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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站规格
下表显示基站的物理和工作环境规格。

表 1:物理和工作规格

值或范围规格

32°至 113°F（0°至 45°C）工作温度

10%至 90%（无冷凝）工作相对湿度

14°至 140°F（-10°至 60°C）储存温度

10%至 95%（无冷凝）存放相对湿度

4.75英寸（120毫米）高度

4.75英寸（120毫米）宽度

1.25英寸（30毫米）深度

6盎司（167克）权重

• 用于 10-Mbps电缆的 3/5/5e/6类（4对）

• 用于 100-Mbps电缆的 5/5e/6类（4对）

电缆

以太网规格支持的情况下，假设每个基站和交换机之间的最大电

缆长度为 100米（330英尺）。
距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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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或范围规格

本地电源的电源适配器

以太网PoE（用于正常供电的以太网适配器）；IEEE802.3：功率
等级 2 (3.84– 6.49W)

电源

频段在出厂时设置，客户无法进行更改。

• 1880– 1895（台湾）

•

• 1880– 1900 MHz（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节能 22 dBM）

• 1880– 1900 MHz（欧盟和亚太地区）

• 1910– 1930 MHz（拉美和阿根廷）

• 1910– 1920 MHz（巴西和乌拉圭）

• 1910– 1920 MHz（乌拉圭–节能 140 mW）

• 1910– 1930 MHz（智利–节能 22 dBM）

• 1920– 1930 MHz（美国和加拿大）

射频 (RF)频段

有关基站的详细技术信息，请参阅数据表：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ollaboration-endpoints/ip-dect-6800-series-multiplatform-firmware/
datasheet-listing.html

听筒电话规格
下表显示听筒电话的物理和工作环境规格。

表 2:物理和工作规格

值或范围规格

32°至 113°F（0°至 45°C）工作温度

10%至 90%（无冷凝）工作相对湿度

14°至 140°F（-10°至 60°C）储存温度

10%至 95%（无冷凝）存放相对湿度

标准听筒：4.6英寸（117毫米）

加固型听筒电话：4.6英寸（117毫米）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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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或范围规格

标准听筒：1.8英寸（46毫米）

加固型听筒电话：1.8英寸（46毫米）

宽度

标准听筒：0.78英寸（20毫米）

加固型听筒电话：0.78英寸（20毫米）

深度

标准听筒：3盎司（86克）

加固型听筒电话：3盎司（86克）

权重

充电锂离子。电源

有关听筒电话的详细技术信息，请参阅数据表：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ollaboration-endpoints/ip-dect-6800-series-multiplatform-firmware/
datasheet-listing.html

网络协议
思科听筒电话和基站支持进行语音通信所需的多个行业标准及思科网络协议。下表列出了听筒电话

和基站支持的网络协议。

表 3:支持的网络协议

使用注意事项目的网络协议

—BootP支持网络设备（例如听筒电话）
发现特定的启动信息（例如IP地址）。

Bootstrap协议
(BootP)

设备使用 CDP向 Cisco Catalyst交换机
传达信息，如辅助 VLAN ID、每端口
电源管理详情和服务质量 (QoS)配置信
息等。

CDP是用于发现设备的协议，在 Cisco
制造的设备上运行。

设备可以使用 CDP向其他设备播发其
存在，并收到关于网络中其他设备的信

息。

Cisco Discovery
Protocol (CDP)

基站通过 DNS客户端将域名转换为 IP
地址。

DNS将域名转换为 IP地址。域名服务器 (DNS)

默认启用DHCP。如果禁用，您必须在
每个基站上本地手动配置 IP地址、子
网掩码和网关。

我们建议您使用 DHCP自定义选项
160、159。

DHCP动态分配和指定网路设备的 IP
地址。

通过DHCP，您可以将基站连接到网络
中使基站可以运行，且无需手动分配

IP地址或配置额外的网络参数。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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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注意事项目的网络协议

基站使用 HTTP提供 XML服务、进行
预配置和升级以及排除诊断。

HTTP是用于在 Internet及Web上传输
信息和移动文档的协议。

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

支持 HTTP和 HTTPS的Web应用配置
了两个URL。支持HTTPS的基站选择
HTTPS URL。

如果通过 HTTPS连接到服务，会向用
户显示锁头图标。

HTTPS将超文本传输协议与 SSL/TLS
协议组合到一起，提供服务器的加密和

安全识别。

安全超文本传输协

议 (HTTPS)

要与 IP通信，网路设备必须分配有 IP
地址、子网和网关。

如果您使用的是支持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的基站，系统会自动分配 IP地
址、子网和网关标识。如果您未使用

DHCP，则必须在本地手动向每个基站
分配上述属性。

IP是在网络上寻址和发送信息包的消息
传送协议。

Internet协议 (IP)

基站使用 NTP与时间服务器通信。NTP网络协议能够通过分组交换、可变
延迟数据网络来同步计算机系统的时

钟。

网络时间协议
(NTP)

基站使用 RTP协议收发与其他设备和
网关之间往来的实时语音流量。

RTP是用于通过数据网络传输实时数据
（例如交互式语音和视频）的标准协

议。

实时传输协议
(RTP)

默认情况下禁用 RTCP。RTCP与RTP配合使用时，可以在RTP
流中提供 QoS数据（例如信号不稳定
性、延迟和往返延迟）。

实时控制协议
(RTCP)

编解码器类型、DTMF检测和舒适噪音
等 SDP功能通常在全局基础上通过运
行中的第三方呼叫控制系统或媒体网关

进行配置。有些SIP终端可能允许在终
端上自行配置这些参数。

SDP是确定两个终端连接期间哪些参数
可用的SIP协议。会议通过仅使用会议
中所有终端支持的 SDP功能建立。

会话描述协议
(SDP)

和其他 VoIP协议类似，SIP旨在解决
信息包电话网络中的信令和会话管理功

能。信令允许跨网络边界传输呼叫信

息。会话管理能够控制端到端呼叫的属

性。

SIP是用于通过 IP召开多媒体会议的互
联网工程任务组 (IETF)标准。SIP是基
于 ASCII的应用层控制协议（如 RFC
3261中定义），可用于建立、维持和
终止两个或更多终端之间的呼叫。

会话发起协议 (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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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注意事项目的网络协议

听筒电话和基站使用 SRTP进行媒体加
密。

SRTP是实时协议 (RTP)音频/视频配置
文件的延伸，它提供了两个终端之间媒

体信息包的验证、完整性和加密，从而

确保了RTP和实施控制协议 (RTCP)信
息包的完整性。

安全实时传输协议
(SRTP)

—TCP是一种面向连接的传输协议。传输控制协议
(TCP)

实施安全性后，基站安全地向第三方呼

叫控制系统注册时使用 TLS协议。
TLS是用于确保通信安全并对通信进行
验证的标准协议。

传输层安全 (TLS)

TFTP要求网络中有 TFTP服务器，可
从 DHCP服务器自动识别该服务器。

TFTP允许您通过网络传输文件。

在基站上，通过TFTP可获取特定于电
话类型的配置文件。

普通文件传输协议
(TFTP)

UDP仅用于 RTP流。SIP使用 UDP、
TCP和 TLS。

UDP是用于传送信息包的无连接消息
传送协议。

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外部设备
我们建议您使用可以屏蔽不必要的无线射频 (RF)和音频 (AF)信号的高品质外部设备。外部设备包
括头戴式耳机、电缆和连接器。

由于通话质量取决于这些设备的质量以及它们与移动电话或双向无线电等其他设备的距离，因此仍

可能会出现少许噪音。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建议您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措施：

• 移动外部设备，使其远离 RF或 AF信号源。

• 使外部设备的缆线布置远离 RF或 AF信号源。

• 对外部设备使用屏蔽电缆，或者使用屏蔽性能好并带有接头的电缆。

• 缩短外部设备电缆的长度。

• 在外部设备的电缆上加装铁氧体磁芯或其它类似元件。

Cisco不能保证外部设备、电缆和连接器的性能。

在欧盟各国，只能使用完全符合 EMC指令 [89/336/EC]要求的外置扬声器、麦克风和头戴式耳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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