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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目标

本文档介绍了使用 GDMS 如何管理 Grandstream 的多种设备，包括：GXV 系列，GRP 系列，DP 系列,WP 系列等。

如您希望了解 GDMS，请访问 www.grandstream.com 获取更多信息.

主要功能概述:

 产品概述

 开始使用

 设备管理

 帐号管理

 设备配置

 站点管理

 任务管理

 设备诊断

 告警管理

 渠道管理

 用户管理

http://www.ipvideotal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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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记录

版本 1.0.0.61

 GA 初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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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使用

感谢您使用 Grandstream 设备管理系统！

Grandstream 设备管理系统（GDMS）是一个云部署的管理系统，提供易于使用的企业级工具，用于在部署之

前、期间和之后管理 Grandstream 产品。它提供了一个集中式管理界面，用于按站点、分组和型号配置、管

理、监控和故障排查，包括设备管理、帐户管理、设备配置、固件升级、设备监控、智能报警和统计分析，

或单独或批量提供设备。这一强大的云管理平台增加了强大的安全功能，包括银行级的从端到端、双向证书

的 TLS 加密，所有设备信息的验证和加密。通过为 Grandstream 终端用户提供集中、安全和零操作管理，GDMS

非常适合企业、服务提供商和多站点企业，因为它允许他们轻松部署和管理 Grandstream 解决方案的大型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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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特色功能

 统一部署和管理：GDMS 易于操作的 Web 管理平台和支持批量操作以便用户轻松部署和管理位于多个

站点上的 Grandstream 设备。

 一体化解决方案：GDMS 提供了一个完整解决方案，可以方便地管理多个站点上的设备和 SIP 服务帐

号、实时监控和告警、任务管理和跟踪以及设备诊断。

 支持预设离线设备的配置。

 一键 Debug 功能：自动收集日志、抓包、Traceroute 等，告别繁琐的步骤和沟通成本。

 实用多样的任务模式：支持即时任务和定时任务，准确追踪每个设备的任务执行结果。

 友好支持渠道商客户：自动获取 Grandstream ERP 的设备，渠道商之间可建立上下级关联并下发设

备。

 强大的 API Integration： 支持 ERP/CRM/OA 等平台能够和设备管理平台紧密结合，以达到高效办

公的目的。

GDMS 技术特点

表格 1: GDMS技术特点

功能  设备管理

 帐号管理

 设备配置

 固件升级

 设备诊断

 智能告警

 统计分析

 渠道管理

 任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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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鉴权  设备和服务器之间采用 https 协议传输，保证数据安全。

 设备和服务器双向证书校验，保证终端和服务端的可信任。

 设备关键信息加密存储，无法从数据存储中获取关键信息。

 账号密码采用 sha256 方式加密，存储，保证账号的安全 。

 GDMS 企业绑定设备通过 SN 鉴权，保证设备的私有权。

 支持双因子安全认证。

企业功能  可管理无限制设备和 SIP 帐号。

 支持配置设备的所有参数，包括帐号设置、通话设置、网络设置、系统设置、

维护、应用、模板等。

 无限管理站点、分组模板、型号模板。

支持的设备型号  GXP 系列 (支持 GXP21XX，其他 pending)

 GXV系列（支持 GXV3370/GXV3380/GXV3350）

 GRP 系列

 DP 系列

 WP 系列

 GVC 系列 (仅支持 GVC3210，其他 pending)

 GWN 系列 (待将 GWN 平台合入到 GDMS 平台)

 UCM系列 (pending)

 HT 系列

 GXW 系列 (p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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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使用

GDMS 概览

主功能概览

导入设备和管理

首先，您需要导入设备到 GDMS 系统，以便查看设备的状态、配置、监测。

渠道商可以直接通过 ERP 自动获取设备，需提交渠道商相关证明给我们的 support。

如何批量导入设备

查看设备状态和配置文件

导入 SIP 帐号并分配给设备

使用 excel 批量导入帐号，同时批量将帐号分配给设备。一次批量导入完成全部设备的帐号配置。

配置设备

 按型号配置设备：设备一上线，将会根据型号和所在的站点立即获取型号配置参数。

 按分组配置设备：将设备按一定规则分组来管理，支持快速推送配置文件给一个分组下的全部设备。

 为单个设备配置：在设备列表中直接修改某个设备的配置文件

 按 CFG 文件配置：直接上传设备的 CFG 文件。

升级固件

支持批量升级设备的固件，按设备型号、站点、固件版本范围等条件来批量升级固件。也支持直接针对一批

MAC 地址升级固件。

如何升级固件

定时任务

您可以将某些任务预约在某个时间段完成，比如升级固件定时在晚上凌晨执行，以便不影响用户使用设备。

如何创建定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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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告警和诊断

一旦设备出现使用上的故障或危险操作，将会告警提醒管理员。支持管理员对某些设备进行故障诊断，以便

快速定位解决问题。

如何设置告警通知

如何开始设备诊断

前提条件

 终端设备上启用 TR-069 功能。

 工作网络可以连接到 GDMS 平台。

 GDMS 平台已支持的终端设备型号。

注册 GDMS 用户账号

如果您的公司第一次使用 GDMS，您需要按以下步骤注册账号：

1. 在浏览器上打开 GDMS 网址：http://www.gdms.cloud

图表 1: 欢迎进入 GDMS

2. 点击“注册”进入注册页面，然后填写以下信息：

http://www.gdms.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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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注册 GDMS 账号

表格 2: 注册 GDMS 账号

区域 默认为“美国站”，中国区需选择“美国站”。这是指连接到哪个服务器站，两个站

的数据完全独立。

邮箱 此邮箱将用于接收激活账号的邮件，并且可用于以后找回密码

姓名 输入您的姓名

登录名 用于登录 GDMS 的账号名称

密码 输入登录的密码

确认密码 再次输入之前登录的密码

公司 输入您的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选择您公司的类型，以便以后提供更服务您的功能

国家 输入您公司所在的国家

时区 设置您的时区

验证码 输入右侧图片上的验证字符

3. 请登录您的邮箱中激活账号，即可完成注册。

支持的设备和要求

当前 GDMS 系统的版本支持以下设备型号：

表格 3: 支持的设备型号

支持的设备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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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设备 GXP21XX

DP7XX

GRP26XX

WP820

视频设备 GXV3370, GXV3380, GXV3350

GVC3210

ATA 网关设备 HT80X, HT81X

设备连接 GDMS

设备必须升级到支持 GDMS 的版本，否则无法连接到 GDMS。当设备联网后，您将此设备添加到 GDMS 帐号下，

则设备会自动连接 GDMS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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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面板

设备统计

本页面提供了设备和帐号的使用情况统计，包括：

 帐号总数

 设备总数

 站点总数

 帐号状态

 设备状态

 设备分布

 站点统计

 型号统计

图表 3: 监控面板

表格 4: 监控面板表格

模块 描述

帐号总数 显示当前系统中的所有 SIP 帐号的总数

设备总数 显示当前系统中的所有设备总数

站点总数 显示当前系统中的所有站点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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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号状态 分别汇总每个状态的帐号数量，包括：

 正常状态的帐号：即使用此帐号的全部设备都注册成功。

 异常的帐号：即此帐号在设备上有未注册的情况称为异常

 未分配的帐号：即此帐号没有分配给任何设备使用。

设备状态 分别汇总在线和离线的设备数量。

 在线：设备和 GDMS 网络连接正常。

 离线：设备和 GDMS 失去网络连接。

设备分布 分别汇总音频设备、视频设备、会议设备的数量：

 音频设备包括：GRP 系列，DP 系列，GXP 系列，WP 系列

 视频设备包括：GXV 系列

 会议设备包括：GVC 系列，IPVT10

站点统计 汇总每个站点下的设备数量和占比，点击数量可以查看此站点下的设备列表。

型号统计 汇总每个设备型号下的设备数量和占比，以及固件版本的占比情况。点击数量查看

此型号下的设备列表。

图表 4: 型号统计

设备分布

 显示企业绑定的设备分布地图，地图中深蓝色的国家表示设备较多，淡蓝色的国家表示设备较少，悬停

可以显示此国家的设备总数。对于有设备的城市会标记为小绿点 ，悬停显示此城市的设备数量。您

可以点击圆点，查看此城市下的设备列表。



P a g e | 24GDMS 用户使用手册

Version 1.0.0.61

图表 5: 设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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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管理

概述

设备页面显示添加的全部设备，可查看设备的信息和状态、绑定的帐号信息等。支持配置参数、升级固件、

重启/恢复出厂设置、查看更多详情、设备诊断等操作。

图表 6: 设备管理

表格 5: 设备管理

Status Descriptions

在线状态 指设备离线，此时的帐号状态是离线前最后一次上报的状态。

指设备在线

帐号状态 正常：指 GDMS 下发给设备的帐号都已注册成功，可正常使用。

异常：指 GDMS 下发给设备的帐号存在注册异常，可能原因是：

 帐号未激活

 帐号未成功注册上

 帐号被终端本地修改。

未分配：指 GDMS 没有下发任何帐号给此设备。

最后配置时间 配置中：如果有更改此设备的 SIP 帐号信息、配置参数，则会同步推送给设备。如果

还未完成推送成功，则一直显示此状态。

日期/时间：显示最后一次成功下发配置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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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状态 空闲：此帐号处于空闲状态。

忙碌： 此帐号当前正在通话中。

手柄状态（DP 系

列） 此帐号配置在此手柄上

此帐号未配置在此手柄上

表格 6: 操作说明

操作 说明

字段排序

列表字段上有排序图标的 ，可以点击进行排序。

自定义显示字段
每个列表都支持自定义字段，点击列表最右边的图标 ，可以弹窗选择显示/

隐藏字段。

搜索 表格的右上角有筛选和搜索输入框。如果多个同时输入则会搜索出满足多个条件

的数据。

图表 7: 搜索设备

添加设备

在设备管理页面中，点击“添加设备”按钮，将会弹出以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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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 添加设备

表格 7: 添加设备

设备名称 （选填）设置可识别此设备的备注名称，最大可输入 64 个字符。

MAC 地址 （必填）输入此设备的 MAC 地址（Locate the MAC address on the MAC tag of the unit,

which is on the underside of the device, or on the package）

SN 序列号 （必填）输入此设备的 SN 序列号（在设备下方或包装盒上可以找到 MAC 贴纸上的设备序

列号）

所属站点 （必填）设置此设备是属于哪个站点，默认为“Default”站点。

注意：

 您点击“保存”按钮即可保存。

 一个设备只能被一个 GDMS 账号添加。

 添加成功后，您可以根据设备名称、MAC 地址、站点来搜索设备。

批量导入设备

用户可以快速批量的导入设备，在设备页面点击“导入设备”按钮，将会弹出以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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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 导入设备

1. 首先，用户需要按我们的导入模板及填写要求准备好数据。点击 按钮下载标准模板。

图表 10: 导入设备模板

2. 填写要求说明：

表格 8: 导入设备模板

MAC 地址 （必填）输入此设备的 MAC 地址，如 000B82E21234,支持中间有“:”“-”间隔符号。

SN 序列号 （必填）输入此设备的 SN 序列号

设备名称 （选填）设置可识别此设备的备注名称，最大可输入 64 个字符。

所属站点 （必填）设置此设备是属于哪个站点。如站点有多个等级，则需输入：一级站点/二级站

点...,可以直接在这里新增站点，输入新的站点名称即可。若未填写则设备站点默认为

default。最大可输入 64 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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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可以拖动文件到弹窗，或者点击上传区域从电脑中选择文件，点击“导入”按钮。

4. 导入成功后系统会提示导入结果。如果存在导入失败的数据，您可以导出失败结果，根据失败原因重新

编辑再重新导入。

注意：

 如果导入已存在的设备，则会将信息替换成新的数据。

 如果 SN 序列号和 MAC 地址验证失败，会导入失败。

配置 SIP 帐号（非 DP 设备）

用户可以在设备页面为设备配置 SIP 帐号，支持为当前设备已有的 SIP 帐号并可修改/删除。

1. 在设备列表中，选择要操作的设备的 按钮进入到帐号配置页面：

图表 11: 配置 SIP 帐号

2. 在帐号配置页面，支持选择 SIP 帐号；其中“已分配”说明此帐号已分配给其他设备使用，“未分配”

说明此帐号没有分配给任何设备使用。

3. 用户也可以重新选择已有的 SIP 帐号，或者删除。

4. 点击“保存并应用”则会立即下发帐号配置给设备。

注意：

 如果设备此时未网络连接 GDMS，则无法立即同步，等到设备上线后会立即同步配置的帐号个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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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设备终端上配置的 SIP 帐号不会同步到 GDMS（例如终端设备的 web 页面上配置的等）。

配置 SIP 帐号和线路（DP 设备）

用户可以为 DP 设备配置 SIP 帐号和线路，支持查看当前设备已有的 SIP 帐号并可修改/删除。

1. 在设备列表中，选择要操作的设备后面的 按钮：

2. 将会进入帐号设置页面：

图表 12: DP 设备配置 SIP帐号

表格 9: DP 设备配置 SIP帐号

选择 SIP 帐号 已分配：说明此帐号已分配给其他设备使用；

未分配：说明此帐号没有分配给任何设备使用。

模板 不同的 SIP 服务器不可以设置为同一个 DP 模板。

手柄模式 如果不填写，则默认为 Circular 模式。

3. 点击“线路配置”tab，进入如下的线路配置页面：

(1) 为每个手柄设置线路帐号，从此设备已配置的 SIP 帐号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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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 线路配置

4. 支持重新选择已有的 SIP 帐号或线路，或者删除。

5. 点击“保存并应用”则会立即下发给设备。

注意：

 如果设备此时未网络连接 GDMS，则无法立即同步，等到设备上线后会立即同步配置的帐号个设

备。

 在设备终端上配置的 SIP 帐号或线路不会同步到 GDMS。

 设备具体的配置规则，请参考 DP 的使用手册填写。

修改配置参数

用户可以为单个设备修改配置参数。

1. 在设备列表中，选择要操作设备的 按钮：

2. 进入如下的参数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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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 设备参数配置

(1) 点击“全选”按钮，则将选中本页所有的参数。反之再次点击则取消全选。

(2) 点击“重置本页”按钮，则本页所有的参数都恢复默认值。

3. 在页面上修改参数或者点击“切换到文本编辑”进入到文本编辑页面（例如 P值）：

图表 15: 编辑配置文件

(1) 格式要求是：参数 key=value。参数 key 支持是 P值或者别名。

(2) 用户可以输入最新设备的 key 和 value。（即使 GDMS 的配置文件还不支持，但是仍可以成功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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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设备）

4. 点击“保存并应用”，GDMS 仅将勾选的项下发给设备。

注意：

 如果设备此时未网络连接 GDMS，则无法立即同步，等到设备上线后会立即同步。

 在设备终端上更改的配置参数不会同步到 GDMS。

 配置规则，请参考对应设备型号的使用手册。

查看设备详情

用户可以点击设备后面的按钮 ，查看设备的系统信息和帐号状态：

图表 16: 查看设备详情

详情页面包括：系统信息、网络信息、帐号状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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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 设备详情页面

注意：

1.此信息是实时从设备上获取的，如果设备不在线，则无法获取。

编辑设备

用户可以编辑设备的备注名和所属站点。

1. 在设备列表中，选择要操作的设备后面的 按钮，点击“编辑设备”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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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8: 编辑设备选项

2. 进入如下图的设备编辑页面：

图表 19: 编辑设备

3. 点击保存后则立即生效。

查看设备的操作日志

支持查看 GDMS 平台上针对设备操作的所有日志。

1. 在设备列表中，选择要操作的设备后面的 按钮，点击“操作日志”菜单。

2. 进入此设备的操作日志页面，包括针对此设备操作的 配置帐号、更改配置参数、重启设备、升级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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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出厂设置、诊断设备等。

注意：仅可以查看最近 30 天的日志。

图表 20: 设备的操作日志

查看设备的任务记录

支持查看此设备的所有任务，包括即时任务和定时任务。

1. 在设备列表中，选择要操作的设备后面的 按钮，点击“任务记录”菜单。

2. 进入任务管理页面，筛选出此设备的所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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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1: 设备的任务记录

升级固件

支持批量针对多个设备统一升级到某个固件版本。

1. 在设备列表中，勾选多个设备，然后选中顶部的按钮“升级固件”。

图表 22: 升级固件

2. 选择要升级到的目标版本。

3. 选择任务时间：立即更新 或者定时更新。您可以预约到未来某个时间来执行。

4. 点击“保存”后，将会生成一条任务，您可以到 任务管理 模块查看执行结果。

注意：

 如果选择的多个设备是不同的型号，没有共有的固件，则无法批量升级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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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选择的设备没有可用固件时的情况。

分配站点

支持批量更改设备的站点，每个设备默认在“默认”站点。

1. 在设备列表中，勾选多个设备，然后选中顶部的按钮“分配站点”。

图表 23: 分配站点

2. 选择要分配到的站点。

3. 点击“保存”后，则选中的所有设备都转移到新的站点。

注意：

一个设备只能归属一个站点。

转移组织

用户可以将设备转移到其他组织上。

1. Select the desired devices and click on More  转移组织.

图表 24: 转移组织

2. 选择目标组织，即要转到到哪个组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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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否同步复制这些设备配置的 SIP 账号和服务器，如果选择“No”，则仅复制了设备数据，设备下

配置的 sip 账号则变为空。

重启设备

支持针对 1 个或多个设备重启。

1. 在设备列表中，勾选多个设备，然后选中顶部的按钮“更多 重启设备”。

图表 25: 重启设备

2. 选择任务时间：立即执行 或者定时执行。您可以预约到未来某个时间来执行。

3. 点击“保存”后，将会生成一条任务，您可以到 任务管理 模块查看执行结果。

恢复出厂设置

支持在 GDMS 平台针对 1 个多个设备恢复出厂设置。

1. 在设备列表中，勾选多个设备，然后选中顶部的按钮“更多恢复出厂”。

图表 26: 恢复出厂设置

2. 选择任务时间：立即执行 或者定时执行。您可以预约到未来某个时间来执行。

3. 点击“保存”后，将会生成一条任务，您可以到 任务管理 模块查看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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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恢复出厂设置，将会清空所有的配置项，包括帐号、历史通话数据、联系人等。恢复出厂后，设备将会

获取到 GDMS 平台上的配置文件。

删除设备

支持在 GDMS 平台上删除 1个或多个设备。

1. 在设备列表中，勾选多个设备，然后选中顶部的按钮“更多  删除”。

图表 27:删除设备

2. 点击“OK”则确认删除，则将立即删除选中的这些设备，同时和这些设备的定时任务也会取消执行 。

图表 28: 删除设备提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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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设备

您可以随时导出 GDMS 账号下的全部设备。在设备页面，点击右上角的 按钮。此时系统会下

载设备文件，里面包含：设备的全部信息、设备下的帐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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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件管理

自定义固件

用户可以上传通过其他路径获取的设备固件版本，以便为设备升级固件。

注意：建议要从官方途径获取固件版本，以免造成设备故障。

1. 进入自定义固件页面，点击右上角的“上传固件”按钮。

2. 支持拖动固件文件，或者输入文件的路径新增固件版本。

图表 29: 自定义固件

表格 10: 自定义固件

升级路径  上传文件：直接上传从其他途径获得固件文件。可以拖拽文件或点击区域上传文

件。

 输入文件路径：文件存放在其他目录下，可以仅输入文件路径（需保证要升级的

设备都能连接到此文件路径）

固件名称 用于识别固件的名称，限制 1-64 个字符

版本号 填写上传固件的实际版本

支持的型号 选择此固件支持的设备型号。

描述 用于描述这个版本的备注信息，最多 256 个字符。

3. 上传成功后，即可在列表中看到此固件；同时在升级固件时也可以选择此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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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0: 完成上传自定义固件

官方固件

此模块的所有固件，都是 Grandstream 官方上传每个设备型号的推荐固件，您可以根据需求将设备升级到最

新固件。

Grandstream 会定期更新固件，如您希望使用最新版本，可以随时关注。

图表 31: 官方固件

注意：

官方固件不可以编辑和删除，只能被下载和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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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新版本邮件通知

用户如果希望实时了解官方发布的最新版本，可以订阅邮件通知

1. 点击固件管理页面上方的“新版本邮件通知”按钮，将会弹出设置窗口：

图表 32: 订阅新版本邮件通知

2. 支持选中需要订阅的一个或多个设备型号。

3. 点击保存后，一旦选中型号有官方最新版本将都会发送邮件到您的邮箱。

推送更新

支持直接将固件推送给需要升级的设备或者某个版本范围的设备。

1. 点击固件后面的 按钮。将会弹出选择设备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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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3: 推送固件升级

2. 支持筛选后选择多个设备或者输入一批 MAC 地址。

3. 支持立即推送则立即推送固件升级给设备或定时推送更新。

4. 点击保存后将会生成一条任务，您可以到 任务管理 中查看执行情况。

编辑固件

用户可以编辑固件的名称、版本号等信息，或者重新上传固件文件。点击固件后面的 按钮，进入固件编

辑页面。

注意：

如果固件被更改，不会同步到已生成的定时任务。即已生成的定时任务仍会使用老的固件版本。

下载固件

支持下载已上传的固件。点击固件后面的 下载此固件。

注意：

如果是文件链接的固件，会直接打开此固件的文件链接；如果您不能网络连接此地址，则无法访问。

删除固件

对于不需要的固件，您可以选中一个或多个固件进行删除。



P a g e | 46GDMS 用户使用手册

Version 1.0.0.61

注意：

删除固件后，针对此固件的定时任务仍会正常执行，直到任务执行成功后，系统会自动清理此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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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号管理

概述

在帐号管理页面，用户可以将企业下的 SIP 帐号全部导入到 GDMS，支持批量快速导入或导出全部帐号。

图表 34: 帐号管理

表格 11: 帐号状态描述

状态 说明

状态 正常：指此帐号下的所有设备都注册成功，可正常使用。

异常：指此帐号下有设备注册异常。可能原因是：

 帐号未激活

 帐号未成功注册上

 帐号被终端本地修改

未分配：指此帐号没有分配给任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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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2: 操作描述

操作 说明

字段排序

列表字段上有排序图标的 ，可以点击进行排序。

自定义显示字

段
每个列表都支持自定义字段，点击列表最右边的图标 ，可以弹窗选择显示/隐藏字段。

筛选和搜索 支持通过状态、用户 ID，帐号名称、显示名称搜索帐号。

添加 SIP 服务器

在 SIP 服务器页面显示添加到 GDMS 的所有 SIP 服务器。

图表 35: 添加 SIP服务器

表格 13: 添加 SIP服务器

服务器名称 必填，设置可识别此服务器的备注名称。

SIP 服务器 指定 SIP 服务器的 URL 或 IP 地址和端口，由 VoIP 运营商（ITSP）提供。

出局代理 配置Outbound代理服务器、多媒体网关或会话边界控制器的IP地址或 URL。用于不同

网络环境的防火墙 NAT穿透。如果系统检测到对称 NAT，STUN不能工作。Outbound服

务器可以提供对称NAT的解决方案。

备用出局代理 配置备用出局代理服务器、多媒体网关或会话边界控制器的IP地址或URL。当出局代理

不能正常工作时使用备用出局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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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信箱接入号 设置话机是否允许用户通过话机上的 MESSAGE 键来访问语音邮件消息。此 ID 通常是

VM 访问号码。例如，在 UCM6xxx IPPBX 中，可以使用*97。

DNS 模式 设置将域名解析成IP地址的方式，共有A Record,SRV, NAPTR/SRV 三种方式可供选择。

 A Record

 SRV

 NATPTR/SRV

若用户要使用DNS SRV定位服务器，可选择“SRV”或 “NAPTR/SRV”模式。默认设置

成“A Record”。

NAT 检测 此参数决定 NAT 穿透机制是否被激活。

如果设置为“STUN”并且指定了 STUN 服务器地址，检测将会根据 STUN 服务器来 运行。

如果检测到的 NAT 类型为 Full Cone、Restricted Cone 或 Port-Restricted Cone 时，

话机将在它所有的 SIP 和 SDP 信息中尝试使用公共 IP 地址和端口。

如果该项设置为"发送保活报文",话机将会定时向 SIP 服务器发送空 SDP 包以保持

NAT 访问的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如果使用出口代理服务器，那么请设置为" NAT NO"。

如果用户使用了 VPN，请设置为“VPN”。

如果用户的路由器支持 UPnP，可以设置为“UPnP”。

若设置为“自动”，话机将会尝试以上所有 NAT 穿透方式，直至找到可用的。默认设 置

成“发送保活报文”。

使用代理 填写 SIP 代理。该配置用于通知 SIP 服务器该话机在 NAT 或防火墙后面。若配置此项，

请确保您所使用的 SIP 服务器支持该功能。

自定义字段 用户可以添加以下自定义字段。一些自定义字段仅对某些设备型号有效：

(1) 备用 SIP 服务器

(2) 次 SIP 服务器

(3) 优先主 SIP 服务器

(4) 首选 IP

(5) 备选 IP1

(6) 备选 IP2

(7) DNS SRV 故障切换模式

(8) SIP 信令区分服务(Diff-Serv)

(9) 语音区分服务(Diff-Serv)

(10)电话 URI

如需了解更加详细的他填写规则，请参考具体设备型号的使用手册。

添加成功后，将会在服务器列表中显示，您可以再进行编辑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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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6: 完成添加 SIP服务器到 GDMS

添加 SIP 帐号

在 SIP 帐号页面中，点击“添加帐号”按钮，进入添加帐号页面：

图表 37: 添加 SIP 帐号

表格 14: 添加 SIP 帐号

帐号名称 （必填）设置可识别此帐号的备注名称。

SIP 服务器 （必填）选择此帐号的 SIP 服务器.如果没有，您可以点击 Add Server 快速添加 SIP

服务器，然后再到 SIP 服务器模块设置更多的服务器参数。

SIP 用户 ID （必填）用户帐号信息，由 VoIP 服务提供商（ITSP）提供，通常与电话号码形式相

似或者就是实际的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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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P 认证 ID （必填）SIP服务器用于验证用户身份的ID。可以与SIP用户ID相同或不同。

SIP 验证密码 （必填）SIP电话用户用于注册到 SIP 服务器上的密码。

显示名 SIP电话用户在呼叫中用于来电显示的名字（该功能需要SIP服务器支持）。

分配给设备：

支持将此帐号分配给设备终端使用。点击添加按钮分配给多个设备终端使用，如下图所示：

图表 38: 分配帐号给设备

表格 15: 分配帐号给设备

选择设备型号 （必填）选择将分配的设备的型号。

选择设备的 Mac 地址 （必填）选择要分配的设备的 MAC 地址

选择 Account 的序列号 （必填）选择分配到设备的 Account 的序列号（例如：Account1-Account16），如

果当前 Account1 有配置帐号，会显示对应的帐号。

注意：

 这里暂不支持 DP 设备和 HT 设备的配置。如需配置 DP 设备/HT 设备的帐号，请使用导入帐号功能

或者到设备管理模块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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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此设备未添加到您的 GDMS 账号或组织下，将无法分配。

批量导入 SIP 帐号

支持通过 Excel 表格同时导入 SIP 帐号和 SIP 服务器，并分配给设备。一个 excel 批量完成设备的帐号配置。

1. 在 SIP 帐号页面，点击“导入帐号”按钮，将会弹出以下窗口：

图表 39: 导入 SIP 帐号

2. 首先，点击“普通模板”按钮或者“DP 专用模板”/“HT 专用模板”下载模板。您需要按我们的导入模

板的格式填写要导入的帐号和服务器信息。

图表 40: 帐号导入模板-普通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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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1: 帐号导入模板-DP专用模板

图表 42: 帐号导入模板-HT专用模板

表格 16: 帐号导入模板参数

帐号名称 （必填）设置可识别此帐号的备注名称。

SIP 服务器 （必填）选择此帐号的 SIP 服务器.如果没有，您可以点击 Add Server 快速添加 SIP

服务器，然后再到 SIP 服务器模块设置更多的服务器参数。

SIP 用户 ID （必填）用户帐号信息，由 VoIP 服务提供商（ITSP）提供，通常与电话号码形式相似

或者就是实际的电话号码。

SIP 认证 ID （必填）SIP服务器用于验证用户身份的ID。可以与SIP用户ID相同或不同。

SIP 验证密码 （必填）SIP电话用户用于注册到 SIP 服务器上的密码。

显示名 SIP电话用户在呼叫中用于来电显示的名字（该功能需要SIP服务器支持）。

分配设备的 MAC

地址

输入要分配给设备的 MAC 地址，格式例如 00-15-65-1A-2B-3C; 00:15:65:1a:2b:3c;

0015651a2B3c。

Account 序列号 选择分配到设备的 Account 的序列号（例如：Account1-Account16），如果当前 Account1

有配置帐号，会显示对应的帐号。

模板（Profile） 仅 DP 设备/HT 设备有效。输入帐号所使用的模板（Profile）序列号(如 Profile1,

Profile2 等). 多个不同的 SIP 服务器不能选择同一个模板（Profile）。

手柄模式 仅 DP 设备有效。输入使用的手柄模式，可选选项为 “Circular”, “Linear”,

“Parallel”, 和 “HS1-HS5”.

HS1-HS5 仅 DP 设备有效。用户可以配置在哪个手柄上的线路（Line1-Line10），每个 SIP 帐号

可以被分配给不同的手柄。

端口类型 仅 HT 设备有效。输入要分配给设备的端口类型，FXO 或者 FXS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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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S/FXO)

端口序列号 仅 HT 设备有效。输入要分配给设备的端口序列号（Port1-Port10）

寻找组 仅 HT 设备有效。选择此设备的寻找组：None（默认）、Active、除自己的其他端口

序列号。

3. 您可以拖动文件到弹窗，或者点击上传区域从电脑中选择文件，点击“导入”按钮。

4. 导入成功后系统会提示导入结果。如果存在导入失败的数据，您可以导出再重新编辑。

典型场景示例：

1. 同 1 个帐号同时分配给多个设备，但是 SIP 帐号信息以第一条为准，即显示名为“Sqhuang”。示

例如下：

图表 43: 例子 I

2. 对已存在的 SIP 帐号，再新增分配的另一个设备。示例：帐号 100 已分配给设备 1，此时将帐号 100

分配给设备 2（00:aa:bb:cc:ee:dd），示例如下：

图表 44: 例子 II

3. 多个帐号同时分配给 1 个设备。示例如下：

图表 45: 例子 III

4. 多个帐号同时分配给 1 个 DP 设备。示例如下：

图表 46: 例子 IV

错误示例：

1. 分配的同一个设备的 Account 序号不能一样，如下：

图表 47: 例子 V

2. 不同的 SIP 服务器地址，不能分配给同一个设备的同一个 Profile，如下：

图表 48: 例子 VI

3. 分配的同一个设备的，同一个 HS 的线路不能一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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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9: 例子 VII

分配设备

用户可以在添加帐号、编辑帐号、批量导入帐号的同时将帐号分配给设备。1 个帐号可以分配给多个设备使

用。

编辑帐号

用户可以编辑帐号的信息和分配 SIP 帐号给设备。

1. 在 SIP 帐号页面，选择要操作的帐号后面的 按钮，进入编辑页面：

图表 50:编辑帐号

2. 支持修改全部信息，点击保存按钮，则立即更新帐号信息给分配的全部设备。

3. 点击分配设备后面的 ，则将会删除此设备上的此帐号。

注意：

如果设备不在线，则需等设备上线后才会更新帐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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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帐号

对于不需要的帐号，您可以点击 按钮删除此帐号，操作后，关联的设备也会删除此帐号。

支持批量删除和单个删除：

图表 51: 删除帐号

导出帐号

用户可以随时将 SIP 帐号全部导出。在 SIP 帐号页面，点击右上角的“导出帐号”按钮导出帐号信息，包括：

帐号的用户 ID、SIP 服务器、帐号分配的设备信息等。

编辑 SIP 服务器

支持编辑 SIP 服务器的全部信息，点击服务器后面的 按钮，进入编辑页面。

编辑后，将会对此服务器下的所有账号都生效。

删除 SIP 服务器

对于不需要的 SIP 服务器，用户可以选中一个或多个进行删除，确认删除后，会同时将此服务器下的所有 SIP

帐号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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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2: 删除 SIP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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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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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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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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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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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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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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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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添加型号模板

表格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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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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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选择使用此模板的型号。

自动推送的站

点

选择此模板针对哪些站点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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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a g e | 61GDMS 用户使用手册

Version 1.0.0.61

图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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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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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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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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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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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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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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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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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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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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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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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3: 添加分组

表格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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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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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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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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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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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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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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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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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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CFG 文件配置

用户可以单独针对某个设备自定义配置文件，直接替换设备的 CFG 文件。

图表 68: 按 CFG 文件配置

上传 CFG 文件

可以将您自定义的 CFG 文件上传，并推送给此设备。

1. 点击右上角的“上传配置文件”按钮，进入上传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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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9: 上传 CFG配置文件

2. 将您自定义的 CFG 文件拖动到此弹窗或者点击选择文件。

注意：

使用需要替换的设备的 MAC 地址命名此文件，如 000b82afd0b0.xml。

3. 文件上传完成后，点击 OK，则保存此文件。

4. 保存成功后，系统会提醒您是否立即推送给此设备。点击“Push Now”则立即推送；点击“Cancel”则

不推送，您可以下次再推送。

图表 70: 完成上传

注意：

 文件格式仅支持 XML 格式。

 文件名的 MAC 地址一定要准确或是您 GDMS 帐号下的设备，否则无法上传。

 如果当前列表已存在此 MAC 的 CFG 文件，如果再上传，则覆盖为最新上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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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送更新

您可以随时再推送 CFG 文件给此设备，点击此 CFG 文件后面的 则立即推送给对应 MAC 的设备。

图表 71: 推送更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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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 CFG 文件

您也可以随时删除 CFG 文件，选中需要删除的 CFG，然后点击顶部的删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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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管理

您可以将设备按站点进行管理，支持多等级，比如按部门、按地理位置、网络情况分类设备。

图表 72: 站点管理

添加站点

用户可以随时添加一个站点。

点击右上角的“添加站点”按钮；或者选中某个站点，点击其后面的 图标，即可添加此站点的下级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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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3: 添加站点

表格 19: 添加站点

站点名称 （必填）输入可以标识此站点的名称。同一个父级节点下，名称不能一样。

上级站点 此站点的上一级站点。如果是一级站点则不填写。

站点描述 输入此站点的描述信息。

1. 保存成功后，则可以将设备添加到此站点中。

批量导入站点

您可以快速批量的导入站点，点击“导入站点”按钮，将会弹出以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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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4: 导入站点

1. 首先，您需要按我们的导入模板填写。点击“站点模板”按钮下载标准模板。

图表 75: 站点导入模板

表格 20: 站点导入模板参数

站点名称 必填，输入此站点的名称，如果是一级站点直接输入名称，如果是二级/三级站点，输入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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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级站点/二级站点/三级站点/.../新增站点的名称。最多支持 7 级站点。

注意：同一个父级节点下，名称不能一样。

描述 输入此站点的描述信息。

2. 您可以拖动文件到弹窗，或者点击从电脑中选择文件，点击“导入”按钮。

3. 导入成功后系统会提示导入结果。如果存在导入失败的数据，您可以导出再重新编辑。

注意：

1. 如果导入已存在的站点（即同一父级节点下同一个名称），则无法导入。

编辑站点

用户可以编辑站点的信息。

1. 在站点的列表树中，选择要操作的站点后面的按钮 ，进入编辑页面：

2. 支持修改全部信息，点击保存按钮，则立即更新。

图表 76: 编辑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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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站点

用户也可以随时删除任一站点，点击站点后面的 按钮进行删除。

注意：

如果此站点下有设备，不允许删除，必须先将设备转移到其他的站点下。

查看站点下的设备

用户可以选中左侧的站点，查看此站点下的所有设备：

图表 77: 查看站点下的设备

转移站点

您可以选中某个站点下的全部设备转移到另一个站点下，选中设备，点击顶部的“转移”按钮，则弹窗以下：

图表 78: 转移站点

选中新的站点，保存后，则选中的设备立即移动到新的站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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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管理

在任务管理页面显示所有即时和预约的所有任务，包括针对设备的更新配置文件、升级固件、重启、恢复出

厂等都会产生即时任务或定时任务。您可以随时查看任务执行结果。

添加任务

用户可以随时添加任务，并且可以预约执行时间。

图表 79: 添加任务

表格 21: 添加任务

任务名称 填写此任务的备注名称。

任务类型  即时：立即执行，如果 5分钟还未执行完，则会自动停止任务。

 定时：预约在未来某段时间执行，等到预约的开始时间才启动任务，预约的结束

时间到了会结束任务（如果还有未执行的设备，则将取消任务）。

 循环：预约周期性循环的任务，如每天、每周几、每月几号、每月第 N个周几等

执行某项任务。

任务内容  重启设备

 恢复出厂设置

 升级固件：选择此项后，必须填写要升级的目标版本。将设备升级到指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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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件版本。

 更新型号配置：选择此项后，必须指定一个型号模板。将设备按此型号模板更新

配置。

 更新分组配置：选择此项后，必须指定一个分组。将设备按此分组模板更新配置。

升级方式 仅升级固件才有此项，可以选择：

 顺序升级：按顺序一个一个升级，即一个设备升级完成后再通知下一个设备升级

固件，以便合理控制内部的网络宽带。

 并发升级：一起下发升级命令给所有设备，所有设备会一起升级，可能下载固件

会占用较多的网络宽带。

版本要求 仅升级固件才有此项，可以选择：

 所有版本：即选中设备的不管什么版本都升级固件。

 特定版本：即指定某个版本的设备才升级固件。

 版本范围：即指定某个版本范围（版本下限≤x≤版本上限）的设备才升级固件

执行设备 选择或输入要执行任务的设备。支持通过设备型号、站点、MAC 搜索设备。

任务保存成功后，则会任务列表中查看，并可以随时取消/编辑“待执行”的任务，停止“正在执行中”的

任务，查看任务的执行结果。

图表 80: 任务列表

注意：

 如果一个设备同时有多个任务，可能需要排队执行。

 如果设备不在线，直到设备上线后才能下发任务。

 有些任务或参数配置会导致设备重启。

 升级固件，因固件文件包大，可能下载时间长，会导致升级有点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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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环任务在每次产生新的任务都获取最新的配置文件或固件，以及获取此型号的全部设备，然

后执行对应的任务。

查看执行结果

所有的任务都可以查看详情，对于已经开始执行的任务，可以在“状态”一栏查看执行结果。

图表 81: 查看任务状态

表格 22: 任务状态描述

待执行 说明此任务还未开始执行。

执行中 说明任务已经开始执行，还未执行完成。列表中会显示开始执行的时间。

成功 说明任务已经执行完成，并且任务中的所有设备都执行成功。

失败 说明任务已经执行完成，但是存在有些设备执行失败。

已取消 说明任务开始前就被取消了。

超时 说明任务超过结束时间还未开始执行（可能因为设备一直未上线，或者设备一直有其他任务）

已终止 说明任务正在执行的过程中被终止了，即有些设备可能已经执行成功，有些设备未执行。

您可以点击任务后面的 查看更多详情，用户可以查看到每个设备的执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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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2: 设备的执行状态

表格 23: 设备的执行状态详情描述

未执行 说明此设备还未开始执行。

执行中 说明此设备已经开始执行任务，还未执行完成。列表中会显示开始执行的时间。

成功 说明此设备已成功执行任务。

失败 说明此设备执行任务失败，并有失败原因。

超时 说明系统已下发任务给设备，但是执行结果未知，设备未上报状态。

超时成功 说明此设备已成功执行任务，但是是超过限制时间才上报执行成功。

已取消 说明任务开始前就被取消了。

已终止 说明任务正在执行的过程中被终止了，即有些设备可能已经执行成功，有些设备未执行。

您还可以针对执行失败或所有设备重新创建任务，重新创建任务会将此任务的所有属性和执行设备都带入到

“重创任务”页面。

启动定时任务

对于“未执行”的任务，点击 立即启动此会议，即下发此任务给对应的设备。

取消任务

对于还未执行的任务，您可以随时取消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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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任务后面的 按钮取消任务，确认取消后，则此任务的状态更改为“已取消”，并且任务不再会执行，

您可以点击此任务详情，重新创建任务。

如果是循环任务，可以选择是否取消整个循环任务还是仅取消单个任务。

终止任务

对于“正在执行中”的任务，点击 可以终止任务。如果设备已执行则会继续执行完毕，如果设备还未开

始执行，则不再执行。

搜索任务

您可以按任务类型、任务状态、任务内容搜索，并且可以搜索某个时间段内执行的任务，还支持输入 MAC 地

址或任务名称按 Enter 键搜索出来。支持多个条件同时输入搜索，即满足多条件的任务才会被搜索出来。

图表 83: 搜索任务

删除任务

用户可以随时删除不需要的任务，选中一个或多个任务，点击顶部的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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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于正在执行的任务，删除后，则先自动暂停任务再删除，即已执行任务的设备无法回退，未执行任务

的设备不会再执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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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诊断

如果设备存在故障，您可以在 GDMS 上针对此设备诊断，支持查看此设备的全部信息、路由跟踪、下载系统

日志、抓包等。

开始诊断设备

用户可以针对某个设备进行故障诊断。

1. 输入设备的 MAC 地址点击“开始诊断”。

2. 或者在设备管理列表点击设备后面的 按钮：

图表 84: 设备诊断

点击右侧的 按钮查看设备的诊断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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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5: 查看诊断详情

注意：

 如果设备不在线，无法进行诊断。

 如果此设备已有其他人正在诊断，也无法进行诊断。

查看设备详情

在诊断页面点击 ，查看此设备的详细信息，包括系统信息、网络信息、帐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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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6: 查看设备详情

检测网络

在诊断页面，选择“路由跟踪”，进入以下页面：

Ping/路由跟踪

在诊断页面，选择“Ping/路由跟踪”，进入以下页面：

图表 87: Ping/路由跟踪

表格 24: Ping/路由跟踪参数

操作方式  Ping：用来检查设备到目标主机的网络是否通畅或者网络连接速度，自动检测 10 次。诊

断结果包括收到的数据包的简要统计，以及包的最小，最大和平均往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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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由跟踪：定位设备和目标主机之间的路由节点，并汇总时间，支持最大 30 次路由跳转

的结果。

目标主机 输入目标的 IP 地址或域名。

点击开始后，等待系统操作完成后，在下方打印结果。

每次操作会打印一次结果，您可以操作多次。

注意：如果您正在 Ping 中或者路由跟踪中，点击到其他页面，则立即会取消操作。

系统日志

在设备诊断页面，选择“系统日志”：

1. 点击“开始”按钮则立即获取此设备的系统日志，获取过程中，您也可随时点击 图标下载此系统

日志。

2. 点击“结束”按钮则停止获取系统日志，则系统日志文件打包保存在 GDMS 系统。

3. 用户可以随时下载。

注意：如果超过 7 天，系统会自动停止获取。

图表 88:系统日志

抓包

在设备诊断页面，选择“抓包”：

1. 点击“开始”按钮则立即抓取设备上所有的数据包。

2. 点击“结束”按钮则停止抓包，此时系统会生成抓包文件。

3. 用户可以点击 随时下载。

注意：

1. GDMS 最多可以抓取 5分钟，如果超时会自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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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些设备型号不支持在远程抓包。

图表 89: 抓包

结束诊断

如果此设备已诊断完毕，您可以点击“结束诊断”，则会自动结束之前的系统日志获取进程。

注意：

一个设备不支持多个用户同时诊断，所以如果您已诊断完毕，建议“结束诊断”，以便其他人可以继续诊断

此设备。

历史诊断记录

您仅可以查看企业下所有设备的历史诊断记录，如下图所示：

图表 90: 诊断记录

1. 正在诊断中的设备，可以点击 继续上一次的诊断，点击 结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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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结束诊断的设备，可以点击 重新开始新的诊断，点击 查看本次诊断的结果。

3. 支持搜索某个设备的全部历史诊断，并可以查看每次诊断的结果，以便排查问题。

4. 支持选中一个或多个诊断记录，点击删除按钮，则进行删除记录。



P a g e | 88GDMS 用户使用手册

Version 1.0.0.61

告警管理

当设备使用异常或有危险操作时，GDMS 系统会将告警通知推送给用户，告警等级分为高中低。

您可以设置邮件通知和消息通知的方式。

告警通知&设置

告警通知的两种方式：系统消息通知和邮件通知。

消息通知设置

此系统消息将在主页面的 图标上提示显示。

1. 在告警管理页面点击右上角的 图标，进入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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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1: 消息通知设置

表格 25: 消息通知设置

告警内容 可以分别选中要通知的告警内容，如下：

 高等级：账号注册失败。

 中等级：设备恢复出厂设置、预约的任务执行失败（支持选择哪些任务失败要

告警）、设备离线。

 低等级：设备被重启。

订阅人 设置需要接收告警消息通知的人，从系统子级用户中选择。

注意：预约任务执行失败的告警，仅通知给任务创建人。

2. 当订阅人登录后收到告警信息，顶部的 图标摇动，鼠标移动到图标上会显示告警信息，点击可以查

看告警详情，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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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2: 未读消息图标

邮件通知设置

告警也可以发送邮件给订阅者。

1. 在告警管理页面点击右上角的 ，进入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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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3: 邮件通知设置

表格 26: 邮件通知设置

告警内容 可以分别选中要通知的告警内容，如下：

 高等级：账号注册失败。

 中等级：设备恢复出厂设置、预约的任务执行失败（支持选择哪些任务失败要

告警）、设备离线。

 低等级：设备被重启。

订阅人 设置需要接收告警邮件通知的人，从系统子级用户中选择。

注意：预约任务执行失败的告警，仅通知给任务创建人。

2. 当用户收到告警，会发送邮件及时通知用户。为防止告警邮件太频繁打扰用户，系统限制每 1 小时最多

发送 1 封告警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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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4: 告警邮件通知

查看告警

有权限的用户可以查看全部的告警内容。

注意：用户可以限制查看此模块查看权限，请到 用户管理模块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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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5: 查看告警通知

 搜索：您可以按告警类型、等级、告警时间搜索，并且支持搜索某个设备的全部告警信息。

 最新告警：告警前面的小红点，代表是最新的未读告警。你可以点击“全部置为已读”将未读告警全部

置为已读。

 查看详情：您可以点击此告警的右侧 查看告警详情，小红点会消失。

 设备诊断：对于有故障的设备，您可以点击后面的 图标，进入此设备的诊断页面。

 删除告警：支持选中一个或多个告警记录，点击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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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管理

如果您是渠道商或者运营商，可以直接从 Grandstream ERP 中获取到购买的设备列表。

此设备列表的用处：

1. 将设备下发给您的下级代理商或客户，由客户自己登录到 GDMS 系统管理设备。

2. 直接为客户配置这些设备或者升级固件，即代为客户管理设备。

注意：

如果您希望获得此功能，您需要发送申请邮件给 Grandstream，由 Grandstream admin 将您的 GDMS 帐号关联

上 ERP 帐号，才可实时获取到 ERP 的设备数据。

下级渠道管理

在 GDMS 菜单栏的渠道管理进入到渠道管理页面。

我的上级渠道绑定地址

如果您的上级渠道需要分配设备给您，他首先需要添加您为下级渠道。

您需要将此地址拷贝给您的上级渠道。

1. 点击顶部 tip 中的链接“查看我的渠道绑定地址”：

图表 96:查看我的上级绑定地址

2. 查看我的上级渠道绑定地址，支持拷贝和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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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拷贝：点击复制链接地址到白板。

• 重置地址：生成新的地址，之前的地址则作废。

添加下级渠道商

用户可以随时添加其他 GDMS 帐号作为下级渠道商，添加后，您可以将您名下的设备（来源于 ERP 或者他人

分配给你的设备）分配给他们。

1. 在“渠道管理”页面，点击右上角的“添加下级渠道”按钮，进入添加页面：

图表 97:关联下级渠道

2. 输入下级渠道的绑定地址后，按 enter 即可进关联下级渠道页面。

3. 输入此下级渠道商的备注名。

4. 点击“保存”即可添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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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添加成功后，在设备跟踪页面，可以将您名下的设备分配给这个下级渠道商。

注意：

 您可以成为多个 GDMS 用户的下级渠道商

 也可以添加多个 GDMS 用户为您的下级渠道商。

 您仅可以添加同一区域的下级渠道商（如您是美国站的，只能添加美国站的企业作为下级渠道

商）

编辑下级渠道商

支持编辑您的下级渠道商，点击渠道商后面的 按钮，仅支持编辑备注名。

图表 98: 添加备注

删除下级渠道商

支持删除您的下级渠道商，仅删除您和他的关联，删除后无法再分配设备给他。

选中需要删除的多个下级渠道商，然后点击顶部的“解除关联”按钮，即可完成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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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9: 解除关联下级渠道

设备跟踪

这里会显示以下设备：

1. 一旦您向 Grandstream 下单，Grandstream ERP 系统会将您订单中的设备同步到您的 GDMS 帐号下。

2. 一旦您向您的上级渠道商下单，您的上级渠道可以在此模块将设备分配给您，这里即可显示分配的设备。

查看设备

您可以在设备跟踪页面，查看所有从 ERP 同步过来的设备或者是其他人分配给您的设备，如下图：

图表 100: 设备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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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7: 设备跟踪

MAC 地址 设备的 MAC 地址

设备型号 设备的型号

来源 此设备的来源，分为两类：

 来源于 Grandstream ERP 数据同步，仅针对于 GDMS 帐号已被标记 ERP 属性。

 来源于您的上级渠道商分配给您的设备，会显示上级渠道商的公司名称。

入库时间 进入到您的 GDMS 帐号中的时间。

状态 已分配：代表已分配给您的下级渠道，不能再分配给其他人了。

未分配：代表还未分配

出库时间 分配出去的时间，并显示下级渠道的公司名称

您还可以根据设备型号、来源、状态，MAC 地址来搜索设备。

注意：

此设备不能直接进行更新配置文件或固件升级，您需要先做“导入设备到配置页面”操作，具体见 配置设

备章节。

收到设备通知

当您收到 ERP 同步过来的数据或者收到他人分配的设备，顶部的图标 会有小红点，代表有新消息，您

可以查看，并且点击一条信息查看设备列表。

分配设备

对于已卖给下级渠道商的设备，您可以将这些设备分配给他们，他们便可登录到 GDMS 查看这些设备并进行

管理。

您可以单个设备分配或者批量分配。

分配单个设备：

1. 在渠道关于-设备跟踪页面，直接点击设备后面的 按钮，将此设备分配给下级渠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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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1: 分配单个设备给下级渠道

2. 选择一个下级渠道商分配给他。

分配多个设备：

1. 或者点击顶部按钮的“分配给下级渠道”进行批量分配设备：

图表 102: 分配给下级渠道

2. 用户进入到批量分配设备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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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3: 批量分配设备给下级渠道

表格 28: 分配给下级渠道

选择下级渠道商 选择本次要分配的下级渠道商。

设备 选择要分配的设备列表，或者直接输入设备的 MAC 地址，支持从 Excel 表格

中快速复制黏贴。

图表 104: 拷贝或复制多个 MAC 地址

3. 点击保存后，则立即将设备分配给此下级渠道商，他将会提醒 收到设备通知。

注意：

 已分配的设备不能再进行分配。

 分配后，不能收回分配。如果确实分配错了，您可以联系这个下级渠道商，他可以将设备分配

回给您。

配置设备

如果您需要对这些设备进行管理配置，如更新配置文件、升级固件、设备诊断等，您需要将这些设备导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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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MS 的设备管理模块。

在渠道关于-设备跟踪页面，支持单个设备操作或者批量操作。

导入单个设备：

1. 点击设备后面的 按钮。

图表 105: 导入到设备管理

2. 点击 OK 按钮则完成导入，则此设备可以在 设备管理 模块进行管理

导入多个设备：

1. 点击顶部按钮“导入到设备管理”进行批量操作：

图表 106: 导入到设备管理

3. 进入到批量导入并配置设备的页面，选择要进行管理的设备，或者直接输入设备的 MAC 地址，支持从 Excel

表格中快速复制黏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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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7: 导入到设备管理

4. 点击保存后，则这些设备可以在 设备管理 模块进行管理。

5.

注意：

 一个设备只能由一个 GDMS 账号管理。如果已有其他公司的 GDMS 账号在管理此设备，则无法再

进行导入配置。

 如果您不想再管理这些设备，或将由其他人管理，您可以再 设备管理 模块中删除这些设备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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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管理

在用户管理模块允许用户查看、添加、编辑系统用户，并且支持管理角色权限。系统默认有一个管理员角色，

拥有系统的全部功能权限。

添加角色

您可以添加一个角色并分配功能权限，在系统管理-用户管理-角色页面，点击“添加角色”，进入页面，如

下图：

图表 108: 添加角色

表格 29: 添加角色

角色名称 输入此角色的备注名称

描述 此角色成员的特性描述

功能权限 勾选上此角色需要拥有的权限，支持多选，可以全选某个功能的全部功能。

注意：

如果没有此功能的权限，则界面会隐藏此功能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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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角色

您可以随时更改角色的名称、描述、功能权限。点击 按钮出现弹窗，修改后，此角色下的所有用户都生

效。

注意：无法编辑默认角色“Admin”。

删除角色

您可以随时删除一个不需要的角色，但是如果此角色下还有用户，则无法删除。

添加用户

您可以增加您企业下的子级用户，在系统管理-用户管理-用户页面，点击“添加用户”按钮，进入添加用户

页面，如下图：

图表 109: 添加子级系统用户

表格 30: 添加子级系统用户

姓名 输入此用户的姓名

邮箱 此用户登录的邮箱或通知邮箱，将会发送账号激活邮件到此邮箱。不能和其他用户邮箱重

复。

角色 选择此用户的角色，以便控制此用户的功能使用权限。

可管理的组织 分配给此用户可管理的组织，从已有的组织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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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确定后，系统会发送激活账号的邮件到此邮箱，直到对方激活账号，输入登录账号和密码，此子级用户

账号才可用。

编辑用户

您可以随时编辑用户的信息。

对于已激活的用户，点击用户后面的 按钮，进入编辑页面，您仅可以更改角色，如下图所示：

图表 110: 编辑子级系统用户

对于未激活的用户，可以修改姓名、邮箱、角色，您也可以重新发送激活邮件。

图表 111:编辑未激活的子级用户

删除用户

您可以随时删除某个子级用户，点击此用户后面的 按钮，确认删除后，此用户将无法再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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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管理

如果您希望分多个下级组织管理设备，您可以创建多组织（如客户公司、子公司），分配给多个用户分别管

理，并且组织间的设备、帐号等数据完全隔离。即某个组织下的设备等数据，仅有权限的管理员可查看并管

理。

所有设备和数据都默认在“Default”组织下。

多个组织和管理员的示意图如下：

图表 112: 分多个组织管理

切换组织

如果您有多个组织的权限，您可以切换管理。

1. 点击左上角的组织下拉框选中您要管理的组织。

2. 切换组织后，仅能查看并编辑此组织下的设备、帐号、模板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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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3:切换组织

注意：如果您仅有一个组织，则不显示此切换入口。

添加组织

如果您有创建组织的权限，可以创建组织。您可以将您的客户或子级公司作为一个组织。

1. 在右侧菜单中 系统管理-用户管理，选中“组织”tab 后，点击右上角的“添加组织”按钮

2. 填写组织的内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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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4: 添加组织

表格 31: 添加组织

组织名称 输入此组织的名称

分配用户 选择拥有此组织的管理权限的用户

克隆组织 选择复制其他组织下的数据，如选择克隆组织 A 的 sip 账号、型号模板、分组模板、

站点等数据。当创建组织成功后，就会复制此组织 A 下的这些数据。

描述 输入此组织的详细描述

3. 点击保存，则保存此组织。

4. 系统默认切换到此组织下，您可以将设备添加到此组织下进行管理。

编辑组织

您可以随时编辑组织的信息。

1. 在右侧菜单中 系统管理-用户管理，选中“组织”tab 后，可以查看名下的组织。

2. 点击组织后面的 按钮，进入编辑页面，您仅可以更改组织名称、组织的管理员、以及描述，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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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5: 编辑组织

删除组织

1. 在右侧菜单中 系统管理-用户管理，选中“组织”tab 后，可以查看名下的组织。

2. 点击组织后面的删除按钮，确认删除后，则此组织将被全部删除，包括此组织下的帐号、模板、任务、

诊断记录等数据都会被删除。

注意：如果组织下有设备，则无法删除，请先转移设备到其他组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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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日志

用户可以登录查看系统的全部操作日志，包括用户登录登出、新增设备、删除设备、新增 SIP 帐号、删除 SIP

帐号、升级固件、更改设备的配置文件、恢复出厂设置、诊断设备、创建型号模板等。

在右侧菜单中 系统管理-系统日志，可以查看系统的全部操作日志。可以根据等级、操作内容、操作人、时

间来筛选日志内容。

注意：仅可以查看最近 30 天的日志。

图表 116: 系统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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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子认证

GDMS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MFA) 是一种非常简便的最佳安全实践方法，它能够在用户名称和密

码之外再额外增加一层保护。启用 MFA 后，用户登录 GDMS 平台时，系统将要求他们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第

一安全要素），以及来自其 MFA 设备的身份验证代码（第二安全要素）。这些多重要素结合起来将为您的 GDMS

账户设置和资源提供更高的安全保护。

您可以自行购买支持的 硬件设备或虚拟 MFA 设备，为您的 GDMS 账号启用 MFA。

为增强安全性，我们建议您配置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MFA) 以帮助保护 GDMS 资源。您可以为

GDMS 账号启用 MFA。

 虚拟 MFA 设备

一种在手机或其他设备上运行并模拟物理设备的软件应用程序。

该设备将基于进行了时间同步的一次性密码算法生成一个六位数字代码。在登录时，用户必须在键入来自该

设备的有效代码。分配给用户的每个虚拟 MFA 设备必须是唯一的。用户无法从另一个用户的虚拟 MFA 设备

代码键入代码来进行身份验证。由于虚拟 MFA 可能在不安全的移动设备上运行，因此，它们可能无法提供

与硬件 MFA 设备相同的安全级别。

 硬件 MFA 设备

一台硬件设备，基于进行了时间同步的一次性密码算法生成一个六位数字代码。在登录时，用户必须键入来

自该设备的有效代码。分配给用户的每台 MFA 设备必须是唯一的。用户无法从另一个用户的设备键入代码

来进行身份验证。

MFA 设备规格

表格 32:MFA 设备规格

虚拟 MFA 设备 硬件 MFA 设备

设备 见下表 购买

费用 免费 第三方供应商价格

物理设备规格 使用您现有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

脑 ， 只 要 它 能 够 运 行 支 持 开

放 TOTP 标准的应用程序。

由第三方供应商提供的支持开

放 TOTP 标准的设备。

推荐 Microcosm 厂商的设备。

功能 在一个设备上支持多个令牌。 许多金融服务机构和企业 IT

组织采用的同一设备类型。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6238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6238
https://www.microcosm.co.uk/order/product.php?ProductID=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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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 MFA 应用程序下载

在您的手机应用程序商店为您的智能手机安装应用程序。下表罗列了一些适合各种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

表格 33: 虚拟 MFA应用程序下载

Android Google 身份验证器；Authy 双重身份验证

iPhone Google 身份验证器；Authy 双重身份验证

Windows Phone 身份验证器

启用虚拟 MFA 设备

前提：首先在您的智能手机或电脑上安装虚拟 MFA 应用程序（参考【虚拟 MFA 应用程序下载】章节）

1. 使用您的账号登录到 GDMS 平台，点击右上角的姓名，进入个人信息页面：

图表 117: 访问个人信息页面

https://support.google.com/accounts/answer/1066447?hl=en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authy.authy&amp;hl=en
https://apps.apple.com/us/app/google-authenticator/id388497605
https://apps.apple.com/us/app/authy/id494168017
https://www.microsoft.com/en-gb/p/authenticator/9wzdncrfj3rj?rtc=1&source=lp&activetab=pivot%3Aoverview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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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开启”多因子认证，并且在弹窗中选择使用“虚拟 MFA 设备”，然后点击“下一步”。

3. 此时界面上将生成并显示虚拟 MFA 设备的配置信息，包括 QR 代码图形。此图形是秘密配置密钥的表示

形式，适用于不支持 QR 代码的设备上的手动输入。

图表 118: 扫描多因子认证二维码

4. 打开您的虚拟 MFA 应用程序。确定 MFA 应用程序是否支持 QR 代码，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1) 如果您的 MFA 应用程序支持 QR 代码，可以使用该应用程序扫描 QR 代码。例如，您可选择摄像头

图标或选择类似于 Scan code 的选项，然后使用设备的摄像头扫描此代码。

(2) 如果不支持 QR 代码，点击显示秘钥，然后在您的 MFA 应用程序中键入私有密钥。

注意：如果虚拟 MFA 应用程序支持多个虚拟 MFA 设备或账户，请选择相应的选项以创建新的虚拟 MFA 设

备或账户。

5. 完成操作后，您的虚拟 MFA 设备会开始生成一次性密码。

(1) 在 MFA 代码 1 框中，输入虚拟 MFA 设备上当前显示的一次性密码。请等候 30 秒，以便设备生

成新的一次性密码。然后在 MFA 代码 2 框中输入第二个一次性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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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9: 输入 MFA 代码

6. 点击“开启认证”按钮，验证通过后，您的账号和此虚拟 MFA 设备已绑定成功。以后登录必须输入 MFA

设备代码才可成功登录。

重要：

1. 生成代码之后立即提交您的请求。如果生成代码后等待很长时间才提交请求，一次性密码 (TOTP) 很快

会过期。这种情况下，您可以重新启用设备。

2. 一个用户只能绑定一个 MFA 设备。

启用硬件 MFA 设备

前提：您已购买硬件 MFA 设备（参考【MFA 设备规格】章节）。

1. 使用您的账号登录到 GDMS 平台，点击右上角的姓名，进入个人信息页面。

2. 点击“开启”多因子认证，并且在弹窗中选择使用“硬件 MFA 设备”，然后点击“下一步”。

3. 此时进入到绑定硬件 MFA 设备界面：

https://docs.aws.amazon.com/zh_cn/IAM/latest/UserGuide/id_credentials_mfa_syn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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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0: 硬件 MFA 设备认证

4. 键入设备的秘钥，请联系厂商获取秘钥。

注意：秘钥格式要求是 Default hex seeds（seeds.txt）或者是 base32 seeds。

例子：

HEX SEED: B12345CCE6DA79B23456FE025E425D286A116826A63C84ACCFE21C8FE53FDB22

BASE32 SEED: WNKYUTRG3KE3FFTZ7UIO4QS5FBVBC2HJKY6IJLCP4QOH7ZJ12YUI====

5. 在 MFA code 1 (MFA 代码 1) 框中，输入 MFA 设备显示的六位数编码。您需要按设备正面的按钮来

显示编码。在设备刷新期间等候 30 秒，然后在 MFA code 2 (MFA 代码 2) 框中键入第二个六位数编码。

您需要再次按设备正面的按钮来显示第二个编码。

图表 121: 硬件 MFA 设备

6. 点击“开启认证”按钮，验证通过后，您的账号和此虚拟 MFA 设备已绑定成功。以后登录必须输入 MFA

设备代码才可成功登录。

https://www.microcosm.com/contact?_ga=2.143254333.982249503.1569480259-1666006805.156948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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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1. 生成代码之后立即提交您的请求。如果生成代码后等待很长时间才提交请求，一次性密码 (TOTP) 很快

会过期。这种情况下，您可以重新启用设备。

2. 一个用户只能绑定一个 MFA 设备。

移除 MFA 设备

如果您不需要 MFA 认证，您可以移除 MFA 设备，恢复普通的登录认证。

1. 使用您的账号登录到 GDMS 平台，点击右上角的姓名，进入个人信息页面。

2. 点击“移除”多因子认证，即可移除。

MFA 设备丢失或无效

如果您的 MFA 设备丢失或无法正常工作，您可以使用以下方式先移除 MFA 设备，然后再重新启用新的 MFA 设

备。

 方式 1：

如果您是子级账号， 您可以联系 GDMS 的主账号在用户管理页面移除您的多因子认证。移除后，您即可使用

密码登录 GDMS 平台，然后重新启用新的 MFA 设备。

 方式 2：

如果您是 GDMS 的主账号，无法登录 GDMS 平台，您可以联系我们的 Support，提供您的相关材料给 Support，

然后协助您移除多因子认证（仅发送移除邮件给用户，由用户输入账号密码并确认移除）。

https://docs.aws.amazon.com/zh_cn/IAM/latest/UserGuide/id_credentials_mfa_sync.html
https://helpdesk.grandstre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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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API 开发者

GDMS 平台开放了 API 接口，用户可以申请使用。点击查看 API 接口更多详情

API 文档访问地址是: https://doc.grandstream.dev/GDMS-API/

1. 点击左导航的 System-API 开发者，进入到申请页面：

图表 122: API 开发者

2. 点击“申请API开发者”后，系统会分配对应的API Client ID和秘钥给您的企业。您可以使用此API Client

ID 和秘钥调用 API 接口。

图表 123: 申请成为 API开发者

3. 如果您希望停止 API 开发者功能，可以点击“关闭 API 开发者”。

注意：

https://doc.grandstream.dev/GDMS-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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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入 API 的地址： https://www.gdms.cloud/oapi/xxx

2. 关闭后，之前的 API 秘钥会失效，无法调用 GDMS 的接口。如果重新再申请，会分配新的秘钥。

https://www.gdms.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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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用户信息

您可以查看及编辑自己的个人信息。

在右侧上点击 用户名-个人信息，进入到个人页面：

图表 124: 个人信息

表格 34: 个人信息

姓名 您的姓名，您可以编辑修改。

邮箱 您注册的邮箱，您可以修改，必须输入原密码才能修改邮箱。

登录名 用于登录的账户名，无法修改。

密码 可随时修改，必须先输入原密码，才能修改密码。

公司 您所在的公司名称

国家 您所在的国家，可修改

时区 系统中使用的时间都按此时区转换，您可以修改。

渠道信息 上级渠道绑定地址，即上级渠道需要分配设备给您，您需要将此地址给上级渠道商。见 渠

道管理 章节

复制：点击支持复制。

重置地址：点击则将换个绑定地址，其他人不能使用之前的地址添加您为下级渠道。

角色信息 您目前的角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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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出

您可以随时登出您的账号，在右侧上点击 用户名-登出。

图表 125: 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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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GDMS

您可以查看GDMS系统的版本号，以及本系统支持设备型号和固件版本最低要求和推荐版本，点击右上角的 用

户名-关于 GDMS。

图表 126: 关于 GD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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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MS 系统应用体验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http://www.grandstream.com ，以获得最新发布的网站，附加功能，常见问题解答， 新

产品的资料和新闻。

我们欢迎您浏览我们产品的相关文档, 常见问答 和 用户和开发者论坛 来回答您的一般问题。如果您已经

通过一个我司认证的代理商或经销商购买了我们的产品，请直接联系他们获得实时支持。

我们的技术支持人员都已经经过培训并准备好了回答您所有的问题。拨打技术支持热线或在网上提交问题都

可以获得深入支持。

再次感谢您使用潮流网络的设备管理系统（GDMS），它一定会给您的商务和个人生活带来便利和色彩。

http://www.grandstream.com
http://www.grandstream.com/our-products
http://www.grandstream.com/support/faq
http://forums.grandstre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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