庭集群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的配置然后交叉寄存器。

●

配置

1. 服务激活

导航对Cisco Unified维护性> Tools > Service激活。

选择服务器，并且通过检查复选框启动这些服务在每服务旁边：

Cisco CallManager●

Cisco Tftp●

Cisco Extension Mobility●

思科大批供应服务(在发行商能仅激活)●

2. EM电话服务



导航对CUCM Administration >设备>设备设置>电话服务。1.
创建Extension Mobility电话服务。2.
在CUCM管理中，请导航对设备>设备设置>电话服务。3.

单击添加新，并且填写IP电话服务配置窗口的字段如下：

服务名称:Extension Mobility。4.
ASCII服务名称：Extension Mobility。5.
服务说明：Extension Mobility。6.
服务URL
： http://10.89.80.19:8080/emapp/EMAppServlet?device=#DEVICENAME#&EMCC=#EMCC
#

7.

安全服务URL
：https://10.89.80.19:8443/emapp/EMAppServlet?device=#DEVICENAME#&EMCC=#EMCC
#

8.

选中启用选中框。9.
 10.Click保存Extension Mobility电话服务的保存。

3. 添加需要EM用户的设备配置文件

导航对CUCM Administration >设备>设备设置>设备配置文件

添加需要Extension Mobility的用户的设备配置文件。设备配置文件习惯重叠用一个真正的设备
，当用户登录(两个Extension Mobility和EMCC)。请执行以下步骤：

●

1. 在CUCM管理中，请导航对设备>设备设置>设备配置文件。

http://10.89.80.19:8080/emapp/EMAppServlet?device=#DEVICENAME#&amp;EMCC=#EMCC#
http://10.89.80.19:8080/emapp/EMAppServlet?device=#DEVICENAME#&amp;EMCC=#EMCC#
https://10.89.80.19:8443/emapp/EMAppServlet?device=#DEVICENAME#&amp;EMCC=#EMCC#
https://10.89.80.19:8443/emapp/EMAppServlet?device=#DEVICENAME#&amp;EMCC=#EMCC#


2. 添加一种特定设备类型的一新设备配置文件与一份特定协议，分配一有意义的名称到新设备配置
文件。 Example:7971 SCCP设备配置文件。

3. 在新设备配置文件，请配置EMCC CSS字段。

4. 此呼叫搜索空间(CSS)得到应用对实时设备配置，当用户传播并且使用一不同的(访问的)时集群的
IP电话。

5. 配置此字段，好象设置本地IP电话的Phone Configuration窗口的CSS字段。

欲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参考EMCC呼叫路由部分关于EMCC CSS字段。●

添加目录号(DN)到新设备配置文件。 Example:4001●

在目录编号配置窗口，请选择在相关链接下拉列表框的配置设备(<your新设备配置文件
name>)选项。

●

您回到设备配置文件配置窗口。●

在设备配置文件配置窗口，请选择订阅/取消预订服务选项在相关链接下拉列表框。●

在显示，选择在Select a Service drop-down list方框的Extension Mobility服务的弹出窗口中。●

单击 Next。●

点击“Save”并且关上弹出窗口。●

如此镜像所显示，设备配置文件配置窗口将查找。 ●

4. 配置最终用户

添加思科的EMCC用户：●

在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管理中，请选择用户管理>最终用户。●

单击添加新的添加一新的最终用户。●

在显示，配置至少这些字段的最终用户配置窗口： 用户ID，密码， PIN，姓氏，名字。●

在Extension Mobility窗格中，请检查Enable (event) EMCC复选框。●

选择设备配置文件您在从联机配置文件列表窗格的步骤3配置在Extension Mobility窗格。●

请使用下箭头移动设备配置文件向受控的配置文件列表窗格。●

点击“Save”保存最终用户配置。●

/content/en/us/td/docs/voice_ip_comm/cucm/admin/8_0_2/ccmfeat/fsgd-802-cm/fsemcc.html#wp1461291


5. 启用在设备的EM

检查在电话页的EM。●

订阅EMCC电话服务。●

导航对CUCM Administration > Device > Phone。●



订阅/取消预订服务●

直到此配置在家庭和访问的集群必须当前执行。●

6. 配置大批证书管理

导航对CUCM OS管理> Security >容量证书管理。

7. 出口

证书类型：如此镜像所显示，所有，然后导出。●



8. Consollidate

证书类型：所有，统一。●

9. 导入

证书类型：所有，导入。●

注意：在您import all在每集群的证书，每集群的，您需要重新启动CUCM后

10. Enable (event)视频呼叫

为了启用视频呼叫的EMCC，请配置普通的电话配置文件(设备>设备设置>普通的电话配置文件
)或配置企业电话配置(系统>企业电话配置)启用视频呼叫。

●

在任一个窗口，设置视频功能下拉列表框如启用。默认情况下(此设置可能每集群启用。)●

11. 配置EMCC模板

添加EMCC设备—添加EMCC模板：●



CUCM管理，大批Administration > EMCC > EMCC模板>单击添加新。●

12. 插入/更新EMCC配置

添加EMCC设备—设置默认EMCC模板。●

在CUCM管理中，请选择大批Administration > EMCC >插入/更新EMCC。●

点击更新EMCC设备。●

在默认EMCC模板下拉列表框中，请选择该EMCC设备的模板您配置在步骤11。●

立即单击运行。●

为了验证工作是否成功运行，选择大批Administration >作业安排器并且寻找您的工作工作ID。
检查您的工作成功运行。

●



13. 插入/更新EMCC配置

添加EMCC设备>插入EMCC设备。●

在CUCM管理中，请导航大批Administration > EMCC >插入/更新EMCC。●

点击插入键EMCC设备。●

更改在EMCC设备数量的值是被添加的字段。●

立即单击运行。●

刷新此窗口并且检查EMCC设备数量已经按数据库值当前显示例如您被添加设备的数量(5)。●

交替地，请导航检查工作是否的大批Administration >作业安排器顺利地完成。●

EMCC基础设备添加最大。●

使用此计算，包括EMCC在获得支持的在集群设备的总数， ： 电话+ (2个x EMCC设备) <=
MaxPhones。

●

CUCM系统指定MaxPhones值为60,000。●

EMCC登录不影响在主页集群获得使用许可证的数量。●



14.Configure Geolocation过滤器

配置企业参数并且添加geolocation过滤器：●

在CUCM管理中，请选择System > Enterprise Parameters。●

对于团星ID企业参数，请配置每参与的集群的唯一集群ID。●

在CUCM管理中，请导航系统> Geolocation过滤器。●

单击新增。●

创建一个新的geolocation过滤器。●

示例名称：EMCC Geolocation过滤器。●

指定匹配的，例如国家、州和城市标准。●



15.Configure EMCC功能

配置EMCC特征参数：●

在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管理中，请导航高级特性> EMCC > EMCC功能配
置。

●

在EMCC中以显示，配置这些特征参数的配置窗口为特色： 默认EMCC洛金设备的TFTP
server， EMCC Geolocation过滤器，远程团星更新的默认服务器。

●

注意：必须以前配置每个特征参数，在您在与每个特征参数产生关联的下拉列表框前能选择他
们。

注意：您能保持其他EMCC特征参数的默认值或您能更改当必要时。



16.Configure SIP中继

配置EMCC的一两簇之间SIP中继。●

注意：您可以配置两的一中继PSTN访问和RSVP代理程序服务(在步骤17)或每服务的一中继
。您需要不大于两EMCC SIP中继。

在CUCM管理中，请选择设备>中继。●

单击新增。●

指定这些设置： 中继线类型：SIP中继，中继服务类型：Extension Mobility发怒集群●

单击 Next。●

在显示，指定在设备信息窗格的设置的中继配置窗口。这些值显示示例值。 名称：EMCC-ICT-
SIP-Trunk-1和设备池：默认

●

在SIP信息窗格中，请指定这些示例设置： SIP中继安全配置文件：非安全SIP中继配置文件和
SIP配置文件：英文虎报SIP配置文件

●

在Geolocation配置窗格，请指定此设置： 发送Geolocation信息：检查此复选框。●

点击“Save”保存EMCC的簇之间SIP中继。●



17. 配置服务档案

配置EMCC簇之间服务档案：●

在CUCM管理中，请选择预先的功能> EMCC > EMCC群集间服务档案。●

检查在EMCC窗格的活动复选框。●

检查在PSTN访问窗格的活动复选框。●

在PSTN访问SIP中继下拉列表框中，请选择该SIP的中继您配置在步骤16。●

检查在RSVP代理程序窗格的活动复选框。●

在RSVP代理程序SIP中继下拉列表框中，请选择该另一SIP的中继您配置在步骤16。●

单击验证验证您的设置。●

如果在弹出窗口的故障消息显示，不点击“Save”。●



18.Configure远程团星服务

配置EMCC远程集群服务：●

导航对CUCM Administration >功能>远程团星。●

单击新增。●

在显示，配置这些设置的远程Cluster Configuration窗口： 团星ID ：保证此集群ID匹配另一集
群和完全合格的名称的集群ID的企业参数值：请使用能解决到在远程集群的所有节点远程集群
或域名的IP地址。

●



注意：TFTP故意地禁用作为TFTP不支持与EMCC的代理。远程团星服务功能配置指南部分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的配置陈述以下：

对于Extension Mobility交叉集群，应该总是禁用TFTP复选框。

19.Configure服务Paramter

配置服务参数：●

导航对CUCM >System >服务参数。●

从服务器下拉列表框，请选择服务器。●

从服务下拉列表框，请选择Cisco Extension Mobility服务。●

单击高级按钮在窗口顶部。●

当必要时，请配置在集群域内参数(适用于所有服务器)的参数窗格的这些服务参数： 集群间最
大洛金时间和EMCC允许代理：设置此值asTrue。

●

EMCC的注意，呼叫日志总是清除。●

EMCC的注意，多登录总是允许。●

https://www.cisco.com/c/zh_cn/support/unified-communications/unified-communications-manager-callmanager/products-installation-and-configuration-guides-list.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support/unified-communications/unified-communications-manager-callmanager/products-installation-and-configuration-guides-list.html


验证

如此镜像所显示，导航对Device > Phone >验证。

故障排除

目前没有针对此配置的故障排除信息。

已知缺陷，当配置EMCC时



CSCuy43181错误从10.5.2.13900-2的容量cert导入或者高，对更低的版本。

https://tools.cisco.com/bugsearch/bug/CSCuy43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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