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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此条款描述如何通过在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和Cisco Jabber for Android的办公
室反向(DVO-R)功能或者IP电话配置拨号通过思科Expressway莫比尔和远程访问工作。 

先决条件

要求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11.0(1a) SU1 (或以上)●

Cisco Jabber for Android或Cisco Jabber for iPhone 11.1 (或以上)●

思科Expressway X8.7●

使用的组件

本文档中的信息基于以下软件和硬件版本：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11.0(1a) SU1 (或以上)●

Cisco Jabber for Android或Cisco Jabber for iPhone 11.1 (或以上)●

思科Expressway X8.7●

本文档中的信息都是基于特定实验室环境中的设备编写的。本文档中使用的所有设备最初均采用原
始（默认）配置。如果您使用的是真实网络，请确保您已经了解所有命令的潜在影响。

配置

设置DVO-R

要设置DVO-R，您必须执行以下：

支持DVO-R的设置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1.
每个设备的设置DVO-R。2.
设置用户控制语音邮件避免。3.
添加远程目的地(可选)。4.
配置Jabber客户端设置。5.

Note:在配置和启用DVO-R前，请验证您的思科Jabber移动客户端能注册和做呼叫到在思科
Expressway MRA连接的企业分机。

设置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支持DVO-R

要设置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支持DVO-R，请完成以下步骤：

设置企业功能接入号码。1.
验证您有正确设备COPS文件版本。请参阅Cisco Jabber for Android版本注释或Cisco Jabber
for iPhone版本注释关于您运行的版本。

2.

如果需要，请做适当的拨号计划变动允许系统路由呼叫到移动标识电话号码对出站网关。保证
编号的格式为呼叫路由是适当的根据您的拨号计划。

3.

设置企业功能接入号码

使用此步骤设置一个企业功能接入号码(EFAN)思科Jabber DVO-R呼叫的。

Note:使用DVO-R时，当您呼叫某人，呼叫的人接收的呼叫方ID是您的企业编号而不是
EFAN。EFAN只使用作为呼叫方ID对移动标识或备选编号的回拨段。

打开Cisco Unified CM管理界面。1.
选择呼叫路由>移动性>企业功能接入号码配置。2.
选择添加新。3.
在数字域，请输入EFAN。输入是唯一在系统的DID号码。要支持拨号国际，您能加在前面此
编号与\ +。

4.

在说明字段，请输入移动性EFAN的说明。5.
(可选)请检查默认企业功能接入号码复选框，如果要做此EFAN此系统的默认。6.
选择保存。7.

//www.cisco.com/c/en/us/support/unified-communications/jabber-android/products-release-notes-l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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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也是可能的设置思科Jabber设备的一移动性配置文件(可选，如果已经配置默认EFAN)。
移动性配置文件允许您设置移动客户端的DVO-R设置。在您设置移动性配置文件后，您能分
配它到用户或到用户的一组，例如用户在区域或位置。欲知更多信息，请参阅思科Jabber部署
和安装指南关于您的版本。

设置每个设备的DVO-R

使用以下步骤设置每个TCT或僵尸程序设备的DVO-R。

添加一移动性标识到双工模式设备关联对每个用户。1.
启用在每个设备的DVO-R在双工模式设备关联与每个用户。2.
如果启用单数的伸手可及的距离(可选)，请验证工作。拨号台式电话分机并且检查在相关的移
动标识指定的电话号码敲响。

3.

添加移动性标识

Note:请使用此步骤添加移动性标识指定移动设备的编号作为目标号码。当您添加一移动性标
识时，您只能指定一个编号。如果要指定一个备选编号，例如第二个移动电话编号，您能设置
远程目的地。移动性标识配置特性与那些是相同的远程目的地配置。

打开Cisco Unified CM管理界面。1.
导航到您要配置的设备如下：
选择 Device > Phone。搜索您要配置的僵尸程序或TCT设备。选择设备名打开Phone
Configuration窗口。

2.

在相关的移动性Identity部分，请选择添加一新的移动性标识。3.
输入移动电话编号作为目标号码。您一定能路由此编号到一个出站网关。通常，编号是全双工
E.164编号。 Note:如果启用用户的DVO-R，您必须输入用户移动性标识的一目标号码。

4.

设置拨号通过办公室反向语音邮件策略为用户控制。5.

检查Enable (event)单数的伸手可及的距离复选框。6.
留下环日程在一直或设置路由呼叫的日程到移动编号在特定时间并且/或者在特定天。7.
选择保存。8.

下面的图表概要一个机器人设备的需要的移动性标识配置。

//www.cisco.com/c/en/us/support/unified-communications/jabber-android/products-installation-guides-l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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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图表概要IP电话设备的需要的移动性标识配置。

在每个设备的Enable (event) DVO-R

打开Cisco Unified CM管理界面。1.
导航到您要配置的设备如下：
选择 Device > Phone。搜索您要配置的僵尸程序或TCT设备。选择设备名打开Phone
Configuration窗口。

2.

在协议特殊化信息部分，在重路由的呼叫搜索空间下拉列表，请选择能路由呼叫到DVO-R回拨
号码的呼叫搜索空间(CSS)。

3.

在产品特殊化配置布局部分，通过办公室下拉列表设置拨号对已启用。4.
选择保存。5.
选择运用设置。6.
提示用户签字在客户端外面然后签到上一步再访问功能。7.



在以下两图表概要如何配置一机器人设备和enable (event)的DVO-R双调制解调器。

在以下两图表概要如何配置IP电话设备和enable (event)的DVO-R双调制解调器。



设置单数的伸手可及的距离(可选)

单数的伸手可及的距离(SNR)准许本地移动电话编号敲响，当某人呼叫工作编号时，如果：

思科Jabber不是可用的。在Jabber以后再变得可用，并且连接对公司网络，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回归到发出VoIP呼叫而不是使用SNR。

●

选择移动语音网络呼叫选项的用户。●

选择自动选择呼叫选项的用户，并且用户是在wi-fi网络外面。●

Note:当SNR能提高用户体验时，没有要求为了DVO-R能工作。

要设置SNR您必须完成以下：

Enable (event)单数的伸手可及的距离。1.



添加移动性标识。2.
添加远程目的地(可选)。3.
测试您的连接。4.

启用单数的伸手可及的距离

使用以下步骤启用最终用户的SNR。

打开Cisco Unified CM管理界面。1.
搜索为并且删除已经设置移动的所有现有远程目的地或移动性标识
如下电话号码：
选择设备>远程目的地。搜索目标号码。删除目标号码。

2.

配置SNR的最终用户如下：
选择用户管理>最终用户。搜索最终用户。选择用户ID打开最终用户配置窗口。在移动性信息
部分，请检查Enable (event)移动性复选框。选择保存。

3.

配置SNR的设备设置如下：
导航对Device > Phone。搜索您要配置的僵尸程序或TCT设备。选择设备名打开Phone
Configuration窗口。请输入以下信息：
软键模板：选择包括移动性按钮的软键模板。关于安装软键模板的信息，参考您的版本的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管理指南(请参阅相关信息部分或下面的图表欲知更多
信息)。移动性用户ID ：选择用户。所有者用户ID ：选择用户。值必须匹配移动性用户ID。重
路由呼叫搜索空间：选择对移动电话的路由编号的重路由的呼叫搜索空间。选择保存。

4.

Note:思科Jabber允许用户指定是与设备的移动电话编号不同DVO-R呼叫的一回拨号码和回拨
号码可及的重路由的呼叫搜索空间控制。如果用户设置DVO-R回拨号码用一个备选编号，请
保证您设置拨号计划路由呼叫到备选编号。

 在以下两图表概要如何完成最终用户的配置。



添加远程目的地(可选)

请使用此步骤添加远程目的地并且指定附加的编号作为目标号码。移动性标识配置特性与那些是相
同的远程目的地配置。另外的远程目的地可以是任一种电话号码，例如家庭电话编号、会议室房间
号或者多个移动电话编号另外的移动设备的。您能添加超过一远程目的地。

打开Cisco Unified CM管理界面。1.
导航到您要配置的设备如下：
选择 Device > Phone。搜索您要配置的僵尸程序或TCT设备。选择设备名打开Phone
Configuration窗口。

2.

在相关的远程目的地请区分，选择添加一新的远程目的地。3.
输入希望的电话号码作为目标号码。您一定能路由编号到一个出站网关。通常，编号是全双工
E.164编号。

4.

输入以下呼叫计时器的初始值。欲知更多信息，请参阅在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的在线帮助。

5.

检查Enable (event)单数的伸手可及的距离复选框。6.
设置路由呼叫的日程到移动编号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天。7.
选择保存。8.



设置用户控制语音邮件避免

Note:要防止回拨段路由对您的语音邮件的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因而终
止经历您拨号—的人的语音邮件呼叫思科建议您集您的DVO-R语音邮件策略给“用户控制’。这
保证您必须通过按在键盘的所有密钥生成DTMF音，在您的呼叫能进行前。

Caution:当启用用户控制语音邮件避免时，必须从载波顺利地传播DTMF到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为了用户能做DVO-R呼叫。

使用此步骤设置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支持用户控制语音邮件避免。

导航对移动性标识配置页(请参阅添加移动性标识)。1.
检查拨号通过办公室反向语音邮件策略设置为用户控制。2.

 下面的图表显示如何启用基于DTMF的功能。

配置思科Jabber客户端设置

在设置下在您的思科中请闲聊客户端，设置您呼叫的选项为移动语音网络(或自动选择)并且设置
DVO-R回拨号码。

回拨号码将自动地带有作为在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内的移动性标识配置的编号
。对于与回拨的DVO-R对一个备选编号，使用用户配置的备选编号。选定编号将是呼叫的编号，当
进行的DVO-R呼叫。

下面的图表概要如何配置DVO-R的Cisco Jabber for Android。



下面的图表概要如何配置DVO-R的Cisco Jabber for iPhone。

验证

下面的图表显示DVO-R的客户端呼叫流-使用移动性标识-，一旦在Cisco Jabber for Android正确地
设置。



下面的图表显示DVO-R的客户端呼叫流-使用备选编号-，一旦正确地设置。

下面的图表显示DVO-R的客户端呼叫流-使用移动性标识-，一旦在Cisco Jabber for iPhone正确地设
置。



故障排除

目前没有针对此配置的故障排除信息。

相关信息

思科Expressway莫比尔和远程访问部署指南●

思科Expressway SIP中继统一CM部署指南●

思科Expressway基本配置部署指南●

思科Jabber部署和安装指南●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功能和服务指南●

思科协作系统解决方案参考网络设计(SRND) -移动协作●

//www.cisco.com/c/dam/en/us/td/docs/voice_ip_comm/expressway/config_guide/X8-5/Mobile-Remote-Access-via-Expressway-Deployment-Guide-X8-5.pdf
//www.cisco.com/c/dam/en/us/td/docs/voice_ip_comm/expressway/config_guide/X8-5/Cisco-Expressway-SIP-Trunk-to-Unified-CM-Deployment-Guide-CUCM-8-9-10-and-X8-5.pdf
//www.cisco.com/c/dam/en/us/td/docs/voice_ip_comm/expressway/config_guide/X8-5/Cisco-Expressway-Basic-Configuration-Deployment-Guide-X8-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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