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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用户手册
如果你正在阅读本用户手册，
说明你的公司已经准备部署 ZYCOO 的 CTMS
（云通信管理系统）
解决方案。CTMS 是集成，安全，私有的企业级 IP 电话系统。CTMS 的构成包含 3 个部分：
CTMC（云通信管理中心）服务器，CTN（云通信节点）和终端。
CTMC 是整个系统的核心，配置和管理操作都在 CTMC 服务器上进行。CTN 是运行在分支机
构的 ZYCOO CooVox-V2 IP 语音交换机用以支持本地的通信线路和分机注册。
此用户手册是指导分公司主管或网络管理员如何连接 CTN 到 CTMC 服务器以及一些需要在
本地 CTN 上进行的基本配置和管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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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TN 部署
1.1 硬件安装
在 CTN 开机之前，请阅读包装盒内的快速安装手册。在手册中有关于设备安全，使用环境
和硬件安装要求的重要说明。
请参照指导手册在你的机房中安装好 CTN 设备，指导手册的封面如下图所示，其中型号根
据包装盒配备的手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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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TN 固件升级
在分支机构运行的设备会安装有自带的 CTN 固件。请将 CTN 接入你的本地局域网，建议部
署在路由器或防火墙之后。默认的网页界面访问地址为 https://192.168.1.100:9999。如果不
能访问设备请咨询 CTMC 系统管理员设备 IP 是否变更。
登录页面应该显示“CLOUD TELEPHONY NODE”
。默认登录用户名和密码为 admin/admin。

如果页面显示“IP PHONE SYSTEM”如下图所示，在配置 CTN 节点连接到 CTMC 服务器之前
必须升级固件到 CTN 模式。

CTN 固件下载链接如下:
CooVox-U20V2: http://www.zycoo.com/files/upload/CooVox-U20V2-CTN-firmware-v2.0.2.zip
CooVox-U50V2: http://www.zycoo.com/files/upload/CooVox-U50V2-CTN-firmware-v2.0.2.zip
CooVox-U80: http://www.zycoo.com/files/upload/CooVox-U80-CTN-firmware-v2.0.2.zip
CooVox-U100V2: http://www.zycoo.com/files/upload/CooVox-U100V2-CTN-firmware-v2.0.2.zip
请根据设备的型号下载正确的 CTN 固件包。
下 载 的 升 级 包 一 般 为 .zip 的 压 缩 格 式 ， 请 先 解 压 缩 该 文 件 后 可 以 得 到 文 件 名 为
“uImage-md5.uxx.ctn.vxx”的升级文件。升级 CTN 固件，需要通过登录 IPPBX 网页界面，进入
“系统设置”-->“系统升级”页面，选择升级文件后点击“上传”按钮进行升级。整个升
级过程大约 3 分钟。
升级成功后你会直接进入到 CTN 的登录页面，如果你的页面依旧显示为 IPPBX 软件的登录界
面，请重新加载页面或清空浏览器缓存后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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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连接 CTN 到 CTMC
1.3.1 修改网络参数
CTN 需要通过互联网才能连接到 CTMC 服务器。所以在连接 CTMC 服务器之前，需要先设置
好 CTN 的网络参数。
在“网络选项”-->“网络配置”页面根据本地实际网络环境来配置 CTN 的网络参数。

注意:
WAN 口和 LAN 口的 IP 不能设置在同一个网段。

1.3.2 连接到 CTMC 服务器
重 启 之 后 可 以 通 过 新 的 IP 地 址 打 开 CTN 的 网 页 界 面 。 在 上 例 中 ， 可 以 使 用
https://192.168.2.251:9999 登录到网页界面。
进入“节点设置”-->“本地设置”页面，填写 CTN 连接到 CTMC 服务器所需的必要信息，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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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介绍：
 开启：开启 CTN 连接到 CTMC 服务器。
 服务器地址：CTMC 服务器的域名或 IP 地址。
 服务器端口：与 CTMC 服务器的通信端口。
 VPN 端口：OpenVPN 的连接端口，需要与 CTMC 服务器端保持一致。
 设备名称：为 CTN 设置名称。
 描述：对设备的描述信息。
 联系人：负责此设备的管理员联系方式。
 地址：此 CTN 部署的地点。

1.3.3 中继线路
在 CTN 成功连接到 CTMC 服务器之后，绝大多数的配置将通过部署在总部的 CTMC 服务器远
程操作。但是中继线路需要由分支机构人员进行连接。
PSTN 线路:
PSTN 线路即普通的电话交换线路，来自你的电话运营商。请将电话线接到 CTN 的 FXO 接口。
FXO 接口即 RJ11 接口，其对应的 LED 显示为红色。
GSM 线路:
如果 CTN 使用 GSM 模块，请在关闭 CTN 电源后，将 SIM 卡插入到 GSM 模块。然后插回模
块插槽并连接好 GSM 天线。最后再次启动 CTN。
E1 和 BRI 线路:
如过 CTN 型号为 CooVox-U80 或 CooVox-U100V2 并且使用了 E1 或 BRI 模块。首先需要在
“PBX
设置”-->“模块设置”页面对模块进行配置，配置完成后需要重启 CTN 来重新检测模块。
对于模块设置的更多信息，请参照 U80 和 U100V2 用户使用手册。
目前为止 CTN 节点的本地配置已经完成，此时你的 CTN 节点应该已经对接到 CTMC 服务器
之上，剩下的配置工作将全部由 CTMC 服务器管理员完成，在 CTN 上不需要进行更多的配
置操作。请等待 CTMC 管理员完成相关配置之后，继续下一节的安装配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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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
2.1 注册分机
打开 CTN 网页界面并进入“PBX 设置”-->“用户管理”页面。你将看到由 CTMC 服务器指定
的分机号码。这些分机都可以用来注册分支机构的 IP 电话。
点击“查看”按钮，将显示分机的详细信息。通过使用分机号码和分机密码来注册 IP 话机。

本例以 ZYCOO D30/D60 IP 话机为例，通过话机的 IP 地址登录到话机的网页界面后，配置如
下图所示。

注册成功后，CTN 的电话功能准备就绪。现在已经可以进行内部和外部的电话呼叫了。对于
呼出的电话需要使用设置好的前缀号码。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很多的实用的功能键。更多的实
用信息请咨询 CTMC 服务器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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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网络功能
2.2.1 网络参数
建议为 CTN 的 WAN 口配置静态 IP 地址，配置例子请参照章节 1.3.1 修改网络参数。
除了静态 IP 之外，CTN 还可以从 DHCP 服务器动态获取 IP 地址以及直接通过 WAN 口进行
PPPoE 拨号连接到网络。

2.2.2 DHCP 服务器
CooVox-V2 系列 IPPBX 在 CTN 模式下依然可以作为 DHCP 服务器，为网络内的其他设备提供
DHCP 服务。请进入“网络选项”“DHCP 服务器”页面。完成网络参数配置，开启 DHCP
服务器。下图中使用 WAN 口举例开启 DHCP 服务器。

DHCP 服务可以通过 WAN 口或 LAN 口。你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其中一个。指定 DHCP 分配的地
址范围，子网掩码，网关和 DNS 服务器 。
租用时间是分配 IP 地址到设备后，使用该 IP 地址的时间，如上图中，使用超过 1440 分钟
后，将会释放获取的 IP 地址。

注意:
请确认本网络中没有其他运行的 DHCP 服务器，避免冲突。

7

CTN 节点用户使用手册

软件版本 V2.0.2

2.2.3 服务设置
在“网络选项”-->“服务选项”页面可以开启 SSH 访问，开启 SSH 访问后可以进入 CTN 的
Linux 命令行界面进行故障诊断。此外，还可以修改 SSH 和网页界面的访问端口。






开启 SSH：默认情况下是关闭的，SSH 的默认端口号为 22，如果需要可以修改成其他可
用端口号。
远端 SSH 管理：默认情况下是关闭的，开启后可以通过 WAN 口地址使用 SSH 连接管理
CTN 节点。
HTTPS 端口：网页界面的访问端口默认为 9999，如果需要可以修改成其他端口号。
远端 HTTPS 管理：开启后，可以通过 WAN 口访问设备的网页界面。

2.2.4 故障排查
CTN 节点内置两个工具 ping 和 Traceroute 来排查网络问题,可以通过这两个工具来检查网络
的可达性以及得到外部网络响应时间，你可以更容易排查一些网络问题。
如果你想要做网络故障排查，请在“网络”-->“问题排查”页面进行操作。


ping

Ping 命令是检测网络连通性的常用手段。通过 Ping 命令可以获取以下几点网络信息：


远程主机的可达性。



与主机间通信过程中的网络延时情况。



是否存在网络丢包。

首先输入想要连接的主机的域名或 IP 地址，然后输入想要发送的数据包数量，最后点击“运
行”按钮。你将可以看到返回的结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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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reoute

Traceroute 是用来查看传输数据包到指定目的地所采用的路由路径。首先输入目的地的域名
或 IP 地址，然后点击“运行”按钮。实时传输数据包采用的路由信息将显示在结果栏中。

2.3 时间设置
CTN 的系统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当 CTN 系统管理呼入电话的时候使用了时间规则，只
有当系统时间正确，才能保证系统的正常工作。此外，通话日志以及调试日志记录系统事件
都是使用的系统时间。
你可以在“PBX 设置”-->“时间设置”页面设置 CTN 通过网络从 NTP 服务器直接获取时间
或者手动设置系统时间。
 NTP
使用 NTP 的方式，CTN 将从互联网时间服务器获取时间。需要输入 NTP 服务器的域名或 IP
地址以及选择正确的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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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将提示配置需要在重启后才生效。点击“是”确认设置，等
待系统重新启动完成后，CTN 系统将会在网络时间服务器同步准确时间。
 手动设置
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无法直接使用 NTP 获取时间，那么可以手动设置 CTN 节点的时间。
可以根据提示手动输入当前时间，或者点击“Sync”按钮，同步当前电脑的操作系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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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护
3.1 系统信息
每次登录 CTN 的网页 GUI，有都会先进入到首页。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些基本的系统信息。
如下图所示。

3.2 线路状态
在线路状态页面，分别有分机信息，VoIP 线路信息和 FXO/GSM 接口信息。

在“分机状态”栏中，你可以看到 CTN 上所有分机的实时状态。在“VoIP 外部线路”中，
你可以看到所有 VoIP 线路的状态。在“FXO/GSM 接口”中，你可以看到 PSTN 线路的连接
状态或 GSM 线路信号的强度。如果 CTN 为 U80 或 U100V2，在这个页面将显示“E1/T1”或
“BRI”线路的状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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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CTN 重置&重启
对 CTN 设备进行恢复出厂设置或重启操作，请进入“节点设置”-->“重置和重启”页面。
重置即恢复出厂设置，会清除所有的配置信息，建议在恢复之前，先对 CTN 的配置进行备
份。
点击“恢复出厂设置”按钮并在弹框中确认，设备会重启。整个过程大概需要 5 分钟。重置
和重启 CTN 都会中断正在进行的通话，请确认当前 CTN 中没有正在进行的通话后，进行重
置或重启操作。重启的整个过程大概需要 3 分钟左右。

3.4 CTN 模式与 IPPBX 模式转换
能不能将 CTN 设备还原到 IPPBX 模式呢？答案是肯定的。
请进入“PBX 设置”-->“模式设置”页面。你将看到一个“IPPBX 模式”按钮，如下如所示。

点击此按钮并在弹弹出对话框中确认，CTN 将会重启，重启后，CTN 就会转换到 IPPBX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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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日志
CTN 的通话日志和系统日志将被保存到本地的 CTN 系统文件夹中，可以通过 CTN 网页界面
访问。
在 CTMC 服务器侧，管理员也可以通过 CTMC 的网页界面远程获取这些日志。

3.5.1 通话日志
通话日志记录 CTN 系统中所有的呼入和呼出的电话记录。在“报告”-->“通话日志”页面
你可以查询通话历史。可以通过主叫号码，被叫号码和 Account code 过滤通话记录。
Account Code 是指由 CTMC 管理员设置的用来限制呼出权限的 PIN 码。通过 PIN 码过滤可以
查询到指定使用此 PIN 码的用户进行的通话。

点击“下载”按钮，可以将查询到的通话日志下载到本地 PC 上。

3.5.2 系统日志
系统日志记录了系统的所有活动。当系统出现问题，他们可以用于排错目的。由于这些日志
详细的记录了 CTN 系统的活动，会占用很大的空间，所以如果设备工作正常，建议不要开
启这些日志，避免过多的占用设备的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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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开启了这些日志中的某个，在下面的日志列表中将会出现该日志。系统，PBX，PBX 调
试日志每天都会更新新的日志文件。访问日志每个月会更新一个日志文件。系统日志以“sys”
开头，PBX 日志以“pbx”开头，PBX 调试日志以“debug”开头，访问日志以“login”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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