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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用户可以在设备配置页面上创建同一个型号或同一个分组的模板。并且用户还可以直接上传 CFG

配置文件到终端设备。

型号模板和分组模板的功能概述：

图表 1: 型号模板和分组模板功能对比

型号模板 分组模板

概念 1. 一个型号按站点可以设置多个模板：

2. 一个型号就一个模板：

针对同一系列的多个设备分为一个

组，设置为同一个模板。

推送配置的机制 自动推送：当设备添加到 GDMS 平台，

自动将配置下发给设备。

手动推送：手动选择下发给哪些设备

不自动推送

手动推送：手动下发给分组所有

成员或部分成员，还支持临时推

送给非分组成员

配置的参数 此型号的全部配置参数（包括此型号的特

殊参数）

此系列支持的配置参数（不包括某

个型号的特殊配置参数）

模板个数限制 无限 无限

使用场景 按型号预设设备的配置，一旦设备上线，

即可获得预设的配置参数。

按设备系列划分，将通用配置项统

一设置，下发给设备。

一个系列支持设置多个分组模板。

按型号配置

您可以自定义配置型号模板，按设备型号和站点分类，对设备统一批量配置，即一个型号可以针

对全体设备创建 1 个模板或针对不同的站点（部门）创建多个模板。

自动推送配置

当您帐号下的设备首次连接到 GDMS 平台时，GDMS 会自动推送配置到此站点下的设备。

手动推送配置

全部站点

型号 X GXP16XX设备

模板 Y.xml型号 Y

....
站点 1 模板 X1.xml

站点 N 模板 XN.xml 分组 X
（GXP系列）

模板 X.xml

GXP21XX设备



您也可以点击 按钮手动推送配置给某些设备，在线的设备会实时生效，离线设备待联网后

会自动获取到配置。

图表 2: 手动推送配置

注意：

如果此设备在 设备管理 设备 设置参数 页面中更改了配置，则以设备配置页面为准。

示例：

如 GXV3370 型号所有站点使用同一个型号模板；此型号下所有站点的设备都获取 GXV3370 统一配

置文件-GXV3370 Config Template.xml 。

如 DP720 型号分按站点拆分为多个模板，如 SiteA 站点下的设备上线后获取 DP720 Config

Template-1.xml 配置文件，Site B 站点下的设备上线后获取 DP720 Config Template-2.xml 配

置文件。



图表 3: 示例 – GXV3370 / DP720

添加型号模板

用户可以按型号页面中随时添加型号模板，可以先创建统一使用的型号模板配置，以后新增的设

备都会自动使用此型号模板配置。

图表 4: 添加型号模板

表格 1: 添加型号模板

名称 输入需要识别此模板的名称，不可以与其他模板名称重复。限制 64 个字符以内。

型号 选择使用此模板的型号。

自动推送的站 选择此模板针对哪些站点的设备：



点 所有站点：说明此型号下的所有设备都使用此模板。

指定部分站点：说明此型号下的选中站点下的设备使用此模板。一个型号可以按站点分为

多个模板。

无（不推送）：说明不自动推送配置到任何设备。

描述 输入此模板的详细描述或用途。

创建成功后，需设置为此模板设置参数，否则将无法使用此模板。

注意：

 在某个站点添加的设备，第一次连接 GDMS，会自动获取对应的 型号&站点 的配置

模板，无需手动推送。

 对于已添加的设备并且已连接过 GDMS，则新添加的型号模板不会自动推送给这些

设备，您需要手动推送。

重要注意：

如果此设备在 设备管理 设备 设置参数 页面中更改了配置，则以设备配置页面为准。

设置参数

用户可以将此型号模板下的特有配置参数设置好，以便统一下发配置。

1. 选中某个模板，点击模板后面的按钮 ，进入到此模板的配置页面：



图表 5: 设置参数

2. 您可以在此配置页面直接设置配置参数。或者点击右上角的“切换到文本编辑”按钮，切换

为文本编辑器。文本编辑器中输入格式为 key=value，参数 key 支持是 P 值或者别名。并且支持

输入当前 GDMS 不支持的 key 进行配置，扩展性强。

3. 点击保存按钮，则保存成功。

注意：

 每个型号的配置参数会存在差异，具体填写规则，请参考各个设备型号的使用手册。

 更改配置参数后，不会立即推送给设备，如有需要您可以 手动推送更新。

 对于后期新添加的设备，会自动获取最新的配置文件。

 已创建的定时任务仍使用之前老的型号配置文件。

推送更新

支持手动推送此型号配置模板给设备。

1. 选中某个模板，点击模板后面的按钮 。



图表 6: 推送配置文件

2. 支持选中此型号下的任意设备进行推送，设备会更新此型号配置模板。

3. 支持立即推送或定时推送。如果选择定时推送，则需要填写任务名称和任务执行时间：

图表 7: 定时推送配置

4. 点击保存后，会生成一条任务，可以到 任务管理 模块查看任务执行结果。

编辑模板

支持更改模板名称和站点、和描述；不能修改此模板的型号。点击模板后面的 按钮即可立即

编辑，更改后立即生效。



图表 8: 编辑型号模板

下载配置文件

您可以随时下载当前型号模板的最新 CFG 文件。点击模板后面的 按钮即可立即下载。

图表 9: 下载配置文件

删除模板

您也可以随时删除任一型号模板，选中需要删除的模板，然后点击顶部的删除按钮。确认删除后，

则此模板的配置文件将被删除。

注意：

已创建的相关定时任务仍会保留，使用之前老的型号配置模板，不会被删除。



图表 10: 删除模板

按分组配置

用户可以自定义分组配置模板，按分组分类，统一批量配置，即将一批设备归类到同一个分组进

行配置管理，即可以快速将配置文件推送给组成员。

支持查看已创建的分组模板，以及每个分组下的设备列表。

支持针对设备修改配置参数、推送配置文件给设备、编辑分组和分组成员、下载配置文件。

图表 11: 按分组模板

添加分组

您可以随时添加一个分组。

1. 点击添加分组按钮，进入如下页面：



图表 12: 添加分组

表格 2: 添加分组

分组名称 输入需要识别此分组的名称，不可以与其他分组名称重复。限制 64 个字符以内。

类型 分为 DP 系列的类型，和非 DP 系列类型。

 DP 系列：是使用 DP 型号的配置文件

 非 DP 系列：包含了 GXV 系列、GRP 系列，GXP 系列，WP 系列等设备的配置文件的所有

参数。

描述 输入此模板的详细描述或用途。

2. 添加分组成员：

支持根据站点、型号、MAC 等搜索设备，从左侧的设备列表中选择设备；点击顶部第一个勾

选框可以全选本页或者所有页的全部设备。

支持直接输入多个 MAC 地址，或者从 excel 表格中拷贝。

支持删除已选成员，即在右侧删除已选设备或在左侧设备列表中取消勾选。



图表 13: 添加分组成员

3. 点击上一步按钮，则回到填写分组信息页面，可以重新修改。

4. 点击保存按钮，则保存此分组信息和分组成员。

注意：

保存成功后，需要设置此分组的配置参数。

配置参数

用户可以将此分组模板下的特有配置参数设置好，以便统一推送配置给此分组的所有成员。

1. 选中某个分组，点击分组后面的按钮 ，进入到此分组的配置页面。

2. 您可以在此配置页面直接设置配置参数。或者点击右上角的“切换到文本编辑”按钮，切换

为文本编辑器。文本编辑器中输入格式为 key=value，参数 key 支持是 P 值或者别名。并且支持

输入当前 GDMS 不支持的 key 进行配置，扩展性强。

3. 点击保存按钮，则保存成功。

注意：

 配置参数具体填写规则，请参考各个设备型号的使用手册。

 更改配置参数后，不会立即推送给设备，如有需要您可以 手动推送更新。

 对于后期新添加的分组成员，也不会自动获取最新的配置文件，需要您手动推送更



新。

 已创建的定时任务仍使用之前老的分组配置文件。

推送更新

支持手动推送此分组配置模板给设备。

1. 选中某个分组，点击分组后面的按钮 。

图表 14: 推送更新配置

2. 支持推送给分组下的所有成员或某些设备，或者临时推送给任意设备（非分组成员的设备）。

3. 支持立即推送或定时推送。如果选择定时推送，则需要填写任务名称和任务执行时间。

4. 推送后会生成一条任务，可以到 任务管理 模块查看任务执行结果。

编辑分组

支持更改分组名称和描述，以及更改分组成员。

1. 点击分组后面的编辑按钮，进入编辑界面：

图表 15: 编辑分组

2. 更改分组名称和描述。

3. 添加新成员，或者删除已有成员。

4. 点击保存，则保存修改。



注意：

新添加的成员，不会自动推送此配置，如需要您可以手动推送配置。

下载配置文件

您可以随时下载当前分组的最新 CFG 文件。点击分组后面的 按钮即可立即下载。

图表 16: 下载配置文件

删除分组

用户也可以随时删除任一分组，选中需要删除的分组，然后点击顶部的删除按钮。确认删除后，

则此分组的配置文件将被删除。

注意：

已创建的相关定时任务仍会保留，使用之前老的分组配置模板，不会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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