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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文解释如何配置关联与IP电话的一组的单个拨号号码(DN-)。

先决条件

要求

思科推荐您有Cisco CallManager 3.x和4.x知识。

使用的组件

本文档中的信息基于以下软件和硬件版本：

Cisco CallManager版本3.3●

Cisco CallManager版本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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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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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CallManager 3.x的配置选择

使用Cisco CallManager 3.3，此部分说明如何关联单个DN-对一组的位置。有三种方式完成此：

组呼叫号码●

寻线组●

Attendant Console●

组呼叫号码

在此步骤，请分配(由组共享)的一分开的DN-到在每个组成员的电话的第二线路外观。

此解决方案为初始呼叫工作。当对组DN-的一呼叫应答时，组线路闪亮指示被点燃在所有电话关联
与组DN-。如果一位不同的呼叫者设法拨组DN-，当组呼叫有效时，呼叫方接收占线信号或者转发对
语音邮件。

假设，您有用Cisco CallManager注册的三IP电话：

给与主线路外观的A打电话2001年●

给与主线路外观的B打电话2002年●

给与主线路外观的C打电话2003年●

分配共享第2000到IP电话A、B和C的附属线路。

完成这些步骤添加每共享目录号到一个特定电话。参考目录编号配置设置欲知更多信息。

从主要Cisco CallManager菜单选择Device > Phone显示Find及List Phones窗口。1.
单击 Find。电话显示列表。点击您想要添加每共享目录号的设备名。例如，请点击电话A
(DN- 2001)。

2.



在Phone Configuration窗口，目录号列表显示。点击Line2 -添加新的DN。3.



当目录编号配置窗口显示时，请输入目录号作为2000年(共享DN-)。如果您集环设置(电话激活
) **作为环，所有电话敲响，当呼入呼叫接收时。您能也设置选项转发忙碌对语音邮件。通过
这样执行，如果呼叫者设法拨2000，当组呼叫有效时，呼叫转发对语音邮件。参考的目录编
号配置设置欲知更多信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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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Insert。5.
当阐明的信息显示，目录号2000年被添加了到数据库，点击OK键。6.
单击回到查找/列表电话。7.
点击您想要添加每目录号的下一台设备设备名称。例如，请点击电话B (DN- 2002)并且重复电
话的B.步骤3至6。一旦用电话B完成，请重复电话C的(DN-这些步骤2003)。

8.

使更改生效，选择所有电话并且点击从选择的“Reset”回到查找/列表电话页。使用这些配置
，如果呼叫者设法拨组DN- 2000年，所有电话同时响。当分组DN-的呼叫2000年应答时，组
线路闪亮指示被点燃在所有电话关联与组DN- 2000年。如果呼叫者设法拨组DN- 2000，当组
呼叫有效时，呼叫方接收占线信号或者转发对语音邮件，根据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呼叫转发
对语音邮件。

9.

寻线组

设置前转无应答或向前忙碌对下个电话在创建搜索组的组中的一系列的电话。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电话一次不响。搜索组是被组织层次化线路的一组，因此，如果在搜索组列表
的第一个数字忙碌，第二个数字拨号。如果第二个数字忙碌，下个编号拨号，等等。此示例说明进
程。



假设您有与一定数量2000年的试验DN-和一个搜索组定义与电话列表类似于此：

给A打电话有分机2000年。●

电话B有分机2001年。●

电话C有分机2002年。●

在2000年配置DN给A打电话转发在给B的分机打电话的一个忙碌或没有答案情况2001年。

在2001年配置DN在电话B转发在给C的分机打电话的一个忙碌或没有答案情况2002年。

假设打电话A、B和C用Cisco CallManager已经注册并且有目录号2000年， 2001年，并且分别分配
的2002，完成这些步骤创建搜索组。

在2000年完成这些步骤配置DN给A打电话转发在给B的分机打电话的一个忙碌或没有答案情况
2001年：

在Find及List Phones窗口，请点击电话A (DN 2000)and然后点击Line1 - 2000年(没有分区)在
Phone Configuration窗口。

1.

配置向前忙碌目的地作为2001年在目录编号配置窗口并且点击更新。然后，当重置的设备消
息出现时，请点击OK键。参考目录编号配置设置欲知更多信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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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Reset”设备使更改生效。消息表明您将重置设备用目录号2000年。点击OK键重置设备或
者点击取消取消进程。

3.

重复电话的B.步骤1至3。在步骤2，设置呼叫转发忙目的地作为2002年而不是2001年。有配置
的信息以上，此进程应该发生为了发出组呼叫。呼叫#1 ：对DN- 2000年—此呼叫路由到Cisco
CallManager。Cisco CallManager环给A打电话，并且给A打电话回答。呼叫#2 ：对DN-
2000年—此呼叫查找电话A忙碌。Cisco CallManager环给B打电话，并且电话B被回答。呼叫
#3 ：对DN- 2000年—此呼叫查找给A和B打电话忙碌。Cisco CallManager环给C打电话，并且
电话C被回答。此进程描述呼叫DN-的三个不同的外部呼叫方2000年。Cisco CallManager在搜
索组中路由呼叫到下个可用的IP电话。呼叫路由是透明对呼叫方。所有电话在此方案不响。

4.

Attendant Console

第三个选项，用Cisco CallManager 3.1(2c)和以后，是使用Attendant Console创建搜索组。
Attendant Console给您灵活性设立呼入呼叫的一引导点然后分配在一电话或线路级上的呼入呼叫在
广泛乘务员中。例如，呼叫方发出一次直接呼叫到技术支持人成员，并且，如果该成员不是可用的
，呼叫转发到引导点编号。您能选择路由呼叫到第一个可用的搜索组成员或分配在搜索组成员中的
呼入呼叫负载。Cisco CallManager话务台能接受呼入呼叫，查询呼叫方目的地信息和迅速地调度呼
叫，不用操作员干扰。Attendant Console没有成员登陆呼叫组监听的功能。

注意： 确保您已经有在您的PC安装的Attendant Console。参考安装在用户PC的Cisco
CallManager话务台关于此的信息。

在本例中，名为试验的引导点用目录号4000关联。此引导点的搜索组包含这些成员：

电话回答:2005年●

电话B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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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C ：2007年●

选择Service > Cisco CallManager Attendant Console。注意： 对于以前Cisco CallManager版
本到3.3，请选择Service > Cisco WebAttendant。

1.

输入在引导点配置窗口的适当的设置。在本例中，为引导点给的名称试验。实验号码4000点
击插入键。(参考的引导点配置设置)并且请点击插入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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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搜索组配置。在窗口左侧，搜索组配置窗口显示和在窗格的引导点显示。3.



点击您想要添加搜索组成员的引导点。在这种情况下，引导点是4000。单击添加成员。成员
列出的搜索组最初显示文本<<not configured>>。

4.



决定搜索组成员您想要添加是否将是目录号(设备成员)或用户和线路号(用户成员)。输入新的
搜索组成员的相应的配置设置。如果搜索组成员是目录号，请填写设备成员信息部分的仅分区
和目录号数字域。可选路由成员复选框只总是适用于目录号。如果搜索组成员是用户和线路号
，请填写用户成员信息部分的仅用户名和线路号数字域。参考搜索组配置设置欲知更多信息。
逐个添加搜索组成员2005年， 2006年和2007年。因为您做选择，搜索组成员列表框反映您选
择的信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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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更新保存搜索组成员信息有配置的此信息，当Attendant Console收到呼叫，此进程发生。
当呼叫接收时， Attendant Console处理它到引导点(已命名试验)用目录号4000。因为4000是
引导点，并且第一个可用的搜索组成员选择作为用引导点关联的路由选项，思科电话呼叫调度
器(TCD)从2005年开始检查搜索组的组员按顺序。现在，思科TCD路由呼叫到第一个可用的目
录号。参考Cisco CallManager话务台管理指南关于引导点和搜索组的更多信息。

6.

Cisco CallManager的4.x配置选择

使用Cisco CallManager 4.0，此部分说明如何关联单个DN-对一组的位置。有三种方式完成此：

组呼叫号码●

寻线组●

Attendant Console●

组呼叫号码

分配(由组共享)的一分开的DN-到在每个组成员的电话的第二线路外观。

此解决方案为初始呼叫工作。当分组DN-的呼叫应答时，组线路闪亮指示被点燃在所有电话关联与
组DN-。如果一位不同的呼叫者设法拨组DN-，当组呼叫有效时，呼叫方接收占线信号或者转发对语
音邮件。

假设，您有用Cisco CallManager注册的三IP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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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与主线路外观的A打电话2001年●

给与主线路外观的B打电话2002年●

给与主线路外观的C打电话2003年●

分配共享第2000到IP电话A、B和C的附属线路。这些是步骤添加每共享目录号到一个特定电话。参
考的目录编号配置设置欲知更多信息。

从主要Cisco CallManager菜单选择Device > Phone。1.
当Find及List Phones窗口显示时，请点击查找。当电话列表显示时，请点击您想要添加每共享
目录号的设备名。例如，请点击电话A (DN- 2001)。

2.

在Phone Configuration窗口，目录号列表显示。点击Line2 -添加新的DN。3.

//www.cisco.com/en/US/docs/voice_ip_comm/cucm/admin/3_3_3/ccmcfg/b06phone.html#1121134


当目录编号配置窗口显示时，请输入目录号作为2000年(共享DN-)。如果设了环设置(电话激活
) **响，所有电话响，当呼入呼叫接收时。您能也设置选项转发忙碌对语音邮件。通过这样执
行，如果呼叫者设法拨2000，当组呼叫有效时，呼叫转发对语音邮件。参考的目录编号配置
设置欲知更多信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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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Add。阐明的信息显示，目录号被添加了到数据库。单击 Ok。5.
点击回到查找/列表电话并且点击您想要添加每目录号的下一台设备设备名称。例如，请点击
电话B (DN- 2002)并且重复电话的B.步骤2至5。一旦用电话B完成，请重复电话C的(DN-这些
步骤2003)。

6.

使更改生效，选择所有电话并且点击从选择的“Reset”回到查找/列表电话页。使用这些配置
，如果呼叫者设法拨组DN- 2000年，所有电话同时响。当分组DN-的呼叫(2000)时应答，组线
路闪亮指示被点燃在所有电话关联与组DN- 2000年。如果呼叫者设法拨组DN- 2000，当组呼
叫有效时，呼叫方接收占线信号或者转发对根据配置的语音邮件。在这种情况下，呼叫转发对
语音邮件。

7.

寻线组

设置前转无应答或向前忙碌对下个电话在创建搜索组的组中的一系列的电话。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电话一次不响。搜索组是被组织层次化线路的一组，因此，如果在搜索组列表
的第一个数字忙碌，第二个数字拨号。如果第二个数字忙碌，下个编号拨号，等等。此示例说明进
程。

假设您有与一定数量2000年的试验DN-和一个搜索组定义与电话列表类似于此：



给A打电话有分机2000年。●

电话B有分机2001年。●

电话C有分机2002年。●

在2000年配置DN给A打电话转发在给B的分机打电话的一个忙碌或没有答案情况2001年。

在2001年配置DN在电话B转发在给C的分机打电话的一个忙碌或没有答案情况2002年。

假设电话A、B和C用Cisco CallManager已经注册并且有目录号分别分配的2000年， 2001年和
2002，请完成这些步骤创建搜索组。

在2000年完成这些步骤配置DN给A打电话转发在给B的分机打电话的一个忙碌或没有答案情况
2001年：

在Find及List Phones窗口，请点击电话A (DN- 2000)并且点击Line1 - 2000年在Phone
Configuration窗口。

1.

配置向前忙碌目的地到2001年在目录编号配置窗口并且点击更新。参考目录编号配置设置欲
知更多信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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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Reset”设备使更改生效。消息表明您将重置设备用目录号2000年。点击OK键重置设备或
者点击取消取消进程。

3.

重复电话的B.步骤1至3。在步骤2，设置呼叫转发忙目的地到2002年而不是2001年。有配置的
信息，此进程应该发生为了发出组呼叫。呼叫#1 ：对DN- 2000年—此呼叫路由到Cisco
CallManager。Cisco CallManager环给A打电话，并且给A打电话回答。呼叫#2 ：对DN-
2000年—此呼叫查找电话A忙碌。Cisco CallManager环给B打电话，并且电话B被回答。呼叫
#3 ：对DN- 2000年—此呼叫查找给A和B打电话忙碌。Cisco CallManager环给C打电话，并且
电话C被回答。此进程描述呼叫DN- 2000年的三个不同的外部呼叫方。Cisco CallManager在
搜索组中路由呼叫到下个可用的IP电话。呼叫路由是透明对呼叫方。所有电话在此方案不响。
注意： 如果不在上述Dns应答或溢出条件发生，呼叫可以转发到语音信息或自动总机编号作为
为时连接的搜索组的最终成员一系列的。确保您总是检查在搜索组配置窗口的路由成员复选框
每个搜索组的仅最终成员。

4.

Attendant Console

第三个选项，用Cisco CallManager 3.1(2c)和以后，是使用Attendant Console创建搜索组。
Attendant Console给您灵活性设立呼入呼叫的一引导点然后分配在一电话或线路级上的呼入呼叫在
广泛乘务员中。例如，呼叫方发出一次直接呼叫到技术支持人成员和，如果该成员不是可用的，呼
叫是向前对引导点编号。您能选择路由呼叫到第一个可用的搜索组成员或分配在搜索组成员中的呼
入呼叫负载。Cisco CallManager话务台能接受呼入呼叫，查询呼叫方目的地信息和迅速地调度呼叫
，不用操作员干扰。Attendant Console没有成员登陆呼叫组监听的功能。

注意： 确保您已经有在您的PC安装的Attendant Console。参考安装在用户PC的Cisco
CallManager话务台关于此的更多信息。

在以下示例中，名为试验的引导点用目录号4000关联。此引导点的搜索组包含这些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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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回答:2005年●

电话B ：2006年●

电话C ：2007年●

选择Service > Cisco CM Attendant Console >引导点。1.

单击添加一新的引导点。输入适当的设置，在引导点配置窗口。在本例中，为引导名称给的名
称试验。实验号码4000点击插入键。

2.



选择Service > Cisco CM Attendant Console >搜索组。3.

在窗口左侧，搜索组配置窗口显示和在窗格的引导点显示。点击您想要添加搜索组成员的引导
点。在这种情况下，引导点是4000。

4.



单击添加成员。成员列出的搜索组最初显示文本<<not configured>>。5.



决定搜索组成员您想要添加是否是目录号(设备成员)或用户和线路号(用户成员)。输入新的搜
索组成员的相应的配置设置。如果搜索组成员是目录号，请填写设备成员信息部分的仅分区和
目录号数字域。可选路由成员复选框只总是适用于目录号。如果搜索组成员是用户和线路号
，请填写用户成员信息部分的仅用户名和线路号数字域。参考搜索组配置设置欲知更多信息。
逐个添加搜索组成员2005年， 2006年和2007年。因为您做选择，搜索组成员列表框反映您选
择的信息。注意： 为了处理溢出条件，请选择语音信息或自动总机编号作为为时连接的搜索
组的最终成员一系列的。总是检查路由成员复选框保证语音消息处理系统能处理多个，同步呼
叫。在广播搜索组中，呼叫路由总是路由成员，当队列满时或，如果队列保持时间被超出。这
可以用于避免陷在队列的呼叫。

6.

//www.cisco.com/en/US/docs/voice_ip_comm/cucm/admin/4_1_3/ccmfeat/fsccmac.html#wp1146413


   

点击更新保存搜索组成员信息有配置的信息，当Attendant Console收到呼叫，此处，此进程发
生。当呼叫接收时， Attendant Console处理它到引导点(已命名试验)用目录号4000。因为
4000是引导点，并且第一个可用的搜索组成员选择作为用引导点关联的路由选项，思科
TCD从2005年开始检查搜索组的组员按顺序。现在，思科TCD路由呼叫到第一个可用的目录
号。注意： 当此配置，如果搜索组成员2006首先登陆，跟随由搜索组成员2005年，搜寻也许
从搜索组成员开始2006年，在从搜索组成员开始2005年前。虽然在搜索组中，成员2005年是
第一该需要被检查， Cisco CallManager也许遵从成员登陆的命令。如果遇到与接收的呼叫顺
序的此问题，请重新启动TCD和CTI服务并且重置引导点用所有成员登陆。参考Cisco
CallManager话务台管理指南关于引导点和搜索组的更多信息。

7.

相关信息

Cisco CallManager版本的文档指南4.0(1)●

Cisco CallManager版本的文档指南3.3(1)●

Cisco CallManager话务台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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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支持和文档 - Cisco Systems●

//www.cisco.com/en/US/docs/voice_ip_comm/cucmac/1_1_3/english/administration/guide/ccmac113.html
//www.cisco.com/en/US/docs/voice_ip_comm/cucmac/1_1_3/english/administration/guide/ccmac113.html
//www.cisco.com/en/US/docs/voice_ip_comm/cucm/docguide/4_0/dg401.html?referring_site=bodynav
//www.cisco.com/en/US/docs/voice_ip_comm/cucm/docguide/3_3/dg331.html?referring_site=bodynav
//www.cisco.com/en/US/products/sw/voicesw/ps555/index.html?referring_site=bodynav
//www.cisco.com/cisco/web/psa/default.html?mode=tech&amp;level0=268436015&amp;referring_site=bodynav
//www.cisco.com/cisco/web/psa/default.html?mode=prod&amp;level0=278875240&amp;referring_site=bodynav
http://www.amazon.com/exec/obidos/tg/detail/-/1587050757/002-9901024-1684829?referring_site=bodynav
//www.cisco.com/cisco/web/support/index.html?referring_site=bodyn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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