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配件

• 支持的配件，第 1页
• 头戴式耳机，第 2页
• 硅胶套，第 3页
• 桌面充电器，第 5页
• 多输出端口充电器，第 9页
• 用线缆锁固定充电器，第 14页

支持的配件
许多配件可以配合电话使用。

• 头戴式耳机：

• 使用 3.5毫米插孔的标准头戴式耳机

• 蓝牙头戴式耳机

• Cisco 8821无线 IP电话桌面充电器：仅可为 Cisco 8821无线 IP电话充电

• Cisco 8821-EX无线 IP电话桌面充电器：仅可为 Cisco 8821-EX无线 IP电话充电

• Cisco 8821无线 IP电话多输出端口充电器：仅可为 Cisco 8821无线 IP电话充电

• Cisco 8821-EX无线 IP电话多输出端口充电器：仅可为 Cisco 8821-EX无线 IP电话充电

Cisco 8821-EX无线 IP电话未经过任何相关测试或认证，无法确认是否可配合任何配件在易爆环境
中使用。

注释

电话只能连接到蓝牙头戴式耳机和扬声器。它们不支持任何其他类型的蓝牙设备。

电话还有其他配件，包括机套和硅胶套。有关配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Cisco 882x系列无线 IP电话

配件指南，位置：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collaboration-endpoints/unified-ip-phone-8800-series/
products-user-guide-l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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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戴式耳机
有线和蓝牙头戴式耳机可以配合电话使用。有关支持的头戴式耳机的信息，请参阅 Cisco 882x系列

无线 IP电话配件指南。

尽管我们会对与Cisco 8821和 8821-EX无线 IP电话一起使用的第三方有线和蓝牙无线头戴式耳机执
行一些内部测试，但我们不对这些头戴式耳机或听筒供应商的产品提供认证或支持。由于电话的部

署位置存在固有的环境和硬件差异，因此并没有一款适用于所有环境的“最佳”解决方案。我们建

议客户在其网络中大量部署头戴式耳机之前，先测试并确认在其环境中能提供最佳性能的头戴式耳

机。

Cisco 8821-EX无线 IP电话未在危险地点对任何有线和蓝牙头戴式耳机进行测试。注释

我们建议使用高质量的外部设备，例如可以屏蔽不必要的无线射频 (RF)和音频 (AF)信号的头戴式
耳机。由于通话质量取决于这些外部设备的质量以及它们与其他诸如手机或双向无线电之类设备的

接近程度，因此仍可能会出现少许噪音。

如果电话不宜使用某一款头戴式耳机，其主要原因是可能会产生嗡嗡声。远程呼叫方和作为电话用

户的您都有可能会听到这种嗡嗡声。有些嗡嗡声可能是由多种外部因素引起的，例如电灯、电动机

或大型 PC显示器。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头戴式耳机的机械或电子构造各有不同，远程呼叫方会在
向电话用户讲话时听到自己的回音。

相关主题

使用头戴式耳机发出呼叫

头戴式耳机的重要安全信息

高声压 -避免长时间听高音量，以防止听力受损。

当您插入头戴式耳机时，请调低头戴式耳机扬声器音量后再进行佩戴。如果您在关闭头戴式耳机之

前记得调低音量，再次插入头戴式耳机时的起始音量会很低。

注意周围环境。当您使用头戴式耳机时，可能会阻挡重要的外部声音，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或嘈杂

的环境中。开车时请勿使用头戴式耳机。不要将头戴式耳机或头戴式耳机线置于可能绊倒人员或宠

物的地方。确保看管好靠近头戴式耳机或头戴式耳机线的儿童。

标准头戴式耳机

有线头戴式耳机可以配合电话使用。头戴式耳机需要 3.5毫米、3波段、4连接器插头。

我们建议使用 Cisco 520系列头戴式耳机。此头戴式耳机提供出色的音频性能。它有一个 3.5 mm的
音频插头，您可以将其插入到无线电话中。您也可以将头戴式耳机及其嵌入式控制器与 Cisco 8800
系列 IP电话中的某些桌面电话配合使用。有关头戴式耳机的详细信息，请参阅https://www.cisco.com/
c/en/us/products/collaboration-endpoints/headset-500-seri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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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活动呼叫过程中插入头戴式耳机，音频路径将自动更改为头戴式耳机。

蓝牙头戴式耳机

蓝牙头戴式耳机可以配合电话使用。使用蓝牙无线头戴式耳机时，头戴式耳机通常会增加电话电池

的耗电量并可能缩短电池使用时间。

要使蓝牙无线头戴式耳机工作，它不需要位于电话的直达视距内，但某些屏障（例如墙或门以及来

自其他电子设备的干扰）可能会影响连接。

相关主题

访问蓝牙设置

蓝牙和您的电话

头戴式耳机使用提示

如果头戴式耳机有控制按键，您可以使用头戴式耳机收听（耳机模式）和电话麦克风来接收您的声

音。在插入电话头戴式耳机时，只需按控制按键即可。如果您使用此模式，电话麦克风会自动过滤

背景噪声。

相关主题

调整背景噪声过滤器

硅胶套
您可以使用 Cisco 8821无线 IP电话硅胶套来保护您的无线电话。胶套与任一无线电话型号都匹配。

图 1: Cisco 8821无线 IP电话和 Cisco 8821无线 IP电话硅胶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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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胶套具有以下优点：

• 致敏性低

• 抗菌

• 可耐受 15％ 的酒精、75％ 的酒精、2.5％ 的过氧化氢、矿物油、肥皂、水、漂白剂和洗碗皂。

使用最低强度的清洁剂来延长胶套的使用寿命和保持其外观。注

释

• 减轻电话掉落时的损坏

• 相比其他胶套，对电话的保护范围更大。

胶套配有一个可选的带夹，可以将其滑到胶套上。

无需移除胶套即可对桌面充电器或多输出端口充电器中的电池充电。可以取下充电器中的充电杯以

将电话和胶套置于充电器中。

安装 Cisco 8821无线 IP电话硅胶套
可以通过胶套的屏幕开口将电话置于胶套中。如果需要移除胶套，请以相反顺序执行以下步骤。

过程

步骤 1 将电话的底部滑入屏幕开口，直到电话在胶套中完全就位。

步骤 2 如果屏幕开口卷起，将其展开直至平整。

步骤 3 每次一个角，向上滑动胶套的角以裹住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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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如果屏幕开口卷起，将其展开直至平整。

步骤 5 （可选）如有必要，将带夹的底部按入，然后将带夹滑入胶套背面的立柱上。

清洁硅胶套

过程

步骤 1 移除硅胶套。以相反顺序执行安装 Cisco 8821无线 IP电话硅胶套，第 4页中的步骤。

步骤 2 清洁胶套。

步骤 3 将胶套彻底擦干。在胶套完全干燥前，不要将其重新套到电话上。

步骤 4 将胶套重新套到电话上。请参阅安装 Cisco 8821无线 IP电话硅胶套，第 4页。

桌面充电器
您可以使用Cisco 8821无线 IP电话桌面充电器为您的Cisco 8821无线 IP电话和备用电话电池充电。
充电器使用交流电源或充满电的备用电话电池供电。可通过标准笔记本电脑线缆锁进行固定。此充

电器背面有一个标签，上面显示了最大电压 (4.35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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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 Cisco 8821-EX无线 IP电话桌面充电器为您的 Cisco 8821-EX无线 IP电话和备用电话电
池充电。充电器使用交流电源或充满电的备用电话电池供电。可通过标准笔记本电脑线缆锁进行固

定。充电器的外观与 Cisco 8821无线 IP电话桌面充电器相差无几，不同之处在于其上面有 Cisco
8821-EX无线 IP电话的图形，且没有电压标签。

下图显示了装有电话的充电器。

图 2: Cisco 8821无线 IP电话和 Cisco 8821无线 IP电话桌面充电器

Cisco 8821无线 IP电话桌面充电器只能为Cisco 8821无线 IP电话及其备用电池充电。您无法在Cisco
8821无线 IP电话桌面充电器中为 Cisco 8821-EX无线 IP电话或其备用电池充电。

注意

在本文档中，桌面充电器一词涵盖这两款充电器。

如果电话有保护性外壳，在桌面充电器中为电话充电前无需卸下外壳。您可采用充电器以适应电话。

您可以仅出于自动Wi-Fi配置文件设置和证书注册的目的，使用连接以太网适配器（适配器）的USB
将桌面充电器连接到以太网。您不能使用适配器通过以太网进行语音呼叫。有关USB端口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Cisco 8821和 8821-EX无线 IP电话管理指南》。

请勿在易爆环境中使用充电器或免提模式。

不要对潮湿的电话充电。

注意

内置免持话筒

充电器内置有免持话筒，您可以在电话插接时使用。电话的音量按键以及充电器自身的静音按键可

控制免持话筒音量。免提话筒静音后，静音按键呈红色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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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充电指示

当您将电话置于充电器中时，电话会指示电池正在充电，电话顶部的LED呈红色亮起。如果放入充
电器中时电话已开启，则您会在屏幕上看到一则消息。如果电话关闭或电池电量太低，您会在屏幕

上看到一个图标。电池充满电时，电话 LED呈绿色亮起。

备用电池充电指示

您可以在主电话充电端口背后的其他充电端口为备用电池充电。当您将备用电池置于充电器中时，

电话右侧的电池 LED指示灯会显示充电状态：

• 红色—备用电池正在充电。

• 绿色—备用电池已充满电。

相关主题

使用电话扬声器发出呼叫

设置桌面充电器

应将桌面充电器放到稳定的工作表面上。

开始之前

您需要充电器随附的电缆。此电缆一端为插头，另一端为 USB连接器。

您需要电话随附的电源电缆。

过程

步骤 1 将电缆的插头端插入桌面充电器中。

步骤 2 将电缆的 USB端插入电源适配器中，然后将电源适配器插入电源插座中。

使用桌面充电器为电话充电

当电话LED呈红色亮起并且电话屏幕上显示消息或图标时，您可得知电话正在充电器中进行充电。
电池充满电后，LED会变为绿色。电话可能需要约 3小时时间充电。

如果电话有保护性外壳，在桌面充电器中为电话充电前无需卸下外壳。您可采用充电器以适应电话。

将电话放入充电器中后，确保将电话底部的充电引脚对准充电器中的连接器。电话正确放在充电器

中时，它使用磁铁固定就位。如果 LED未亮起，则对准不正确。

不要在危险环境中为电话充电。

不要对潮湿的电话充电。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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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步骤 1 （可选）针对外壳中的电话调整充电器：转动充电器以使其背面朝向您，将手指大约 3/4放入杯中
并压入，然后提起。杯应滑出。

您第一次可能需要使用双手将杯移除。注释

步骤 2 将电话放在充电插槽中，屏幕朝向您。如果您的电话置于箱子中，将电话按入充电槽中，以确保电
话与触点接触良好。

确保电话上的 LED呈红色亮起。如果 LED未亮起，取出电话，然后将其重新插入到充电器中。

如果您的电话置于箱子中，电话和箱子会因箱子而向外倾。

步骤 3 从充电器中取出电话后，向前倾斜电话并将其提起，以将连接器与磁铁断开连接。

步骤 4 （可选）将充电杯滑入充电器中。请确保杯与充电器的正面与顶部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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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桌面充电器为备用电池充电

您可以在桌面充电器中为备用电池充电。电池可能需要约 3小时时间充电。

不要在危险环境中为电池充电。注意

电池正在充电时，充电器上的备用电池LED呈红色亮起。电池充满电后，充电器上的备用电池LED
呈绿色亮起。

过程

步骤 1 握住电池以使 Cisco标签面朝您，并且电池上的箭头朝下。

步骤 2 将备用电池放在电话听筒座背后的插槽中，然后用力向下按。

多输出端口充电器
利用 Cisco 8821无线 IP电话多输出端口充电器，您最多可以同时为六部 Cisco 8821无线 IP电话和
六块备用电池充电。如果您的电话在保护性外壳中，您可以进行充电而无需除去外壳。此充电器背

面有一个标签，上面显示了最大电压 (4.35 V)。

利用 Cisco 8821-EX无线 IP电话多输出端口充电器，您最多可以同时为六部 Cisco 8821-EX无线 IP
电话和六块备用电池充电。如果您的电话在保护性外壳中，您可以进行充电而无需除去外壳。充电

器的外观与Cisco 8821无线 IP电话多输出端口充电器相差无几，不同之处在于其上面有Cisco 8821-EX
无线 IP电话的图形，且没有电压标签。

下图显示的是多输出端口充电器。电话置于左侧和右侧的充电杯中，备用电池置于中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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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Cisco 8821无线 IP电话和 Cisco 8821无线 IP电话多输出端口充电器

您可以将多输出端口充电器放在工作表面上或用壁挂式套件将其安装到墙壁上。您也可以用标准笔

记本电脑线缆锁固定多输出端口充电器。

Cisco 8821无线 IP电话多输出端口充电器只能为 Cisco 8821无线 IP电话及其备用电池充电。您无法
在 Cisco 8821无线 IP电话多输出端口充电器中为 Cisco 8821-EX无线 IP电话或其备用电池充电。

注意

在本文档中，多输出端口充电器一词涵盖这两款充电器。

电话上的 LED显示充电状态。电池正在充电时，LED呈红色亮起。电池充满电时，LED呈绿色亮
起。

备用电池旁边的 LED显示充电状态。电池正在充电时，LED呈红色亮起。电池充满电时，LED呈
绿色亮起。

电池插槽LED可能需要几分钟才会指示电池已充满电。如果将充满电的电池移至另一个插槽，LED
可能会先呈红色亮起，之后才会变为绿色。

请勿在易爆环境中使用充电器。

不要对潮湿的电话充电。

注意

设置多输出端口充电器

电源插孔位于多输出端口充电器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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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步骤 1 将电源线的插孔端插入多输出端口充电器。

步骤 2 将电源线的另一端插入电源适配器。

步骤 3 将电源适配器插入电源插座。

步骤 4 将多输出端口充电器放到平坦的工作表面上。

安装多输出端口充电器壁挂式套件

壁挂式套件随附了以下组件：

• 支架

• 打包的 5颗螺钉和 5个自攻墙壁膨胀螺栓

开始之前

您需要以下工具：

• 电钻和 0.25英寸的钻头

• 铅笔

• 水平仪

• 1号和 2号十字螺丝刀

您需要电源电缆和电源适配器。

过程

步骤 1 确定支架的位置。支架右下角必须距离电源插座少于 50英寸（127厘米）。

步骤 2 安装壁挂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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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将支架固定在墙壁上，如图所示。
b) 使用水平仪确保支架是齐平的，并使用铅笔标记螺孔的位置。
c) 使用电钻和钻头安装膨胀螺栓。
d) 用螺钉将支架固定在墙壁上。

步骤 3 找到多输出端口充电器中的支柱固定器。

步骤 4 握住多输出端口充电器以使支柱固定器位于支架上支柱的前方，朝墙壁按多输出端口充电器，然后
向下推动多输出端口充电器，以使支柱在固定器中就位。

以下是支柱固定器的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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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将电源线的插孔端插入多输出端口充电器。

步骤 6 将电源线的另一端插入电源适配器。

步骤 7 将电源适配器插入电源插座。

使用多输出端口充电器为电话充电

电话LED呈红色亮起时，您可得知电话正在多输出端口充电器中充电。电池充满电后，LED会变为
绿色。电话可能需要约 3小时时间充电。

如果电话有保护性外壳，在多输出端口充电器中为电话充电前无需卸下外壳。您可采用多输出端口

充电器以适应电话。

将电话放入多输出端口充电器中后，确保将电话底部的充电引脚对准多输出端口充电器中的连接器。

如果 LED未亮起，则对准不正确。

不要在危险环境中为电话充电。

不要对潮湿的电话充电。

注意

过程

步骤 1 （可选）针对外壳中的电话调整充电器：将三个手指伸入充电杯，找到杯内的槽，然后通过槽将杯
拉出。

步骤 2 将电话放在空充电插槽中。如果您的电话置于箱子中，将电话按入充电槽中，以确保电话与触点接
触良好。

确保电话上的 LED呈红色亮起。如果 LED未亮起，取出电话，然后将其重新插入到多输出端口充
电器中。

步骤 3 （可选）将充电杯滑入多输出端口充电器中并将其按压就位，这样充电杯便可与多输出端口充电器
顶部平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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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输出端口充电器为备用电池充电

您可以在多输出端口充电器中为备用电池充电。电池可能需要约 3小时时间充电。

不要在危险环境中为电池充电。注意

电池正在充电时，电池旁边的电池 LED呈红色亮起。电池充满电后，电池 LED呈绿色亮起。

过程

将电池放在空备用电池槽中，电池触点对准充电器连接器。

如果电池 LED未呈红色亮起，取出电池，然后将其重新插入到电池槽中。

用线缆锁固定充电器
您可以用最宽 20毫米的笔记本电脑线缆锁来固定您的桌面充电器或多输出端口充电器。

过程

步骤 1 拿起线缆锁结成环的一端，将它缠绕在您要固定电话的物体上。

步骤 2 将锁穿过线缆结成环的一端。

步骤 3 解开线缆锁。

步骤 4 按住上锁按钮以对齐锁齿。

步骤 5 将线缆锁插入充电器的锁槽，然后释放上锁按钮。

步骤 6 锁上线缆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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