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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思科一年有限硬件保证条款
对于可以在保修期内享受的硬件保修以及各种服务，有一些特

殊的适用条款。正式的保证声明（包括适用于思科软件的保

证）可以在思科产品附带的 CD 中找到。请按照以下步骤从 CD 
或通过 Cisco.com 访问并下载思科资料册和保证文档。

1. 启动浏览器，并访问此 URL：

http://www.cisco.com/univercd/cc/td/doc/es_inpck/cetrans.
htm

将显示“保证和许可协议”页面。

2. 要阅读思科资料册，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a. 单击“资料册号码”字段，并确保已突出显示部件号 
78-5235-02F0。

b. 选择阅读文档时使用的语言。

c. 单击“继续”。 

将显示资料册中的“思科有限保证和软件许可”页面。

d. 在线阅读文档或单击 PDF 图标以 Adobe 可移植文档格
式 (PDF) 下载并打印文档。

注 您必须安装 Adobe Acrobat Reader 才能查看和
打印 PDF 文件。可以从 Adobe 的网站 
http://www.adobe.com 下载 Adobe Acrobat 
Reader。

3. 要阅读有关您的产品的已翻译和本地化的保证信息，请按照
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a. 在“保证文档号码”字段中输入此部件号：
78-10747-01C0

b. 选择查看文档时使用的语言。

c. 单击“继续”。 

将显示“思科保证”页面。

d. 在线阅读文档或单击 PDF 图标以 Adobe 可移植文档格
式 (PDF) 下载并打印文档。

您也可以访问思科服务和支持网站 

http://www.cisco.com/public/Support_root.shtml 获取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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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保修期

壹 (1) 年

硬件的更换、修理或退回程序

思科及其服务中心将在收到退回材料授权 (RMA) 请求后，尽商
业上合理的努力在十 (10) 个工作日内将替换部件运送给您。实
际的交付时间可能会因客户地点而异。

思科具有按购买价格退款的权利，并以此作为其排他的保证补

偿。

获得退回材料授权 (RMA) 号

与销售产品的公司联系。如果是直接从思科购买的产品，请与

思科销售代表和服务代表联系。 

填写以下信息并妥善保存，以备参考。 

2  概述
本指南旨在帮助您快速安装和使用 Cisco 7902G IP 电话。

3  连接电话
很可能是系统管理员或技术人员将新的 Cisco IP 电话连接至公司
的 IP 电话网络。如果并非上述情况，自己连接电话也很容易。

请参见图 1 找到电话背面的端口。 

公司产品购自

公司电话号码 

产品型号

产品序列号

维修合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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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isco 7902G IP 电话的电缆连接

1 网络（以太网）端口 (10 BASE T)

2 听筒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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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照以下步骤将 Cisco IP 电话连接至公司的 IP 网络。 

步骤 1 请确保在连接电话之前先阅读第 21页的第安全注意事
项节。此外，请验证系统管理员已准备好要将您的电话

连接至网络。

步骤 2 使用电话附带的以太网电缆将电话背面的网络端口与工

作区的以太网端口连接起来。 

步骤 3 将听筒连接至听筒端口。确保将电话线的未盘绕长度较

长的一端连接至电话本身。

步骤 4 如果系统管理员提供的是带电源的 Cisco IP 电话，请
将电源连接至电话背面的适配器端口。然后使用电源电

缆将电源连接至工作区的标准电源插座上。

如果系统管理员提供的是不带电源的电话，则可能需要

通过以太网连接为电话供电。

将 Cisco IP 电话连接至电源后，将开始启动进程。电话通过三
个 LED（听筒、“不挂机”和“菜单”按键）组合来指示电话
的启动进程。几分钟后，启动完成，电话就可以使用了。如果

您遇到任何困难，请参考第 15页的第一般故障排除提示节或与
系统管理员联系。

注意 如果要使用本地电源为电话供电（而不是通过以太

网连接供电），请仅使用专门与 Cisco IP 电话配合
使用的思科 48 伏电源。

3 直流适配器端口 (DC48V)

4
带有直流输出连接器的电源。（可选。 仅在不通过以太网
连接供电时才需要。）

5
带有墙上交流插头的电源电缆。仅当您的电话使用外部电

源时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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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听筒支架

连接电话时，您可能需要调整听筒支架以确保接收器不会滑出

听筒架。这在电话挂在墙上时尤其重要。请参考下表获取说明。

图 2 使用听筒支架

提示 如果以太网电缆的护套包住了 RJ-45 连接器，此护套可
能会使电话无法稳固地放置在工作区或桌面上。要解决

此问题，请向后拉动电缆护套以露出 RJ-45 连接器。

1 将听筒放在一边，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听筒支架中的方形塑

料卡舌并将其拉出。

2 将卡舌旋转 180 度。

3 将卡舌滑回听筒支架，且卡舌顶部的延长部分向外伸出。

将听筒放回支架。卡舌将钩住听筒的槽孔，确保听筒不会

滑出支架。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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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isco 7902G IP电话简介
Cisco 7902G IP 电话是可以通过 IP（网际协议）网络提供语音
通讯的基本电话。此电话使您可以拨出和接收电话呼叫，并支

持基本电话的功能，例如呼叫不挂机、呼叫等待、呼叫转发、

呼叫转接、重拨和会议呼叫。

Cisco 7902G IP 电话概述
请参见以下图例和表以识别 Cisco 7902G IP 电话上的按键和
部件。

图 3 Cisco 7902G IP 电话的功能

1 Cisco IP 电话系
列类型

表明您的 Cisco IP 电话所属的系列。

2 标签和塑料护盖 用塑料膜保护的纸标签，用于指示您

的电话号码。 您也可以将快速拨号号
码记在此标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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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按键

重拨

转接

会议

留言

使您可以使用重拨、转接、会议和留

言功能。

4 音量按键 增大或减小听筒的音量。同时还可以

控制振铃音量（连接时）。

5 不挂机按键 根据线路的状况，将正在进行的呼叫

转为不挂机状态、恢复处于不挂机状

态的呼叫，或在正在进行的呼叫和处

于不挂机状态的呼叫之间进行切换。

6 “菜单”按键 此按键可用于进入交互语音响应 (IVR) 
系统查看电话配置。您应当仅在系统

管理员的指导下使用此按键。

注 如果不小心按了此按键进入 
IVR，请挂断电话退出。

7 拨号盘 与传统电话拨号盘的使用方式一样。

8 听筒（带指示灯） 功能与传统听筒类似。听筒顶部的指

示灯在电话振铃时闪烁，在有新的语

音留言时会一直亮着（取决于您的留

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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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电话的提示
本节提供了开始使用 Cisco 7902G IP 电话的快速提示。有关功
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1页的第使用其他功能节。

• 如何拨出呼叫？，第  9 页

• 如何应答呼叫？，第  9 页

• 如何结束呼叫？，第  9 页

• 如何将呼叫转为不挂机状态？，第  9 页

• 如何调节听筒的音量？，第  10 页

• 如何调节振铃音量？，第  10 页

如何拨出呼叫？ 
可以使用以下任一方法拨出呼叫：

• 拿起听筒拨号。

• 拿起听筒，将面板上与已设置的快速拨号号码相关联的数字
按住大约两秒钟。

• 提起听筒并按“重拨”功能按键拨打上一次拨打的号码。

如何应答呼叫？

• 拿起听筒。

如何结束呼叫？

• 放下听筒。

如何将呼叫转为不挂机状态？

• 按“不挂机”按键。 

“不挂机”按键指示灯将呈红色亮起。

• 要返回处于不挂机状态的呼叫，请按下亮起的 “不挂机”
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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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不挂机状态的呼叫仍处于活动状态，即使您与对方听不见

彼此的声音。您可以在呼叫处于不挂机状态时应答或拨出其他

呼叫。

注 由于使用“不挂机”功能会播放音乐或发出哔声，因

此请不要将会议呼叫转为不挂机状态。

如何调节听筒的音量？

• 当听筒处于使用状态时，按“音量”按键的上部或下部。 

松开“音量”按键时，音量设置将自动保存。

如何调节振铃音量？

• 当听筒处于未使用状态（在听筒架中）时，按“音量”按
键的上部或下部。

松开“音量”按键时，音量设置将自动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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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其他功能
当您可以轻松地使用 Cisco 7902G IP 电话拨出呼叫并完成其他
基本电话任务时，可以使用本节学习电话的其他功能。

• 如何使用语音邮件？，第  11 页

• 如何设置会议呼叫？，第  12 页

• 如何使用呼叫等待？，第  12 页

• 如何转接呼叫？，第  13 页

• 如何转发所有呼叫？，第  13 页

• 如何使用快速拨号？，第  14 页

如何使用语音邮件？

您的电话管理员将选择您的电话使用的语音邮件系统。有关如

何使用语音邮件系统的信息，请参考系统附带的文档。例如，

如果管理员将电话系统配置为与 Cisco Unity 配合使用，您需要
参考有关与语音邮件配合使用的 Cisco Unity 文档。

设置语音邮件：

• 按下 Cisco IP 电话上的“留言”功能按键，并按照语音说
明进行操作。 

您的系统管理员将为您提供一个默认的密码。

查看语音邮件：

• 按下“留言”功能按键，并按照语音说明进行操作。

注 您的语音邮件号码也可能被预先设置为快速拨号号码。

请与系统管理员联系获取此号码。

提示 当您有一个或多个新的语音邮件留言时，电话听筒上的

红色指示灯将一直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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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置会议呼叫？

要将两方呼叫转为会议呼叫，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步骤 1 在呼叫期间，按“会议”功能按键。此操作将自动激
活一条新的线路并使第一方处于不挂机状态。

步骤 2 呼叫其他号码或分机。

步骤 3 当呼叫接通时，再次按“会议”将新的呼叫方加入会
议呼叫。

注 一旦会议呼叫的发起者挂断了电话，就不能再

加入新的呼叫方。

如何使用呼叫等待？

如果在您通话时另一个呼叫呼入，您将听到呼叫等待提示音或

看见听筒上的指示灯闪烁（取决于电话的配置）。

应答新的呼叫：

步骤 1 按“不挂机”按键。 

进行此操作后，原来的呼叫将转为不挂机状态。

步骤 2 要返回原来的呼叫，请按“不挂机”按键。您可以继
续使用“不挂机”按键在呼叫之间进行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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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转接呼叫？

将呼叫转接到其他号码或分机：

步骤 1 在呼叫期间，按“转接”功能按键。此操作将自动使
呼叫转为不挂机状态。

步骤 2 拨打要将呼叫转接至的号码或办公室分机。

步骤 3 当另一端的振铃响起时，再次按“转接”。或者在对方
应答时，说明转接的呼叫并按“转接”。

如果需要，请按“不挂机”按键返回原来的呼叫。

如何转发所有呼叫？

将所有拨入呼叫转发至另一号码：

步骤 1 拿起听筒，按 * * 1。您将听到短促的确认音。然后输
入要将呼叫转发至的电话号码。 

您将再次听到短促的确认音，表明呼叫转发已生效。

步骤 2 要取消呼叫转发，请拿起听筒并按 * * 2。 

您将听到短促的确认音，表明呼叫转发已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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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转发提示

• 您可以使用呼叫转发功能将拨入呼叫转至其他 Cisco IP 电话
或传统模拟电话。

• 如果启用了呼叫转发并且转发的号码没有应答（通过人工、
应答机或语音邮件系统），呼叫将被重新转接到您的语音邮

件系统。

• 当您不在电话旁边时，可以通过计算机访问 Cisco 
CallManager 用户选项网站来设置呼叫转发功能。要访问此
站点，请咨询系统管理员获取 URL 和默认密码。

如何使用快速拨号？

使用 Cisco CallManager 用户选项网站最多可在电话上设置四
个快速拨号按键。要访问此站点，请咨询系统管理员获取 URL 
和默认密码。

创建快速拨号号码后，您就可以通过电话进行快速拨号呼叫。 

使用快速拨号：

• 在面板上按住 （大约 2 秒钟）您指定为快速拨号号码的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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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何获取更多信息
如果在安装或使用 Cisco 7902G IP 电话时遇到问题，应当首先
与系统管理员联系。

如果可能，系统管理员会建议您访问用户选项网站，您可以在

该站点上在线控制电话的某些功能。例如，您可以通过此站点

设置呼叫转发和建立快速拨号。

一般故障排除提示

请参考下表以获取电话的一般故障排除信息。

问题 说明

电话连接至电源后，“不

挂机”和“菜单”按键亮

起或闪烁。

电话未正确初始化。请与可以帮助

您排除故障的系统管理员联系。

无拨号音。 检查所有的电缆连接是否稳固，电

话是否正确连接至电源。请参见

第 3页的第连接电话节。

电话不振铃。 检查振铃音量设置。请参见第 10
页的第如何调节振铃音量？节。

不小心按了“菜单”按

键，并进入 IVR 系统。
挂断电话退出。 

电话的“不挂机”按键呈

红色闪烁，同时“菜单”

按键呈绿色闪烁。

正在升级电话固件。升级完成后，

电话上的所有的 LED 都应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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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文档

思科提供了一些获取文档、技术协助和其他技术资源的方法。

以下各节介绍了如何从思科获取技术信息。

Cisco.com

从下面的 URL 中可以获得万维网上最新的思科文档：

http://www.cisco.com/univercd/home/home.htm

可以通过以下 URL 访问思科网站：

http://www.cisco.com

可以通过以下 URL 访问思科国际网站：

http://www.cisco.com/public/countries_languages.shtml

文档 CD-ROM
在随产品附带的思科文档 CD-ROM 程序包中可以找到思科文档
和其他资料。文档 CD-ROM 每月更新一次，它比书面文档内容
更新。 CD-ROM 程序包可以单独购买，也可以按年度订阅。

注册的 Cisco.com 用户可以通过在线订阅商店订购文档 
CD-ROM（产品号 DOC-CONDOCCD=）：

http://www.cisco.com/go/subscription

订购文档

您可以通过以下 URL 找到订购文档的说明：

http://www.cisco.com/univercd/cc/td/doc/es_inpck/pdi.htm

订购思科文档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 注册的 Cisco.com 用户（思科直接客户）可以从“网络产
品市场”订购思科产品文档：

http://www.cisco.com/en/US/partner/ordering/index.shtml

• 注册的 Cisco.com 用户可以通过在线订阅商店订购文档 
CD-ROM（客户订单号 DOC-CONDOCCD=）：

http://www.cisco.com/go/subscription

• 未注册的 Cisco.com 用户可以拨打思科公司总部（美国加
利福尼亚）电话 408 526-7208，或者北美洲其他地区的电
话 800 553-NETS (6387)，通过当地的业务代表订购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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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反馈

可以在 Cisco.com 上以电子方式提交意见。在思科文档主页上，
单击页面顶部的“反馈” 。

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意见发送到 bug-doc@cisco.com。

可以填写文档封面后面的回执卡将您的意见邮寄给我们，也可

以写信寄到以下地址：

Cisco Systems
Attn：Customer Document Odering
170 West Tasman Drive
San Jose, CA 95134-9883
USA

我们欢迎您提出宝贵意见。

获得技术协助

思科提供的 Cisco.com（包括思科技术协助中心 [TAC]网站），
可以作为获得所有技术协助的起始点。客户和合作伙伴可以从

思科 TAC网站获取在线文档、故障排除提示和配置样例。
Cisco.com 注册用户对思科 TAC网站（包括 TAC 工具和实用
程序）上的技术支持资源具有完全的访问权限。 

Cisco.com

Cisco.com 提供了一套交互式网络服务，使您可以在任何时间和
任何地点访问思科信息、网络解决方案、服务、程序和资源。 

Cisco.com 提供了广泛的功能和服务以帮助您完成以下任务：

• 简化业务流程和提高生产率

• 利用在线支持解决技术问题

• 下载和测试软件程序包

• 订购思科培训资料和产品

• 注册以获得在线技能评估、培训和验证程序

要获得自定义的信息和服务，您可以通过以下 URL 在 
Cisco.com 上注册：

http://www.ci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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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协助中心

思科 TAC 为所有客户提供有关思科产品、技术和解决方案方面
的技术协助。支持等级有两种：思科 TAC网站和思科 TAC 升
级中心您应该根据问题的优先级和服务合同的条款（如果适

用）选择支持途径。

我们根据紧急程度将思科 TAC 问题分为以下几类：

• 优先级 4 (P4) - 您需要获得有关思科产品功能、产品安装或
基本产品配置的信息或协助。

• 优先级 3 (P3) - 您的网络性能下降。网络功能显著降低，但
是大部分业务运作仍能继续。

• 优先级 2 (P2) - 您的生产网络的性能严重下降，影响了主要
业务的运作。没有其他替代办法。

• 优先级 1 (P1) - 您的生产网络停止运行，如果不能快速恢复
服务，将对业务运作造成严重影响。没有其他替代办法。

思科 TAC 网站

您可以使用思科 TAC网站提供的信息独立解决 P3 和 P4 问题，
从而节约成本和时间。您可以使用该站点随时访问联机工具、

知识库和软件。要访问思科 TAC网站，请访问以下 URL：

http://www.cisco.com/tac

与思科签订了有效服务合同的所有客户、合作伙伴和经销商对

思科 TAC网站上的技术支持资源具有完全的访问权限。思科 
TAC网站上的某些服务需要 Cisco.com 登录 ID 和密码。如果
具有有效的服务合同但是没有登录 ID 或密码，请访问以下 URL 
进行注册：

http://tools.cisco.com/RPF/register/register.do

如果您是 Cisco.com 注册用户，但是无法通过思科 TAC网站上
的信息解决技术问题，则可以通过以下 URL 打开一个在线案
例：

http://www.cisco.com/en/US/support/index.html

如果您可以访问 Internet，我们建议您通过思科 TAC网站打开 
P3 和 P4 案例以便您可以使用自己的语言描述情况并附加所有
需要的文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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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TAC 升级中心

思科 TAC 升级中心负责处理有关级别 1 或级别 2 的问题。如果
网络性能严重降低并对业务运作的影响很大，请指定为这些分

类。如果您就 P1 和 P2 问题咨询 TAC 升级中心，思科 TAC 的
工程师会自动打开案例。

要获得当地的免费思科 TAC 电话号码目录，请访问以下 URL：

http://www.cisco.com/warp/public/687/Directory/DirTAC.shtml

呼叫前，请与网络运行中心核实，确定您公司享受的思科支持

服务的级别：例如 SMARTnet、 SMARTnet Onsite 或者网络支
持账户 (NSA)。呼叫中心时，请准备好您的服务协议号码和产
品序列号。

获取其他出版物和信息

可以通过各种在线和印刷资源获取有关思科产品、技术和网络

解决方案的信息。

• 思科产品目录介绍了思科提供的产品以及订购和客户支持服

务。可以通过以下 URL 访问思科产品目录：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roducts_catalog
_links_launch.html

• 思科出版社出版了各种网络出版物。对于新用户和有经验的
用户，思科建议使用以下书目：Internetworking Terms and 
Acronyms Dictionary、 Internetworking Technology 
Handbook、 Internetworking Troubleshooting Guide和
Internetworking Design Guide。要了解思科出版社的最新书
目和其他信息，请通过以下 URL 在线访问思科出版社：

http://www.ciscopress.com

• 思科每月定期出版 Packet杂志，为业内专业人士提供有关网
络领域的最新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 URL 访问 Packet杂志：

http://www.cisco.com/en/US/about/ac123/ac114/about
_cisco_packet_magazi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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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科每月定期出版 iQ Magazine ，为企业领导和决策者提供
有关网络领域的最新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 URL 访问 iQ 
Magazine： 

http://business.cisco.com/prod/tree.taf%3fasset_id=44699
&public_view=true&kbns=1.html

• 思科每季度出版 Internet Protocol Journal，主要面向从事
公用及专用互联网和内联网设计、开发和操作的工程专业人

士。您可以通过以下 URL 访问 Internet Protocol Journal：

http://www.cisco.com/en/US/about/ac123/ac147/about
_cisco_the_internet_protocol_journal.html

• 培训 - 思科提供了世界一流的网络培训，以下 URL 列出了
最新网络培训内容：

http://www.cisco.com/en/US/learning/le31/learning_
recommended_training_l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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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全注意事项
在安装或使用 Cisco 7902G IP 电话之前，请先阅读以下信息。

《Cisco 7900 系列 IP 电话管制条例和安全信息》 (Regulatory 
Compliance and Safety Information for the Cisco IP Phone 
7900 Series)中包含了已翻译的警告。产品附带此文档，并可以
从以下网站找到此文档：

http://www.cisco.com/univercd/cc/td/doc/product/voice
/c_ipphon/index.htm

警告 此警告符号表示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您的身体可

能会受到伤害。在使用任何设备之前，您应了解电

路可能造成的危害并熟悉一般惯例以防止事故的发

生。要查阅本出版物中警告的译文，请参考此设备

附带的《管制条例和安全信息》 (Regulatory 

Compliance and Safety Information)。

警告 在将系统连接至电源之前，请先阅读安装说明。

警告 请勿在发生闪电期间对系统进行操作或者连接或断

开电缆。

警告 为避免触电，请勿将安全超低电压 (SELV) 电路连接

至电话网络电压 (TNV) 电路。LAN 端口包含 SELV 

电路，WAN 端口包含 TNV 电路。某些 LAN 和 

WAN 端口使用 RJ-45 连接器。连接电缆时请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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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警告适用于外部电源的 Cisco IP 电话：

警告 本产品的短路（电流超载）保护取决于建筑物的安

装。确保相位导体（所有承载电流的导体）上使用

的保险丝或断路器不超过 120 VAC， 15A（美国）

或 240 VAC， 10A（国际）。

警告 此设备设计为与 TN 电力系统配合工作。

警告 组合开关插座必须放在可随时触及的位置，因为它

是主要的断开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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