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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文提供步骤更改Cisco MeetingPlace音频服务器等待音乐和？欢迎到MeetingPlace ？丁当。

先决条件
要求
本文档没有任何特定的要求。

使用的组件
本文档中的信息根据Cisco MeetingPlace音频服务器(所有软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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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
有关文档规则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Cisco 技术提示规则。

更改Cisco MeetingPlace音频服务器等待音乐
表 1：音乐提示符被建立到Cisco MeetingPlace服务器PCI (版本4.3和以下)
及
时
已交付提示符
在您的公司的提示符
编
号
日程安排和等候室音乐(吉他)
3 ？德布西听到了，当电话时安
0 排会议(当服务器被检查安排)时
3 和在等候室，在讲话样式会议
开始前。

您的替换音乐的音乐
或者沉默。(最大记录
长度音乐或沉默是一
分钟。)

3 满足音乐(长笛) ？德布西听到
0 了，当您首先参加会议时，并
4 且，当您等待其他加入时。

您的替换音乐的音乐
或者沉默。(最大记录
长度音乐或沉默是一
分钟。)

注意： Cisco MeetingPlace服务器8112等候室音乐列出部分。对于RESERVATIONLESS会议，三
提示符(列出在表2)被转动。
表 2：音乐提示符被建立到Cisco MeetingPlace服务器8112 (版本5.0.2和5.1)
提
示
符 已交付提示符
在您的公司的提示符
不
。
日程安排和等候室音乐(吉他)
？德布西听到了，当电话时安
30
排会议(当服务器被检查安排
3
)时和在等候室，在讲话样式会
议开始前。

您的替换音乐的音乐
或者沉默。(您必须记
录一分钟或更多音乐
或沉默。)

满足音乐(长笛) ？德布西听到
30
了，当您首先参加会议时，并
4
且，当您等待其他加入时。

您的替换音乐的音乐
或者沉默。(您必须记
录一分钟或更多音乐
或沉默。)

标准的等候室音乐(第1部分
，钢琴) ？当您等待见面讲话
14
的样式或的
95
RESERVATIONLESS开始时
，德布西听到了。

您的替换音乐的音乐
或者沉默。(您必须记
录一分钟或更多音乐
或沉默。)

标准的等候室音乐(第2部分
，钢琴) ？当您等待见面讲话
15
的样式或的
32
RESERVATIONLESS开始时
，德布西听到了。

您的替换音乐的音乐
或者沉默。(您必须记
录一分钟或更多音乐
或沉默。)

标准的等候室音乐(第3部分
15
，钢琴和单簧管) ？当您等待
33
见面讲话的样式或的

您的替换音乐的音乐
或者沉默。(您必须记
录一分钟或更多音乐

RESERVATIONLESS开始时
，德布西听到了。

或沉默。)

表 3：音乐提示符被建立到8100系列Cisco MeetingPlace的服务器(版本5.2和以上)
提
示
符 已交付提示符
在您的公司的提示符
不
。
日程安排和音乐(钢琴)
30 ？德布西听到了，当电话
3 时安排会议(当服务器被检
查安排)时。

您的替换音乐的音乐或
者沉默。(您必须记录一
分钟或更多音乐或沉默
。)

日程安排和音乐(钢琴)
30 ？德布西听到了，当电话
4 时安排会议(当服务器被检
查安排)时。

您的替换音乐的音乐或
者沉默。(您必须记录一
分钟或更多音乐或沉默
。)

标准的等候室音乐(第1部分
、钢琴和单簧管) ？当您等
14
待见面讲话的样式或的
95
RESERVATIONLESS开始
时，德布西听到了。

您的替换音乐的音乐或
者沉默。(您必须记录一
分钟或更多音乐或沉默
。)

标准的等候室音乐(第2部分
，钢琴) ？当您等待见面讲
15
话的样式或的
32
RESERVATIONLESS开始
时，德布西听到了。

您的替换音乐的音乐或
者沉默。(您必须记录一
分钟或更多音乐或沉默
。)

标准的等候室音乐(第3部分
，电钢琴) ？当您等待见面
15
讲话的样式或的
33
RESERVATIONLESS开始
时，德布西听到了。

您的替换音乐的音乐或
者沉默。(您必须记录一
分钟或更多音乐或沉默
。)

记录您自己的德布西
您必须有建立接口CD播放器或其他播放设备到标准电话的设备。一个这样设备从hellodirect.com是
可得到 。

访问语音提示菜单
完成这些步骤：
1. 拨号Cisco MeetingPlace电话号码。
2. 按2输入您的配置文件编号和密码。(它必须是系统管理器配置文件。)
3. 按9系统管理器选项的。
4. 访问语音提示菜单的Press1。
5. 输入语音提示的编号，然后按#。
6. 听的Press1标准的未经缩写的提示符。
7. 在您听提示符后，请按*。

8. 按5听其他音乐提示符，然后遵从步骤5至7。

更改与最近记录提示符的现有德布西提示符
完成这些步骤：
1. 遵从步骤1至5访问语音提示菜单部分。
2. 按3，然后按2记录一新的提示符。
3. 记录新的提示符。普雷斯#，当完成。
4. 保持提示符， 2记录一新的提示符或者3的Press1删除提示符和使用出厂标准提示符。
注意： 如果音乐更改，客户负责作曲家适当的美国社团，作者，并且发行商(ASCAP)或BMG音乐
准许。

有思科崔凡吉莱提示符对备选现有提示符
您可以选择有Cisco MeetingPlace专业服务更改提示输入您对一备选现有提示符。专业服务为工作
提供一张报价单，并且您提供更改的一采购订单号和及时编号。专业服务然后完成备选提示符更改
。与您的客户经理联系提交您的请求到Cisco MeetingPlace专业服务。

有思科崔凡吉莱提示符给客户？s自己的已录制德布西
您可以选择有Cisco MeetingPlace专业服务更改提示输入您对您自己的已录制音乐。专业服务为工
作提供一张报价单，并且您提供一采购订单号并且给专业服务在.wav格式的已录制音乐。专业服务
然后转换.wav文件对Cisco MeetingPlace服务器认可的格式，并且思科技术支持完成提示符更改。
与您的客户经理联系提交您的请求到Cisco MeetingPlace专业服务。

关于语音提示的其他信息
注意， ：
●

●

您能备份您记录的语音提示。请与协助的思科技术支持联系。
当您记录新的语音提示时，来源记录没有清除;反而，新的语音提示变为一自定义提示符。您不
能在出厂标准的提示符记录，因此您能总是恢复回到他们。

更改？欢迎到MeetingPlace ？提示符和丁当
当前策略
？欢迎到MeetingPlace ？提示符可以定制。这可以通过系统管理器配置文件执行，允许系统管理器
识别确切的及时编号和记录在该编号。参考及时编号的MeetingPlace服务器VUI提示符列表。
使用Cisco MeetingPlace服务器版本4.3的介绍，新的音乐丁当被添加了到品牌打造方案。特别是如
果请标注姓名起首字母提示符定制，丁当的目的将允许人识别有音乐的Cisco MeetingPlace。

自定义指南
说明必须包括名称？MeetingPlace。？此名称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删除。只要词？MeetingPlace
？在最初的说明包含，丁当能删除。否则，丁当不可能删除。

表 4：Cisco MeetingPlace服务器PCI (版本5.0.2， 4.3和及早)
提示
在您的公
符不 已交付提示符
司的提示
。
符

131

153

180

欢迎到MeetingPlace。

欢迎到您
的公司名
称
MeetingPl
ace。

欢迎到MeetingPlace。(此提示符听到
端口或组是否配置是配置文件。)

欢迎到您
的公司名
称
MeetingPl
ace。

欢迎到MeetingPlace。(此提示符听到
端口或组是否配置是DID的会议。)

欢迎到您
的公司名
称
MeetingPl
ace。

表5 ：8100系列Cisco MeetingPlace的服务器(版本5.1和以上)
提示符不
已交付提示符
在您的公司的提示符
。
180

欢迎到
MeetingPlace。

欢迎到您的公司名称
MeetingPlace。

更改？欢迎到MeetingPlace ？提示符
完成这些步骤：
1. 拨号Cisco MeetingPlace电话号码。
2. 按2输入您的配置文件编号和密码。(它必须是系统管理器配置文件。)
3. 按9系统管理器选项的。
4. 访问语音提示菜单的Press1。
5. 输入语音提示的编号(131或180)，跟随由#。
6. 在您听提示符后，请按3。
7. 按2记录一新的提示符。
8. 记录新的提示符。普雷斯#，当完成。
9. 保持提示符， 2记录一新的提示符或者3的Press1删除提示符和使用出厂标准提示符。

更改“欢迎到MeetingPlace”丁当沉默
8100系列服务器
提示符不。 已交付提示符
1497

MeetingPlace丁当

PCI 4.3.x服务器
提示符不。 已交付提示符

在您的公司的提示符
已录制沉默
在您的公司的提示符

1483

MeetingPlace丁当

已录制沉默

如果希望更改丁当沉默，请完成这些步骤：
1. 遵从步骤1至5崔凡吉莱“欢迎到MeetingPlace”提示符部分(使用提示符第1497或1483)。
2. 按3，然后按2记录一些秒钟沉默。
3. 普雷斯#，当完成。
4. 保持提示符， 2记录一新的提示符或者3的Press1删除提示符和使用出厂标准提示符。
注意： 如果服务器升级对一个新的软件版本，提示符更改回到丁当。

有思科删除MeetingPlace丁当
您可以选择有Cisco MeetingPlace专业服务删除“欢迎到MeetingPlace”丁当。专业服务为将完成的工
作提供一张报价单，并且您提供一采购订单号。专业服务然后取消丁当。与您的客户经理联系提交
您的请求到Cisco MeetingPlace专业服务。

相关信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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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支持 - Cisco Syste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