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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故障诊断
您可以对电话的一些一般问题进行故障诊断。如果您的问题并非以下所述，请与管理员联系。

说明症状

以下一个或多个因素可能适用：

• 您的电话超出无线网络访问点服务区。

电话漫游时，闪烁的绿色灯光表示

电话仍在无线服务覆盖区域内。

注释

• 您必须登录“分机移动”服务。

• 您必须在拨号后输入客户码或强制授权码。

• 您的电话设置了时间限制，让您不能在一天

中的某些时间内使用一些功能。

您无法完成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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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症状

状态行中显示以下消息之一：

• 网络忙：无线网络中没有足够的可用带宽完

成此呼叫。请稍后重试。

• 离开服务区：电话超出其关联访问点和无线

网络的范围。

• 正在查找网络服务：电话正在搜索无线网络

访问点。

• 验证失败：验证服务器不接受安全凭据。

• 正在配置 IP：电话等待 DHCP分配 IP地
址。

主屏幕不活动

管理员可能已禁用对电话上设置应用的访问。“设置”菜单没有反应

会议要求选择多个呼叫。请确保在自动选中的当

前呼叫之外，您还另外选择了一个以上的呼叫。

会议还要求选定的呼叫在同一线路上。根据需

要，在加入呼叫之前将其转接至同一线路。

会议失败

以下一个或多个因素可能适用：

• 您必须按更多 才能显示其他功能。

• 您必须更改线路状态（例如，发出呼叫或有

已接通的呼叫）。

• 您的电话没有配置为支持该软键的相关功

能。

您要使用的软键没有出现

以下一个或多个因素可能适用：

• 如果您使用的电话未进行加密配置，则您无

法插入到加密呼叫中。插入尝试因此失败

时，您的电话将播放急促的忙音。

• 您不能在另一部 Cisco无线 IP电话上插入呼
叫。

插入失败，而且听到急促的忙音

如果您使用插入功能加入的呼叫处于保留状态、

被转接或变为会议呼叫，则您会从该呼叫断开连

接。

您从之前使用插入加入的呼叫中断开

另一方可能已启用了呼叫前转。回叫失败

如果您输入的目标号码会创建一个“前转所有呼

叫”环路或者超过“前转所有呼叫”链中允许的

最大链接数量（也称为最大跃点计数），则电话

可能会拒绝您尝试直接在电话上设置“前转所有

呼叫”。

当您尝试设置“前转所有呼叫”时，电话显示了

一条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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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关于您的电话的信息
管理员可能会询问关于您的电话的信息。此信息出于故障诊断目的唯一标识电话。菜单中的信息是

只读的。有关菜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用于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的 Cisco 8821和

8821-EX无线 IP电话管理指南。

过程

步骤 1 访问设置应用。

步骤 2 选择电话信息。

硬件诊断
您可以在电话上运行一些诊断测试。

执行音频诊断

您可以检查电话上的音频是否正常工作。

过程

步骤 1 访问设置应用。

步骤 2 选择管理设置 >诊断 >音频。

步骤 3 听取听筒扬声器上的提示音。

步骤 4 按扬声器按键打开免提，然后听取提示音。

步骤 5 插入一个有线头戴式耳机并听取提示音。

执行键盘诊断

您可以检查电话上的键盘是否正常工作。

过程

步骤 1 访问设置应用。

步骤 2 选择管理设置 >诊断 >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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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按任意键检查其是否正常工作。

执行WLAN诊断
您可以检查电话的Wi-Fi连接。电话将按顺序列出访问点，从最强信号到最弱或离线访问点。然后，
您可以查看无线访问点的详细信息。

过程

步骤 1 访问设置应用。

步骤 2 选择管理设置 >诊断 > WLAN。

步骤 3 按继续。

步骤 4 滚动到一个访问点并按选择查看关于该访问点的详细信息。

WLAN诊断字段

下表介绍“WLAN诊断”屏幕中的字段。

说明字段

电话关联到的访问点 (AP)的名称AP名称

访问点无线电MAC地址BSSID

电话使用的服务集标识符 (SSID)SSID

电话使用的频率频率

电话使用的通道当前通道

电话接收的上次接收信号强度指示器 (RSSI)。上一 RSSI

信标之间的时间单位数量。时间单位为 1.024毫
秒。

信标间隔

802.11功能功能

AP所需以及AP必须能够运行基站的数据速率。基本速率

AP支持以及AP可选用于运行基站的数据速率。可选速率

802.11n数据速率受支持的 HT MCS

802.11ac接收数据速率受支持的 VHT (rx)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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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字段

802.11ac传输数据速率受支持的 VHT (tx)速率

发送流量指示映射 (DTIM)信息DTIM周期

两位国家/地区代码。如果信标中不存在国家/地
区信息元素 (IE)，则不会显示国家/地区信息。

国家/地区代码

支持的通道列表（来自国家/地区 IE）。通道

802.11h电源限制偏移（单位为 dB）电源限制

访问点建议的动态发射功率控制 (DTCP)值。电源上限

根据物理或虚拟载体感知 (CS)机制的指示，AP
感知介质繁忙的时间百分比（标准为 255）。

通道使用情况

当前与此 BSS关联的生成树算法 (STA)总数。基站计数

一个无符号整数，指定通过显式准入控制可用的

剩余介质时间量，单位为每秒 32毫秒。
接纳容量

支持Wi-Fi多媒体扩展。支持WMM

AP支持非排程自动节能传输 (UAPSD)。仅当支
持WMM时可用。此功能对于无线 IP电话上的
通话时间和在其上实现最大呼叫密度至关重要。

支持 UAPSD

兼容CCX的AP支持代表关联的基站响应 IPARP
请求。此功能对于无线 IP电话上的待机时间非常
重要。

代理 ARP

CCX的版本（如果 AP与 CCX兼容）。CCX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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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字段

每种接入类型 (AC)的信息。以下是最大努力、
后台、视频和音频的一组数据。

• 准入控制—如果是，必须在使用此AC特定
的接入参数传输之前使用准入控制。

• AIFSN—经过 SIFS持续时间后非 AP STA
在调用回退或开始传输之前应推迟的时隙

数。

• ECWMin—以指数形式编码 CWmin值，以
在随机回退中提供最少的时间量。

• ECWMax—以指数形式编码CWmax值，在
随机回退中提供最多的时间量。

• TXOpLimit—特定服务质量 (QoS)基站有权
限启动的时间间隔

“AC：最大努力”、“AC：后台”、“AC：视
频”和“AC：音频”

• 准入控制

• AIFSN

• ECWMin

• ECWMax

• TXOpLimit

从电话创建问题报告
如果您的电话出现问题，您可以从电话生成问题报告。

过程

步骤 1 访问设置应用。

步骤 2 选择电话信息 >报告问题。

步骤 3 按提交。

步骤 4 显示成功消息时，通知管理员有新的问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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