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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固件升级
电话固件是运行您的 Cisco Webex Room Phone的固件，固件升级可保持您的设备安全且为最新。
Cisco Webex Room Phone附带有完全正常运行的预装固件版本。但是随着新功能的推出，您的手机
有时需要升级。

您的呼叫平台决定如何将电话升级：

•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Unified CM)呼叫—Unified CM将固件升级发送到电话。
在 Unified CM上安装最新的固件版本和设备软件包，以确保您拥有最新的功能。

• Cisco Webex Calling与 Control Hub和使用 Control Hub的Unified CM呼叫—Cisco Webex Control
Hub将固件升级发送到电话。可随时进行关键更新，但是会中断电话的使用。但例行升级会在
本地时间午夜到上午 6:00之间且设备空闲时进行。更新需要访问 https://binaries.webex.com/，因
此部署之前请确认对此服务器的访问权限。

在 Cisco Webex Control Hub中选择固件通道时，您可以配置进行常规更新的频率：

• 稳定通道—每月更新一次。

• 预览通道—每周更新一次。

可以在电话设置菜单的关于部分查看电话的固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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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将固件升级推迟 6小时。CiscoWebex Calling与Control Hub和使用Control Hub的Unified CM
呼叫管理员需注意，如果用户将升级推迟两个连续的升级周期，则升级将在首次尝试后 48小时进
行。它会中断设备的使用。

使用最新的固件版本保持最新，以确保拥有最新的安全补丁、缺陷修复和电话功能。固件更新是以

前版本的累积。

设备包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 Manager设备包包含电话的设备配置功能。许多电话功能要求在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上安装最新的设备包。如果您没有安装设备包，将无法使用新的电
话功能。

设备包将新的电话类型引入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 Manager。设备包会安装在电话上启用功能
所需的固件和配置文件。新功能可能默认关闭，您必须配置其属性或设置。

要查找适用于您的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版本和电话的设备包，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c/en/us/td/docs/voice_ip_comm/cucm/compat/devpack_comp_mtx.html

电话配置文件

电话的配置文件存储在 TFTP服务器上，并定义连接到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的参
数。总体而言，任何时候您在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中进行了需要电话进行重置的
更改后，系统会自动对电话配置文件进行更改。

配置文件还包含电话应运行哪些图像加载的信息。如果此图像加载与电话上当前加载的内容不同，

电话会联系 TFTP服务器请求所需的加载文件。

如果您在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管理中配置了安全相关的设置，电话配置文件将包
含敏感信息。为确保配置文件的私密性，您必须将其配置为加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特定Cisco
UnifiedCommunicationsManager版本的文档。电话每次重置和向CiscoUnifiedCommunicationsManager
注册时都会请求配置文件。

存在以下情况时，电话会访问 TFTP服务器上名为 XmlDefault.cnf.xml的默认配置文件：

• 您已在以下项中启用自动注册：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 电话尚未添加到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数据库

• 电话初次注册

重新启动电话
重新启动设备以应用新的配置或设置。如果要恢复原来的出厂设置，则执行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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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步骤 1 点击电话屏幕的左上角。

步骤 2 点击菜单选项列表中的设置。

步骤 3 滚动浏览屏幕上的菜单选项，然后点击重新启动。

步骤 4 点击重新启动以确认您的意图。

重新启动设备 Cisco Webex Control Hub
如果遇到技术问题，可以重新启动设备。设备从 Cisco Webex Control Hub重新启动不会影响您的设
置，并且会保留日志文件。

如果重启设备电源，则会丢失日志文件的最新版本。这会导致故障诊断变得很困难，因此请在重启

设备电源之前下载日志。

注释

过程

步骤 1 从 https://admin.webex.com/中的客户视图转至设备。

步骤 2 从清单中选择设备，然后打开高级配置。

步骤 3 单击搜索栏，然后选择维护 >重新启动。

步骤 4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重新启动。

步骤 5 单击应用。

手动执行恢复出厂设置
如果您无法从设置菜单恢复出厂设置，可以从电话本身恢复出厂设置。

过程

步骤 1 采用以下方法之一断开电话的电源：

• 拔下 LAN电缆。
• 拔下电源适配器。

步骤 2 等待 5秒钟，然后重新连接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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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等待待机 LED亮起。

步骤 4 按住调高音量约 5秒钟。
LED条将变为红色。

步骤 5 按静音。如果在 LED条变为红色后 10秒内未按静音，则设备会正常重新启动。
LED条闪烁三次，确认正在执行恢复出厂设置。

重置电话
您可以将电话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电话会将用户和网络设定的设置重置为其默认值，然后重新启

动。

过程

步骤 1 点击电话屏幕的左上角。

步骤 2 点击菜单选项列表中的设置。

步骤 3 滚动浏览屏幕上的菜单选项，然后点击重置。

步骤 4 点击重置或取消。

问题报告工具
对问题进行故障诊断时，Cisco TAC会使用问题报告工具 (PRT)日志。设备重新启动会清除电话日
志，以便在重新启动之前生成报告。

根据您的设备的部署方式，您可以从 Cisco Webex Control Hub生成报告，或者在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上的客户支持上传 URL添加服务器地址。

。

生成问题报告 Cisco Webex Control Hub
问题报告中包含思科技术支持服务人员在诊断问题时会用到的设备日志。如果您有固件或硬件问题

要报告，请提交报告。

过程

步骤 1 从 https://admin.webex.com/中的客户视图转至设备。

步骤 2 从设备清单中选择设备。

步骤 3 单击报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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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Webex帮助中心”窗口将在您的浏览器中打开。

步骤 4 在帮助窗口的说明字段中输入问题的说明。其中最多可以包含 249个字符。

步骤 5 单击提交。

配置客户支持上传 URL
如果对呼叫控制使用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Unified CM)，您可以配置客户支持
URL，用户可以在其中上传问题报告工具 (PRT)。

您必须使用具有上传脚本的服务器以接收 PRT文件。PRT使用 HTTP POST机制，在上传脚本中包
含以下参数（利用多部分MIME编码）：

• devicename（例如：“SEP001122334455”）

• serialno（例如：“FCH12345ABC”）

• username（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中配置的用户名，设备所有者）

• prt_file（例如：“probrep-20141021-162840.tar.gz”）

示例脚本如下所示。此脚本仅供参考。思科不支持客户服务器上安装的上传脚本。

<?php

// NOTE: you may need to edit your php.ini file to allow larger
// size file uploads to work.
// Modify the setting for upload_max_filesize
// I used: upload_max_filesize = 20M

// Retrieve the name of the uploaded file
$filename = basename($_FILES['prt_file']['name']);

// Get rid of quotes around the device name, serial number and username if they exist
$devicename = $_POST['devicename'];
$devicename = trim($devicename, "'\"");

$serialno = $_POST['serialno'];
$serialno = trim($serialno, "'\"");

$username = $_POST['username'];
$username = trim($username, "'\"");

// where to put the file
$fullfilename = "/var/prtuploads/".$filename;

// If the file upload is unsuccessful, return a 500 error and
// inform the user to try again

if(!move_uploaded_file($_FILES['prt_file']['tmp_name'], $fullfilename)) {
header("HTTP/1.0 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die("Error: You must select a file to uploa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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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步骤 1 设置可以运行您的 PRT上传脚本的服务器。

步骤 2 编写可以处理上述列出参数的脚本或编辑提供的示例脚本以符合您的需要。

步骤 3 上传您的脚本至您的服务器。

步骤 4 在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中，转至个别设备配置窗口、“通用电话配置文件”窗口
或“企业电话配置”窗口的“产品特定配置布局”区域。

步骤 5 选中客户支持上传 URL并输入您的上传服务器 URL。

示例：

http://example.com/prtscript.php

步骤 6 保存您的更改。

查看Webex连接信息
如果Webex连接出现问题，在对问题进行故障诊断时，您可以查看以下信息：

• 日历

• 配置

• 凭证

• 加密

• 地理位置

• 指标

• 通知

• 电话簿

• 注册

• 软件升级

过程

步骤 1 点击电话屏幕的左上角。

步骤 2 点击菜单选项列表中的设置。

步骤 3 导航问题和诊断 > Webex连接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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