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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快速安装

wget http://file.qzlink.com/install.sh && sh install.sh freeswitch=1 mysql=1
或者（调用前请确定已发布）

wget http://file.qzlink.com/install_choice.sh && sh install_choice.sh freeswitch=1 mysql=1
version=1.4（或者 1.5、 1.6 、1.7 代表安装不同版本的 Freeswitch ）

详细安装步骤

安装约定

版本约定

系统默认版本：Centos6.5 64bit (或 Centos 6.x )
操作系统需要用户选择配置；以下模块默认版本为软件内置：

JDK 默认版本：Java 1.8.0_73 64bit
Tomcat默认版本：Tomcat 8
Mysql 默认版本：Mysql 5.x
Redis 默认版本：Redis 3.0.7
Netty 默认版本：Netty 4.x
浏览器适配版本：优先支持 Chome 浏览器

路径约定

Freeswitch:默认安装路径强制为：/usr/local/freeswitch
(如果您已经安装了 Freeswitch ，请保证路径正确。)

Freeswitch默认版本是：1.5.8 64bit
(可选 Freeswitch 版本的安装脚本正在测试，近期发布)

Tomcat默认的安装路径强制为：/root/tomcat
Redis 默认的安装路径强制为：/usr/local/redis
Java默认的安装路径强制为：/usr/java

http://file.qzlink.com/downloads/install.sh
http://file.qzlink.com/downloads/install.sh


下载安装脚本

系统在北京、上海、香港、美国、深圳 5个区域部署了安装代码镜像；

安装脚本会自主选择最快的地址下载安装所需要的安装文件，加快安装步骤。

下载地址

wget http://file.qzlink.com/install.sh
注：可选择 Freeswitch版本的安装脚本地址是：

wget http://file.qzlink.com/install_choice.sh (未发布)

安装命令

sh install.sh freeswitch=1 mysql=1
选择版本安装命令(未发布)
sh install_choice.sh freeswitch=1 mysql=1 version=1.4/1.5/1.6/1.7

参数说明

freeswitch=1 代表安装 freeswitch , freeswitch=0代表不安装 Freeswitch
mysql=1 代表默认本机安装 mysql 数据库, mysql=0代表不安装 Mysql
version=1.4/1.5/1.6/1.7 代表可选择安装的 Freeswitch版本

1.4代表默认的 Freeswitch 版本是：Freeswitch 1.4.26
1.5系统默认的 Freeswitch 版本是：Freeswitch 1.5.8
1.6系统默认的 Freeswitch 版本是：Freeswitch 1.6.9
1.7系统默认的 Freeswitch 版本是：Freeswitch 1.7.0

如果已经安装了 freeswitch 请设置 freeswitch=0
如果数据库不安装在本机，请设置 mysql=0

执行安装步骤

http://file.qzlink.com/downloads/install.sh
http://file.qzlink.com/downloads/install.sh


整个安装过程大概持续 15到 30分钟，视服务器网速和服务器性能而定。

sh install.sh freeswitch=1 mysql=1
或者

sh install_choice.sh freeswitch=1 mysql=1 version=1.5
安装进度：



到这里安装完毕

请执行以下命令，让 Java环境变量生效



source /etc/profile
然后打开网页，进入系统后台

http://120.76.45.253:8080 （该 IP是您的服务器 IP，后台端口默认是 8080，可以修改）

安装完毕，当前目录如图

系统初始化配置

Step 1首次登录系统，需要上传 License；

Step 2 复制机器码，然后点击获取 License 跳转到授权页面

Step 3 注册授权账户



Step 4 获取授权 登录成功后，点击增加服务器，复制机器码，填写服务器自

定义名称；点击创建

Step 5 查看授权记录 如果没有失败提示，等下可以看到系统添加了一个服

务器 IP 记录；确认无误后付款。



Step 6上传授权

可以点击试用按钮，系统会生产 license文件，您可以试用七天；

点击选择文件按钮，

点击上传按钮，

然后点击验证按钮，

Step 7 授权验证 验证成功后系统会跳转到 安装环境检查页面



Step 8 配置数据库和密码

安装费率数据说明： 勾选该选项，则系统自动安装 73950 条费率数据，包括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各大运营商费率数据，可以根据需要修改。

点击安装按钮，如果数据库信息配置正确，将会看到如下提示



Step 9 首次运行自检

数据库初始化完成后，页面跳转到 首次运行自检页面

请根据提示，按需点击修复按钮修复；

这些自检模块大部分是根据业内专业人士的经验设定；



修复完毕 如下：



Step 10 系统自动重启

点击下一步，系统进入安装完成提示页面，系统自动重启。

请点击刷新按钮或者 F5刷新页面

用户查询地址是 SIP话机，代理用户查询相关信息的入口；

Highswitch 管理地址是 Highswitch总后台的入口。

Step 11 第一次登入总后台

输入您在配置数据库和缓存服务器时候配置的后台账户密码，点击登录



Step 12 系统初次登录全局变量设置向导，不需要可以跳过

邮箱服务器设置：未来如果用户欠费或者余额不足或 CDR 报告，会发邮件通知提醒；

VOIP参数设置：

设置系统全局默认可以拨号的国家或地区，不在这个变量范围的禁止呼叫；

默认可以拨打的最高费率设置：如设置为 0.3，那么某些国家费率超过 0.3 每分钟都会

被过滤，不可以呼出；

电话会议开关：打开可以使用 freeswitch正常的自带会议功能；

压力测试开关：打开这个，可以接受 SIPP 压力测试，详见下文。

录音设置：如果需要录音，录音的方式选择，支持 FTP，阿里云 OSS、本地硬盘（默认）





点击下一步或跳过 进入首页，以后再次登录总后台，即可以看到该页面。

详细介绍请看“管理员手册”

如何修改 Freeswitch和 Tomcat 端口

系统安装完毕看到以下文件

highswitch-port highswitch-status install.log tomcat



highswitch-port 修改 tomcat freeswitch 端口；

highswitch-status 系统管理命令 可以查看监控状态，重启、停止等；

Install.log 安装日志

tomcat web系统 web管理程序

修改 Freeswitch 默认端口 5060 5080：
sh highswitch-port tomcat=80 internal=5070 external=5090

可以看到端口已经修改成功



如何修改 DB数据库连接地址

sh highswitch-update-db ip/doman db_port db_name db_user db_password
该命令暂未公开发布，如果需要请在后台- 系统--问题反馈提交工单。

如何重启整个系统

sh highswitch-status status 查看系统个模块的状态

sh highswitch-status stop 停止整个系统

sh highswitch-status start 启动整个系统

sh highswitch-status restart 重启整个系统

如何压力测试

首先在详细安装步骤 Step 12 VOIP 参数设置打开了压力测试开关；

或者登录总后台修改全局变量，或者点击全局变量配置向导再次配置：

系统自带了 SIPP3.3的测试工具包，地址是：/root/tomcat/test/sipp-3.3



cd /root/tomcat/test/sipp-3.3
执行命令：（注意替换红色的 IP）
低压测试：（接通后系统会持续播放自带语音）

./sipp -sn uac -s low_stress -r 5 -d 50000 -trace_err -rtp_echo 47.90.18.11:5080
高压测试：(开启了实时录音)
./sipp -sn uac -s high_stress -r 5 -d 50000 -trace_err -rtp_echo 47.90.18.11:5080
关于 sipp 常用命令和操作手册，请参考 SIPP相关文档，

该测试场景比较简单，如需要更丰富的测试场景，请自行查阅资料。

安装失败怎么办

失败原因：

1、下载的时候某些文件下载不全，导致安装失败，请重新安装即可；

2、已经看到网页提示系统将在 2分钟内重启，但是重启失败，页面刷新无法链接怎么办？

检查文件/usr/local/freeswitch/conf/sip_profiles/internal.xml ；
开机自检点击修复按钮时，因为网络原因可能导致某些字段注释打开的时候失败，会存

在不配对的 <!-- --> 注释，请删除多余的半个尖括号即可。

然后在/root目录下执行 sh highswitch-status restart 试试看。

如图 session-timeout 只有后半部分打开，前半部分残留<!-- 半个尖括号，删除了即可

这个异常是小概率事件，我们会尽快解决；

3、其他原因失败，请发邮件 lance@qzlink.com
邮件标题：highswitch安装故障

邮件正文：IP：xxx.xxx.xxx
账户+ 密码

简单描述原因，提供截图和自己的分析最佳。

其他

系统支持安装在 Amazon 、Aliyun 等云平台和各类独立 Server服务器；

系统暂不支持在腾讯云服务器上安装（腾讯云分配的独立 IP 绑定在网关，通过 NAT映
射到用户的服务器，服务器不直接绑定独立 IP）；

系统支持 VPS安装，不建议。

系统建议硬件配置：Intel CPU全系列，2G以上内存，20GB 以上硬盘（SSD 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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