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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本文档详细介绍如何在思科 CallManager 4.0(x) 中创建语音信箱端口。思科 CallManager 4.0(x) 中
的语音信箱端口配置不同于之前版本的思科 CallManager。在思科 CallManager 4.0(x) 中，创建语
音信箱引导数量和配置文件允许系统管理员在思科 CallManager 中配置多个语音信箱服务器。

可以手动配置或使用语音信箱端口配置向导配置思科 CallManager 语音信箱端口。

Prerequisites

Requirements

There are no specific requirements for this document.

Components Used



本文档中的信息是基于思科 CallManager 4.0(x)。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document was created from the devices in a specific lab environment.All of
the devices used in this document started with a cleared (default) configuration.If your network is
live, make sure that you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any command.

Conventions

Refer to Cisco Technical Tips Convention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document conventions.

手动创建语音信箱端口

按照这些章节中介绍的步骤在支持 Cisco Unity 语音信箱的思科 CallManager 4.0(x) 中手动创建语
音信箱端口。

步骤 1：添加语音信箱端口

完成下面这些步骤。

选择功能 > 语音信箱 > 思科语音信箱端口，然后点击添加新语音信箱端口。1.

输入语音信箱端口要使用的命名规范。（以思科文档为例，思科使用 CiscoUM1-V1#）。
VI1、VI2 等为连续端口。对于 Cisco Unity，此名称必须与 Unity Telephony Integration
Manager (UTIM) 配置文件中的名称相匹配，例如 CiscoUM-VI1 或 Cisco UM-VI2。有关其他
信息，请参阅添加思科语音信箱端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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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添加您的信息后，点击插入。Note: 为您购买的端口许可证号，手动配置每个 CiscoUM1-VI
端口。

3.



步骤 2：创建线路组

完成这些步骤，创建要关联语音信箱端口的线路组。

从思科 CallManager 管理页面选择路由计划 > 路由/寻线 > 线路组。1.



点击添加新线路组。2.



添加线路组名称，填写其他选项，然后点击并突出显示第一个目录编号。3.



点击添加到线路组。您将需要为所有语音信箱端口目录编号执行此操作。4.



在添加语音信箱端口目录编号后，突出显示任何 DN 并按照下图所示顺序上下移动 DN。5.



点击插入，添加线路组。6.



下图为添加到线路组的目录编号的截图。



步骤 3：将线路组添加到寻线列表

完成这些步骤，将新创建的线路组添加到寻线列表。

从思科 CallManager 管理页面选择路由计划 > 路由模式/寻线引导 > 路由/寻线列表。1.



选择添加新的路由/寻线列表。2.



添加一个路由/寻线列表名称并选择您想要将设备注册到其中的思科 CallManager 组。3.

当系统提示您将线路组添加到寻线列表时，点击确定以继续。4.



点击添加线路组，调出包含所有线路组的下拉列表框。5.

选择您创建的线路组，然后点击插入以继续。6.



当消息显示线路组已插入到寻线列表中，点击确定以继续。7.



此界面显示与寻线列表关联的线路组。8.

执行以下步骤完成您的配置：Note: 以下步骤 4 至 7 同时适用于手动配置和向导配置。步骤
4：配置留言通知指示灯目录号码步骤 5：配置语音信箱引导目录号码步骤 6：为用户配置语音
信箱配置文件步骤 7：添加路由模式

9.

使用语音信箱端口向导创建语音信箱端口

执行这些部分介绍的步骤，使用语音信箱端口向导创建语音信箱端口。

步骤 1：开启语音邮件端口向导

完成下面这些步骤。

选择功能 > 语音信箱 > 思科语音信箱端口向导。1.
输入语音信箱端口要使用的命名规范（思科文档示例使用 CiscoUM1）。点击下一步继续。2.



选择您获得许可的语音信箱端口数量（在本示例中为 16 个端口）。3.



单击 Next。4.



填写以下字段，然后点击下一步继续。5.



输入语音信箱端口需要以其为开头的起始目录编号。完成后，点击下一步继续。Note: 第一个
语音信箱端口不能与语音信箱引导编号相同。语音信箱引导编号是为 PSTN 主叫方可以接通的
目录编号配置的。以下语音邮件端口目录号码可以位于任何编号范围内。目录号码不需要是连
续的，但为了方便安装，最好使它们保持连续。

6.



步骤 2：配置语音信箱端口

较之前版本的思科 CallManager，此步骤有重大更改。当您需要关联多个网关时，语音信箱端口配
置是通过线路组完成的，与路由组配置类似。线路组允许您为每个语音信箱端口设置前转选项，从
而设置 CallForwardBusy 和 CallForwardNoAnswer 来使呼叫始终会路由到下一个可用的语音信箱
端口。

选择是，将目录号码添加到新线路组，然后点击下一步。1.



输入线路组名称（如下所示），然后点击下一步。2.



显示如何配置语音信箱端口的说明。单击 完成。弹出进度消息。3.



步骤 3：添加路由/寻线列表和路由模式/寻线引导 DN



将语音信箱端口添加到线路组后，系统将提示您添加路由/寻线列表和路由模式/寻线引导 DN。完成
下面这些步骤。

点击路由/寻线列表。1.

添加新路由/寻线列表。2.



输入路由/寻线列表的名称，然后点击插入。3.



当系统提示您添加路由/线路组时，点击确定以继续。4.



点击添加线路组。5.



选择在前面步骤中创建的线路组。6.



点击插入将线路组添加到寻线列表...然后，系统会提示您重置寻线列表。点击确定继续操作。7.





点击重置按钮，重置寻线列表。8.



步骤 4：配置留言通知指示灯目录号码

执行这些步骤配置留言通知目录号码（MWI 开/关）。这些目录号码用于开启/关闭 IP 电话上的留言
指示灯。

在思科 CallManager 管理页面，选择功能 > 语音信箱 > 留言通知。1.



点击添加新的留言通知号码。2.



输入您想要用来开启留言指示灯的 MWI 目录号码，然后点击插入，添加 MWI 开启目录号码。
Note: 在本示例中，使用的目录号码为 8999。

3.



输入您想要用来关闭留言指示灯的 MWI 目录号码，然后点击插入，添加 MWI 关闭目录号码。
在本示例中，使用的目录号码为 8998。

4.



点击返回到查找/列出留言通知号码，查看与此类似的显示信息。5.



步骤 5：配置语音信箱引导目录号码

执行这些步骤，配置语音信箱引导目录号码（用户将拨打此目录号码来进入他们的语音收件箱）。

在思科 CallManager 管理页面，选择功能 > 语音信箱 > 语音信箱引导。1.



添加语音信箱引导号码，然后点击插入。2.



步骤 6：为用户配置语音信箱配置文件

现已使用语音信箱配置文件，因此网络上可能有多个语音信箱服务器且用户可能会被分配到不同的
服务器。

在思科 CallManager 管理页面，选择功能 > 语音信箱 > 语音信箱配置文件。1.



输入配置文件名称并选择在上一步骤中创建的语音信箱引导号码，然后点击插入添加配置文件
。

2.



至此，您便成功将语音信箱端口配置添加到思科 CallManager。要完成此配置，请为此语音信
箱引导号码添加路由模式。

步骤 7：添加路由模式

Note: 如果您使用 CallManager 4.1，请跳过此步骤并转至下一节。

将创建的寻线列表与新的路由模式关联。

Note: 在前文创建的寻线列表已关联到添加到线路组的所有语音信箱端口。这便是思科
CallManager 将呼叫路由至下一个可用语音信箱端口的方式。

在思科 CallManager 管理页面，选择路由计划 > 路由模式 > 寻线引导。1.



点击添加新模式/寻线引导。2.



输入语音信箱引导号码，然后选择您之前为网关或路由/寻线列表创建的寻线列表。3.



请确保取消选中提供外线拨号音。4.



点击插入，添加新的路由模式/寻线引导号码。5.



在配置 Unity TSP 后，您应能够拨打此寻线引导号码并被路由到语音信箱。

思科 CallManager 4.1：寻线引导配置

使用思科 CallManager 4.1 时，您需要执行此寻线引导配置（而非第 7 步），以便在寻线组中无人
应答时，将寻线组上的呼叫发送到语音信箱。

在思科 CallManager 的管理页面，选择路由计划 > 路由/寻线 > 寻线引导。1.



点击添加新的寻线引导。2.

输入语音信箱引导号码，然后选择您之前为网关或路由/寻线列表创建的寻线列表。3.



请确保取消选中提供外线拨号音。4.

对于寻线无应答前转，选中使用个人首选项复选框，以便在无应答时，将发送到此寻线组的呼
叫前转到语音信箱。

5.



   

选中使用个人首选项，启用原始被叫号码的呼叫前转无覆盖范围 (CFNC) 设置，以便将呼叫前
转至此寻线引导。CFNC 设置指定了呼叫前转的原因，您可在目录号码配置窗口中管理此原因
。当发送到此目录号码的呼叫首次转移到覆盖范围中时，系统将根据目录号码中“覆盖/目的地
”字段的值转移呼叫。覆盖范围将清空或超时，且与此覆盖范围管理的寻线引导会为最终前转
指定使用个人首选项。Note: 选中此复选框后，思科 Unified CallManager 将忽略“目的地”框和
“呼叫搜索空间”中的设置。

Related Information

语音技术支持●

语音和统一通信产品支持●

Cisco IP 电话故障排除●

Technical Support - Cisco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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