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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可以在“管理”页面管理对 ATA网页的 web访问，以及启用远程配置和网络管理协议。

Web访问管理
可以在管理 >管理 > Web访问管理页面配置访问 ATA管理的设置。

Cisco ATA 192 Web访问管理字段

对CiscoATA192网页的访问默认启用。管理员访问权限允许您从办公室网络中的计算机管理配置，
Web访问权限则允许您从其他子网或互联网上的计算机进行连接。

要访问 ATA网页，请启动Web浏览器并在地址栏中输入 URL。URL必须包含指定的协议、ATA
的WAN IP地址和指定的端口号。例如，如果使用的是HTTPS协议，WAN IP地址为 203.0.113.50，
端口为 80，您可以输入：https://203.0.113.50:80

表 1: Cisco ATA 192 Web访问管理设置

说明字段

此功能控制从通过以太网 (LAN)端口连接的设备访问ATA网页。

单击启用可启用此功能，单击禁用可将其禁用。

默认设置为“启用”。如果您从连接到LAN的计算机管理和配置
ATA，必须启用此功能。

管理员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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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字段

选择用于从WAN上的设备访问 ATA网页的协议。选择 HTTP
和/或 HTTPS。要确保互联网接入安全，请选择 HTTPS。默认值
为 HTTP。

Web实用工具访问

输入用于从WAN上的设备访问 ATA网页的端口号。默认端口号
为 80。

远程管理端口

Cisco ATA 191 Web访问字段

表 2: Cisco ATA 191 Web访问设置

说明字段

此功能控制从通过以太网 (LAN)端口连接的设备访问ATA网页。

单击启用可启用此功能，单击禁用可将其禁用。

默认设置为“启用”。如果您从连接到LAN的计算机管理和配置
ATA，必须启用此功能。

管理员访问权限

选择用于从WAN上的设备访问 ATA网页的协议。选择 HTTP、
HTTPS或二者。要确保互联网接入安全，请选择 HTTPS。默认
值为 HTTP。

Web实用工具访问

远程访问字段

表 3:远程访问设置

说明字段

允许从 ATA WAN端的设备访问 ATA网页。例如，您可以从办
公室中的另一个子网或者从家用计算机进行连接。

单击启用可启用此功能，单击禁用可将其禁用。

默认设置为 Disabled。仅在启用此功能后，页面此部分中的其他
字段才可用。如果在使用默认管理员登录凭证时尝试启用此功能，

系统会提示您更改凭证。单击确定确认警告消息。可以在管理 >
管理 >用户列表页面更改管理员密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用
户列表（密码管理），第 6页。

远程管理

管理设置

2

管理设置

Cisco ATA 191 Web访问字段



说明字段

选择用于从 ATA WAN端的设备访问 ATA网页的协议。选择
HTTP和/或 HTTPS。

要确保互联网接入安全，请选择 HTTPS。默认值为 HTTP。

在Web浏览器中输入地址时包含指定的协议。例如，如果使用的
是 HTTPS协议，WAN IP地址为 203.0.113.50，端口为 80，您可
以输入：https://203.0.113.50:80

Web实用工具访问

如果启用了远程管理，选择是否允许从 ATA WAN端的设备升级
固件。单击启用可启用此功能，单击禁用可将其禁用。默认值为

“禁用”(Disabled)。

只有当您的计算机从LAN连接到配置实用程序时，才可以更改此
设置。

远程升级

您可以使用此功能基于设备的 IP地址限制对 ATA网页的访问。
选择任何 IP地址将允许从任何外部 IP地址中进行访问。要指定
外部 IP地址或 IP地址范围，请选择第二个单选按钮，然后输入
所需的 IP地址或范围。默认设置为“任何 IP地址”。

允许的远程 IP地址

输入用于从 ATA WAN端上的设备访问 ATA网页的端口号。默
认端口号为 80。

在 web浏览器中输入地址时包含指定的端口。例如，如果使用的
是 HTTPS协议，WAN IP地址为 203.0.113.50，端口为 80，您可
以输入：https://203.0.113.50:80

远程管理端口

TR-069
可以在管理 >管理 > TR-069页面通过 TR-069 CPE WAN管理协议 (CWMP)配置与自动配置服务器
(ACS)的通信。TR-069（技术报告 069）提供通用的平台，用于在大规模部署中管理所有语音设备
和其他客户内部设备 (CPE)。它在 CPE与 ACS之间提供通信。

按照以下说明输入设置。更改完成后，单击提交保存设置，或单击取消使用保存的设置重新显示页

面。

表 4: TR-069设置

说明字段

单击启用可启用远程预配置，单击禁用可将其禁用。默认设置为

Disabled。
状态

管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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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字段

ACS的 URL。格式应为 http(s)://xxx.xxx.xxx.xxx:port或者
xxx.xxx.xxx.xxx:port。xxx.xxx.xxx.xxx是 ACS服务器的域名或 IP
地址。

IP地址和端口号都为必填。

ACS URL

ACS的用户名。默认用户名为组织单位标识符 (OUI)。此值是必
需的，必须与 ACS上配置的用户名匹配。

ACS用户名

ACS的密码。此值是必需的，必须与 ACS上配置的密码匹配。ACS密码

用于连接请求的端口连接请求端口

连接请求的用户名。此值必须与ACS上配置的连接请求用户名匹
配。

连接请求用户名

连接请求的密码。此值必须与ACS上配置的连接请求密码匹配。连接请求密码

当启用“定期通知”时，CPE尝试连接到ACS的时长，以秒为单
位。默认值为 86400秒。

定期通知间隔

单击启用可启用到ACS的CPE连接请求，单击禁用可将其禁用。启用定期通知

如果已应用，ACS在收到来自 ATA的请求后可能会调用下载
RPC。

请求下载

SNMP
可以在管理 >管理 > SNMP页面为 ATA设置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NMP)。

SNMP是允许网络管理员在网络上发生关键事件时，对这些事件进行管理和监控并接收相关通知的
网络协议。ATA支持 SNMPv2和 SNMPv3。

它将充当SNMP代理，对来自SNMP网络管理系统的SNMP命令进行响应。它支持标准SNMPget、
next和 set命令。此外，它还会生成SNMP陷阱，从而在达到配置的警报条件时通知SNMP管理器。
相关示例包括重新引导、重新启动以及互联网 (WAN)事件。

按照以下说明输入设置。更改完成后，单击提交保存设置，或单击取消使用保存的设置重新显示页

面。

SNMP设置

表 5: SNMP参数

说明字段

单击启用可启用此功能，单击禁用可将其禁用。默认设置为

Disabled。
启用、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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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字段

选择任何将允许从任意 IPv4地址访问（不推荐）。

单击地址可指定能够通过 SNMP访问 ATA的单个 SNMP管理器
或陷阱代理的 IPv4地址和子网掩码。

信任的 IPv4

选择任何将允许从任意 IPv6地址访问（不推荐）。

单击地址可指定能够通过 SNMP访问 ATA的单个 SNMP管理器
或陷阱代理的 IPv6地址和前缀长度。

信任的 IPv6

输入社区字符串，用于对 SNMPGET命令进行验证。默认值为公
共。

获取/陷阱社区

输入社区字符串，用于对 SNMP SET命令进行验证。默认值为专
用。

设置社区

SNMPv3设置

表 6: SNMPv3参数

说明字段

单击启用可启用此功能，单击禁用可将其禁用。默认设置为

Disabled。
启用、禁用

输入用于 SNMPv3验证的用户名。默认值为 v3rwuser。R/W用户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SNMPv3验证协议（HMAC-MD5或
HMAC-SHA）。

验证协议

输入身份验证密码。验证密码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隐私验证协议（无或 CBC-DES）。如果选择
CBCDES，则 privKey会对所发送消息的数据部分进行加密。

PrivProtocol

输入要使用的验证协议的密钥。隐私密码

陷阱配置

表 7:陷阱参数

说明字段

SNMP管理器或陷阱代理的 IP地址。IP地址

SNMP管理器或陷阱代理用于接收陷阱消息的 SNMP陷阱端口。
有效输入为 162或 1025–65535。默认值为 162。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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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字段

SNMP管理器或陷阱代理使用的 SNMP版本。从列表中选择一个
版本。

SNMP版本

用户列表（密码管理）

可以在管理 >管理 >用户列表页面管理ATA网页的两个用户帐户。用户级帐户有权修改有限的功能
集。

对于 IVR，您可以在“系统”页上配置这些密码。

更新密码

过程

步骤 1 在“用户列表”表中，单击要更新的帐户的铅笔图标。

步骤 2 在“用户帐户”页面上，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如下所述）。

• 用户名—输入用户名。

• 旧密码（仅限管理员帐户）—输入现有密码。

• 新密码—最多输入 32个字符作为新密码。

• 确认新密码—再次输入新密码以示确认。

步骤 3 更改完成后，单击提交保存设置，或单击取消使用保存的设置重新显示页面。

Bonjour
可以在管理 >管理 > Bonjour页面启用或禁用 Bonjour。Bonjour是一项服务发现协议，用于定位
LAN上的计算机和服务器等网络设备。您使用的网络管理系统可能需要此功能。启用此功能之后，
ATA会定期向其整个本地网络多播 Bonjour服务记录，以通告此服务的存在。

单击启用可启用此功能，单击禁用可将其禁用。默认设置为“启用”。

更改完成后，单击提交保存设置，或单击取消使用保存的设置重新显示页面。

重置按钮

单击启用可启用重置按钮，单击禁用可将其禁用。默认设置为“启用”。

更改完成后，单击提交保存设置，或单击取消使用保存的设置重新显示页面。

管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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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H
通过管理 >管理 > SSH配置 SSH相关设置。

表 8: SSH设置

说明字段

设置 SSH登录用户名。用户名

设置 SSH登录密码。密码

将 SSH访问设置为“启用”或“禁用”。SSH访问

日志
ATA允许您为网络上发生的各种事件记录传入、传出和 DHCP列表。传入日志显示传入互联网流量
的源 IP地址和目标端口号的临时列表。传出日志显示传出互联网流量的本地 IP地址、目标 URL/IP
地址以及服务/端口号的临时列表。

调试日志模块

可以在管理 >日志模块 >调试日志模块页面启用和配置日志记录。

• 最好的做法是，我们建议您仅在需要时才启用日志记录，并在完成调查后将其禁用。日志记录

会消耗资源，可能会影响系统性能。

• 在此页面中，您可以选择要在所有严重性级别查看其调试消息的模块。

调试日志设置

如果在管理 >日志 >调试日志服务器页面上启用了调试日志服务器，ATA会将调试消息发送至一台
服务器。

按照以下说明输入设置。更改完成后，单击提交保存设置，或单击取消使用保存的设置重新显示页

面。

表 9:调试日志设置

说明字段

输入日志文件的最大大小，以KB为单位。有效值为128至1024。调试日志大小

输入要将消息发送到的调试日志服务器的 IPv4地址。IPv4地址

输入要将消息发送到的调试日志服务器的 IPv6地址。IPv6地址

管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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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字段

输入要在服务器上使用的端口。有效值为 1至 65535。端口

调试日志查看器

如果在管理 >日志 >调试日志查看器页面上启用了日志记录，您可以在“日志查看器”页面上查看
日志，并将系统日志文件下载到计算机。您可以选择要包含的条目类型并指定关键字，以限制日志

的内容。

注意有关启用和配置日志记录的信息，请参阅调试日志模块，第 7页。

表 10:调试日志设置

说明字段

单击此按钮可将日志的内容作为文件下载到计算机上。您可以在

对话框中打开或保存文件。文件可以在记事本等文本编辑器中打

开。

下载日志

单击此按钮可删除日志中的所有条目。清除日志

输入关键字以过滤查看器中显示的日志条目。页面将仅显示包含

关键字的条目。

过滤器

事件日志设置

可以在管理 >日志 >事件日志设置页面收集所需的事件日志。事件日志消息是使用UDP传输类型通
过系统日志协议发送的。

排除故障时使用事件日志设置。定义了四个事件类别：

• DEV—设备信息。一旦设备启动并且网络连接就绪，都会发送一条消息。

• SYS—系统相关信息。当设备启动并且网络连接就绪时，都会发送一条消息。

• CFG—预配置和配置文件更改的状态。每当预配置服务因配置或网络状态发生变化而重新启动
时，都会发送一条消息。

• REG—每条线路的注册状态。每次注册状态发生变化时，都会发送一条消息。

按照以下说明输入设置。更改完成后，单击提交保存设置，或单击取消使用保存的设置重新显示页

面。

表 11:事件日志设置

说明字段

设置事件日志服务器地址。地址

管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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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字段

设置事件日志服务器端口。

默认值：514

端口

设置事件日志标志，它是按位值。设置列表如下所示：

• <Dev>:1(0x01)

• <SYS>:2(0x01<<1)

• <CFG>:4(0x01<<2)

• <REG>:8(0x01<<3)

默认值：15（所有事件）

标志

PRT查看器
使用管理 >日志 > PRT查看器生成并下载问题报告工具 (PRT)文件。

更改完成后，单击提交保存设置，或单击取消使用保存的设置重新显示页面。

表 12:问题报告工具设置

说明字段

设置 PRT日志上传 URT。PRT上传 URL

设置 PRT日志上传方法：POST或 PUT。PRT上传方法

设置 PRT最大计时器，有效范围为 15-1440分钟

禁用：0

PRT最大计时器

列出用户在 ATA上生成的 PRT文件。问题报告工具日志

单击此按钮可生成 PRT内容并将其下载为计算机上的文件。您可
以在对话框中打开或保存文件。

生成 PRT

PCM查看器
使用管理 >日志 > PCM查看器下载和查看 PCM。

ATA允许您在用户摘机发起呼叫时捕获 PCM日志文件。

更改完成后，单击提交保存设置，或单击取消使用保存的设置重新显示页面。

管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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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日志查看器设置

说明字段

启用或禁用捕获 PCM。启用 PCM捕获

输入PCM捕获持续时间（以秒为单位）。有效范围为20至300。持续时间

列出用户捕获的 PCM文件PCM文件列表

CSS转储
可以在管理 >日志 > CSS转储页面设置和下载 CSS转储文件。

表 14: CSS转储设置

说明字段

将 CSS内存转储功能设置为启用或禁用。

默认值：Disabled

CSS内存转储

显示 ATA上存储的 CSS内存转储文件。单击文
件名可下载该文件。

CSS内存转储文件

单击刷新可刷新 CSS内存转储文件。刷新

出厂默认设置
可以在管理 >出厂默认设置 ATA网页将 ATA重置为默认配置。

也可以按住重置按钮 20秒。所有用户可更改的非默认设置都将丢失。这可能包括网络和服务商数
据。

您可以执行以下任务：

• 恢复路由器出厂默认设置：选择是将删除您配置的任何自定义数据（路由器）设置。当您单击

提交后，默认设置将会恢复。

• 恢复语音出厂默认设置：选择是将删除您在ATA网页的“语音”页面配置的任何自定义设置。
当您单击提交后，默认设置将会恢复。

固件升级
可以在管理 >固件升级页面升级 ATA上的固件。除非您遇到 ATA问题，或者新固件具有要使用的
功能，否则无需升级。

管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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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固件的过程可能需要数分钟时间。在该过程完成之前，请勿关闭电源、按硬件重置按钮，或单

击当前浏览器中的“后退”按钮。

注意

开始之前

在升级固件之前，下载 ATA的固件升级文件。

过程

步骤 1 单击浏览并选择您下载的升级文件的位置。

步骤 2 单击升级按钮升级固件。

配置管理
可在管理 >配置管理页面备份和恢复 ATA的配置设置。

备用配置

可以在管理 >配置管理 >备份配置页面将ATA配置设置备份到文件。然后，您可以稍后将这些相同
的设置还原到 ATA。

单击备份按钮保存 ATA的配置信息。对话框出现时，选择要将 .cfg文件保存到的位置。

提示：请使用包含备份日期和时间的名称对文件重命名。

恢复配置

可以在管理 >配置管理 >恢复配置页面从以前的备份恢复ATA配置设置。我们建议您在恢复配置之
前备份当前的配置设置。

过程

步骤 1 单击浏览找到您计算机上的 .cfg文件。

步骤 2 单击恢复从所选文件恢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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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
可以在管理 >重新启动页面从 ATA网页重新启动 ATA。执行此操作的另一种方法是按重置 >重新
启动按钮。

单击重新启动按钮可重新启动 ATA。显示警告消息时，请阅读信息，然后单击确定重新启动 ATA，
或单击取消放弃该操作。在此操作期间，ATA和任何连接的设备将失去网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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