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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文提供相关的信息给生成的普通的事件查看器消息在Cisco CallManager系统。
本文目的将给予在Cisco CallManager系统生成的一些普通的事件查看器消息的另外的洞察力。
注意： 如果任何未使用服务在Cisco CallManager服务器，启用另外的消息能出现。当您禁用特定
未使用服务时，在这种情况下它摆脱错误消息。

先决条件
要求

Cisco 建议您了解以下主题：
●

●

Cisco CallManager跟踪
Windows事件日志

使用的组件
本文档中的信息基于Cisco CallManager 3.x和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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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
有关文档规则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Cisco 技术提示规则。

思科CallManager特定的应用程序事件日志
这些事件日志与Cisco CallManager特别地关连。
●

●

●

●

●

●

●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CallManagerFailure 指示在Cisco CallManager系统
内的某些失败。说明—此报警表明某些失败在Cisco CallManager系统发生了。欲知更多信息
，查看错误消息的原因代码。推荐的操作—为其他报警监控并且重新启动Cisco CallManager服
务，如果需要。此表显示Enum定义和原因代码。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6-SDLLinkISV 对恢复的远程应用程序的SDL链路。远
程应用程序远程IP地址说明—此报警表明活动进程CallManager获取了通信用远程Cisco
CallManager。注意远程Cisco CallManager应该也指示与一不同的LinkID的SDLLinkISV。推荐
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此表显示Enum定义和本地应用程序ID。此表显示Enum定义和远程申
请ID。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SDLLinkOOS 对远程应用程序的SDL链路是服务中断
。远程应用程序[String]远程IP地址，唯一链路ID [String]，本地节点ID [UInt]，本地应用程序ID
[Enum]， RemoteNodeID [UInt]，远程应用程序ID [Enum]说明—此报警表明活动进程
CallManager丢失了通信用远程Cisco CallManager。此报警通常指示网络错误或非奔跑的远程
Cisco CallManager。推荐的操作—调查远程Cisco CallManager为什么不运行或网络问题是否
存在。此表显示Enum定义和本地应用程序ID。此表显示Enum定义和远程申请ID。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BChannelOOS B信道服务中断。唯一信道ID
[String]，设备名。[String]，原因[Optional]。[Enum]，信道ID [UInt]说明—指示的B信道有去的
服务中断。推荐的操作—帮助的联系支持人，如果此报警继续生成。此表显示Enum定义和原因
代码[Optional]。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6-BChannelISV B信道在使用中。信道ID [UInt]，唯一信
道ID [String]，设备名。[String]说明—指示B信道在使用中进来。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DChannelOOS D-channel服务中断。信道ID [UInt]，唯
一信道ID [String]，设备名。[String]，设备IP地址[String]，原因[Optional]。[Enum]说明—指示
D-channel有去的服务中断。推荐的操作—帮助的联系支持人，如果此报警继续生成。此表显示
Enum定义和原因代码[Optional]。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6-DChannelISV D-channel在使用中。信道ID [UInt]，唯
一信道ID [String]，设备名。[String]，设备IP地址[String]说明—指示D-channel在使用中进来。
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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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DeviceTransientConnection 瞬变连接尝试。设备IP地
址。[String]，设备名[Optional]。[String]，设备类型。[Optional] [Enum]，原因代码[Optional]。
[Enum]，连接端口[UInt]此错误能出现，如果连接被建立和立即丢弃，在注册完成前。不完整注
册能表明设备是重新安置在注册中间。报警能也指示设备误配置，数据库错误或者尝试非法/的
未知设备尝试连接。如果对Cisco CallManager的一连接在TCP端口2000年终止，在Simple
Client Control Protocol (SCCP)注册完成前，此事件被记录。您能模拟此，当您建立Telnet连接
使用telnet <cm IP地址> 2000年时，并且结束它。并且，请确保您提及在SCCP标识符命令的
正确版本。如果不，它默认为错误的版本，并且网关设法再尝试注册Cisco CallManager并且产
生此错误。说明—，在注册完成前，连接被建立了和立即丢弃了。不完整注册能指示设备是重
新安置在注册中间。报警能也指示设备误配置，数据库错误或者尝试非法/的未知设备尝试连接
。推荐的操作—由于一正常设备rehome，如果此事件发出操作没有要求。如果主要的不能响应
， Cisco IP电话尝试连接到其附属Cisco CallManager。如果电话的主Cisco CallManager是立
即可用的，在一非常短的失败，电话取消与第二的注册和rehome对其主Cisco CallManager后
。这的附属Cisco CallManager导致瞬变连接尝试。如果此事件为一些设备不断地发生，请检查
这些项目：如果设备在数据库存在。如果设备在您的网络的一个特定段查找，请分析连接。如
果您的Cisco CallManager有连接，能导致一慢作用的高CPU内存问题。确保您在网关配置里使
用正确DNS服务器IP地址。如果需要升级对思科技术支持的此问题，请提供此信息：IP电话的
.cnf或.cnf.xml文件在IP电话和Cisco CallManager之间的嗅探器跟踪事件日志Cisco
CallManager跟踪此表显示Enum定义和设备类型(可选)。此表显示Enum定义和原因代码(可选
)。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6-DeviceRegistered 注册的设备。设备名。
[String]，设备IP地址。[String]，设备描述[Optional]。[String]，用户ID [Optional]。[String]，负
载ID [Optional] [String]，相关的目录号。[Optional]。[String]，性能监控程序对象类型
[Enum]，设备类型。[Optional] [Enum]，已配置的网守名称[Optional]。[String]，技术前缀命名
[Optional]。[String]，区域信息[Optional]。[String]， Alternate Gatekeeper列表[Optional]。
[String]，激活关守[Optional]。[String]，呼叫信号地址[Optional]。[String]， RAS地址
[Optional]。[String]说明—设备用Cisco CallManager成功注册。假设，设备在使用中。推荐的
操作—操作没有要求。此表显示Enum定义和性能监控程序对象类型。此表显示Enum定义和设
备类型(可选)。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DeviceUnregistered 未注册的设备。设备名。
[String]，设备IP地址。[String]，设备类型。[Optional] [Enum]，设备描述[Optional]。
[String]，原因代码[Optional]。[Enum]说明—用Cisco CallManager以前注册的设备未注册。此
事件可以发出作为一个正常unregistration事件一部分或由于某个其他原因例如Keepalive损耗。
推荐的操作—，如果此设备的unregistration预计，操作没有要求。此表显示Enum定义和设备类
型(可选)。此表显示Enum定义和原因代码(可选)。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4-H323AddressResolutionError 没被解析的H.323地址
。设备名。[String]说明— H.323设备地址不可以是解决的。Cisco CallManager不能处理到/从
指示的H.323设备的呼叫。推荐的操作—或者H.323设备条目不正确地配置，或者域名系统
(DNS)不正确地配置。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6-H323Started 就绪的Cisco CallManager处理呼叫请
求指示的H.323设备。设备名。[String]， IP地址[String]，设备类型。[Optional] [Enum]，设备
描述[Optional]。[String]，远程CallManager服务器1[Optional]。[String]，远程CallManager服
务器2[Optional]。[String]，远程CallManager服务器3 [Optional]。[String]说明— Cisco
CallManager准备处理呼叫请求指示的H.323设备。此报警不指示H.323设备的当前状态，只有
该Cisco CallManager准备处理到/从H.323设备的呼叫。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此表显示
Enum定义和设备类型(可选)。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4-H323Stopped 不就绪的Cisco CallManager处理呼叫
请求指示的H323设备。设备名。[String]， IP地址[String]，设备类型。[Optional] [Enum]，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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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Optional]。[String]，远程CallManager服务器1[Optional]。[String]，远程CallManager服
务器2[Optional]。[String]，远程CallManager服务器3[Optional]。[String]说明— Cisco
CallManager不准备处理呼叫请求指示的H.323设备。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此表显示
Enum定义和设备类型(可选)。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4-SIP IPPortConflict 已经使用指示的设备的已配置的
本地端口。设备名。[String]，端口号[String]，设备类型。[Optional] [Enum]说明—指示的设备
的已配置的本地端口已经是在使用中的或Cisco CallManager无法绑定到配置端口。推荐的操作
—或者SIP设备条目不正确地配置，或者DNS不正确地配置。此表显示Enum定义和设备类型(可
选)。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6-SIPStarted 就绪的Cisco CallManager处理呼叫请求
指示的SIP设备。设备名。[String]， IP地址[String]，设备类型。[Optional] [Enum]，设备描述
[Optional]。[String]说明— Cisco CallManager准备处理呼叫请求指示的SIP设备。此报警不指
示SIP设备的当前状态，只有该Cisco CallManager准备处理到/从SIP设备的呼叫。推荐的操作
—操作没有要求。此表显示Enum定义和设备类型(可选)。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4-SIPStopped 不就绪的Cisco CallManager处理呼叫请
求指示的SIP设备。设备名。[String]，设备类型。[Optional] [Enum]，设备描述[Optional]。
[String]说明— Cisco CallManager不准备处理呼叫请求指示的SIP设备。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
要求。此表显示Enum定义和设备类型(可选)。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4-MediaResourceListExhausted 在媒体资源列表没找到
的一种可用的设备类型。媒体资源，媒体资源列表名称[String]说明—可用资源不能被找到如表
示由在指示的梅迪亚路由列表的设备类型。推荐的操作—添加附加资源到指示的梅迪亚资源列
表。此报警指示一个网络故障或设备故障。此表显示Enum定义和梅迪亚资源类型。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4-RouteListExhausted 一个可用的路由在指示的路由列
表不能被找到。路由列表命名[String]说明—一个可用的路由在指示的路由列表不能被找到。如
果一个可用的路由在指示的路由列表，没有被找到此错误能出现。Cisco CallManager尝试对在
路由列表的下一台路由扩大呼叫，直到到达最后路由，如果呼叫在当前网关失效。使用最后网
关，如果呼叫不可能完成，路由列表用尽的事件被记录。一失败的原因当前网关的能包括：未
分配的编号用户忙在带宽外面网关不能回答呼叫建立请求使用Cisco CallManager服务参数，您
能更改此行为。此事件可能通常忽略。例如，如果用户呼叫一个非存在的目的地，未分配的编
号错误可以导致。或者，如果目的地忙碌，它忙碌，当尝试下个可用的网关时。如果认为此事
件没有造成的是由相似的失败，您能根据在安装Cisco CallManager跟踪的步骤启用详细的
Cisco CallManager跟踪TAC的。您在C:\Program Files\Cisco\bin能也使用
Q931Translator.exe，查找，分析呼叫建立和断开顺序。如果有一路由列表用H.323网关作为第
一个路由组和采取所有溢出的第二个路由组，第一个H.323网关能送回用户忙到Cisco
CallManager，如果所有其信道或端口忙碌。如果这发生，呼叫没有转发给路由列表的第二个路
由组。如果您的路由列表配置如解释，设置两个在用户忙标志的终止路由并且停止路由在未分
配的编号标志服务参数到错误。为了执行此，请去Cisco CallManager Admin > Service >
Service Parameters >选择Server> Cisco CallManager并且设置参数对错误。在到达
RouteListExhausted状态前，这使Cisco CallManager设法其他网关重路由在用户忙的呼叫。推
荐的操作—您在指示的路由列表也许需要添加另外的路由。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DeviceTypeMismatch 设备类型不匹配。数据库设备类
型[UInt]，设备类型[UInt]，设备名称。[String]说明—指示的设备通过的设备类型不匹配数据库
配置。推荐的操作—验证指示的设备的数据库配置。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6-DeviceDnInformation 设备DN信息。设备名
[String]，设备类型。[Optional] [Enum]，站点Desc [String]，站点Dn [String]说明—用设备关联
的Dns列表。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此表显示Enum定义和设备类型(可选)。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6-StationConnectionError 关闭连接的站点设备。设备
名[String]说明—站点设备关闭连接用Cisco CallManager。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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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6-StationAlarm 站点报警。TCP ProcessId
[String]，设备文本[String]， Param1 [UInt]， Param2 [UInt]说明—站点设备发送报警到Cisco
CallManager。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StationEventAlert 站点警报。TCP ProcessId
[String]，设备文本[String]， Param1 [UInt]， Param2 [UInt]说明—站点设备发送了警报到
Cisco CallManager。推荐的操作—保证已确定设备的配置是适当的。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6-GatewayAlarm 网关报警。设备名[String]， TCP把柄
[VoidPtr]，设备文本[String]， Param1 [UInt]， Param2 [UInt]说明—网关设备发送报警到Cisco
CallManager。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6-MGCPGatewayGainedComm 对设立的网关的MGCP通信
。设备名[String]说明— MGCP网关已建立通信用Cisco CallManager。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
要求。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2-MGCPGatewayLostComm 对丢失的网关的MGCP通信。
设备名[String]说明— MGCP网关丢失的通信用Cisco CallManager。推荐的操作-确认已确定
MGCP网关是否重新启动或不运转中。否则，请与帮助的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TCPInitError TCP初始化错误。错误编号
[String]，错误代码[Int]说明— TCP失败的库初始化。推荐的操作—请与帮助的思科技术支持联
系。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StationTCPInitError 站点TCP初始化错误。错误编
号[String]，错误代码[Int]说明—站点TCP初始化错误遇到。推荐的操作—请与帮助的思科技术
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TspError 在TSP的错误。端口IsoEthPort [UInt]，端
口DSL [UInt]说明—数据库配置错误遇到。推荐的操作—如果关闭从网关的未注册的FXO端口
，清除这些消息。否则，请调查已确定设备的配置。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TspTimeout TSP超时。端口IsoEthPort [UInt]，端口
DSL [UInt]说明—超时遇到，当尝试读数据库配置时。推荐的操作—调查已确定设备的配置。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TspCorrupt 损坏的TSP。端口IsoEthPort [UInt]，端
口DSL [UInt]说明—数据库配置错误遇到。推荐的操作—调查已确定设备的配置。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DnTimeout 没有足够的信道。端口IsoEthPort
[UInt]，端口DSL [UInt]说明—，因为请求的不可能分配，呼叫尝试拒绝网关信道。推荐的操作
—添加更多网关资源。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NotEnoughChans 没有TCP连接。说明—在未知
TCP连接或release请求尝试发生的断开。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6-NoConnection 重置启动的设备。设备名[Optional]。
[String]，设备类型。[Optional] [Enum]说明— reset请求的设备在注册的设备接收并且启动。推
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此表显示Enum定义和设备类型(可选)。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6-DeviceResetInitiated 启动的设备重新启动。设备名
[Optional]。[String]，设备类型。[Optional] [Enum]说明—设备重新启动请求在注册的设备接收
并且启动。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此表显示Enum定义和设备类型(可选)。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6-DeviceRestartInitiated 启动的设备重新启动。设备
名[Optional]。[String]，设备类型。[Optional] [Enum]说明—设备重新启动请求在注册的设备接
收并且启动。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此表显示Enum定义和设备类型(可选)。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4-MWIParamMisMatch MWI参数不匹配。说明—发生的消
息等待指示符号码配置错误。推荐的操作—调查消息等待指示符配置。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DaTimeOut 数字分析超时。说明—发生的数字分析超
时。推荐的操作—确认DigitAnalysisTimer是否设置为在CallManager服务参数配置页的建议的
值。否则，请与帮助的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6-DatabaseInternalDataError_070 数据库内部数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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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设备名[String]说明—数据库发生的内部数据数据错误。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6-DatabaseInternalDataError_071 数据库内部数据数据
错误。设备名[String]说明—数据库发生的内部数据数据错误。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6-DatabaseInternalDataError_072 数据库内部数据数据
错误。设备名[String]说明—数据库发生的内部数据数据错误。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6-DatabaseInternalDataError_073 数据库内部数据数据
错误。设备类型[String]说明—数据库发生的内部数据数据错误。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6-DatabaseAuditInfo_074 数据库审计信息。编号[Int]说
明—数据库发生的审计信息错误。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6-DatabaseInternalDataError_075 数据库内部数据数据
错误。文本[String]说明—数据库发生的内部数据数据错误。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4-TimerThreadSlowed 慢计时器的线索。说明— Cisco
CallManager定时机制的验证在可接受限制之外减慢。推荐的操作—调查其他报警或所有征兆出
版物。例如，请跟踪将指示一大量处理器负载或其他反常现象指示的节点的数据。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4-OutOfDnForAutoRegistration 在自动注册的目录号外
面。说明— Cisco CallManager用尽了自动注册的目录号。推荐的操作—调查自动注册配置。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5-DatabaseDefaultsRead 读的数据库默认。说明—数据
库默认信息顺利地读了。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1-DatabaseDefaultsReadFailure 数据库默认读取故障。
主机名[String]说明—数据库默认信息读取故障发生。推荐的操作—请与帮助的思科技术支持联
系。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5-DatabaseDeviceNoDirNum 数据库设备的没有目录号。
文本[String]说明—目录号没有用已确定设备关联。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1-DatabaseInternalDataError_06e 数据库内部数据数据
错误。DeviceName [String]说明—数据库发生的内部数据数据错误。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
求。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5-DatabaseInternalDataError_06f 数据库内部数据数据
错误。路由组组名[String]说明—数据库发生的内部数据数据错误。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DeviceInitTimeout 设备初始化超时。设备名
[String]，协议[String]，旁边编号[UInt]说明—设备初始化超时遇到。推荐的操作—调查已确定
设备。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NumDevRegExceeded 超出的注册的设备编号。最大设
备[Int]说明—注册的设备编号被超出了。推荐的操作—调查注册的设备数量。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5-CallManagerOnline 在线路的Cisco CallManager。
CCM版本[String]说明— Cisco CallManager在线路。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MtpNoMoreResourcesAvailable 可用没有MTP的资源。
说明— MTP资源不是可用的。推荐的操作—安装另外的MTP或转码器资源并且重新启动
IPVMSA服务。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MohNoMoreResourcesAvailable 可用没有的MOH资源
。说明— MOH资源不是可用的。推荐的操作—安装另外的MOH资源。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ConferenceNoMoreResourcesAvailable 可用没有的会
议资源。说明—会议资源不是可用的。推荐的操作—安装会议资源。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AnnunciatorNoMoreResourcesAvailable 可用没有
Annunciator的资源。说明— Annunciator资源不是可用的。推荐的操作—安装另外的
Annunciator资源。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6-CtiStaleCallHandle CTI过时的呼叫把柄。说明
[String]说明—此报警由审计发出，当查找CTI应用程序没有关闭的无效呼叫把柄时，当呼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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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闲状态时。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思科建议CTI应用程序明确地结束呼叫，当呼叫去空
闲状态时。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MaxCallsReached 最大数量被到达的呼叫。说明
[Int]说明—同时连接最大在Cisco CallManager节点的被到达了。推荐的操作—调查激活的呼叫
数量在思科Callmanger节点的。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6-TcpCommError TCP通信错误。文本[String]，最后错
误[UInt]，错误文本[String]， Socket发送[UInt]说明— TCP通信错误遇到。推荐的操作—帮助的
联系支持人与提供的报警文本和ErrorText。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OperatingSystemFailure 失败的操作系统的呼叫。系
统呼叫[String]，错误代码。[ULong]说明—指定的操作系统的呼叫发生故障。也提供故障代码。
推荐的操作—请与与提供的系统呼叫和错误代码的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CdrWriteError 无法写CDR记录到数据库。目的节点
Id [UInt]， CallManager Id [UInt]，呼叫ID [UInt]，主叫方[String]，被叫方[String]说明—无法写
CDR记录到数据库。重试计数超出了。推荐的操作—请与与提供的系统呼叫和错误代码的思科
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COMException COM例外。错误代码[Int]，说明
[String]说明—发生的严重组件对象模式接口错误。推荐的操作—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DBLException DBL例外。错误代码[Int]，
ExceptionString [String]说明—发生的严重数据库层接口错误。推荐的操作—请与思科技术支持
联系。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4-CtiCallAcceptTimeout 呼叫接受超时呼叫接受计时器
[UInt]，设备名[String]，主叫方DN [String]，被叫方DN [String]说明—应用程序失败接受在
CallAcceptTimer时间的呼叫。推荐的操作—配置根据应用程序的期望的响应响应时间适当地的
CallAcceptTimer服务参数。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ICTCallThrottlingStart 处理呼叫请求指示的
H.323设备的Cisco CallManager终止由于路由在H.323中继设备名的环路。[String]， IP地址
[String]，设备类型。[Optional] [Enum]，设备描述[Optional]。[String]说明— Cisco
CallManager检测在H.323中继的一条路由环路。结果它临时地停止接受呼叫请求指示的
H.323设备。推荐的操作—管理员需要删除路由环路。此表显示Enum定义和设备类型(可选)。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ICTCallThrottlingEnd Cisco CallManager开始处理
呼叫请求就该被终止的路由在H.323中继设备名创建的环路的指示的H.323设备。[String]，
IP地址[String]，设备类型。[Optional] [Enum]，设备描述[Optional]。[String]说明— Cisco
CallManager恢复正常状态并且启动接受呼叫请求指示的H.323设备。推荐的操作—管理员需要
删除路由环路。此表显示Enum定义和设备类型(可选)。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6-ConferenceCreated 应用程序被控制的会议创建。会
议命名[String]，会议ID [UInt]，视频启用[UInt]，申请ID [UInt]，数据流[UInt]编号，状态
[Int]，原因[Int]说明—应用程序被控制的会议创建。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6-ConferenceDeleted 应用程序被控制的会议删除。会
议命名[String]，会议ID [UInt]，原因[Int]说明—应用程序被控制的会议删除。推荐的操作—操作
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CodeYellowEntry CodeYellowEntry预计了平均延迟
[UInt]，条目延迟[UInt]，退出延迟[UInt]，样本大小[UInt]，总计代码黄色条目[UInt]，正常优先
权队列深度[Long]，高优先级队列深度[Long]说明— Cisco CallManager启动呼叫限制的由于难
以承认地处理呼入呼叫的高延迟。推荐的操作—确定高CPU使用情况的原因在高优先级和正常
优先权队列(Cisco CallManager System Performance对象)。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CodeYellowExit CodeYellowExit预计了平均延迟
[UInt]，条目延迟[UInt]，退出延迟[UInt]，样本大小[UInt]，在代码黄色[UInt]的中花费的时间
，编号呼叫拒绝的由于呼叫限制的[UInt]，总计代码黄色退出[UInt]，正常优先权队列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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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高优先级队列深度[Long]说明—，当处理呼入呼叫的延迟在退出延迟之下，下跌限制的
Cisco CallManager呼叫终止。推荐的操作—确定高CPU使用情况的原因在高优先级和正常优先
权队列(Cisco CallManager System Performance对象)。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CodeRedEntry CodeRedEntry预计了平均延迟
[UInt]，条目延迟[UInt]，退出延迟[UInt]，样本大小[UInt]，代码黄色持续时间[UInt]，编号呼叫
拒绝的由于呼叫限制的[UInt]，总计代码黄色条目[UInt]，总计代码黄色退出[UInt]，正常优先权
队列深度[Long]，高优先级队列深度[Long]说明—，在尝试做出节流呼叫以后， Cisco
CallManager不能恢复。Cisco CallManager服务被关闭。推荐的操作—确定高CPU使用情况的
原因在高优先级和正常优先权队列(Cisco CallManager System Performance对象)。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3-DeviceCloseMaxEventsExceeded
DeviceCloseMaxEventsExceeded共计事件接收的[UInt]， IP地址[String]， TCP把柄[UInt]，允
许的最大值事件[UInt]，小设备被节流的[UInt]编号说明—由于不可接受接收事件一大量从此小
设备的，它被迫关闭和重新登记。推荐的操作—检查小设备确定事件大量的原因。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CALLMANAGER-6-MaliciousCall 恶意电话识别功能在Cisco
CallManager被调用。被叫号码[String]，呼叫设备名[String]，呼叫显示名称[String]，主叫方编
号[String]，呼叫设备设备名称[String]，呼叫显示名称[String]说明—此错误表明恶意电话在
Cisco CallManager检测，并且恶意电话识别(MCID)功能被调用。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GENERIC-0-OutOfMemory 内存不足。说明—进程有从操作系统的请求
的内存，并且没有足够的内存联机。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GENERIC-6-PermissionDenied 拒绝的权限。说明—，因为进程没有
执行的权限它，操作不可能完成。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GENERIC-0-ServiceNotInstalled 没安装的服务。服务名称[String]说
明—，因为没有配置作为在服务控制管理器的一服务可执行尝试开始，但是不能。服务名称是
%s。推荐的操作—重新安装服务或呼叫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GENERIC-6-ServiceStopped 被终止的服务。主机节点的IP地址。
[String]，主机节点主机名。[String]，服务名称[String]，进程ID [ULong]说明—服务终止了。推
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GENERIC-6-ServiceStarted 开始的服务。进程ID [ULong]，主机节点
的IP地址。[String]，主机节点主机名。[String]，服务名称[String]，版本信息。[String]说明—服
务开始。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ALLMANAGER-GENERIC-4-ServiceStartupFailed 服务启动失败。服务名称
[String]说明—尝试开始失败的指定的服务。推荐的操作—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3-WindowsSocketError Windows套接字启动失败。错误[Int]，原因
[String]说明— Winsock不能开始。TFTP退出。推荐的操作—，因为也许阻碍Winsock创建，请
保证Windows 2000服务包1安装在您的系统。设法重新启动TFTP。如果它仍然不开始，请收集
TFTP服务跟踪并且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6-TftpstatsUpdateError 错误，当更新性能监控程序统计信息时。请
参阅它失败的原因字符串关于。错误[Int]，原因[String]说明—性能监控程序统计信息不能初始
化和更新。推荐的操作—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3-EventCreationFailed 事件创建失败。请参阅它失败的原因字符串关
于。错误[Int]，原因[String]说明— Windows系统呼叫CreateEvent()失败。TFTP退出。推荐的
操作—这是失败的Windows系统呼叫。保证您使用一推荐的Windows正在配置。如果仍然收到
此错误，请收集TFTP服务跟踪并且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3-BeginthreadexFailed Windows库功能beginthreadx。请参阅它失败
的原因字符串关于。错误[Int]，原因[String]说明— Windows失败的库功能beginthreadx。推荐
的操作—这是失败的Windows系统呼叫。保证您使用一推荐的Windows正在配置。如果仍然收
到此错误，请收集TFTP服务跟踪并且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3-SetEventError 对SetEvent()功能失败的呼叫。请参阅它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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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串关于。错误[Int]，原因[String]说明—对失败的SetEvent()功能的呼叫。推荐的操作—这是
失败的Windows系统呼叫。保证您使用一推荐的Windows正在配置。如果仍然收到此错误，请
收集TFTP服务跟踪并且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6-TerminateThreadError 对TerminateThread()的呼叫失败。请参阅它
失败的原因字符串关于。原因[String]，错误[Int]说明—对失败的TerminateThread()功能的呼叫
。推荐的操作—这是失败的Windows系统呼叫。保证您使用一推荐的Windows正在配置。如果
仍然收到此错误，请收集TFTP服务跟踪并且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6-CloseHandleError 对CloseHandle()的呼叫失败。请参阅它失败的
原因字符串关于。错误[Int]，原因[String]说明—失败的CloseHandle()功能。推荐的操作—这是
失败的Windows系统呼叫。保证您使用一推荐的Windows正在配置。如果仍然收到此错误，请
收集TFTP服务跟踪并且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2-WaitForSingleObjectError 在呼叫的错误对等待超时或终止事件的
WaitForSingleObject()功能。请参阅它失败的原因字符串关于。错误[Int]，原因[String]说明—对
等待超时的WaitForSingleObject()功能的呼叫或终止事件返回错误。推荐的操作—这是失败的
Windows系统呼叫。保证您使用一推荐的Windows正在配置。如果仍然收到此错误，请收集
TFTP服务跟踪并且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2-SDIControlLayerFailed 在SDI控制对象的IsError()功能呼叫的错误
值。错误[Int]，原因[String]说明— SDI控制对象的IsError()功能呼叫返回错误值。推荐的操作—
SDI控制层指示器返回错误。保证SQL server运行，并且数据库层监视器服务运作不出问题。
保证TFTP server在数据库。如果此错误仍然存在联系方式思科技术支持用TFTP服务跟踪文件
。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3-CoInitializeFailed 在CoInitialize()功能内部的ConfigThread()功能
的错误。hRes [Long]说明— CoInitialize()功能返回一个错误在ConfigThread()功能里面。推荐
的操作—这是失败的Windows系统呼叫。保证您使用一推荐的Windows正在配置。如果仍然收
到此错误，请收集TFTP服务跟踪并且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6-kConfigThreadReadConfigurationFailed 错误的
ReadConfiguration()，当呼叫由ConfigThread()功能。说明— ReadConfiguration()返回错误
，当呼叫由ConfigThread()功能。推荐的操作—保证TFTP server配置在数据库。如果问题持续
，请收集TFTP服务跟踪并且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6-kConfigThreadBuildFileFailed 错误BuildFile()的功能，当呼叫由
ConfigThread()功能。说明— BuildFile()功能返回的错误，当呼叫由ConfigThread()功能。推荐
的操作— collect选派了TFTP服务跟踪和联系方式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3-kConfigThreadChangeNotifyServerSingleFailed 一个ChangeNotify指
示器的创建使用对ChangeNotifyServerSingle()失败的呼叫。说明—一个ChangeNotify指示器的
创建使用对ChangeNotifyServerSingle()的呼叫失败。推荐的操作—搜索在程序文件/Cisco/二进
制文件目录的CtftpChangeNotify.dll文件。如果它不在那里，请安装它。如果问题持续，请与思
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2-kConfigThreadWaitForMultipleObjectFailed 在呼叫的错误对从等待
超时或终止事件的ConfigThread()的WaitForMultipleObject()。错误[Int]说明—对
WaitForMultipleObject()的呼叫从等待超时或终止事件的ConfigThread()返回错误。推荐的操作
—这是失败的Windows系统呼叫。保证您使用一推荐的Windows正在配置。如果仍然收到此错
误，请收集TFTP服务跟踪并且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6-kConfigThreadCNCMGrpBuildFileFailed 对BuildFile()功能的呼叫从
CM_Group更改错误的ConfigThread()。说明—对BuildFile()功能的呼叫从CM_Group更改
ConfigThread()返回的错误。推荐的操作— collect选派了TFTP服务跟踪和联系方式思科技术支
持。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6-kConfigThreadCNGrpBuildFileFailed 对BuildFile()功能的呼叫从组变
化在错误的ConfigThread()上。说明—对BuildFile()功能的呼叫从在ConfigThread()上的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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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错误。推荐的操作— collect选派了TFTP服务跟踪和联系方式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3-kConfigThreadCNDelDeviceFileDeleteFailed 文件的删除删除的设备
的从系统故障。文件名[String]说明—删除的设备的文件不能从系统删除。推荐的操作—这是失
败的Windows系统呼叫。保证您使用一推荐的Windows正在配置。请开始并且终止TFTP服务
，因为尝试删除的文件也许是在使用中的。如果仍然收到此错误，请收集TFTP服务跟踪并且请
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6-kConfigThreadCNDeviceBuildFileFailed 对BuildFile()功能的呼叫从
CN_Device变化在错误的ConfigThread()上。说明—对BuildFile()功能的呼叫从在
ConfigThread()上的CN_Device变化返回错误。推荐的操作— collect选派了TFTP服务跟踪和联
系方式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3-kConfigThreadUnknownExceptionCaught 一未知例外被捉住在
ConfigThread()结束时。说明—一未知例外被捉住了在ConfigThread()结束时。推荐的操作—
collect选派了TFTP服务跟踪和联系方式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3-kReadConfigurationNodeGetNameFailed 对GetName()功能的呼叫从
ReadConfiguration()疏忽返回节点名。说明—对GetName()功能的呼叫从
ReadConfiguration()失败返回节点名。推荐的操作— collect选派了TFTP服务跟踪和联系方式思
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6-kReadConfigurationGetVersionInfoFailed 对GetVersionInfo()功能的
呼叫从ReadConfiguration()疏忽返回数据库版本。说明—对GetVersionInfo()功能的呼叫从
ReadConfiguration()失败返回数据库版本。推荐的操作— collect选派了TFTP服务跟踪和联系方
式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3-kReadConfigurationUnknownException 一未知例外被捉住在trycatch构建的ReadConfiguration()结束时。说明—一未知例外被捉住了在try-catch构建的
ReadConfiguration()结束时。推荐的操作— collect选派了TFTP服务跟踪和联系方式思科技术支
持。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3-kReadConfigurationSDICtrlObjCreationFailed 当呼叫InitAlarm()功能
时，未知例外被捉住了。主机名[String]， szDblVersion [String]， szMyVersion [String]说明
—，当呼叫InitAlarm()功能时，一未知例外被捉住了。推荐的操作— collect选派了TFTP服务跟
踪和联系方式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6-kReadConfigurationSDICtrlObjInformation 显示节点名、数据库和
TFTP版本信息。主机名[String]， szDblVersion [String]， szMyVersion [String]说明—此报警
显示节点名、数据库和TFTP版本信息。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3-kReadConfigurationCDBLException 在try-catch构建捉住的
CDBLException。Excpt [String]，转储[String]说明— CDBLException在try-catch构建被捉住了
。推荐的操作— collect选派了TFTP服务跟踪和联系方式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3-kReadConfiguration_com_errorException 在try-catch构建捉住的
Com_error例外。说明[String]说明— Com_error例外在try-catch构建被捉住了。推荐的操作—
collect选派了TFTP服务跟踪和联系方式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4-kBuildFilescnfdeletewarning 将删除的旧有cnf文件。
tDeletePattern1 [String]说明—旧有cnf文件将删除。推荐的操作—这是正常操作。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4-kBuildFilesxmldeletewarning 将删除的旧有XML文件。
tDeletePattern2 [String]说明—旧有XML文件将删除。推荐的操作—这是正常操作。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3-kBuildFilescnfdeleterror 旧有cnf文件删除失败。tDeletePattern1
[String]说明—旧有.cnf文件不能删除。推荐的操作—这是失败的Windows系统呼叫。保证您使
用一推荐的Windows正在配置。如果仍然收到此错误，请收集TFTP服务跟踪并且请与思科技术
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3-kBuildFilesxmldeleterror 旧有XML文件删除失败。
tDeletePattern2 [String]说明—旧有XML文件不能删除。推荐的操作—这是失败的Windows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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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保证您使用一推荐的Windows正在配置。如果仍然收到此错误，请收集TFTP服务跟踪并
且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6-kBuildFilesInfo 文件名的成功的XML和cnf文件创建和
FileLength。信息[String]，文件名[String]， FileLength [Long]说明— XML和cnf文件文件名和
FileLength顺利地创建。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6-kConfigItAllReadConfigurationFailed 对ReadConfiguration()功能
的呼叫从错误的ConfigItAll()。说明—对ReadConfiguration()功能的呼叫从ConfigItAll()返回错误
。推荐的操作— collect选派了TFTP服务跟踪和联系方式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6-kConfigItAllBuildFilesFailed 对BuildFile()功能的呼叫从错误的
ConfigItAll()。说明—对BuildFile()功能的呼叫从ConfigItAll()返回错误。推荐的操作— collect选
派了TFTP服务跟踪和联系方式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1-SocketError 系统套接字错误。请参阅原因代码发现更多详细信息
。nError [Int]，原因[String]说明—接收的请求一socket不能打开。推荐的操作—运行NETSTAT
-a命令并且重定向其输出到文件。这是失败的Windows系统呼叫。保证您使用一推荐的
Windows正在配置。如果仍然收到此错误，请收集TFTP服务跟踪并且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1-kTFTPServerListenSetSockOptFailed 在SetSockOpt()函数调用的错
误;没有执行。nError [Int]， IP地址[String]，端口[Int]说明— SetSockOpt()函数调用返回错误
，并且没有执行。推荐的操作—这是失败的Windows系统呼叫。保证您使用一推荐的
Windows正在配置。如果仍然收到此错误，请收集TFTP服务跟踪并且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3-kTFTPServerListenCloseSockFailed 在CloseSocket()功能的错误;不
能成功。错误[Int]说明— CloseSocket()功能返回错误，并且不能成功。推荐的操作—运行
NETSTAT -a命令并且重定向其输出到文件。这是失败的Windows系统呼叫。保证您使用一推
荐的Windows正在配置。如果仍然收到此错误，请收集TFTP服务跟踪并且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
系。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1-kTFTPServerListenBindFailed Socket疏忽绑定到IP地址和端口。
nError [Int]， IP地址[String]，端口[Int]说明— socket不能绑定到IP地址和端口。推荐的操作
—运行NETSTAT -a命令并且重定向其输出到文件。这是失败的Windows系统呼叫。保证您使
用一推荐的Windows正在配置。如果仍然收到此错误，请收集TFTP服务跟踪并且请与思科技术
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3-kTFTPServerStopListenCloseSockFailed 侦听失败使用的Socket的关
闭。错误[Int]说明—侦听使用的Socket不能关闭。推荐的操作—这是失败的Windows系统呼叫
。保证您使用一推荐的Windows正在配置。如果仍然收到此错误，请收集TFTP服务跟踪并且请
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3-kCMCacheIsRealChangeCDBLException 被捉住的数据库例外。Pkid
[String]， Excpt [String]，转储[String]说明—数据库例外被捉住了。推荐的操作— collect选派了
TFTP服务跟踪和联系方式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3-kCMCacheIsRealChangeComError 被捉住的_com_error。Pkid
[String]， Excpt [String]说明— _com_error被捉住了。推荐的操作— collect选派了TFTP服务跟
踪和联系方式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3-kCMCacheIsRealChangeUnknownException 被捉住的未知数据库例外。
Pkid [String]说明—未知数据库例外被捉住了。推荐的操作— collect选派了TFTP服务跟踪和联
系方式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3-kCMCacheBuildCMGrInfoCDBLException 在
BuldCallManagerGroupInformation功能捉住的数据库例外。Excpt [String]，转储[String]说明
—数据库例外在BuldCallManagerGroupInformation功能被捉住了。推荐的操作— collect选派了
TFTP服务跟踪和联系方式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3-kCMCacheBuildCMGrInfoComError 在
BuldCallManagerGroupInformation功能捉住的_com_error。说明[String]说明— _com_error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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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dCallManagerGroupInformation功能被捉住了。推荐的操作— collect选派了TFTP服务跟踪
和联系方式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3-kCMCacheBuildCMGrInfoUnknownException 在
BuldCallManagerGroupInformation功能捉住的未知数据库例外。说明—未知数据库例外在
BuldCallManagerGroupInformation功能被捉住了。推荐的操作— collect选派了TFTP服务跟踪
和联系方式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6-kCNFFBuffWriteToFileLength0 为零长返回的功能文件。文件名
[String]说明—，因为文件的长度是零，功能返回。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6-kCNFFBuffWriteToFilefopenfailed 写入给文件疏忽打开里面写到文
件的文件句柄fopen失败。文件名[String]说明—写到失败的文件打开文件句柄fopen失败的里面
写到文件。推荐的操作—这是失败的Windows系统呼叫。保证您使用一推荐的Windows正在配
置。请开始并且终止尝试打开的TFTP服务，因为文件也许是在使用中的。如果仍然收到此错误
，请收集TFTP服务跟踪并且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6-kCNFFBuffWriteToFilefwritefailed 写入给文件疏忽写入， fwrite里
面写到文件的功能失败。文件名[String]说明—写到失败的文件写入， fwrite功能失败的里面写
到文件。推荐的操作—这是失败的Windows系统呼叫。保证您使用一推荐的Windows正在配置
。请开始并且终止尝试打开的TFTP服务，因为文件也许是在使用中的。如果仍然收到此错误
，请收集TFTP服务跟踪并且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6-kCNFFBuffWriteToFilefclosefailed 写到失败的文件关闭文件句柄，
fclose功能失败的里面写到文件。文件名[String]说明—写到失败的文件关闭文件句柄， fclose功
能失败的里面写到文件。推荐的操作—这是失败的Windows系统呼叫。保证您使用一推荐的
Windows正在配置。请开始并且终止尝试打开的TFTP服务，因为文件也许是在使用中的。如果
仍然收到此错误，请收集TFTP服务跟踪并且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4-kCTFTPConnectSendFileTimeoutOccurred 超时，当发送文件时。大小
[Int]，块[Int]，时间[Int]说明—，当发送文件时，超时出现。推荐的操作—保证您的系统连接对
网络。确保TFTP获得满足的处理器时间的校验窗口任务管理器服务文件。确保您遵从您的系统
配置的配置指南建议。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3-kCTFTPConnectSendFileNonTimeoutError 在呼叫期间的
NonTimeout错误对recvfrom()。ErrorNumber [Int]，块[Int]说明—在呼叫期间发生的
NonTimeout错误对recvfrom()。推荐的操作—保证您的系统连接对网络。确保TFTP的校验窗口
任务管理器得到满足的处理器时间服务文件。确保您遵从您的系统配置的配置指南建议。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4-kServingFileWarning 警告关于错误在TFTP的服务的部分里面。
ErrorNumber [Int]，文件名[String]， IPAddress_Port [String]，模式[String]，操作码[Int]，原因
[String]说明—错误发生在TFTP的服务的部分里面。推荐的操作—如果在其原因参数没找到的此
错误报告报告文件和，如果该文件是OS79XX.TXT，然后忽略它，因为它是用于SIP电话的文件
。如果自动注册电话和看到没找到在文件的电话基于MAC地址的文件名，请忽略该错误，因为
此电话没有注册与数据库。如果仍然收到此错误，请收集详细的TFTP服务跟踪并且请与思科技
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6-kServingFileNoError 没有关于服务文件操作健康的错误，但是一般
信息。文件名[String]， IPAddress_Port [String]，原因[String]说明—没有错误发生的，但是关
于服务文件操作健康的提供一般信息。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3-kRecvMessageError 错误不能创建CtftpConnect对象。原因
[String]说明—错误不能创建CtftpConnect对象。推荐的操作— collect选派了TFTP服务跟踪和联
系方式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3-kThreadPoolProxyUnknownException 未知例外在CtftpConnect类
ThreadPoolProxy()被捉住了。说明—一未知例外在CtftpConnect类ThreadPoolProxy()被捉住了
。推荐的操作— collect选派了TFTP服务跟踪和联系方式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TFTP-TFTP-3-kCServiceModuleGetName 从无效GetName()功能的报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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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erviceModule。文件名[String]， UnknownException [String]说明—无。推荐的操作—无。
错误消息：%CCM_TFTP-GENERIC-0-OutOfMemory 内存不足。说明—进程有从操作系统的请求的内存
，并且没有足够的内存联机。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TFTP-GENERIC-6-PermissionDenied 拒绝的权限。说明—，因为进程没有执行的权
限它，操作不可能完成。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TFTP-GENERIC-0-ServiceNotInstalled 没安装的服务。服务名称[String]说明
—，因为没有配置作为在服务控制管理器的一服务可执行设法开始，但是不能。服务名称是
%s。推荐的操作—重新安装服务或呼叫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TFTP-GENERIC-6-ServiceStopped 被终止的服务。主机节点的IP地址。
[String]，主机节点主机名。[String]，服务名称[String]，进程ID [ULong]说明—服务终止了。推
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TFTP-GENERIC-6-ServiceStarted 开始的服务。进程ID [ULong]，主机节点的IP地
址。[String]，主机节点主机名。[String]，服务名称[String]，版本信息。[String]说明—服务开始
。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TFTP-GENERIC-4-ServiceStartupFailed 服务启动失败。服务名称[String]说明—尝
试开始失败的指定的服务。推荐的操作—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SUMI-CMI-6-kCMIServiceStarted 当前运行的服务。说明— CMI当前开始并且运
行。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SUMI-CMI-6-kCMIServiceStopped 当前终止的服务。说明—当前服务终止。推荐
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SUMI-CMI-6-kCMIServiceStatus 服务运行和工作正常。服务优先级[String]说明
—适当服务运行和工作。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SUMI-CMI-7-kCMIDebugAlarm 生成的报警只为调试目的。调试消息[String]说明—
CMI有模拟实时情况的几个调试消息。推荐的操作—对客户服务代表的报告。
错误消息：%CCM_SUMI-CMI-3-kCCMConnectionError 没有CMI连接用Cisco CallManager。
CallManager名称[String]说明— CMI不能建立连接用Cisco CallManager。推荐的操作—检查
Cisco CallManager和网络地址/状况。
错误消息：%CCM_SUMI-CMI-3-kDisconnectionToCCM CMI断开用Cisco CallManager。
CallManager名称[String]说明—对Cisco CallManager的CMI中断连接。推荐的操作—检查Cisco
CallManager和网络状况。
错误消息：%CCM_SUMI-CMI-2-kStopBitConfigurationError 进程无效的CMI的配置参数停止位。非
法结束位[String]说明— CMI不能适当地运作由于串行端口的无效停止位配置。推荐的操作—检
查进程配置参数停止位CMI。
错误消息：%CCM_SUMI-CMI-2-kParityConfigurationError 进程无效的CMI的配置参数奇偶校验。
非法奇偶校验[String]说明— CMI不能适当地运作由于串行端口的无效奇偶校验配置。推荐的操
作—检查进程配置参数奇偶校验CMI。
错误消息：%CCM_SUMI-CMI-2-kWSAStartupFailed Windows套接字启动失败。错误信息[String]说明
— WinSock不能开始。推荐的操作—，因为也许阻碍WinSock创建，请保证Windows 2000服
务包1安装。然后请设法重新启动CMI。如果此报警继续出现，向客户服务代表报告。
错误消息：%CCM_SUMI-CMI-5-kConfigParaNotFound 在数据库没找到的配置参数。参数名和信息
[String]说明—此错误消息能出现，如果Cisco信息处理接口(CMI)服务在Cisco CallManager服务
器启用，当未使用时。CMI在进程配置表里找不到此进程配置参数。注意： Cisco
CallManager用于Cisco信息处理接口(CMI)服务连接到符合SMDI标准的语音邮件系统到Cisco
CallManager服务器的串行端口。CMI使用不使用Cisco Unity作为语音邮件系统的语音邮件实施
。因此，如果使用Cisco Unity，在您的Cisco CallManager服务器应该禁用CMI服务。推荐的操
作—如果不使用CMI服务，推荐CMI服务被终止并且设置为指南。如果错误消息出现，在您终止
CMI服务以后，向您的客户服务代表报告获得数据库升级。
错误消息：%CCM_SUMI-CMI-5-kSMDIMessageError 在SMDI消息的无效DN。无效DN [String]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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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I找不到在数据库的DN。推荐的操作—检查语音邮件系统的配置或者禁用ValidateDns避免此
报警。
错误消息：%CCM_SUMI-CMI-5-kSMDICmdError 对CMI的Bad流入SMDI消息。Bad SMDI命令
[String]说明— CMI收到一个坏流入SMDI消息。推荐的操作—检查语音邮件系统的配置。
错误消息：%CCM_SUMI-CMI-2-kSerialPortOpeningError 错误，当CMI设法打开Windows NT串行端
口。串行端口开端错误[String]说明—当CMI设法打开串行端口时， Windows NT返回错误。推
荐的操作—确保串行端口是可用的。
错误消息：%CCM_SUMI-CMI-2-kSerialPortGetStatusError 错误，当CMI设法得到Windows NT串行
端口状态。获得Status错误[String]的串行端口说明—当CMI设法得到串行端口的状态时，
Windows NT返回错误。推荐的操作—确保串行端口联机。
错误消息：%CCM_SUMI-CMI-2-kSerialPortSetStatusError 错误，当CMI设法设置Windows NT串行
端口状态。设置Status错误[String]的串行端口说明—当CMI设法设置串行端口时状态，
Windows NT返回错误。推荐的操作—确保串行端口是可用的。
错误消息：%CCM_SUMI-CMI-3-kWritingFileFailure CMI失败对串行端口的文字SMDI消息。错误信
息[String]说明— CMI打开了串行端口。然而它失败写数据到串行端口。推荐的操作—重新启动
CMI。如果此报警继续出现，向您的客户服务代表报告。
错误消息：%CCM_SUMI-CMI-3-kInvalidPortHandle 打开的串行端口的无效把柄。错误信息
[String]说明—当CMI设法写入到串行端口时，打开的串行端口的把柄无效。推荐的操作—确保
串行端口是可用的。
错误消息：%CCM_SUMI-CMI-2-kVMDNConfigurationError 无效的CMI的语音邮件DN。无效
VoiceMailDn [String]说明— CMI不能向Cisco CallManager登记由于无效语音邮件DN。推荐的
操作—检查进程配置参数VoiceMailDn CMI。
错误消息：%CCM_SUMI-CMI-4-kThreadKillingError 错误，当CMI设法杀害线索。错误信息
[String]说明—当CMI设法杀害线索时，错误出现。推荐的操作—对您的客户服务代表的报告。
错误消息：%CCM_SUMI-CMI-4-kMemAllocFailed 使用新的功能没完成的存储器分配。内存分配失败
[String]说明—当CMI使用“新建的”功能分配内存时，发生故障。推荐的操作—关闭一些应用程序
并且检查系统资源。
错误消息：%CCM_SUMI-CMI-1-kDBLException 被捉住的DBL例外。DBL例外[String]说明—当CMI初
始化DBL时，捉住一例外。推荐的操作—确保数据库运行。如果此报警继续出现，向您的客户
服务代表报告。
错误消息：%CCM_SUMI-CMI-1-kCOMException 被捉住的COM例外。COM例外[String]说明—当
CMI初始化COM时，捉住一例外。推荐的操作—对您的客户服务代表的报告。
错误消息：%CCM_SUMI-CMI-1-kCMIException 被投掷的CMI例外。CMI例外[String]说明—当CMI运
行时，投掷例外。推荐的操作—例外可以由错误的进程配置参数或一种坏串行端口状态造成。
参考相关的报警欲知更多信息。
错误消息：%CCM_SUMI-CMI-1-kUnknownException 被捉住的CMI未知例外。说明—当CMI运行时
，捉住一未知例外。推荐的操作—对您的客户服务代表的报告。
错误消息：%CCM_SUMI-GENERIC-0-OutOfMemory 内存不足。说明—进程请求从操作系统的内存，并
且没有足够的内存联机。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SUMI-GENERIC-6-PermissionDenied 拒绝的权限。说明—，因为进程没有执行的权
限它，操作不可能完成。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SUMI-GENERIC-0-ServiceNotInstalled 没安装的服务。服务名称[String]说明
—，因为没有配置作为在服务控制管理器的一服务可执行尝试开始，但是不能。服务名称是
%s。推荐的操作—重新安装服务或呼叫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SUMI-GENERIC-6-ServiceStopped 被终止的服务。主机节点的IP地址。
[String]，主机节点主机名。[String]，服务名称[String]，进程ID [ULong]说明—服务终止了。推
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SUMI-GENERIC-6-ServiceStarted 开始的服务。进程ID [ULong]，主机节点的IP地

●

●

●

●

●

●

●

●

●

●

●

●

●

●

址。[String]，主机节点主机名。[String]，服务名称[String]，版本信息。[String]说明—服务开始
。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SUMI-GENERIC-4-ServiceStartupFailed 服务启动失败。服务名称[String]说明—尝
试开始指定的服务失败。推荐的操作—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UserLocaleEnterpriseSvcParm 错误读企业
用户现场配置说明—，当读默认企业用户现场设置时，数据库例外遇到。使用美国英语默认。
推荐的操作—验证使用Cisco CallManager Admin网页，用户区域设置的企业参数设置配置。重
新启动IP媒体流应用程序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SoftwareLicenseNotValid 无效软件许可证。说明
—放出APP错误的IP语音媒体是由许可问题造成的。推荐的操作—请使用正确许可证文件。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6-kRECICMPErrorNotification REC数据流ICMP错误
。呼叫ID [ULong]， Party ID [ULong]，目的IP地址[String]， IP端口[ULong]说明— REC数据流
有一个ICMP错误，并且数据流终止。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6-kMCBICMPErrorNotification MCB数据流ICMP错误
。呼叫ID [ULong]， Party ID [ULong]，目的IP地址[String]， IP端口[ULong]说明— MCB数据
流有一个ICMP错误。数据流终止。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6-kANNICMPErrorNotification ANN数据流ICMP错误
。呼叫ID [ULong]， Party ID [ULong]，目的IP地址[String]， IP端口[ULong]说明— ANN数据流
有一个ICMP错误，并且数据流终止。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4-kRECDeviceRecordNotFound REC没找到的设备记录
。说明—录制器设备的一个设备记录在数据库未被找到。推荐的操作—，如果录音功能要求
，请添加设备到数据库。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4-kMCBDeviceRecordNotFound MCB没找到的设备记录
。说明—监视器会议桥设备的一个设备记录在数据库未被找到。推荐的操作—，如果MCB功能
要求，请添加设备到数据库。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4-kANNDeviceRecordNotFound ANN没找到的设备记录
。说明—播音员设备的一个设备记录在数据库未被找到。推荐的操作—，如果Annunciator功能
要求，请添加设备到数据库。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CDistMoveAbort 中止移动记录文件文件名
[String]说明—记录文件的分配中止的归结于一不可用录音存储设备服务器或不足的可用空间。
记录文件在本地驱动器保持，直到录音存储设备服务器位置是可用的。推荐的操作—检查适当
地配置的记录的存储设备服务器UNC路径和访问权限IP语音媒体存储设备服务的。验证满足的
可用空间是可用的在主要的或附属录音存储设备服务器路径。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5-kRECDistSecRSSRecResuming 恢复分配对间接储藏服
务器辅助路径[String]的记录文件说明—附属录音存储设备服务器当前有恢复满足的可用空间存
储新建记录文件。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这是录音能恢复的通知。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2-kRECDistSecRSSCritRecStopping 附属录音存储设备
服务器是精密地低在可用空间辅助路径[String]说明—附属录音存储设备服务器路径达到了在可
用的可用磁盘空间的已配置的关键阈值。新的录音禁止和从Cisco CallManager的录制器设备撤
消注册。推荐的操作—磁盘文件维护要求提供更多可用空间。建议那：归档旧有记录文件并且
/或者删除。更改首选/备用的录音存储设备服务器位置。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5-kRECDistPrimRSSRevertFromSecRSS 恢复分配对主存
储器服务器的记录文件从辅助服务器主路径[String]说明—原始记录存储设备服务器当前有恢复
满足的可用空间存储新建记录文件。在附属录音存储设备服务器存储的记录文件保持。如果需
要它被留下给管理员统一这些。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这是通知新建记录文件被分配到
主要的位置。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5-kRECDistPrimRSSRecResuming 恢复分配对主存储器
服务器主路径[String]的记录文件说明—原始记录存储设备服务器当前有恢复满足的可用空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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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新建记录文件。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这是录音能恢复的通知。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2-kRECDistPrimRSSCritRecStopping 原始记录存储设
备服务器是精密地低在可用空间主路径[String]说明—原始记录存储设备服务器路径达到了在可
用的可用磁盘空间的已配置的关键阈值。附属录音存储设备服务器不是可用的。推荐的操作
—磁盘文件维护要求提供更多可用空间。建议那：归档旧有记录文件并且/或者删除。重新配置
提供一个附属录音存储设备服务器位置。更改原始记录存储设备服务器位置。新的录音禁止和
从Cisco CallManager的录制器设备撤消注册。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1-kRECDistPrimRSSCritSwitchSecRSS 原始记录存储设
备服务器是精密地低在可用空间主路径[String]说明—原始记录存储设备服务器路径达到了在可
用的可用磁盘空间的已配置的关键阈值。录音分配交换到附属录音存储设备服务器。推荐的操
作—建议在主存储器服务器归档旧有记录文件并且/或者删除提供辅助存储。新的录音被分配到
附属记录存储设备服务器。在提供后，新的录音自动地恢复对主要的另外的磁盘空间。在辅助
服务器存储的录音在辅助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CDistFindNextChgFailed 记录的分配查找下目录
修改提示错误LastError [ULong]，路径名称[String]说明—，当应用程序尝试重新启用目录修改
提示，错误报告。这可以由安全权限或配置更改造成。推荐的操作—，除非这重复，发生操作
没有要求。服务自动地尝试重初始化已配置的本地路径的监听。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CDistThreadException 记录的分布管理器线索例
外异常代码[ULong]， EAX寄存器[ULong]， EBX寄存器[ULong]， ECX寄存器[ULong]，
EDX寄存器[ULong]， ESI寄存器[ULong]， EDI寄存器[ULong]， EIP寄存器[ULong]， ESP寄
存器[ULong]， EBP寄存器[ULong]，标志寄存器[ULong]， CS寄存器[ULong]， DS寄存器
[ULong]， ES寄存器[ULong]， SS寄存器[ULong]， FS寄存器[ULong]， GS寄存器[ULong]说
明—未知程序异常导致处理录音的分配终止。当磁盘存储短路被到达时，记录文件的分配没有
进行并且能导致录音失败。推荐的操作—请重新启动思科IP媒体流应用程序服务和，如果问题
继续，它向思科技术支持报告。包括CMS跟踪和应用事件日志。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CDistThreadxFailed 录制器分布管理器线索创
建失败的LastError [ULong]说明—失败的录音文件分发线索可能创建由于低系统资源。推荐的
操作—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CDistExitEventCreationFailed REC分布管理器
退出事件错误LastError [ULong]说明—需要的事件不可能创建，并且记录文件的分配没有进行
。此错误可以由系统资源短路造成。推荐的操作—服务需要被重新启动。如果错误再出现，请
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CSessMoveFileFailed 记录file错误LastError
[ULong]的本地移动，来源文件名[String]，目标文件名[String]说明—，当尝试做出移动从本地
录音路径的一个新建记录WAV文件到分配目录，错误报告。这可以由安全访问访问权限或可用
的磁盘存储造成。推荐的操作—更正问题并且重新启动IP媒体流应用程序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CSessCreateWavFailed 创建WAV文件错误
LastError [ULong]，文件名[String]说明—，当尝试做出创建记录的，一个WAV文件错误报告。
这可以由安全访问访问权限或可用的磁盘存储造成。推荐的操作—更正问题并且重新启动IP媒
体流应用程序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CSessLocalPathFull 本地录音磁盘存储短路自
由Kbyte [ULong]，最低的Kbyte [ULong]，本地录音路径[String]说明—当前相当数量包含的本
地实时记录文件可用的磁盘存储在已配置的最低之下。新建记录会话没有允许，直到提供另外
的可用空间。推荐的操作—执行必要的磁盘文件维护例如：删除旧有临时或不需要的磁盘文件
。移动或归档旧有记录文件。删除旧有日志文件。重新配置本地录音路径对与更多可用空间的
一个不同的本地磁盘磁盘驱动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CSessCreateEventError REC会话事件创建错误
LastError [ULong]说明—需要的事件不能创建和录制会话中止。这可以由低系统资源造成。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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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的操作—如果错误继续，服务需要被重新启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CMgrRecordSessionException 在录制会话的未知
例外说明—一个未知程序异常引起一录制器会话终止。这只影响一录制会话。推荐的操作—如
果此问题继续，请重新启动IP媒体流应用程序服务并且报告与CMS trace日志和应用事件日志的
问题。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CMgrThreadException 录制器管理器线索例外异
常代码[ULong]， EAX寄存器[ULong]， EBX寄存器[ULong]， ECX寄存器[ULong]， EDX寄存
器[ULong]， ESI寄存器[ULong]， EDI寄存器[ULong]， EIP寄存器[ULong]， ESP寄存器
[ULong]， EBP寄存器[ULong]，标志寄存器[ULong]， CS寄存器[ULong]， DS寄存器
[ULong]， ES寄存器[ULong]， SS寄存器[ULong]， FS寄存器[ULong]， GS寄存器[ULong]说
明—一个未知程序异常导致处理为记录的录制器数据流磁盘终止。推荐的操作—重新启动思科
IP媒体流应用程序服务。如果问题继续，它向思科技术支持报告。包括CMS跟踪和应用事件日
志。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CMgrThreadxFailed 录制器管理器线索创建失败
的LastError [ULong]说明—失败的录制器线索可能创建由于低系统资源。推荐的操作—重新启
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CMgrExitEventCreationFailed REC管理器退出
事件错误LastError [ULong]说明—需要的事件不能创建和服务退出。推荐的操作—服务需要被
重新启动。如果错误再出现，系统需要被重新启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CMgrDeleteFileFailed REC文件删除错误
LastError [ULong]，文件名[String]说明—，当尝试删除文件时，操作系统报告错误。这可以归
结于不正确安全权限。推荐的操作—更正错误并且重新启动IP媒体流应用程序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CMgrCreateDirFailed REC创建目录失败的
LastError [ULong]，路径[String]说明—，当尝试创建子目录时，操作系统报告错误。这可以归
结于不正确安全权限或不正确服务参数设置。推荐的操作—更正错误并且重新启动IP媒体流应
用程序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PWavMgrThreadxFailed 播放管理器线索创建失败
的LastError [ULong]的WAV说明—播放线索的WAV文件失败可能创建由于低系统资源。推荐的
操作—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PWavMgrExitEventCreateFailed 失败的需要的事件
的创建。错误[ULong]说明—需要的事件不能创建和服务退出。推荐的操作—服务需要被重新启
动。如果错误再出现，系统需要被重新启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PWavMgrThreadException WAV文件管理器线索例
外异常代码[ULong]， EAX寄存器[ULong]， EBX寄存器[ULong]， ECX寄存器[ULong]，
EDX寄存器[ULong]， ESI寄存器[ULong]， EDI寄存器[ULong]， EIP寄存器[ULong]， ESP寄
存器[ULong]， EBP寄存器[ULong]，标志寄存器[ULong]， CS寄存器[ULong]， DS寄存器
[ULong]， ES寄存器[ULong]， SS寄存器[ULong]， FS寄存器[ULong]， GS寄存器[ULong]说
明—一个未知程序异常导致处理为了通告文件的背景WAV文件数据流能终止。推荐的操作—请
重新启动思科IP媒体流应用程序服务和，如果问题继续，它向思科技术支持报告。包括CMS跟
踪和应用事件日志。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RECDeviceRecoveryCreateFailed REC设备恢复创建
失败。说明— REC设备恢复类创建失败，可能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如果是在内存外
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MCBDeviceRecoveryCreateFailed MCB设备恢复创建
失败。说明— MCB设备恢复类创建失败，可能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如果是在内存外
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ANNDeviceRecoveryCreateFailed ANN设备恢复创建
失败。说明— ANN设备恢复类创建失败，可能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如果是在内存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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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REC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设备名
[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REC设备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解决问题。数据
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REC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备名
[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尝试检查REC设备信息时
。推荐的操作—解决COM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REC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设备名
[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REC设备
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解决数据库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RECList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设
备名[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REC 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
的操作—解决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RECList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备名
[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尝试检查REC 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的操作—解决COM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RECList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设备名
[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REC
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的操作—解决数据库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CB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设备名
[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MCB设备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解决数据库问题
。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CB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备名
[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tring检查MCB设备信息时
。推荐的操作—解决数据库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CB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设备名
[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MCB设备
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解决数据库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CBList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设
备名[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MCB 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
的操作—解决数据库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CBList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备名
[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尝试检查MCB 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的操作—解决数据库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CBList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设备名
[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MCB
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的操作—解决数据库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ANN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设备名
[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ANN设备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解决数据库问题
。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ANN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备名
[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tring检查ANN设备信息时
。推荐的操作—解决数据库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ANN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设备名
[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ANN设备
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解决数据库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ANNList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设
备名[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ANN 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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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作—解决数据库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ANNList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备名
[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尝试检查ANN 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的操作—解决COM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ANNList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设备名
[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ANN
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的操作—解决数据库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ANNEnterprise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
备名[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尝试检查ANN企业参
数时。推荐的操作—解决COM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ANNEnterprise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
设备名[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
ANN企业参数时。推荐的操作—解决数据库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ANNEnterprise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
常。设备名[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ANN企业参数时。推荐的操作—解决
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RECList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设
备名[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读REC设备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
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RECList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备名
[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尝试读REC设备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RECList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设备名
[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读REC设备
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数据库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REC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设备名
[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读REC设备配置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
解决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REC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备名
[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尝试读REC设备配置信息
时。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REC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设备名
[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读REC设备配
置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数据库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ANNList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设
备名[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读ANN设备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
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ANNList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备名
[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尝试读ANN设备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ANNList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设备名
[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读ANN设备
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数据库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ANN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设备名
[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读ANN设备配置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
解决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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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ANN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备名
[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尝试读ANN设备配置信息
时。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ANN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设备名
[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读ANN设备配
置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数据库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MCBList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设
备名[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读MCB设备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
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MCBList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备名
[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尝试读MCB设备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MCBList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设备名
[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读MCB设备
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数据库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MCB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设备名
[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读MCB设备配置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
解决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MCB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备名
[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尝试读MCB设备配置信息
时。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MCB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设备名
[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读MCB设备配
置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数据库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EnterpriseException 企业范围配置例外说
明—发生的一未知例外读Enterjprisewide配置设置。推荐的操作—验证企业配置设置并且重新
启动IP媒体流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m_MtpDevice.m_DeviceName 用户区域设置企业参数
错误说明—无法读用户区域设置企业参数配置设置。对美国英语现场的通告默认。推荐的操作
—验证用户区域设置的企业配置设置配置并且重新启动IP媒体流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ANNXmlFileNotFound 没找到的XML文件的
ANN配置说明—无法读ANN XML配置文件或XML路径的集群域内服务参数。使用C:\Program
Files\Cisco\ANN\Annunciator.xml默认。推荐的操作—验证思科IP语音媒体流应用程序服务参数
设置。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CfgListUnknownException 未知配置例外说明—生
成读服务参数设置的例外错误。推荐的操作—重新启动服务器。
%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CfgListComException 配置COM例外例外说明[String]说明
—生成读设备的COM例外错误服务参数设置。推荐的操作—验证使用CCM管理，服务参数可以
查看。如果他们能，则重新启动服务或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CfgListDblException 配置DBL例外例外说明
[String]，例外标识符[ULong]说明—生成读设备的例外错误服务参数设置。推荐的操作—验证使
用Cisco CallManager管理，服务参数可以查看。如果他们能，则重新启动服务或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6-kRECDeviceStartingDefaults 从默认开始没找到的
， REC设备配置。说明— REC设备配置未从默认开始被找到。推荐的操作—适当配置REC设
备在数据库。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6-kANNDeviceStartingDefaults 从默认开始没找到的
， ANN设备配置。说明— ANN设备配置未从默认开始被找到。推荐的操作—适当配置ANN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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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在数据库。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6-kMCBDeviceStartingDefaults 从默认开始没找到的
， MCB设备配置。说明— MCB设备配置未从默认开始被找到。推荐的操作—适当配置MCB设
备在数据库。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questedRECStreamsFailed REC请求的数据流失
败。请求的数据流[ULong]，已分配数据流[ULong]说明—请求的半双工数据流数量不是可用的
。推荐的操作—确保数据流正确数量是需要的。如果好，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questedANNStreamsFailed ANN请求的数据流失
败。请求的数据流[ULong]，已分配数据流[ULong]说明—请求的半双工数据流数量不是可用的
。推荐的操作—确保数据流正确数量是需要的。如果好，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questedMCBStreamsFailed MCB请求的数据流失
败。请求的数据流[ULong]，已分配数据流[ULong]说明—请求的全双工数据流数量不是可用的
。推荐的操作—确保数据流正确数量是需要的。如果好，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ANNAudioTftpMgrStartFailed TFTP启动文件传输
失败的文件名[String]说明—无法开始转接从TFTP server的一个文件。推荐的操作—验证文件
名存在TFTP server。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ANNAudioTftpMgrCreate 无法创建TFTP客户端
TFTP server [String]说明—无法创建有TFTP server的一客户端TFTP会话。这可以归结于不运
行的服务器或者在服务参数的一个不正确服务器名配置设置。此操作周期地再试得。推荐的操
作—验证TFTP server操作，并且配置设置正确。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ANNAudioOpenFailed 打开通告文件失败的
LastError [ULong]，文件名[String]说明—，当尝试打开读的时，一个通告文件错误报告。推荐
的操作—验证文件存在，并且思科IP语音媒体流应用程序服务访问适当的访问访问权限打开读
的文件。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ANNAudioInvalidLocale 无效ANN现场配置现场名
称[String]，现场标识符[ULong]说明—的现场配置包含一个缺少现场名称或现场标识符找到。这
在ANN_XMLFile服务参数设置指定的XML文件配置。推荐的操作—更正错误。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ANNAudioUndefinedLocale 未知ANN现场现场标识
符[ULong]说明—此错误表明现场分配到Annunciator在Cisco CallManager没有安装。通告的请
求的现场在ANN_XMLFile服务参数指定的XML文件没有配置。推荐的操作—安装各自现场并且
添加相关通知到XML文件或分配英国美国。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ANNAudioUndefinedAnnID 请求的通告没被找到的现
场名称[String]，通告标识符[ULong]说明—请求的通告在ANN_XMLFile服务参数配置的XML文
件没有配置。推荐的操作—添加通告。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ANNAudioComException ANN TFTP COM例外文件
名[String]，原因[String]说明— COM例外发生了，当处理指定的文件时。推荐的操作—查看可
能的格式错误或缺少元素的文件。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ANNAudioXmlLoadFailed ANN XML解析错误文件名
[String]，原因[String]说明—有在指定的文件的一个语法错误。推荐的操作—更正语法错误。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ANNAudioXmlSyntax ANN XML无效元素文件名
[String]说明—有在指定的文件的一个无效元素。推荐的操作—更正错误。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ANNAudioXmlComErr 创建
"msxml2.domdocument"文件名[String]的实例COM错误说明—错误出现，当可能创建实例
"msxml2.domdocument"由于Microsoft MSXML2对象没有适当地安装并且注册的系统配置错误
时。推荐的操作—请重新启动服务器和，如果这再发生，问题向思科技术支持报告。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ANNAudioTftpFileMissing ANN TFTP文件缺少文
件名[String]说明—文件在将下载的TFTP server未被找到对通告服务器。推荐的操作—更正错
误。

●

●

●

●

●

●

●

●

●

●

●

●

●

●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ANNAudioCreateDirFailed ANN TFTP创建路径错
误LastError [ULong]，路径名称[String]说明—无法创建子目录包含通告文件。这可以由不足的
安全权利分配到思科IP语音媒体流应用程序服务，由不足的磁盘存储或者无效服务参数设置造
成ANN_LocalPath的。推荐的操作—更正错误并且重新启动IP语音媒体流应用程序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ANNAudioThreadWaitFailed ANN TFTP事件等待错
误LastError [ULong]说明—错误报告，当等待事件时列表。通告文件不会自动地更新。推荐的
操作—重新启动思科IP语音媒体流应用程序服务。如果错误继续，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ANNAudioThreadException ANN TFTP传输例外失
败异常代码[ULong]， EAX寄存器[ULong]， EBX寄存器[ULong]， ECX寄存器[ULong]，
EDX寄存器[ULong]， ESI寄存器[ULong]， EDI寄存器[ULong]， EIP寄存器[ULong]， ESP寄
存器[ULong]， EBP寄存器[ULong]，标志寄存器[ULong]， CS寄存器[ULong]， DS寄存器
[ULong]， ES寄存器[ULong]， SS寄存器[ULong]， FS寄存器[ULong]， GS寄存器[ULong]说
明—一个未知程序异常导致处理为了通告文件的背景TFTP文件传输能终止。通告文件没有自动
地更新。推荐的操作—请重新启动思科IP媒体流应用程序服务和，如果问题继续，它向思科技
术支持报告。包括CMS跟踪和应用事件日志。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ANNAudioThreadxFailed ANN TFTP传输线索创建
失败的LastError [ULong]说明—处理线索的ANN背景TFTP文件传输失败可能创建由于低系统资
源。推荐的操作—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CFBDeviceRecoveryCreateFailed CFB设备恢复创建
失败。说明— CFB设备恢复类创建失败，可能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如果是在内存外
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AddIpVmsRenderFailed 添加IP VM回报过滤器到过
滤器图表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 IP
VM回报过滤器到过滤器图表的COM呼叫添加失败。音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
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6-kCFBDeviceRecordNotFound CFB没找到的设备记录
。说明—会议桥设备的一个设备记录在数据库未被找到。推荐的操作—如果CFB功能要求，请
添加设备到数据库。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6-kCFBDeviceStartingDefualts 从默认开始没找到的
， CFB设备配置。说明— CFB设备配置未从默认开始被找到。推荐的操作—适当配置CFB设备
在数据库。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6-kCFBICMPErrorNotification CFB数据流ICMP错误
。呼叫ID [ULong]， Party ID [ULong]，目的IP地址[String]， IP端口[ULong]说明— CFB数据流
有一个ICMP错误，并且数据流终止。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ChangeNotifyServiceCreationFailed 数据库不开始
修改提示的子系统。说明—修改提示子系统失败的开始和服务退出。推荐的操作—服务需要被
重新启动。如果错误再出现，系统需要被重新启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ChangeNotifyServiceGetEventFailed 数据库修改提
示返回的无效通知事件。说明—修改提示子系统返回无效通知事件和服务退出。推荐的操作
—服务需要被重新启动。如果错误再出现，系统需要被重新启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ChangeNotifyServiceRestartFailed 数据库修改提
示重新启动失败。说明—失败的修改提示子系统重新启动。推荐的操作—此服务安排修改提示
禁用。它能以后重新授权给或重新启动服务立即重新授权给它。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CreateAudioSourcesFailed 创建失败的音频来源类
。说明—无法创建音频来源类。这可以归结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CreateControlFailed 数据流控制创建失败。音频
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说明—创建数据流控制类。音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
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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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CreateGraphManagerFailed 获得图表管理器失败。
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获得图表管理器的
COM呼叫失败。音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
资源外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6-kReadCfgIpTosMediaResourceToCmNotFound 对没找到
的Cm值的IP TOS MediaResource。说明—对Cisco CallManager值的IP服务类型梅迪亚资源在
数据库未被找到和默认其值为0x68。推荐的操作—创建IP服务类型梅迪亚资源到在数据库的
Cisco CallManager。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CFB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备名
[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尝试检查CFB设备信息时
。推荐的操作—解决COM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CFBConfig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备名
[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尝试检查CFB设备配置信
息时。推荐的操作—解决COM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CFBConfig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设备
名[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CFB设
备配置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解决数据库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CFBConfig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
设备名[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CFB设备配置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解决
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CFB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设备名
[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CFB设备
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解决数据库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CFBList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备名
[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尝试检查CFB 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的操作—解决COM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CFBList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设备名
[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CFB
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的操作—解决数据库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CFBList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设
备名[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CFB 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
的操作—解决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CFB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设备名
[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CFB设备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解决问题。数据
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DblGetNodeNameFailed 数据库层选择我的
进程节点故障。说明—数据库层是无法查找/确定此服务运作的当前节点。推荐的操作—请用
DBLHelper检查数据库复制，一旦复制完成，重新启动在所有CCM服务器的。并且，请确保适
当配置数据库。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OHAudioSourceComException COM错误。
设备名[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尝试检查MOH音频
来源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解决COM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OHAudioSource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
设备名[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
MOH音频来源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解决数据库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OHAudioSource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
常。设备名[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MOH音频来源信息时。推荐的操作
—解决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

●

●

●

●

●

●

●

●

●

●

●

●

●

●

●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OH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备名
[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尝试检查MOH设备信息时
。推荐的操作—解决COM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OH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设备名
[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MOH设备
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解决数据库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OHEnterprise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
备名[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尝试检查MOH企业参
数时。推荐的操作—解决COM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OHEnterprise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
设备名[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
MOH企业参数时。推荐的操作—解决数据库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OHEnterprise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
常。设备名[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MOH企业参数时。推荐的操作—解决
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OHList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备名
[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尝试检查MOH 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的操作—解决COM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OHList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设备名
[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MOH
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的操作—解决数据库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OHList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设
备名[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MOH 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
的操作—解决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OHServer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备名
[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尝试检查MOH服务器信息
时。推荐的操作—解决COM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OHServer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设备
名[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MOH服
务器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解决数据库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OHServer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
设备名[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MOH服务器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解决问
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OH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设备名
[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MOH设备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解决问题。数据
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TP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备名
[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tring检查MTP设备信息时
。推荐的操作—解决COM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TPConfig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备名
[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尝试检查MOH设备配置信
息时。推荐的操作—解决COM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TPConfig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设备
名[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MTP设
备配置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解决数据库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TPConfig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
设备名[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MTP设备配置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解决
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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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TP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设备名
[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MTP设备
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解决数据库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TPList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备名
[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尝试检查MTP 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的操作—解决COM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TPList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设备名
[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MTP
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的操作—解决数据库问题。数据库更改不会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TPList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设
备名[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MTP 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
的操作—解决问题。数据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bCheckMTP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设备名
[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检查MTP设备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解决问题。数据
库更改没有检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eviceDriverCFBConfigurationFailed MTP失败的
设备驱动程序配置。说明—对设置和获得MTP配置失败的设备驱动程序的呼叫。当设备驱动程
序的不正确的版本运行，这通常发生。服务终止。推荐的操作—终止并且启动设备驱动程序并
且设法再开始服务。如果它仍然失败，请确保适当的设备驱动程序在那里(ipvms.sys)和再试一
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eviceDriverError 放出设备驱动程序错误的IP语
音媒体。错误[String]说明—放出设备驱动程序的IP语音媒体返回错误。推荐的操作—无。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eviceDriverMOHConfigurationFailed MTP失败的
设备驱动程序配置。说明—对设置和获得MTP配置失败的设备驱动程序的呼叫。当设备驱动程
序的不正确的版本运行，这通常发生。服务终止。推荐的操作—终止并且启动设备驱动程序并
且设法再开始服务。如果它仍然失败，请确保适当的设备驱动程序在那里(ipvms.sys)和再试一
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eviceDriverMTPConfigurationFailed MTP失败的
设备驱动程序配置。说明—对设置和获得MTP配置失败的设备驱动程序的呼叫。当设备驱动程
序的不正确的版本运行，这通常发生。服务终止。推荐的操作—终止并且启动设备驱动程序并
且设法再开始服务。如果它仍然失败，请确保适当的设备驱动程序在那里(ipvms.sys)和再试一
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eviceMgrCreateFailed 设备管理器创建失败。设
备名[String]，服务器编号[ULong]，服务器名[String]说明—设备管理器类创建失败，可能由于
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如果是在内存外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eviceMgrExitEventCreationFailed 设备管理器退
出事件失败的创建。设备名[String]， Trace命名[String]，错误[ULong]说明—退出事件不能为指
定的设备创建。推荐的操作—检查系统是否是在资源外面若需要并且重新启动系统。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eviceMgrLockoutWithCallManager 在中断的Cisco
CallManager。Trace命名[String]说明—指定的Cisco CallManager在中断，直到响应或终止
TCP链路。没有使用Cisco CallManager。推荐的操作—重新启动Cisco CallManager服务强制
Cisco CallManager在中断外面。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6-kDeviceMgrMoreThan50SocketEvents 超过从TCP链
路返回的50个事件。Trace命名[String]说明—指定的Cisco CallManager TCP链路返回很大数量
的TCP事件。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eviceMgrOpenReceiveFailedOutOfStreams 打开接
收失败。跟踪命名[String]说明—开放接收呼叫失败，并且设备驱动程序是在数据流外面。推荐
的操作—增加数据流资源或添加一个新的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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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eviceMgrRegisterKeepAliveResponseError 不响应
的Cisco CallManager。Trace命名[String]说明—指定的Cisco CallManager不响应对保活信息。
推荐的操作— Cisco CallManager可能断开了。检查网络连接。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6-kDeviceMgrRegisterWithCallManager 向Cisco
CallManager登记。Trace命名[String]说明—用指定的Cisco CallManager注册的设备管理器。
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eviceMgrRegisterWithCallManagerError 连接错误
用Cisco CallManager。Trace命名[String]说明—设备管理器用指定的Cisco CallManager注册并
且获得了套接字错误或断开。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设备恢复处理此。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eviceMgrSocketDrvNotifyEvtCreateFailed 创建驱
动程序通知事件失败。设备名[String]， Trace命名[String]，错误[ULong]说明—设备驱动程序通
知事件不可能为指定的设备创建。推荐的操作—检查系统是否是在资源外面若需要并且重新启
动系统。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eviceMgrSocketNotifyEventCreateFailed 创建
socket事件失败。设备名[String]， Trace命名[String]，错误[ULong]说明— socket通知事件不
可能为指定的设备创建。推荐的操作—检查系统是否是在资源外面若需要并且重新启动系统。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eviceMgrStartTransmissionOutOfStreams 开始发
射失败。跟踪命名[String]说明—启动发射呼叫失败，并且设备驱动程序是在数据流外面。推荐
的操作—增加数据流资源或添加一个新的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eviceMgrThreadException 在设备管理器线索的例
外。Trace命名[String]，异常代码[ULong]， EAX寄存器[ULong]， EBX寄存器[ULong]，
ECX寄存器[ULong]， EDX寄存器[ULong]， ESI寄存器[ULong]， EDI寄存器[ULong]， EIP寄
存器[ULong]， ESP寄存器[ULong]， EBP寄存器[ULong]，标志寄存器[ULong]， CS寄存器
[ULong]， DS寄存器[ULong]， ES寄存器[ULong]， SS寄存器[ULong]， FS寄存器[ULong]，
GS寄存器[ULong]说明—例外在指定的设备管理器线索发生了。推荐的操作— MOH自动地重置
。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eviceMgrThreadWaitFailed 设备管理器线索的等
待呼叫失败。Trace命名[String]说明—等待呼叫在设备管理器线索失败。设备重新启动。推荐
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eviceMgrThreadxFailed 线索失败的创建。设备名
[String]， Trace命名[String]，错误[ULong]说明—设备管理器线索创建失败指定的设备的。推荐
的操作—检查系统是否是在资源外面若需要并且重新启动系统。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6-kDeviceMgrUnregisterWithCallManager 撤消注册用
Cisco CallManager。Trace命名[String]说明—用指定的Cisco CallManager未注册的设备管理器
。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DownloadMOHFileFailed 下载请求失败。文件名
[String]说明—失败的TFTP下载请求。推荐的操作—验证在数据库的TFTP IP地址，并且文件存
在的那。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AddAudioCaptureDeviceFailed add修复
音频来源过滤图表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
—对过滤器图表的已修复音频来源失败的COM呼叫添加。音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存不足。
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AddG711AlawIpVmsRenderFailed add修复
G711 A律IP VM回报过滤器到过滤器图表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已修复G.711 A律IP VM回报过滤器到过滤器图表的COM呼叫添加失败
。音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请
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AddG711UlawIpVmsRenderFailed add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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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11ulaw IP VM回报过滤器过滤图表失败的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已修复G.711 mu-law IP VM回报过滤器到过滤器图表的COM呼叫添加
失败。音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
，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AddG729IpVmsRenderFailed add修复
G.729 IP VM回报过滤器到过滤器图表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已修复G.729 IP VM回报过滤器到过滤器图表的COM呼叫添加失败。
音频来源可能不会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请
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AddMOHEncoderFailed add修复MOH编
码过滤器到过滤器图表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误
[ULong]说明—已修复MOH编码过滤器到过滤器图表的COM呼叫添加失败。音频来源可能不播
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AddWideBandIpVmsRenderFailed add修复
宽带IP VM回报过滤器到过滤器图表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已修复宽带IP VM回报过滤器到过滤器图表的COM呼叫添加失败。音
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请重新
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AudioCapMOHEncoderConnFailed 对
MOH编码器失败的连接已修复音频捕获设备。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连接已修复音频源设备的COM呼叫对失败的MOH编码器。音频来源可
能不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请重新启动服务
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AudioCaptureCreateFailed get修复系统
设备计数器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获得
已修复系统设备计数器的COM呼叫失败。音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
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ClassEnumeratorCreateFailed create修
复类计数器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创建
已修复类计数器的COM呼叫失败。音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
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CreateControlFailed 已修复数据流控
制创建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说明— create修复数据流失败的控制
类。音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
，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CreateGraphManagerFailed get修复图表
管理器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 COM呼叫
获得已修复图表管理器失败的和音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
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FindAudioCaptureDeviceFailed 无法查
找已修复音频源设备。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已修复音频源设备设备名
称[String]说明—未找到指定的已修复音频源设备。音频来源不使用。推荐的操作—确保适当的
设备名指定。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GetEventNotificationFailed get修复通
知事件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获得已修
复通知事件的COM呼叫失败。音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
。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GetFileNameFailed get修复音频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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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名称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说明—得到已修复音频源设备设备
名称的呼叫失败。音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
在资源外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GetG711AlawIpVmsRenderFailed get修复
G.711 A律IP VM回报过滤器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误
[ULong]说明—获得已修复G.711 A律IP VM的COM呼叫使过滤器失败。音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
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GetG711AlawIpVmsRendInfFailed get修
复G.711 A律IP VM回报过滤器专用接口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获得已修复G.711 A律IP VM的COM呼叫使过滤器专用接口失败。音频
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请重新启
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GetG711UlawIpVmsRenderFailed get修复
G.711 mu-law IP VM回报过滤器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
误[ULong]说明—获得已修复G.711ulaw IP VM的COM呼叫使过滤器失败，并且音频来源不使用
，可能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GetG711UlawIpVmsRendInfFailed get修
复G.711 mu-aw IP VM回报过滤器专用接口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
[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获得已修复G.711 mu-law IP VM的COM呼叫使过滤器专用
接口失败。音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
外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GetG729IpVmsRenderFailed get修复
G.729 IP VM回报过滤器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误
[ULong]说明—获得已修复G.729 IP VM的COM呼叫使过滤器失败。音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
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GetG729IpVmsRendInfFailed get修复
G.729 IP VM回报过滤器专用接口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
误[ULong]说明—获得已修复G.729 IP VM的COM呼叫使过滤器专用接口失败。音频来源可能不
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GetMediaControlFailed 获得固定介质
控制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获得固定介
质控制的COM呼叫失败。音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
果它是在资源外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GetMediaPositionFailed 获得固定介质
位置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获得固定介
质位置的COM呼叫失败。音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
果它是在资源外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GetMOHEncoderFailed get修复MOH编码
过滤器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获得已修
复MOH的COM呼叫编码失败的过滤器。音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
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GetWideBandIpVmsRenderFailed get修复
宽带IP VM回报过滤器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误
[ULong]说明—获得已修复宽带IP VM的COM呼叫使过滤器失败。音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存
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GetWideBandIpVmsRendInfFailed get修
复宽带IP VM回报过滤器专用接口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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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ULong]说明—获得已修复宽带IP VM的COM呼叫使过滤器专用接口失败。音频来源可能不播
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MOHEncG711AlawRenderConnFail 连接对
G.711 A律IP VM的修复的MOH编码器回报过滤器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
[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连接已修复MOH编码器的COM呼叫对G.711 A律IP VM使过
滤器失败。音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
外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MOHEncG711UlawRenderConnFail 连接对
G.711 u-law IP VM的修复的MOH编码器回报过滤器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
[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连接已修复MOH编码器的COM呼叫对G.711 u-law IP VM使
过滤器失败。音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
源外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MOHEncG729RenderConnFailed 连接对
G.729 IP VM的修复的MOH编码器回报过滤器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
[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连接已修复MOH编码器的COM呼叫对G.729 IP VM使过滤器
失败。音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
，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MOHEncWidebandRenderConnFail 连接对
宽带IP VM的修复的MOH编码器回报过滤器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
[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连接已修复MOH编码器的COM呼叫对宽带IP VM使过滤器失
败。音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
，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FixedInputSetNotifyWindowFailed 修复的集通知
窗口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设置已修复
的COM呼叫通知失败的窗口。音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
。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GetEventNotificationFailed 获得通知事件失败。
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获得通知事件的COM呼
叫失败。音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
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GetFileNameFailed 获得音频来源文件名失败。音
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说明—得到音频来源文件名的呼叫失败。音频来源可
能不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请重新启动服务
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GetIpVmsRenderFailed 获得IP VM回报过滤器失败
。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获得IP VM的COM呼
叫使过滤器失败。音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
在资源外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GetIpVmsRenderInterfaceFailed 获得IP VM回报过
滤器专用接口失败。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获
得IP VM的COM呼叫使过滤器专用接口失败。音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
—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GetMediaControlFailed 获得媒体控制失败。音频
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获得媒体控制的COM呼叫失
败。音频来源不使用，可能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
，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GetMediaPositionFailed 获得媒体位置失败。音频
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获得媒体位置的COM呼叫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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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音频来源不使用，可能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
，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IPVMSDeviceDriverNotFound 思科放出驱动程序的
IP语音媒体没找到。说明—未找到放出驱动程序的思科IP语音媒体。服务不开始，直到找到。
推荐的操作—放出驱动程序的思科IP语音媒体需要开始。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IPVMSMgrEventCreationFailed 失败的需要的事件
的创建。错误[ULong]说明—需要的事件不能创建。服务退出。推荐的操作—服务需要被重新启
动。如果错误再出现，系统需要被重新启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IPVMSMgrThreadException 在IP VM管理器线索的
例外。异常代码[ULong]， EAX寄存器[ULong]， EBX寄存器[ULong]， ECX寄存器[ULong]，
EDX寄存器[ULong]， ESI寄存器[ULong]， EDI寄存器[ULong]， EIP寄存器[ULong]， ESP寄
存器[ULong]， EBP寄存器[ULong]，标志寄存器[ULong]， CS寄存器[ULong]， DS寄存器
[ULong]， ES寄存器[ULong]， SS寄存器[ULong]， FS寄存器[ULong]， GS寄存器[ULong]说
明—在IP VM管理器线索发生的例外。推荐的操作— MOH自动地重置。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IpVmsMgrThreadWaitFailed 在IP VM管理器线索失
败的等待呼叫。说明—在IP VM管理器线索失败的等待呼叫。服务退出。推荐的操作—服务需
要被重新启动。如果错误再出现，系统需要被重新启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IPVMSMgrThreadxFailed 失败的IPVMSMgr线索的
创建。错误[ULong]说明— VM管理器的创建失败。服务退出。推荐的操作—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IPVMSMgrWrongDriverVersion 设备驱动程序错误的
版本。被找到的[ULong]，需要[ULong]说明—找到不兼容设备驱动程序。服务退出。推荐的操
作—安装正确设备驱动程序版本。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6-kIPVMSStarting IP语音媒体流应用程序开始。版本
[String]， IP地址[String]，主机名[String]， Servicename [String]， ProcessId [ULong]说明—
IP语音媒体流应用程序开始。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6-kIPVMSStopping IP语音媒体流应用程序关闭。版本
[String]， IP地址[String]，主机名[String]， Servicename [String]， ProcessId [ULong]说明—
IP语音媒体流应用程序关闭。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MOHBadMulticastIP Bad组播IP地址。音频来源ID
[ULong]，呼叫/会议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组播IP地址[String]，组播IP端口
[ULong]说明— (超出范围)找到一个坏IP组播地址。推荐的操作—修理在数据库的组播地址。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6-kMOHDeviceRecordNotFound MOH没找到的设备记录
。说明— MOH设备的一个设备记录在数据库未被找到。推荐的操作—如果MOH功能要求，请
添加设备到数据库。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MOHFilterNotifyError 在DirectShow返回的或用
户中止的错误。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说明— DirectShow过滤器返回错误
或用户中止。音频来源可能停止播放。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音频应该开始备份，当请
求的播放下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6-kMOHICMPErrorNotification MOH数据流ICMP错误
。呼叫ID [ULong]， Party ID [ULong]，目的IP地址[String]， IP端口[ULong]说明— MOH数据
流有一个ICMP错误。数据流终止。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MOHMgrCreateFailed 创建MOH管理器类失败。说
明— MOH管理器类创建失败。这可能归结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如果是在内存外面，请
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MOHMgrExitEventCreationFailed MOH管理器退出
事件失败的创建。错误[ULong]说明—失败的退出事件创建。推荐的操作—检查系统是否是在资
源外面若需要并且重新启动系统。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6-kMOHMgrIsAudioSourceInUseThisIsNULL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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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udioSourceInUse的呼叫;无效的类。说明—呼叫被做了对一删除的类。推荐的操作—操作没
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MOHMgrThreadCreateWindowExFailed MOH管理器
Message窗口失败的创建。错误[ULong]说明—创建MOH管理器Message窗口失败。MOH设备
重新启动。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如果这继续，请检查系统是否是在资源外面若需要并
且重新启动系统。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MOHMgrThreadWaitFailed MOH管理器线索的等待
呼叫失败。说明—在MOH管理器线索失败的等待呼叫。设备重新启动。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
要求。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MOHMgrThreadxFailed MOH管理器线索失败的创建
。错误[ULong]说明— MOH管理器的创建失败。MOH服务不是可用的。推荐的操作—重新启动
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MOHPlayStreamControlNull 数据流控制指示器是
NULL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说明—数据流控制指示器是空和无法播放数据
流。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MOHPlayStreamMediaControlObjectNull 媒体位置
COM接口是NULL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说明—媒体位置COM接口是空和
无法播放数据流。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MOHRewindStreamControlNull 数据流控制指示器
NULL。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说明—数据流控制指示器无法空和倒带数据
流。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MOHRewindStreamMediaPositionObjectNull 梅迪亚
位置COM接口NULL。音频来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说明—媒体位置COM接口无
法空和倒带数据流。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MOHTFTPGoRequestFailed
下载请求失败开始。文件名[String]说明—开始TFTP下载请求的呼叫失败。推荐的操作—验证在
数据库的TFTP IP地址。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MOHThreadException 在MOH管理器线索的例外。
异常代码[ULong]， EAX寄存器[ULong]， EBX寄存器[ULong]， ECX寄存器[ULong]， EDX寄
存器[ULong]， ESI寄存器[ULong]， EDI寄存器[ULong]， EIP寄存器[ULong]， ESP寄存器
[ULong]， EBP寄存器[ULong]，标志寄存器[ULong]， CS寄存器[ULong]， DS寄存器
[ULong]， ES寄存器[ULong]， SS寄存器[ULong]， FS寄存器[ULong]， GS寄存器[ULong]说
明—在MOH管理器线索发生的例外。推荐的操作— MOH自动地重置。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6-kMTPDeviceRecordNotFound MTP没找到的设备记录
。说明—媒介终接点设备的一个设备记录在数据库未被找到。推荐的操作—如果媒介终接点功
能要求，请添加一个设备到数据库。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6-kMTPDeviceStartingDefualts 从默认开始没找到的
， MTP设备配置。说明—媒介终接点设备配置未从默认开始被找到。推荐的操作—适当配置媒
介终接点设备在数据库。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6-kMTPICMPErrorNotification MTP数据流ICMP错误
。呼叫ID [ULong]， Party ID [ULong]，目的IP地址[String]， IP端口[ULong]说明—媒介终接点
数据流有一个ICMP错误，并且数据流终止。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CFB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备名
[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当尝试做出读CFB配置信息时， COM错误
出现。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CFB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设备名
[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当尝试做出读CFB配置信息时，数据库
例外发生了。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数据库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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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CFBList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备名
[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当尝试做出读CFB Cisco CallManager列表
信息时， COM错误出现。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CFBList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设备名
[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当尝试做出读CFB Cisco
CallManager列表信息时，数据库例外发生了。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数据库问题并且
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CFBList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设
备名[String]说明—，当尝试做出读CFB Cisco CallManager列表信息时，一未知例外发生了。
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CFB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设备名
[String]说明—，当尝试做出读CFB配置信息时，一未知例外发生了。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
。解决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6-kReadCfgDblGetChgNotifyFailed 获得修改提示端口
故障。说明—数据库层无法查找修改提示端口和使用默认。推荐的操作—如果默认修改提示不
正确或修改提示不工作，添加值到数据库和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DblGetNodeNameFailed 数据库层选择失败
的我的进程节点。说明—数据库层是无法查找/确定此服务运作的当前节点。推荐的操作—确保
数据库适当地配置。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MOHAudioSourceComException COM错误。
设备名[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尝试读MOH音频来
源时。推荐的操作—音频来源禁用。解决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MOHAudioSource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
设备名[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读
MOH音频来源时。推荐的操作—音频来源禁用。解决数据库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MOHAudioSource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
常。设备名[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读MOH音频来源时。推荐的操作—音频来
源禁用。解决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MOH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备名
[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尝试读MOH配置信息时。
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MOH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设备名
[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读MOH配置信
息时。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数据库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6-kReadCfgMOHEnabledCodecsNotFound MOH没找到的
启用的编码。说明— MOH启用默认编码在数据库没有被找到和默认为mu-law。推荐的操作
—创建MOH在数据库的默认代码。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EnterpriseComException COM错误。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尝试读集群域内服务参数时。推荐的操作
— MOH或ANN音频来源可能不可用。解决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Enterprise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例
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读集群域内服务参数时。
推荐的操作— MOH或ANN音频来源可能不可用。解决数据库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Enterprise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
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当tring读集群域内服务参数时。推荐的操作— MOH或ANN音频来源可
能不可用。解决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MOHList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备名
[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尝试读MOH C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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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MOHList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设备名
[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读MOH 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数据库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MOHList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设
备名[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读MOH 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的
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MOHServer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备名
[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尝试读MOH设备信息时。
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MOHServer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设备
名[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读MOH设备
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数据库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MOHServer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
设备名[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读MOH设备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
。解决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MOHTFTIPAddressNotFound MOH没找到的
TFTP IP地址。说明—默认MOH TFTP IP地址在数据库没有被找到。推荐的操作—音频来源可
能不可用。创建在数据库的适当的值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MOH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设备名
[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读MOH配置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
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MTP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备名
[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尝试读MTP配置信息时。
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MTP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设备名
[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读MTP配置信
息时。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数据库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MTPListComException COM错误。设备名
[String]， COM Description string [String]说明— COM错误出现，当尝试读MTP 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MTPListDblException 数据库例外。设备名
[String]，例外字符串[String]，例外ID [ULong]说明—数据库例外发生了，当尝试读MTP 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数据库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MTPList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设
备名[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读MTP Cisco CallManager时列出信息。推荐的
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adCfgMTPUnknownException 未知的异常。设备名
[String]说明—一未知例外发生了，当尝试读MTP配置信息时。推荐的操作—设备不启动。解决
问题并且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nderFileFailed 回报文件到过滤器图表失败。
音频来源ID [ULong]，文件名[Stri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回报音
频来源文件到过滤器图表的COM呼叫失败。音频来源不使用，可能由于缺少音频来源或内存不
足。推荐的操作—确认音频来源是否存在。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请重新启动
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questedCFBStreamsFailed CFB请求的数据流失
败。请求的数据流[ULong]，已分配数据流[ULong]说明—请求的全双工数据流数量不是可用的
。推荐的操作—确保数据流正确数量是需要的。如果它是好的，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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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questedMOHStreamsFailed MOH请求的数据流失
败。请求的数据流[ULong]，已分配数据流[ULong]说明—请求的单工数据流数量不是可用的。
推荐的操作—确保数据流正确数量是需要的。如果它是好的，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RequestedMTPStreamsFailed MTP请求的数据流失
败。请求的数据流[ULong]，已分配数据流[ULong]说明—请求的全双工数据流数量不是可用的
。推荐的操作—确保数据流正确数量是需要的。如果它是好的，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SDITraceStartFailed SDI Trace启动失败。说明
—失败的SDI trace子系统开始。多数likley原因是服务参数没有配置的trace。服务不继续，直到
问题修复。推荐的操作—确保服务安排trace启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kSetNotifyWindowFailed 集通知窗口失败。音频来
源ID [ULong]，编解码器类型[String]， COM错误[ULong]说明—设置通知窗口的COM呼叫失败
。音频来源可能不播放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重置MOH设备。如果它是在资源外面，请
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MOHDeviceRecoveryCreateFailed MOH设备恢复创建
失败。说明— MOH设备恢复类创建失败，可能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如果是在内存外
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IPVMS-3-MTPDeviceRecoveryCreateFailed MTP设备恢复创建
失败。说明— MTP设备恢复类创建失败，可能由于内存不足。推荐的操作—，如果是在内存外
面，请重新启动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GENERIC-0-OutOfMemory 内存不足。说明—进程有从操作系
统的请求的内存，并且没有足够的内存联机。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GENERIC-6-PermissionDenied 拒绝的权限。说明—，因为进
程没有执行的权限它，操作不可能完成。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GENERIC-0-ServiceNotInstalled 没安装的服务。服务名称
[String]说明—，因为没有配置作为在服务控制管理器的一服务可执行设法开始，但是不能。服
务名称是%s。推荐的操作—重新安装服务或呼叫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GENERIC-6-ServiceStopped 被终止的服务。主机节点的IP地
址。[String]，主机节点主机名。[String]，服务名称[String]，进程ID [ULong]说明—服务终止。
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GENERIC-6-ServiceStarted 开始的服务。进程ID
[ULong]，主机节点的IP地址。[String]，主机节点主机名。[String]，服务名称[String]，版本信
息。[String]说明—服务开始。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MEDIA_STREAMING_APP-GENERIC-4-ServiceStartupFailed 服务启动失败。服务名称
[String]说明—尝试开始失败的指定的服务。推荐的操作—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CTI-CTI-4-kCtiMytcpErrSocketBroken 被中断的Socket连接。说明— TCP连接丢
失。推荐的操作—虽然对应用程序的连接丢失，操作没有要求，如果中断连接是故意的。
错误消息：%CCM_CTI-CTI-4-kCtiNullTcpHandle TranslateCtiQbeInputMessage ：NULL TCP把柄
!!!(PDU丢弃) PDU编号[Long]说明—由于空TCP把柄接收，不可能转发的PDU被撤销。推荐的
操作—，如果问题持续，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CTI-CTI-4-kCtiProviderOpenRej 不完整CtiManager的初始化;供应商开放拒绝。
说明—供应商Open拒绝。应用程序看不到在其控制列表的所有设备。推荐的操作—检查
CtiManager服务状况。等待CtiManager去开始的状态和再试。
错误消息：%CCM_CTI-CTI-3-kCtiMaxConnectionReached CTI供应商CtiManager最大被到达的;供应
商开放拒绝。说明— CTI连接最大被到达了。除非现有连接关闭，新连接不会接受。推荐的操
作—对MaxCTIConnections限制应用程序数量。检查CTI Manager服务参数
MaxCTIConnections最大连接数。
错误消息：%CCM_CTI-CTI-3-kCtiProviderOpenInvalidUserNameSize 在ProviderOpen请求的无效用
户名大小。登录用户用户名大小[Long]说明—用户名长度无效。推荐的操作—要求CTI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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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户使用正确用户名和检查用户名在配置里。它不应该是超过31个字符。
错误消息：%CCM_CTI-CTI-3-kCtiEnvProcDevListRegTimeout 目录修改提示请求时间。说明—对
EnvProcDevList被计时的和CtiManager的CtiManager注册请求发送另一注册请求。推荐的操作
—如果问题持续，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CTI-CTI-3-kCtiMYTCPSendError MYTCP_Send ：发送错误。说明— TCP
Socket连接是残破的。推荐的操作—网络错误可能出现。如果问题持续，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
系。
错误消息：%CCM_CTI-CTI-3-kCtiProviderOpenFailure 失败的CTI应用程序打开供应商
CTIconnectionId [Long]，登录用户ID [String]，原因代码。[]， IP地址[String]说明—应用程序
无法打开供应商。推荐的操作—检查原因代码并且更正问题。如果问题持续，请重新启动
CtiManager。此表显示Enum定义和原因代码。
错误消息：%CCM_CTI-CTI-2-kCtiSdlErrorvException 疏忽创建要求的内部进程服务CTI应用程序
。说明—意外的内部SDL错误的CtiManager或CTIHandler进程的创建导致一失败。推荐的操作
—获取CtiManager服务的SDI和SDL跟踪信息并且问题向思科技术支持报告。
错误消息：%CCM_CTI-CTI-3-kCtiTcpInitError CtiManager服务无法初始化TCP连接错误错误代码
[Int]说明— CtiManager服务无法初始化TCP连接。推荐的操作—重新启动CtiManager。如果问
题持续，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CTI-CTI-3-kCtiQbeLengthMisMatch OutputQbeMessage ：长度不匹配。说明—
QBE报头长度不匹配存在。推荐的操作—此报警表明TSP/JTAPI与Cisco CallManager是不兼容
的。安装插件从CtiManager管理页面和重试次数。
错误消息：%CCM_CTI-CTI-4-kCtiQbeFailureResponse 从应用程序故障的请求的操作。错误代码
[ULong]，序号[Long]，错误消息[String]说明—从应用程序的请求的操作不能被执行由于正常或
异常状况。推荐的操作—验证受影响的应用程序是否遇到问题。如果问题持续，请与应用程序
支持组织联系。
错误消息：%CCM_CTI-CTI-3-kCtiInvalidQbeSizeAndOffsets InvalidQBESizeAndOffsets;解码遇到
的非法大小或偏移量的QBE消息。说明— QBE消息有非法偏移量。它不包含正确参数。推荐的
操作—发生的TSP/JTAPI接口错误。QBE消息没有适当地被格式化。TSP/JATPI安装兼容版本
。
错误消息：%CCM_CTI-CTI-3-kCtiIllegalFilterSize ProviderOpenRequest;非法过滤器大小。说
明— ProviderOpenRequest有非法过滤器大小。推荐的操作—此报警指示应用程序使用
TSP/JTAPI和Cisco CallManager一个不兼容版本。安装TSP/JTAPI正确版本并且再试。
错误消息：%CCM_CTI-CTI-6-kCtiProviderClosed CTI应用程序连接close。登录用户ID [String]，序
号[Long]， CTI连接ID [Long]， IP地址[String]，原因代码。[Enum]说明应用程序关闭供应商。
信息性的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此表显示Enum定义和原因代码。
错误消息：%CCM_CTI-CTI-6-kCtiProviderOpened CTI打开的应用程序连接。登录用户ID
[String]，序号[Long]，版本号[String]， CTI连接ID [Long]， IP地址[String]，
CmAssignedAppID [Long]说明—应用程序成功打开供应商。推荐的操作—这信息性，并且操作
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TI-CTI-4-kCtiAdmintSetMsgWaitResErr 在等待征兆的设置消息的错误。说明
—在设置消息发生的错误等待征兆闪亮指示。推荐的操作—此报警表明设备不可及的。检查设
备的分区和呼叫搜索空间。
错误消息：%CCM_CTI-CTI-4-kCtiNewCallNotifyArrayOverflow 可能的内部阵列溢出条件，当生成
CTI NewCall事件时。说明—发生的一个意外的内部错误。推荐的操作—，如果问题持续，请重
新启动CtiManager。
错误消息：%CCM_CTI-CTI-4-kCtiExistingCallNotifyArrayOverflow 可能的内部阵列溢出条件，当
生成CTI ExistingCall事件时。说明—发生的一个意外的内部错误。推荐的操作—，如果问题持
续，请重新启动CtiManager。
错误消息：%CCM_CTI-CTI-4-kCtiLineInfoResArrayOverflow 可能的内部阵列溢出条件，当生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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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请求的答复对于线路信息时。说明—发生的一个意外的内部错误。推荐的操作—，如果问
题持续，请重新启动CtiManager。
错误消息：%CCM_CTI-CTI-4-kCtiLineCallInfoResArrayOverflow 可能的内部阵列溢出条件，当生成
对应用请求的答复呼叫信息的时。说明—发生的一个意外的内部错误。推荐的操作—，如果问
题持续，请重新启动CtiManager。
错误消息：%CCM_CTI-CTI-3-kCtiSsRegisterManagerErr 无法注册与SSAPI的CtiLine。说明—
CTI不能注册与SSAPI的CtiLine。推荐的操作—检查Cisco CallManager服务的状况。如果问题
持续，请重新启动Cisco CallManager服务。
错误消息：%CCM_CTI-CTI-6-kCtiSsRedirectCallErr 删除的mRedirectedCallHandleToDir条目。说
明— CTIHandler mRedirectedCallHandleToDir条目删除。推荐的操作—这信息性，并且操作没
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TI-CTI-2-kCtiProviderCloseHeartbeatTimeout CTI心跳超时;供应商关闭。说明
—发生的CTI心跳超时。这造成CtiManager断开应用程序连接。CallManager断开CTI连接，每
当通过两个周期，并且未接收从客户端的Keepalive。推荐的操作— CTI应用程序需要重新连接
。您能增加允许更高的延迟，不用需要断开连接。默认值是3600，但是您能设置它为更高的值
。如果问题持续，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CTI-CTI-4-kCtiDirectoryLoginFailure CTI目录登录失败。序号[Long]说明—
CTI Manager无法登陆到目录。因此，应用程序可能不能发现控制设备列表。推荐的操作—请
使用正确用户名和密码。请参阅在Cisco CallManager管理中配置的用户名和密码。并且请确认
DC目录服务是否运作。
错误消息：%CCM_CTI-CTI-3-kCtiIllegalQbeHeader 非法QBE报头。说明—由于一个非法QBE报头
， QBE消息拒绝。推荐的操作— TSP/JTAPI可能不适当地格式化QBE。请与 Cisco 技术支持
联系。
错误消息：%CCM_CTI-CTI-3-kCtiIncompatibleProtocolVersion 不兼容协议版本。消息版本
[VoidPtr]，最低版本[VoidPtr]，当前版本[VoidPtr]， Callmanager版本[String]， IP地址
[String]说明— JTAPI/TAPI应用程序版本不是与CtiManager兼容此版本，并且已接收消息拒绝
。推荐的操作—验证应用程序的正确版本使用。否则，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注意： 您在发
布服务器能也禁用在扩展服务的TAPS本地为了解决问题。
错误消息：%CCM_CTI-CTI-6-kCtiDeviceOpened 打开的设备。设备名[String]，序号[Long]，设备ID
[Long]，设备类型[Long]， CTI连接ID [Long]， MediaControlled [Bool]， RTP地址[String]，
CmAssignedAppID [Long]说明—应用程序打开了设备。推荐的操作—这信息性，并且操作没有
要求。
错误消息：%CCM_CTI-CTI-6-kCtiDeviceClosed 关闭的设备。设备名[String]，设备ID [Long]，设备
类型[Long]， CTI连接ID [Long]， MediaControlled [Bool]， RTP地址[String]，原因代码。
[Enum]说明—应用程序关闭一个设备。推荐的操作—这信息性，并且操作没有要求。此表显示
Enum定义和原因代码。
错误消息：%CCM_CTI-CTI-4-kCtiDeviceOpenFailure 设备Open失败的CTI连接ID [Long]，设备名
[String]， ReasonCode [Enum]说明—应用程序无法打开设备。推荐的操作—检查原因代码并
且更正问题。此表显示Enum定义和原因代码。
错误消息：%CCM_CTI-CTI-4-kCtiDeviceOpenFailIllegalMessageFormat 在开放的设备的非法QBE报
头。说明—应用程序发送一非法请求。推荐的操作—检查发送此请求的应用程序。
错误消息：%CCM_CTI-CTI-4-kCtiDeviceOpenFailUnsupportedDevice DeviceOpenRequest失败。设
备名[String]，设备类型[Long]，用户登录ID [String]说明—应用程序设法访问不支持的设备。推
荐的操作—检查发送请求的应用程序。
错误消息：%CCM_CTI-CTI-4-kCtiDeviceOpenFailAccessDenied DeviceOpenRequest失败。用户ID
[String]，设备名[String]，设备类型[Long]说明—应用程序设法访问设备不在其控制。推荐的操
作—检查发送请求的应用程序或添加设备到用户控制控制目录。
错误消息：%CCM_CTI-CTI-6-kCtiDeviceRegistered 注册的设备。设备名[String]，序号[Long]，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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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ID [Long]，设备类型[Long]， MediaControlled [Bool]， RTP地址[String]说明—设备用Cisco
CallManager注册。推荐的操作—这信息性，并且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TI-CTI-6-kCtiDeviceUnRegistered 未注册的设备。设备名[String]，设备类型
[Long]说明—设备未注册。推荐的操作—这信息性，并且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TI-CTI-6-kCtiDeviceOutofService 设备服务中断。设备ID [Long]， CTI连接ID
[Long]，设备名[String]说明—设备是服务中断。推荐的操作—这信息性，并且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TI-CTI-6-kCtiDeviceInService 设备在使用中。设备ID [Long]， CTI连接ID
[Long]，设备名[String]， CallManager Id [Long]说明—设备是回到在使用中。推荐的操作—这
信息性，并且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TI-CTI-6-kCtiLineOpened 被开放的线路。序号[Long]，目录号[String]，设备名
[String]， CTI连接ID [Long]说明—应用程序开放了线路。推荐的操作—这信息性，并且操作没
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TI-CTI-3-kCtiLineOpenFailure 无法打开线路CTI连接ID [Long]，设备名
[String]，目录号[String]，原因。[Enum]说明—应用程序无法开放线路。推荐的操作—检查设备
是否在控制列表。此表显示Enum定义和原因代码。
错误消息：%CCM_CTI-CTI-6-kCtiLineClosed 关闭的线路。目录号[String]， CTI连接ID [Long]，设
备名[String]，原因代码。[Enum]说明—应用程序关闭线路。推荐的操作—这信息性，并且操作
没有要求。此表显示Enum定义和原因代码。
错误消息：%CCM_CTI-CTI-4-kCtiLineOpenFailAccessDenied 线路开放失败。序号[Int]，目录号
[String]，设备名[String]，用户[String]的登录ID说明—失败的应用程序开放线路。推荐的操作
—添加用线路关联的设备到用户设备控制列表。
错误消息：%CCM_CTI-CTI-6-kCtiLineOutOfService 线路服务中断。目录号[String]， CTI连接ID
[Long]，设备名[String]说明—线路是去的服务中断。推荐的操作—这信息性，并且操作没有要
求。
错误消息：%CCM_CTI-CTI-6-kCtiLineInService 线路在使用中。Line ID [Long]， CTI连接ID
[Long]说明—线路是回到在使用中。推荐的操作—这信息性，并且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TI-CTI-4-kCtiIllegalEnumHandle 列举把柄无效。列举把柄[Long]，列举对象类
型[String]说明—列举把柄关联与列举设备、线路或者Dns进程无效。推荐的操作—证实为应用
程序或者Dns配置的所有设备、线路是否对应用程序是可用的。
错误消息：%CCM_CTI-GENERIC-0-OutOfMemory 内存不足。说明—进程有从操作系统的请求的内存
，并且没有足够的内存联机。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TI-GENERIC-6-PermissionDenied 拒绝的权限。说明—，因为进程没有执行的权
限它，操作不可能完成。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TI-GENERIC-0-ServiceNotInstalled 没安装的服务。服务名称[String]说明
—，因为没有配置作为在服务控制管理器的一服务可执行设法开始，但是不能。服务名称是
%s。推荐的操作—重新安装服务或呼叫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CTI-GENERIC-6-ServiceStopped 被终止的服务。主机节点的IP地址。[String]，主
机节点主机名。[String]，服务名称[String]，进程ID [ULong]说明—服务终止了。推荐的操作
—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TI-GENERIC-6-ServiceStarted 开始的服务。进程ID [ULong]，主机节点的IP地
址。[String]，主机节点主机名。[String]，服务名称[String]，版本信息。[String]说明—服务开始
。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TI-GENERIC-4-ServiceStartupFailed 服务启动失败。服务名称[String]说明—尝
试开始失败的指定的服务。推荐的操作—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4-kPostMigrationDBCleanupFailed DB发表物失败的迁移步骤。说明
—在启动期间， Cisco数据库层监视器尝试保证某些迁移步骤完成和确定一些迁移步骤。此步
骤失败。推荐的操作—在Cisco CallManager发布器服务器上，请终止并且重新启动Cisco数据
库层监视器服务。如果警告再看到，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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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4-kPrimaryDbIsLost 丢失的主要的DB。说明—主数据库不再是可用
的;监控其回归的开始。推荐的操作—这能指示网络问题。检查您的网络和Cisco
CallManager发布器服务器的运行状态。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6-kPrimaryDbIsFound 找到的主要的DB。说明—主数据库当前是可
用的。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4-kCdrRecordsTrimmed 修整的CDR记录。说明—本地CDR表增长太
大。最旧的记录删除。推荐的操作—记录删除保存磁盘空间。当完成与他们，您的第三方
CDR包应该删除这些记录。请参阅MaxCDR服务参数关于Cisco数据库层监视器欲知更多信息
。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4-kErrorUpdatingNumPlan 错误，当更新Numplan子句时。说明—互
惠生不可能更新Numplan表的条款字段。推荐的操作—如果主数据库发生故障，则终止和重新
启动数据库层监视器服务，在主数据库备份后。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3-kErrorStartingThreads 错误，当开始线索时。服务名称[String]说
明—互惠生不可能开始一个或更多线索。推荐的操作—重新启动数据库层监视器服务。如果此
错误仍然存在，请启用数据库层监视器trace并且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3-kUnableToConnectToDB 不能连接到数据库。其他信息[String]说明
—数据库层不能打开数据库连接。推荐的操作—检查保证SQL server服务运作。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4-kErrorAccessingCM 错误，当访问Cisco CallManager时。其他信
息[String]说明—数据库层遇到在尝试的错误访问Cisco CallManager。推荐的操作—这能指示网
络问题。检查您的网络。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3-kNoDefaultCMGroup ：没有默认Cisco CallManager组
。其他信息[String]说明—在.cnf文件的建立期间，数据库层找不到默认Cisco CallManager组。
推荐的操作—请使用Cisco CallManager管理检查Cisco CallManager组指定作为默认组。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3-kUnableToGetListBasedOnDevicePoolID 不能得到Cisco
CallManager列表根据设备池ID其他信息[String]说明—在.cnf文件的建立期间，系统遇到在尝试
的错误得到Cisco CallManager列表根据设备池ID。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特定错误信息。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3-kErrorAccessingCallManager 访问Cisco CallManager的错误。其
他信息[String]说明—在.cnf文件的建立期间，系统遇到错误，当访问Cisco CallManager时。推
荐的操作—使数据库层监视器的trace能获得特定错误信息。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3-kNoCallManagerFound 没有找到的Cisco CallManager。其他信息
[String]说明—在.cnf文件的建立期间，系统没有查找Cisco CallManager。推荐的操作—使数据
库层监视器的trace能获得特定错误信息。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3-kErrorBuildingCnfFile 错误，当创建.cnf文件时。其他信息
[String]说明—在.cnf文件的建立期间发生的某个错误。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特定错误信息。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3-kUnableToBuildPhoneCNFfile 无法创建默认电话.cnf文件。说明
—系统不能创建默认电话.cnf文件。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
特定错误信息。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3-kUnableToBuildAnalogAccessCNFfile 无法创建默认模拟访问.cnf文
件。说明—系统不能创建默认模拟访问.cnf文件。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特定错误信息。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3-kUnableToBuildDigitalAccessCNFfile 无法创建默认数字访问
.cnf文件。说明—系统不能创建默认数字访问.cnf文件。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特定错误信息。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3-kNoDeviceModelOrPoolID 为指定的设备找到的没有设备模型或设
备池ID。其他信息[String]说明—在.cnf文件的建立期间，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设备的设备模型或
设备池ID。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特定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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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3-kBuildCallManagerGroupFailed 在Cisco CallManager组期间建立
的错误。其他信息[String]说明—在.cnf文件的建立期间，在Cisco CallManager组的建立的期间
系统遇到的错误。推荐的操作—使数据库层监视器的trace能获得特定错误信息。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3-kErrorInEnterpriseURLRetrieval 在企业URL期间检索的错误。其
他信息[String]说明—在.cnf文件的建立期间，数据库层遇到错误为获取企业URL信息。推荐的
操作—使数据库层监视器的trace能获得特定错误信息。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3-kParameterNotFound 在Processconfig数据库表里没找到的参数。
其他信息[String]说明—指定的参数不在Processconfig数据库表。推荐的操作—使数据库层监视
器的trace能获得特定错误信息。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3-kDbConnectionFailed 失败的数据库连接。其他信息[String]说明
—尝试连接到失败的数据库。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特定
错误信息。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1-NoDbConnectionAvailable 没有数据库连接联机。说明—数据库层
找不到所有工作的数据库连接。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特
定错误信息。检查SQL server服务的网络连通性和操作。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6-kManageConnectionThreadStarted 管理开始的数据库连接的线索。
其他信息[String]说明—管理数据库连接的线索开始/重新启动。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0-kManageConnectionThreadStopped 线索管理的数据库连接是被终止
的其他信息[String]说明—管理数据库连接的线索被终止。重新启动线索的系统尝试。推荐的操
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1-kCreatePingConnectionThreadFailed 尝试创建线索检查失败的
db连接。说明—管理数据库连接/故障切换的线索(ManageConnectionThread)失败，当尝试创
建检查的数据库连接时一个线索。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
特定错误信息。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1-kPingConnectionThreadTimedOut 不能连接到指定的数据库其他信
息[String]说明—检查指定的数据库服务器的可用性的线索没有成功地完成。推荐的操作—联机
指定的数据库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1-kChangeNotifyServiceCreationFailed 无法创建
TracePollingThread的修改提示服务器说明— TracePollingThread无法创建接收的数据库修改
提示一个修改提示服务器。被终止的TracePollingThread。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
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特定错误信息。重新启动Cisco数据库层服务。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1-kChangeNotifyServiceGetEventFailed 无法获得修改提示事件的把
柄在TracePollingThread说明— TracePollingThread无法获得在接收数据库修改提示使用的修
改提示事件的把柄。被终止的TracePollingThread。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特定错误信息。重新启动Cisco数据库层服务。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1-kTracePollingThreadWaitFailed 在TracePollingThread的修改提
示事件返回WAIT_FAILED状态。说明—在TracePollingThread的修改提示事件返回一种意外的
状态。被终止的TracePollingThread。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
获得特定错误信息。重新启动Cisco数据库层服务。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1-kTracePollingThreadUnknownExceptionCaught
TracePollingThread遇到意外错误说明— TracePollingThread被终止的归结于意外的错误。被
终止的TracePollingThread。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特定
错误信息。重新启动Cisco数据库层服务。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3-kErrorInsertingCDR 错误，当插入CDR从展开文件到数据库时。
ODBC错误[String]，插入语句[String]说明— CDR不能写入。推荐的操作—文件可能不正确地被
格式化或模式可能更改。如果问题不可以是解决的，请呼叫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2-kErrorCDRServerDown 连接对CDR数据库的错误。ODBC错误
[String]说明— CDR数据库服务器不回应。CDR不可能写入。推荐的操作—请带来联机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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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一步或重新配置将写入的CDR对一个不同的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1-kErrorNotCDRPrimary Insertcdr服务在不是主要的CDR的服务器管
理说明— Insertcdr服务在不是主要的CDR的服务器运作。推荐的操作—请禁用服务或更改
PrimaryCDRUNCPath的企业参数。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2-kErrorCDRFilesBackingUp CDR展开文件备份。说明— CDR展开
文件没有删除。在主要的CDR服务器上，请验证Insertcdr服务运作和适当地配置。在不主要的
服务器上，请验证CDR文件的集的位置通过网络是可访问。此报警火，如果任何一个这些目录
包含超过200个文件：calldetail\cdr
calldetail\cmr
calldetail\bad推荐的操作—设置Insertcdr服务的trace选派了并且寻找在trace的错误。检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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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R参数准确性。如果有超过在的200个文件任何这些目录，您需要删除从同样的更旧的文件
。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1-kMissedChangeNotifications 那里未命中修改提示从数据库到
Cisco CallManager。未接信息数量。[ULong]说明—，因为不能连接到任何Cisco
CallManager，数据库不能发送修改提示。推荐的操作—确保至少一Cisco CallManager在使用
中。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6-kErrorChangeNotifyClientBlock 修改提示客户端忙碌。说明—做
的变动对数据库没有由其中一收件人消耗推荐的操作—重新启动数据库层箴言报服务。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1-kErrorChangeNotifyClientTimeout 修改提示客户端不响应和删除
。说明—修改提示收件人在几分钟未响应对修改提示。此收件人从获得进一步修改提示删除。
数据库层箴言报Trace包含已经删除客户端。推荐的操作—可能已经更正了此问题。如果意外行
为被观察，请重新启动在集群的所有思科服务。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DB-1-kErrorChangeNotifyReconcile 修改提示共享内存调节发生说明
—在共享内存的修改提示缓冲区重建的归结于冲突。推荐的操作—可能已经更正了此问题。如
果意外行为被观察，请重新启动在集群的所有思科服务。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GENERIC-0-OutOfMemory 内存不足。说明—进程有从操作系统的请求的
内存，并且没有足够的内存联机。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GENERIC-6-PermissionDenied 拒绝的权限。说明—，因为进程没有执行
的权限它，操作不可能完成。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GENERIC-0-ServiceNotInstalled 没安装的服务。服务名称[String]说明
—，因为没有配置作为在服务控制管理器的一服务可执行设法开始，但是不能。服务名称是
%s。推荐的操作—重新安装服务或呼叫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GENERIC-6-ServiceStopped 被终止的服务。主机节点的IP地址。
[String]，主机节点主机名。[String]，服务名称[String]，进程ID [ULong]说明—服务终止了。推
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GENERIC-6-ServiceStarted 开始的服务。进程ID [ULong]，主机节点的
IP地址。[String]，主机节点主机名。[String]，服务名称[String]，版本信息。[String]说明—服务
开始。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DB_LAYER-GENERIC-4-ServiceStartupFailed 服务启动失败。服务名称[String]说明
—尝试开始失败的指定的服务。推荐的操作—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4-kPostMigrationDBCleanupFailed DB发表物失败的迁移步骤。说
明—在启动期间， Cisco数据库层箴言报尝试保证某些迁移步骤完成和确定一些迁移步骤。此
步骤失败。推荐的操作—在Cisco CallManager发布器服务器上，请终止并且重新启动Cisco数
据库层监视器服务。如果警告再看到，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4-kPrimaryDbIsLost 丢失的主要的DB。说明—主数据库不再是可
用的。监控其回归的开始。推荐的操作—这能指示网络问题。检查您的网络和Cisco
CallManager发布器服务器的运行状态。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6-kPrimaryDbIsFound 找到的主要的DB。说明—主数据库当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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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的。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4-kCdrRecordsTrimmed 修整的CDR记录。说明—本地CDR表增长
太大。最旧的记录删除。推荐的操作—记录删除保存磁盘空间。当完成与他们，您的第三方
CDR包应该删除这些记录。请参阅MaxCDR服务参数关于Cisco数据库层监视器欲知更多信息
。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4-kErrorUpdatingNumPlan 错误，当更新Numplan子句时。说明
—互惠生不可能更新Numplan表的条款字段。推荐的操作—如果主数据库发生故障，则终止和
重新启动数据库层监视器服务，在主数据库备份后。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3-kErrorStartingThreads 错误，当开始线索时。服务名称
[String]说明—互惠生不可能开始一个或更多线索。推荐的操作—重新启动数据库层监视器服务
。如果此错误仍然存在，请启用数据库层监视器trace并且请与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3-kUnableToConnectToDB 不能连接到数据库。其他信息[String]说
明—数据库层不能打开数据库连接。推荐的操作—检查保证SQL server服务运行。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4-kErrorAccessingCM 错误，当访问Cisco CallManager时。其他
信息[String]说明—数据库层遇到在尝试的错误访问Cisco CallManager。推荐的操作—这能指示
网络问题。检查您的网络。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3-kNoDefaultCMGroup 没有默认Cisco CallManager组。其他信息
[String]说明—在.cnf文件的建立期间，数据库层找不到默认Cisco CallManager组。推荐的操作
—请使用Cisco CallManager管理检查Cisco CallManager组指定作为默认组。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3-kUnableToGetListBasedOnDevicePoolID 不能得到Cisco
CallManager列表根据设备池ID其他信息[String]说明—在.cnf文件的建立期间，系统遇到错误为
得到Cisco CallManager列表根据设备池ID。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特定错误信息。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3-kErrorAccessingCallManager 访问Cisco CallManager的错误。
其他信息[String]说明—在.cnf文件的建立期间，系统遇到错误，当访问Cisco CallManager时。
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特定错误信息。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3-kNoCallManagerFound 没有找到的Cisco CallManager。其他信
息[String]说明—在.cnf文件的建立期间，系统没有查找Cisco CallManager。推荐的操作—数据
库层监视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特定错误信息。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3-kErrorBuildingCnfFile 错误，当创建.cnf文件时。其他信息
[String]说明—在.cnf文件的建立期间发生的某个错误。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特定错误信息。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3-kUnableToBuildPhoneCNFfile 无法创建默认电话.cnf文件。说明
—系统不能创建默认电话.cnf文件。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
特定错误信息。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3-kUnableToBuildAnalogAccessCNFfile 无法创建默认模拟访问
.cnf文件。说明—系统不能创建默认模拟访问.cnf文件。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特定错误信息。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3-kUnableToBuildDigitalAccessCNFfile 无法创建默认数字访问
.cnf文件。说明—系统不能创建默认数字访问.cnf文件。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特定错误信息。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3-kNoDeviceModelOrPoolID 为指定的设备找到的没有设备模型或
设备池ID。其他信息[String]说明—在.cnf文件的建立期间，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设备的设备模型
或设备池ID。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特定错误信息。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3-kBuildCallManagerGroupFailed 在Cisco CallManager组期间建
立的错误。其他信息[String]说明—在.cnf文件的建立期间，在Cisco CallManager组的建立的期
间系统遇到的错误。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特定错误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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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3-kErrorInEnterpriseURLRetrieval 在企业URL期间检索的错误。
其他信息[String]说明—在.cnf文件的建立期间，数据库层遇到错误为获取企业URL信息。推荐
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特定错误信息。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3-kParameterNotFound 在Processconfig数据库表里没找到的参数
。其他信息[String]说明—指定的参数不在Processconfig数据库表。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
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特定错误信息。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3-kDbConnectionFailed 失败的数据库连接。其他信息[String]说明
—尝试连接到失败的数据库。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特定
错误信息。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1-NoDbConnectionAvailable 没有数据库连接联机。说明—数据库
层找不到所有工作的数据库连接。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
特定错误信息。检查网络连通性和SQL server服务的操作。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6-kManageConnectionThreadStarted 管理开始的数据库连接的线索
。其他信息[String]说明—管理数据库连接的线索开始/重新启动。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0-kManageConnectionThreadStopped 管理数据库连接的线索是被终
止的其他信息[String]说明—管理数据库连接的线索被终止了。重新启动线索的系统尝试。推荐
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1-kCreatePingConnectionThreadFailed 尝试创建线索检查失败的
数据库连接。说明—管理数据库连接/故障切换的线索(ManageConnectionThread)失败，当尝
试创建检查的数据库连接一个线索。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获
得特定错误信息。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1-kPingConnectionThreadTimedOut 不能连接到指定的数据库其他
信息[String]说明—检查指定的数据库服务器的可用性的线索没有成功地完成。推荐的操作—联
机指定的数据库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1-kChangeNotifyServiceCreationFailed 无法创建
TracePollingThread的修改提示服务器说明— TracePollingThread无法创建接收的数据库修改
提示一个修改提示服务器。被终止的TracePollingThread。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
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特定错误信息。重新启动Cisco数据库层服务。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1-kChangeNotifyServiceGetEventFailed 无法获得修改提示事件的
把柄在TracePollingThread说明— TracePollingThread无法获得在接收数据库修改提示使用的
修改提示事件的把柄。被终止的TracePollingThread。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特定错误信息。重新启动Cisco数据库层服务。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1-kTracePollingThreadWaitFailed 在TracePollingThread的修改提
示事件返回WAIT_FAILED状态。说明—在TracePollingThread的修改提示事件返回一种意外的
状态。被终止的TracePollingThread。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
获得特定错误信息。重新启动Cisco数据库层服务。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1-kTracePollingThreadUnknownExceptionCaught
TracePollingThread遇到意外错误。说明— TracePollingThread被终止的归结于意外的错误。
被终止的TracePollingThread。推荐的操作—数据库层监视器的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特
定错误信息。重新启动Cisco数据库层服务。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3-kErrorInsertingCDR 错误，当插入CDR从展开文件到数据库时
。ODBC错误[String]，插入语句[String]。说明— CDR不能写入。推荐的操作—文件可能不正确
地被格式化或模式可能更改。如果问题不可以是解决的，请呼叫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2-kErrorCDRServerDown 连接对CDR数据库的错误。ODBC错误
[String]说明— CDR数据库服务器不回应。CDR不可能写入。推荐的操作—请带来联机服务器
的上一步或重新配置将写入的CDR对一个不同的服务器。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1-kErrorNotCDRPrimary Insertcdr服务在不是主要的CDR的服务器
管理说明— Insertcdr服务在不是主要的CDR的服务器运作。推荐的操作—请禁用服务或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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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CDRUNCPath的企业参数。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2-kErrorCDRFilesBackingUp CDR展开文件备份。说明— CDR展
开文件没有删除。在主要的CDR服务器上，请验证Insertcdr服务运作和适当地配置。在不主要
的服务器上，请验证收集的CDR文件位置通过网络是可访问。推荐的操作— Insertcdr服务的集
合trace选派了并且寻找在trace的错误。检查企业CDR参数准确性。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1-kMissedChangeNotifications 那里未命中修改提示从数据库到
Cisco CallManager。未接消息数量。[ULong]说明—，因为不可能连接到任何Cisco
CallManager，数据库不能发送修改提示。推荐的操作—确保至少一Cisco CallManager在使用
中。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6-kErrorChangeNotifyClientBlock 修改提示客户端忙碌。说明
—做的变动对数据库没有由其中一收件人消耗。推荐的操作—重新启动数据库层箴言报服务。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1-kErrorChangeNotifyClientTimeout 修改提示客户端不响应和删
除。说明—修改提示收件人在几分钟未响应对修改提示。此收件人从获得进一步修改提示删除
。数据库层箴言报Trace包含已经删除客户端。推荐的操作—可能已经更正了此问题。如果意外
行为被观察，请重新启动在集群的所有思科服务。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DB-1-kErrorChangeNotifyReconcile 修改提示共享内存调节发生说明
—在共享内存的修改提示缓冲区重建的归结于冲突。推荐的操作—可能已经更正了此问题。如
果意外行为被观察，请重新启动在集群的所有思科服务。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GENERIC-0-OutOfMemory 内存不足。说明—进程有从操作系统的请求
的内存，并且没有足够的内存联机。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GENERIC-6-PermissionDenied 拒绝的权限。说明—，因为进程没有执
行的权限它，操作不可能完成。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GENERIC-0-ServiceNotInstalled 没安装的服务。服务名称[String]说
明—，因为没有配置作为在服务控制管理器的一服务可执行设法开始，但是不能。服务名称是
%s。推荐的操作—重新安装服务或呼叫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GENERIC-6-ServiceStopped 被终止的服务。主机节点的IP地址。
[String]，主机节点主机名。[String]，服务名称[String]，进程ID [ULong]说明—服务终止了。推
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GENERIC-6-ServiceStarted 开始的服务。进程ID [ULong]，主机节点
的IP地址。[String]，主机节点主机名。[String]，服务名称[String]，版本信息。[String]说明—服
务开始。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DR_INSERT-GENERIC-4-ServiceStartupFailed 服务启动失败。服务名称[String]说
明—尝试开始失败的指定的服务。推荐的操作—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TCD-TCD-0-IPAddressResolveError 主机的IP地址不是解决的主机名[String]说明
—不是解决的主机的IP地址。推荐的操作—无。
错误消息：%CCM_TCD-TCD-0-NoCMEntriesInDB 没有在数据库的CallManager条目。说明—没有在数
据库的Cisco CallManager条目。推荐的操作—无。
错误消息：%CCM_TCD-TCD-6-LoadShareDeActivateTimeout 有超时在期间等待
DeActivateLoadShare确认说明—在等待期间DeActivateLoadShare确认，有超时。推荐的操作
—无。
错误消息：%CCM_TCD-TCD-0-LineStateSrvEngCreationError 有错误在LineStateSrvEng创建时说明
—有错误在LineStateSrvEng创建时。推荐的操作—无。
错误消息：%CCM_TCD-TCD-0-GlobalSPUtilsCreationError 有错误在GlobalSPUtils创建时。说明
—有错误在GlobalSPUtils创建时。推荐的操作—无。
错误消息：%CCM_TCD-TCD-0-TapiLinesTableCreationError 有错误在TapiLinesTable创建时说明
—有错误在TapiLinesTable创建时。推荐的操作—无。
错误消息：%CCM_TCD-TCD-0-HuntGroupControllerCreationError 有错误在HuntGroupController创
建时说明—有错误在HuntGroupController创建时。推荐的操作—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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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CCM_TCD-TCD-0-HuntGroupCreationError 有错误在搜索组创建时。说明—有错误在搜
索组创建时。推荐的操作—无。
错误消息：%CCM_TCD-TCD-0-CallDirectorCreationError 有错误在CallDirector创建时。说明—有错
误在CallDirector创建时。推荐的操作-无。
错误消息：%CCM_TCD-TCD-0-SysControllerCreationError 有错误在SysController创建时说明—有
错误在SysController创建时。推荐的操作—无。
错误消息：%CCM_TCD-TCD-0-TimerServicesCreationError 有错误在TimerServices创建时。说明
—有错误在TimerServices创建时。推荐的操作—无。
错误消息：%CCM_TCD-TCD-3-DBLGetVersionInfoError DBL GetVersionInfo功能返回的NULL。说明
— DBL GetVersionInfo功能返回的NULL。推荐的操作—无。
错误消息：%CCM_TCD-TCD-0-ExcceptionInInitSDIConfiguration 在InitSDIConfiguration功能发生的
例外。说明—在InitSDIConfiguration功能发生的例外。推荐的操作-无。
错误消息：%CCM_TCD-TCD-0-SyncDBCreationError 有错误在SysController的SyncDB创建时说明
—有错误在SysController的SyncDB创建时。推荐的操作—无。
错误消息：%CCM_TCD-TCD-0-LostConnectionToCM 对CallManager的连接丢失。说明—对Cisco
CallManager的连接丢失。推荐的操作—无。
错误消息：%CCM_TCD-TCD-6-UserLoginSuccess 用户顺利地登陆。UserID [String]说明—用户顺利
地登陆。推荐的操作—无。
错误消息：%CCM_TCD-TCD-3-UserLoginFailed 用户登录失败由于坏用户ID或密码。UserID
[String]。说明—用户登录失败由于一个坏用户ID或密码。推荐的操作—无。
错误消息：%CCM_TCD-TCD-6-UserAlreadyLoggedIn 用户已经是登陆的UserID [String]说明—用户已
经登陆。推荐的操作—无。
错误消息：%CCM_TCD-TCD-6-UserLoggedOut 用户注销的UserID [String]。说明—用户注销。推荐的
操作—无。
错误消息：%CCM_TCD-TCD-6-AgentOnline 联机的代理程序说明—代理程序联机。推荐的操作—无
。
错误消息：%CCM_TCD-TCD-6-AgentOffline 脱机的代理程序说明—代理程序脱机。推荐的操作—无
。
错误消息：%CCM_TCD-GENERIC-0-OutOfMemory 内存不足。说明—进程有从操作系统的请求的内存
，并且没有足够的内存联机。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TCD-GENERIC-6-PermissionDenied 拒绝的权限。说明—，因为进程没有执行的权
限它，操作不可能完成。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TCD-GENERIC-0-ServiceNotInstalled 没安装的服务。服务名称[String]说明
—，因为没有配置作为在服务控制管理器的一服务可执行设法开始，但是不能。服务名称是
%s。推荐的操作—重新安装服务或呼叫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TCD-GENERIC-6-ServiceStopped 被终止的服务。主机节点的IP地址。[String]，主
机节点主机名。[String]，服务名称[String]，进程ID [ULong]说明—服务终止了。推荐的操作
—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TCD-GENERIC-6-ServiceStarted 开始的服务。进程ID [ULong]，主机节点的IP地
址。[String]，主机节点主机名。[String]，服务名称[String]，版本信息。[String]说明—服务开始
。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TCD-GENERIC-4-ServiceStartupFailed 服务启动失败。服务名称[String]说明—尝
试开始失败的指定的服务。推荐的操作—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RIS-GENERIC-0-OutOfMemory 内存不足。说明—进程有从操作系统的请求的内存
，并且没有足够的内存联机。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RIS-GENERIC-6-PermissionDenied 拒绝的权限。说明—，因为进程没有执行的权
限它，操作不可能完成。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RIS-GENERIC-0-ServiceNotInstalled 没安装的服务。服务名称[String]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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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配置作为在服务控制管理器的一服务可执行设法开始，但是不能。服务名称是
%s。推荐的操作—重新安装服务或呼叫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RIS-GENERIC-6-ServiceStopped 被终止的服务。主机节点的IP地址。[String]，主
机节点主机名。[String]，服务名称[String]，进程ID [ULong]说明—服务终止了。推荐的操作
—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RIS-GENERIC-6-ServiceStarted 开始的服务。进程ID [ULong]，主机节点的IP地
址。[String]，主机节点主机名。[String]，服务名称[String]，版本信息。[String]说明-服务开始
。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RIS-GENERIC-4-ServiceStartupFailed 服务启动失败。服务名称[String]说明-尝试
开始失败的指定的服务。推荐的操作-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CBB-CALLBACK-4-QRTRequest 用户提交的问题报告使用质量报告工具。类别
[String]，原因代码[String]，报告时间戳[String]，设备名。[String]，设备IP地址。[String]，目
录号[String]说明-用户遇到了一问题用电话和提交问题报告。推荐的操作—调查问题报告的原因
。
错误消息：%CCM_CBB-GENERIC-0-OutOfMemory 内存不足。说明—进程有从操作系统的请求的内存
，并且没有足够的内存联机。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BB-GENERIC-6-PermissionDenied 拒绝的权限。说明—，因为进程没有执行的权
限它，操作不可能完成。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BB-GENERIC-0-ServiceNotInstalled 没安装的服务。服务名称[String]说明
—，因为没有配置作为在服务控制管理器的一服务可执行设法开始，但是不能。服务名称是
%s。推荐的操作—重新安装服务或呼叫思科技术支持。
错误消息：%CCM_CBB-GENERIC-6-ServiceStopped 被终止的服务。主机节点的IP地址。[String]，主
机节点主机名。[String]，服务名称[String]，进程ID [ULong]说明—服务终止了。推荐的操作
—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BB-GENERIC-6-ServiceStarted 开始的服务。进程ID [ULong]，主机节点的IP地
址。[String]，主机节点主机名。[String]，服务名称[String]，版本信息。[String]说明—服务开始
。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CBB-GENERIC-4-ServiceStartupFailed 服务启动失败。服务名称[String]说明—尝
试开始失败的指定的服务。推荐的操作—重新启动服务。
错误消息：%CCM_JAVA_APPS-JAVAAPPLICATIONS-6-EMAppStarted 开始的EM应用程序说明—顺利地开
始的应用程序。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JAVA_APPS-JAVAAPPLICATIONS-4-EMAppStopped 被终止的EM应用程序说明—应用程
序从Tomcat转存。推荐的操作—检查Tomcat服务是否是UP。
错误消息：%CCM_JAVA_APPS-JAVAAPPLICATIONS-0-EMAppNotStarted 没开始的EM应用程序说明—错
误出现，当开始应用程序时推荐的操作—请参阅应用程序日志关于错误。
错误消息：%CCM_JAVA_APPS-JAVAAPPLICATIONS-3-EMAppServiceError 不可及的EM的服务说明—
EM服务网站也许发生故障。推荐的操作—确认IIS是否运行。
错误消息：%CCM_JAVA_APPS-JAVAAPPLICATIONS-6-IPMAStarted 开始的IPMA应用程序说明—应用程
序顺利地开始。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JAVA_APPS-JAVAAPPLICATIONS-4-IPMAStopped 被终止的IPMA应用程序说明—应用
程序从Tomcat转存。推荐的操作—确认Tomcat服务是否是UP。
错误消息：%CCM_JAVA_APPS-JAVAAPPLICATIONS-0-IPMANotStarted IPMA应用程序没开始的原因
[String]说明—错误出现，当开始应用程序时。推荐的操作—请参阅应用程序日志关于错误。
错误消息：%CCM_JAVA_APPS-JAVAAPPLICATIONS-3-IPMAApplicationError IPMA应用程序错误原因
[String]说明— IPMA应用程序错误推荐的操作—请参阅应用程序日志关于详细信息。
错误消息：%CCM_JAVA_APPS-JAVAAPPLICATIONS-4-IPMAManagerLogout IPMA管理器注销的原因
[String]说明—应用程序注销的IPMA管理器。推荐的操作—单击在Cisco CallManager Admin
IPMA服务配置页的更新此用户的对重新登录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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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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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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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CCM_JAVA_APPS-JAVAAPPLICATIONS-3-IPMAOverloaded IPMA应用程序被超载的原因
[String]说明—被超载的IPMA应用程序。推荐的操作—请参阅应用程序日志关于详细信息。
错误消息：%CCM_JAVA_APPS-JAVAAPPLICATIONS-3-IPMAFilteringDown IPMA应用程序过滤是在原因
[String]下说明— IPMA应用程序过滤发生故障。推荐的操作—重新启动Cisco Tomcat服务。
错误消息：%CCM_JAVA_APPS-JAVAAPPLICATIONS-6-IPMAInformation IPMA信息原因[String]说明—应
用程序信息。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JAVA_APPS-JAVAAPPLICATIONS-6-BDIStarted 开始的BDI应用程序说明—应用程序
顺利地开始。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JAVA_APPS-JAVAAPPLICATIONS-4-BDIStopped 被终止的BDI应用程序说明—应用程
序从Tomcat转存。推荐的操作—确认Tomcat服务是否是UP。
错误消息：%CCM_JAVA_APPS-JAVAAPPLICATIONS-0-BDINotStarted BDI应用程序没开始的原因
[String]说明—错误出现，当开始应用程序时。推荐的操作—请参阅应用程序日志关于错误。
错误消息：%CCM_JAVA_APPS-JAVAAPPLICATIONS-3-BDIApplicationError BDI应用程序错误原因
[String]说明— BDI应用程序错误。推荐的操作—请参阅应用程序日志关于详细信息。
错误消息：%CCM_JAVA_APPS-JAVAAPPLICATIONS-3-BDIOverloaded BDI应用程序被超载的原因
[String]说明—被超载的BDI应用程序。推荐的操作—请参阅应用程序日志关于详细信息。
错误消息：%CCM_JAVA_APPS-JAVAAPPLICATIONS-6-WDStarted 开始的WebDialer应用程序说明—顺利
地开始的应用程序。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CCM_JAVA_APPS-JAVAAPPLICATIONS-1-WDStopped 被终止的WebDialer应用程序说明—应
用程序从Tomcat转存。推荐的操作—确认Tomcat服务是否是UP。
错误消息：%CCM_JAVA_APPS-JAVAAPPLICATIONS-0-WDNotStarted 失败对起始WebDialer应用程序原
因[String]说明—错误出现，当开始应用程序时。推荐的操作—请参阅应用程序日志关于错误。
错误消息：%CCM_JAVA_APPS-JAVAAPPLICATIONS-3-WDApplicationError WebDialer应用程序错误原因
[String]说明— WebDialer应用程序错误。推荐的操作—请参阅应用程序日志关于详细信息。
错误消息：%CCM_JAVA_APPS-JAVAAPPLICATIONS-3-WDOverloaded WebDialer应用程序被超载的原因
[String]说明—被超载的WebDialer应用程序。推荐的操作—请参阅应用程序日志关于详细信息
。
错误消息：%CCM_JAVA_APPS-JAVAAPPLICATIONS-6-WDInformation WebDialer信息性报警原因
[String]说明— WebDialer应用程序信息性报警。推荐的操作—操作没有要求
错误消息：kDbConnectionFailed -解释尝试连接到失败的数据库。数据库层监视器的推荐的动作
Enable (event) trace能获得特定错误信息。

特定 DC 目录应用程序事件日志
这些事件日志与DC目录特别地关连。

LDAP客户端发行指定控制不支持的请求
此软件错误能出现，当轻量级目录访问协议(LDAP)客户端发行指定控制不支持的请求时。
此事件通常发生，在您注册到Cisco CallManager Cisco CallManager的用户页后，或者，在您登录
ICD Agent Desktop后。此事件可以忽略作为它是装饰性的，并且不指示在系统的一问题。此问题描
述作为Cisco Bug ID CSCdw33821 (仅限注册用户) — DCD日志事件ID 7419。

不Exist的映射协议的消息接收
此错误能出现，如果重建您的集群的一个用户，并且不从您也许发现此错误消息的发行商LDAP目
录服务器取消协定，因为在发行商。

注意： 同一个问题能也生成此错误：DSA
如果收到此消息，是否请检查适当用户数据库(LDAP)复制工作在您的集群。您能创建发行商Cisco
CallManager管理员页面的一个用户和等待几分钟，然后去每用户Cisco CallManager Admin页发现
是否能看到用户。如果复制工作，您能忽略这些错误消息。然而，当您重初始化所有协定时，您能
解决此表面问题。为了执行此，请完成在与DC目录的定象问题描述的步骤。如果遇到用户数据库复
制问题，您能也遵从步骤重初始化在您的集群的所有复制。如果遵从此步骤，现有用户信息没有丢
失。

应用事件日志显示DHCP错误
Cisco CallManager 4.x服务器收到动态主机配置协议(DHCP)服务器错误错误消息，即使DHCP服务
器服务在服务器禁用，因为此输出显示：
Event Type: ErrorEvent Source: PerflibEvent Category: NoneEvent ID: 1008Description:
The Open Procedure for service "DHCPServer" in DLL "C:\WINNT\system32\perfctrs.dll"failed.
Performance data for this service will not be available. Status code returned is data DWORD 0.
Data:
0000: 05 00 00 00

此问题的解决方案在Microsoft KB条款247226描述
注意： 在您修改它前，请做备份注册。在您修改注册使更改生效后，请重新启动Cisco
CallManager服务器。

其他应用程序事件日志
这些事件日志与特定软件或硬件组件不关连。

SQL Server计划任务失败
Cisco CallManager数据库从用户的发行商不断地复制。在用户CallManager的SQL server周期地请
求更改保持他们的复制最新状态。此错误消息能出现对于这些原因：
在用户和发行商之间的网络连接问题
发布服务器发生故障
SQL server或SQL server代理程序服务下来在发行商
完成这些步骤确定此错误事件是否是关键。
●

●

●

1. 去Cisco CallManager管理员页面：http:// <cm_ip_address>/ccmadmin。
2. 单击 Details。此窗口出现。
3. 查看在数据库信息的活动Cisco CallManager数据库。对于此示例， Cisco CallManager数据库
是CCM0304。如果数据库版本比在错误日志的版本极大，此事件是微不足道的，因为错误指
示与数据库的一个旧有和未使用版本的一问题。如果版本是相同的象在错误日志的版本，请重
建复制。完成在重建中断的Cisco CallManager集群SQL预订的步骤重建复制。

ASP服务的收集的步骤在DLL "C:\WINNT\system32\aspperf.dll"生成例外或返回无效
状态
此错误消息在Cisco CallManager事件查看器接收。

Event ID: 1010
Detail Text: The Collect Procedure for the (service name) service in DLL (DLL name)
generated an exception or returned an invalid status. Performance data returned by counter
DLL will not be returned in Perf Data Block. Exception or status code returned is DWORD 0.

说明— Perflib调用在结构例外handler__try块的性能广义函数。这被张贴，如果例外发生或
RaiseException在收集的功能呼叫。数据域有异常代码。例如， C0000005含义有访问违例。
推荐的操作—执行这些步骤为了解决问题：
●

●

●

确保DLL文件在适当的位置存在，并且存在。一旦确认了DLL的位置，请在其当前地点键入
REGSVR32 /U未注册DLL和再键入REGSVR32重新登记DLL。当您未注册DLL时，请使用从事
件查看器的路径。当您注册它时，请在其当前地点请使用文件的路径。
如果第一步不解决问题，则去对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Services和
找到被提及的服务。应该有呼叫Performance的子密钥。在性能下应该有触犯的DLL在库下。清
除此关键为了终止错误消息。
最后应急方案是重新启动CallManager群集(然后用户首先发行商)。

失败的Cisco Tomcat服务开始
在您实行后Java在Cisco CallManager发布器服务器重新安装，思科Tomcat，并且TCD服务不开始
。这些错误消息在CallManager事件查看器接收：
Event Type:Error
Event Source:CiscoTomcat
Event Category:None
Event ID:4096
Date:10/12/2007
Time:7:26:48 AM
User:N/A
Computer:CCM-PUB
Description:
Could not load the Java Virtual Machine.

Event Type:Error
Event Source:CiscoTomcat
Event Category:None
Event ID:4097
Date:10/12/2007
Time:7:26:48 AM
User:N/A
Computer:CCM-PUB
Description:
The LoadLibrary function failed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 The specified module could not
be found.
Event Type:Error
Event Source:CiscoTomcat
Event Category:None
Event ID:4098
Date:10/12/2007
Time:7:26:48 AM
User:N/A
Computer:CCM-PUB
Description:
The CiscoTomcat service failed to start.

说明—检查所有文件是否是列出的在C:\Program
安装。

Files\Cisco\Java;否则，原因可以是JRE没有适当地

推荐的操作—如果用户良好工作，您能复制和通过从用户的JRE文件对发行商，服务然后将开始。

不可能找到事件ID的(1)说明在来源(Cisco AVVID报警服务)
在您安装Cisco CallManager和Cisco CRS在同一个服务器后，此报警获得经常登陆事件查看器：
Event Type:Warning
Event Source:Cisco AVVID Alarm Service
Event Category:None
Event ID:1
Date:9/5/2007
Time:12:06:07 PM
User:N/A
Computer:CCM
Description:
The description for Event ID ( 1 ) in Source ( Cisco AVVID Alarm Service )
cannot be found. The local computer may not have the necessary registry
information or message DLL files to display messages from a remote computer.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is part of the event: <LOCAL7|SEVERITY> 14: Sep 05
08:06:07.344 CEST: %MCVD-GENERIC-5-ModuleStart: Module has successfully
started; Module Name=Cisco Desktop License and Resource Manager Service.

说明—报警应该指示错误，反而指示启动其中一个CRS的组件。此错误消息大约不开始的一服务来
自事实必须在CRS服务之前开始Cisco CallManager服务。当您收到提示输入登录时，不是所有的服
务开始。为了所有服务能开始，需要大约7分钟。
推荐的操作—事件查看器日志不显示任何错误。当您开始所有您的服务器服务时，有延迟。无所需
操作

进程'C:\WINNT\System32\inetsrv\inetinfo.exe'(as用户)设法的
NTAUTHORITY \系统接收数据
'/CCMCIP/xmldirectorylist.asp?l=caseell&f=and&n=and%00和拒
绝。
此错误消息在事件查看器应用程序日志出现：
The process 'C:\WINNT\System32\inetsrv\inetinfo.exe'(as user
NTAUTHORITY\SYSTEM}tried to receive the data
'/CCMCIP/xmldirectorylist.asp?l=caseell&f=and&n=and%00' and was denied.

解决方案
当用户通过Cisco Unity系统管理网页浏览所有Cisco Unity用户信息或设法导入从Microsoft
Exchange时的用户，页不加载，并且显示指示错误。当此问题出现时， CSA日志显示常见情况用
户显示与的地方名称[字符。当CSA禁用时，此问题不存在。根本原因通常是CSA策略不允许一些字
母或数字字符。
作为应急方案，请禁用CSA。参考Cisco Bug ID CSCse51014 (仅限注册用户)欲知更多信息。

丢失密钥在有参考的限制条件的
(informix.tk_batfileinfo_tkbatfunction)参考表里
CUCM升级到8.5(1)或8.6(1)失效与此错误：

|*ERROR* Error executing "insert into BatFileInfo
(datecreated,enduser,isfilefound,name,pkid,tkbatfunction) values
(1273240885,'ccmadministrator','T','UDP6961trainingimport1.csv','9b5e140b-3b29-427a-b968ccf9ab46b8ff',69):
[Informix][Informix ODBC Driver][Informix]Missing key in referenced
table for referential constraint (informix.tk_batfileinfo_tkbatfunction).

解决方案
此问题在Cisco Bug ID CSCto49273 (仅限注册用户)描述。请完成这些步骤，在您执行(或重新执行
)前CUCM升级：
1. 从发行商CLI运行这些命令：从BatFileInfo运行(*)的SQL挑选计数tkbatfunction = 69从
batinputdata运行(*)的SQL挑选计数tkbatfunction = 69从batjob运行(*)的SQL挑选计数
tkbatfunction = 69
2. 如果计数(返回值)比0极大(零)以上任何一个的选择，请运行这些命令：从tkbatfunction = 69的
batfileinfo运行SQL删除从tkbatfunction = 69的batinputdata运行SQL删除从tkbatfunction =
69的batjob运行SQL删除注意： 您能也删除工作，并且此的文件从CUCM管理页面的大批管理
员菜单键入。
3. 执行升级。

系统日志事件日志
这些事件日志与系统日志特别地关连。

Cisco CallManager服务意外终止
如果Cisco CallManager服务意外，终止此错误能出现。此示例显示意外地终止1次，并且重新启动
服务此纠正措施在60000毫秒采取。
确保您运行Cisco CallManager新版本。如果没有新版本，请查看版本注释的打开警告和解决的警告
部分发现是否遇到已知的问题。如果需要升级软件，请去语音产品的下载。如果需要升级对思科技
术支持的此问题，您需要此信息：
●

●

●

●

●

Cisco CallManager跟踪文件—查找在C:\Program Files\Cisco\Trace\CCM。在失败前提供从
30分钟和15分钟的跟踪文件在失败以后。
信号分配层(SDL)跟踪文件—查找在C:\Program Files\Cisco\Trace\SDL\CCM。在失败前提供从
30分钟和15分钟的跟踪文件在失败以后。参考TAC的安装Cisco CallManager跟踪详细信息。
USER.DMP和DRWTSN32.LOG文件—查找在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用户\文档\
DrWatson。保证SdlMaxUnhandledExceptions服务参数设置到0 (零)每Cisco CallManager的。
事件日志—系统和应用事件日志。
Perfmon日志— Perfmon计数器/日志。进程：% Processor Time/_Total
% Processor Time/ccmVirtual Bytes/_Total
Private Bytes/_Total
Virtual Bytes/ccm
Private Bytes/ccm

根数据库空间级别0存档需要执行
此错误在CallManager日志出现：

Update sqlhosts for [ccm5_ccm]
Creating [/usr/local/cm/db/informix/etc/sqlhosts]
Update [/etc/services]
Initialize IDS [/usr/local/cm/db/informix]
su -c 'source /usr/local/cm/db/informix/local/ids.env ; oninit -ivy' informix
IDSWillStart...Verifying physical disk space, please wait ...
Space successfully added.
** WARNING ** A level 0 archive of Root DBSpace will need to be done. This is a warning message
that You have done something, like add or remove a dbspace, and Informix is telling you that in
order to recover those changes it needs a new level 0 of root - where the sysmaster db is
stored.

说明：数据库服务器创建逻辑日志文件和物理登录根数据库空间(rootdbs)，当引擎首先初始化时。
在引擎初始化后，移动逻辑日志向另一数据库空间是可能的。有几个原因移动逻辑日志。它比在根
数据库空间内可以要求为逻辑日志使用更多空间可用的;这是一一般警告，并且您不需要对此担心。
将考虑的点，在您应用与此警告前涉及的升级补丁程序是验证活动分区使用数据库空间在升级时。
您能检查与SSH会话到PUB并且看到Show status结果。活动分区不能显示使用的空间作为100百分
比。

相关信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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