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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要求
Cisco IP DECT 6800系列包含以下硬件：

• Cisco IP DECT Phone 6825听筒电话

• Cisco IP DECT Phone 6825加固型听筒电话

• Cisco IP DECT 210多小区基站

开始设置 Cisco IP DECT 6800系列系统之前：

• 确定所需的用户（听筒电话）数量。

• 确定所需的电话线路（号码）数量。每位用户可以拥有最多 2条线路和 2个并发呼叫。

• 根据听筒电话数量，基于以下各项确定所需基站数量：

• 预估的听筒电话同时使用情况

您可以在每个基站上注册最多30部听筒电话。但是，基站可以处理的活动呼叫数量受编解
码器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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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编解码器和支持的活动听筒电话数量

活动呼叫数编解码器频段

对于单基站配置为 10个呼叫

对于多小区配置为 8个呼叫
（请参阅备注）

G.711

G.726
窄带

5G.722

OPUS
宽带

如果用户开启一键通功能，则基站使用窄带编解码器时只能支持 6个活动
呼叫，使用宽带编解码器时只能支持 3个呼叫。

注释

单小区和多小区部署的最大听筒和基站数有所不同。下表描述了限值。

表 2:单小区和多小区部署中的最大听筒和基站数

多小区单小区硬件

2501基站

1000 SIP注册30听筒

有关网络配置信息，请参阅单小区和多小区网络，第 3页。

• 要覆盖的空间大小。

• 基站的范围。每个基站的户外范围最多 984英尺（300米），室内范围为 164英尺（50
米）。

• 呼叫控制系统必须设置并运行。获取呼叫控制系统信息，包括服务器地址、用户 ID和密码。收
集信息时，您可能会发现工作表非常有用。

• 规划每个基站的安装位置。

• 确定是否需要将基站安装在墙壁或天花板上。

我们提供膨胀管和螺钉以用于将基站安装到干墙（石膏板）上，不过，您的表面可能需要

不同的固定系统。

• 确保每个基站的规划位置附近都有 LAN连接。底座附带的以太网电缆为 78.5英寸（200厘
米），但您可以使用任意长度的直通 CAT5e电缆。

• 如果不使用以太网供电 (PoE)，请确保每个基站的规划位置附近有电源插座。带适配器的电
源线长度为 82英寸（208厘米）。

• 确定已放置基站以便听筒可以通信。确保覆盖范围对您的用户最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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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Cisco IP DECT 210多小区基站，您可以添加更多基站来扩大覆盖范围。

相关主题

在墙壁上安装基站，第 10页
在天花板上安装基站，第 6页

单小区和多小区网络

根据在安装要求，第 1页中收集的信息，您可以安装单小区或多小区系统。

单小区系统包含一个基站，及最多 30部听筒电话。下图所示为单小区网络。

图 1:单小区网络

多小区系统包含多个基站，每个可处理最多 30部听筒电话。下图显示具有 3个基站的多小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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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多小区网络

基站套装内容

您的基站套装含有以下内容：

• 基站

• 基站支架

• 以太网电缆

• 区域电源适配器

• USB到电源插孔线缆

• 安装螺钉和膨胀管

• 印刷的合规性文档

如果要将基站安装在天花板上，则需要订购单独的吊装套件。

电源要求

基站需要以下电源之一：

• 以太网供电 (PoE) -最低 IEEE 802.3：2级功率 (3.84– 6.49W)

• 您区域专用的电源适配器及 USB到电源插孔线缆。将电源适配器插入电源插座。

听筒电话由 3.7V、1000mAh、4.1Wh的锂离子电池供电。

将听筒电话充电器电源电缆插入区域电源适配器，而电源适配器必须插入电源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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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基站
基站连接到网络时，LED指示灯会指示网络状态：

• 绿色 -已连接。

• 琥珀色 -正在进行连接。

• 红色，闪烁 -无法连接到网络。

• 红色，稳定 -网络连接正在重置。

在将基站安装到所选位置之前，请使用此程序检查基站和网络是否可以相互通信。

开始之前

基站需要：

• 以太网供电 (PoE)或电源适配器

• LAN连接

• 网络中 DHCP分配的 IP地址

过程

步骤 1 将以太网电缆的一端插入基站。

步骤 2 将以太网电缆的另一端插入 LAN端口。

步骤 3 如果不使用 PoE，将电源适配器插入基站，然后插入电源插座。

步骤 4 如果 LED在几分钟后呈红色闪烁，请执行以下步骤：

a) 找到位于基站底部边缘的重置按钮。
b) 按住重置，直到 LED呈稳定红色。
c) 松开重置。

LED应呈琥珀色闪烁，然后尝试连接。如果LED没有呈绿色亮起，则基站无法获取 IP地址。请
参阅基站 LED呈稳定红色获得进一步的帮助。

下一步做什么

使用以下程序之一安装基站：

• 在天花板上安装基站，第 6页

• 在桌面上安装基站，第 9页

• 在墙壁上安装基站，第 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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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花板上安装基站
您可以在天花板上安装基站。基站有可在天花板上安装的定制吊装支架。您需要订购吊装支架。

图 3:吊装支架

每个基站有最多 984英尺（300米）的范围。

在此任务中，术语设备指基站。

开始之前

您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 吊装支架

• 铅笔

• 适用于天花板构造的安装五金件（螺钉和膨胀管）。

• 安装位置附近有 LAN连接。

• 如果不使用 PoE，安装位置附近有电源插座。

• 确保基站可以与网络通信（请参阅安装基站，第 5页）。在基站可通信且 LED为绿色后，您
可以拔下电缆。

确定最佳位置，同时考虑覆盖区域和建筑材料。您可能需要安装其他基站以获得最佳覆盖范围。

您可以使用听筒电话上的实地勘察工具来规划放置位置。

过程

步骤 1 将吊装支架固定到所需位置。

步骤 2 标记螺钉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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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按照制造商的说明安装膨胀管。

步骤 4 将螺钉穿过支架并插入膨胀管。

步骤 5 将以太网电缆连接到设备，并将电缆穿过设备中的插槽。

步骤 6 将电源适配器插入设备，并将电缆穿过设备中的插槽。

步骤 7 将支架中的插槽与设备中的插槽对齐，然后向左旋转，直到设备锁定到位。

下图显示安装支架与基站的对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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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转动设备以将其锁定到安装支架的方式。

步骤 8 将以太网电缆插入 LAN端口。

硬件安装

8

硬件安装

在天花板上安装基站



步骤 9 如果需要，将电源适配器插入电源插座。

下一步做什么

配置基站

在桌面上安装基站
您可以将基站放在桌子或其他水平表面（例如书架）上。选择基站不容易被撞倒的位置。

每个基站有最多 984英尺（300米）的范围。

在此任务中，术语设备指基站。

开始之前

您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 安装位置附近有 LAN连接。

• 如果不使用 PoE，安装位置附近有电源插座。

• 确保基站可以与网络通信（请参阅安装基站，第 5页）。在其能够通信并且 LED呈绿色之
后，如果您尚未在最终位置测试基站，则可以拔下电缆。

确定最佳位置，同时考虑覆盖区域和建筑材料。您可能需要安装其他基站以获得最佳覆盖范围。

您可以使用听筒电话上的实地勘察工具来规划放置位置。

过程

步骤 1 将以太网电缆连接到设备，并将电缆穿过设备中的插槽。

步骤 2 如果需要，将电源适配器插入设备，并将电缆穿过设备中的插槽。

步骤 3 将支架滑入设备并按下，直至其卡入到位。

此图显示了支架与基站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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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将以太网电缆插入 LAN端口。

步骤 5 如果需要，将电源适配器插入电源插座。

下一步做什么

配置基站

在墙壁上安装基站
您可以在墙壁上安装基站。将两个螺钉拧入墙壁并将基站滑到螺钉头上方，也可以使用天花板安装

支架。

我们建议您将基站尽可能高地安装在墙上。如果可能，将其安装在朝下的角度，以获得更好的无线

电覆盖范围。

每个基站有最多 984英尺（300米）的范围。

在此任务中，术语设备指基站。

开始之前

您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 铅笔

• 水平仪

• 卷尺

• 适用于墙壁构造的安装五金件（螺钉和膨胀管）。您也可以使用天花板安装支架。

• 安装位置附近有 LAN连接。

硬件安装

10

硬件安装

在墙壁上安装基站

p685_b_dect-phone-6800-administration-guide_chapter3.pdf#nameddest=unique_44


• 如果不使用 PoE，安装位置附近有电源插座。

• 确保基站可以与网络通信（请参阅安装基站，第 5页）。在基站可通信且 LED为绿色后，您
可以拔下电缆。

确定最佳位置，同时考虑覆盖区域和建筑材料。您可能需要安装其他基站以获得最佳覆盖范围。

您可以使用听筒电话上的实地勘察工具来规划放置位置。

过程

步骤 1 将水平仪保持在所需位置，并使其位于天花板下方至少 2.25英寸（5.7厘米）处，然后绘制一条水
平线。

步骤 2 标记螺钉的布置。

• 不用天花板安装支架：标记一条线，使螺钉的间距为2.126英寸（54毫米）（从中心到中心）。

• 采用天花板安装支架：握住支架，使两个孔与直线相交。标记孔。

步骤 3 按照制造商的说明安装膨胀管。

步骤 4 插入螺钉。

• 不用天花板安装支架：拧入螺钉，直到螺钉头与墙壁的间距约为 0.375英寸（9.52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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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天花板安装支架：将支架固定在孔上，将螺丝拧紧，直到支架不动为止。

步骤 5 将以太网电缆连接到基站，并将电缆穿过基站中的插槽。

步骤 6 将电源适配器插入设备，并将电缆穿过设备中的插槽。

步骤 7 将设备置于墙上。

• 不用天花板安装支架：此图显示了螺钉头和设备的对齐方式。

下图显示了设备在螺钉头上安置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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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天花板安装支架：握住底部带有 Cisco徽标字母的设备，然后稍微向右转。将设备下方的
槽与支架上的挂钩对齐，将设备压入支架内，向左旋转，直到设备安装就位。

步骤 8 将以太网电缆插入 LAN端口。

步骤 9 如果需要，将电源适配器插入电源插座。

下一步做什么

配置基站

在听筒电话中安装电池
听筒电话内部随附电池，但电池触点上有塑料卡舌。您需要取下塑料卡舌。

过程

步骤 1 在听筒电话背面，逆时针转动闩锁以解锁背面，提起夹子，然后提起护盖以取下电池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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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从听筒电话中取出电池。

步骤 3 取下触点上的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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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将电池放在夹子下面并放入电池仓中。

电池触点位于电池左上边缘和电池仓左上边缘。确保两个触点相互接触且电池已在电池仓中就位。

步骤 5 装回护电池盖，确保护盖已关闭，然后将闩锁顺时针转动到锁定位置。

不要用力关闭护盖。如果护盖无法轻松关闭，将其拿开并检查电池是否在电池仓中完全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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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做什么

在使用听筒电话之前，您需要对其充电。请参阅为听筒电话电池充电，第 17页。

安装充电座
您可以使用充电座为听筒电话充电。听筒座具有可插入电源适配器的内置USB电缆。电源适配器专
为您所在国家/地区的电源插座配置和额定功率而设计。

过程

步骤 1 将充电座放在平坦的表面上。

步骤 2 将电源线的 USB连接器插入电源适配器。

步骤 3 将电源适配器插入电源插座。

硬件安装

16

硬件安装

安装充电座



为听筒电话电池充电
您可使用听筒电话充电器为听筒电话电池充电。

电池交付时已部分充电，但您在初次使用之前应充电至少10小时。如果不充满电，可能会缩短电池
的使用寿命。

注释

如果从听筒电话中取出和装回电池，您需要完全放电，然后再完全充电，以使电池电量指示灯准确

无误。

使用随附的听筒电话充电器为电池充电。使用其他方法可能会损坏电池、听筒电话或周围的区域。注意

仅在温度介于 32°F (0°C)到 104°F (40°C)之间的环境中为电池充电。

不要在危险环境中或存在爆炸危险的地方给电池充电。注意

当您将听筒电话放入充电器时，它将打开（如果尚未打开）并显示消息表明听筒电话正在充电。听

筒电话屏幕会在经过配置的时间后变暗然后熄灭。

如果听筒上的 LED开始闪烁，则听筒电话正在更新其固件。

开始之前

安装听筒座，如安装充电座，第 16页中所述，

确保听筒电话充电器已插入电源插座中。

过程

将听筒电话放入充电器中，以使听筒电话中的触点与充电器中的触点接触。

听筒电话屏幕应打开并显示消息表明听筒电话正在充电。如果未发生此情况，请从充电器中取出听

筒电话，然后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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