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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基站 IP地址
您可使用听筒电话在网络中查找基站的 IP地址。听筒电话显示范围内每个基站的 IP地址。

如果您有路由器管理页面的访问权限，也可以使用该页面来查找 IP地址。

您可能会发现基站工作表对于跟踪配置非常有用。

开始之前

您需要以下各项：

• 基站需要连接到网络。

• 听筒电话需要配备充电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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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步骤 1 按住电源/结束 直到屏幕打开。

步骤 2 按菜单 。

步骤 3 输入 *47*。

登录管理网页
您可使用基站网页配置基站和听筒电话。

请与您的服务商联系以确定您是通过HTTP还是HTTPS连接至基站。此过程假设您使用的是HTTP。注释

如果持续 5分钟无活动，网页会将您注销。

开始之前

您需要基站的 IP地址。

基站需要连接到网络，并且绿色 LED亮起。

过程

步骤 1 借助查找基站 IP地址，第 1页中的信息查找基站的 IP地址。

步骤 2 在浏览器中，输入基站的地址。

格式:

http://<address>/main.html

其中：

• address是基站的 IPv4地址。

示例

http://xxx.xxx.xxx.xxx/main.html，其中 xxx.xxx.xxx.xxx是 IPv4地址。

步骤 3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基站。

我们强烈建议您更改默认密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更改网页管理员密码，第 13页。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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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到用户网页
您可以使用基站网页作为用户来查看系统状态并执行有限的配置任务。

请与您的服务商联系以确定您是通过HTTP还是HTTPS连接至基站。此过程假设您使用的是HTTP。注释

如果持续 5分钟无活动，网页会将您注销。

开始之前

您需要基站的MAC地址。

基站需要连接到网络，并且绿色 LED亮起。

过程

步骤 1 借助查找基站 IP地址，第 1页中的信息查找基站的 IP地址。

步骤 2 在浏览器中，输入基站的地址。

格式:

http://<address>/main.html

其中：

• address是基站的 IPv4地址。

示例

http://xxx.xxx.xxx.xxx/main.html，其中 xxx.xxx.xxx.xxx是 IPv4地址。

步骤 3 以用户身份登录基站。密码是基站的MAC地址，字母小写。

自动配置
您可如此设置系统，使其在将基站接通LAN时自动查找服务器以获取其配置。配置服务器会发送配
置信息以设置基站和听筒电话。听筒电话信息包括电话号码，但不会将电话号码映射到特定听筒电

话。

通常，系统配置由服务提供商设置和维护。

配置好基站后，需要将听筒电话与基站配对，从而将电话线路映射到听筒电话：

• 自动：使用听筒电话与基站配对。此任务使用所配置号码池中的电话号码分配听筒电话。请参

阅以下任务：

电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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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设置听筒电话，第 4页

• 手动：手动匹配听筒电话与电话号码，然后将听筒电话与基站配对。请参阅以下任务：

• 将听筒电话分配给用户，第 8页

• 开始听筒电话注册，第 9页

• 将听筒电话连接到基站，第 10页

如果听筒电话需要多条线路（专用或共享），您可以对第一条线路使用自动配置，然后手动配置其

他线路。请参阅：

• 向听筒电话添加第二条线路，第 23页

• 在听筒电话间共享线路，第 24页

相关主题

设置 Cisco IP DECT 6800系列（工作流程）

自动设置听筒电话

您完成步骤 1至 3开始部署，步骤 4和 5由您或您的用户完成。如果步骤 4和 5由您的用户完成，
请确保在 AC字段中告诉他们这些代码。

开始之前

登录管理网页，第 2页

过程

步骤 1 单击分机。

步骤 2 记下 AC字段中的内容。

页面上还包含电话号码列表。

步骤 3 单击注销。

步骤 4 打开听筒电话的电源。

步骤 5 在听筒电话的 PIN输入消息中，输入在步骤 2中捕获的信息。

听筒电话完成与基站的连接并下载其配置。系统从可用号码池中为听筒电话分配了电话号码。

电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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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配置
如果系统没有使用自动配置，您需要手动配置基站和听筒电话。

相关主题

设置 Cisco IP DECT 6800系列（工作流程）

配置基站

开始之前

连接到基站网页，如登录管理网页，第 2页中所述。

基站需要连接到网络，并且绿色 LED亮起。

过程

步骤 1 单击服务器。

步骤 2 单击添加服务器。

步骤 3 设置服务器别名字段。

步骤 4 将注册器字段设置为服务提供商提供的地址。

步骤 5 将出站代理字段设置为服务提供商提供的地址。

步骤 6 配置其余字段，如服务器网页字段中所述。

步骤 7 单击保存。

下一步做什么

设置基站国家/地区，第 5页

设置基站国家/地区
必须设置基站的国家/地区和时间。基站使用时间信息来控制数据同步。听筒电话显示系统时间。

基站已针对您所在位置的特定DECT频率范围进行预编程。此页面上的国家/地区信息仅用于标识系
统的日期和时区。

注释

您可以使用网络时间服务器，也可以将时间设置为 PC上的时间。但是，如果设置多小区系统，则
必须使用网络时间服务器。

如果您设置或更改国家/地区或时间，则必须重新启动基站。

电话管理

5

电话管理

手动配置

p685_b_dect-phone-6800-administration-guide_chapter1.pdf#nameddest=unique_7
p685_b_dect-phone-6800-administration-guide_chapter6.pdf#nameddest=unique_11


开始之前

连接到基站网页，如登录管理网页，第 2页中所述。

基站需要连接到网络，并且绿色 LED亮起。

过程

步骤 1 单击国家/地区。

步骤 2 在选择国家/地区列表中选择国家/地区。

步骤 3 如果适用，设置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步骤 4 在设置语言列表中选择语言。

步骤 5 选择您的时间服务器方法：

• 如果不使用网络时间服务器，请单击时间 PC使用 PC中的当前时间。
• 如果使用网络时间服务器，请在时间服务器字段中输入地址。

网络时间服务器地址的示例为 0.us.pool.ntp.org。

步骤 6 配置其余字段，如国家/地区网页字段中所述。

步骤 7 单击保存并重新启动。

下一步做什么

配置网络设置，第 6页

配置网络设置

网络设置默认为常用设置。默认情况下，系统使用 DHCP。

您可能需要按照服务提供商的指示更改以下特定字段：

• VLAN

• 使用不同的 SIP端口

• RTP端口

有关这些字段的信息，请参阅网络设置网页字段。

开始之前

连接到基站网页，如登录管理网页，第 2页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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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步骤 1 单击网络。

步骤 2 如果您的网络没有使用 DHCP，将 DHP/静态 IP字段设置为静态 IP。

如果选择静态 IP，则必须配置以下附加字段：

• IP地址

•子网掩码

•默认网关

• DNS（主要）

• DNS（辅助）

步骤 3 如果设置单基站系统，将使用不同的 SIP端口设置为启用。

步骤 4 按照服务提供商的指示设置 RTP端口字段。

步骤 5 配置其余网络字段，如网络设置网页字段中所述。

步骤 6 单击保存。

下一步做什么

将听筒电话添加到基站，第 7页

将听筒电话添加到基站

您需要在基站上配置听筒电话，以使它们能够连接和通信。

您可以一次添加并注册一部听筒电话，也可以设置多部听筒电话。

• 单听筒电话设置：在此程序结束时，基站拥有有关听筒电话设置的信息，但听筒电话未注册到

基站并且能够发出呼叫。

• 多听筒电话设置：在此程序结束时，基站已设置，但您需要完成用户特定配置以将听筒电话分

配给正确的人员。

您可能会发现听筒电话配置参数工作表很有帮助。

开始之前

连接到基站网页，如登录管理网页，第 2页中所述。

基站需要连接到网络，并且绿色 LED亮起。

电话管理

7

电话管理

将听筒电话添加到基站

p685_b_dect-phone-6800-administration-guide_chapter6.pdf#nameddest=unique_17
p685_b_dect-phone-6800-administration-guide_appendix2.pdf#nameddest=unique_73


过程

步骤 1 单击分机。

步骤 2 （可选）更改访问代码 (AC)。

我们建议您更改 AC以防止用户取消注册听筒电话。

步骤 3 单击添加分机。

步骤 4 设置线路名称。通常情况下，这是用户的名称。

步骤 5 对于新的听筒电话，将终端设置为新终端。

步骤 6 将分机字段设置为分配给用户的电话号码。

步骤 7 将验证用户名字段设置为分配给用户的用户 ID。

步骤 8 将验证密码字段设置为用户的分配密码。

步骤 9 将显示名称字段设置为您想要在听筒电话屏幕上显示的名称。

步骤 10 将服务器字段设置为您添加基站时配置的服务器别名。

步骤 11 配置其余分机字段，如添加或编辑分机网页字段中所述。

步骤 12 单击保存。

步骤 13 （可选）重复步骤 2到 10，以添加更多听筒电话。

下一步做什么

• 如果将系统设置为一次一部听筒电话，请执行开始听筒电话注册，第 9页。

• 如果设置多部听筒电话，请执行将听筒电话分配给用户，第 8页。

将听筒电话分配给用户

设置多部听筒电话时，您需要将每部听筒电话分配给特定的用户。每位用户都有唯一的电话号码和

语音信箱，并可能具有不同的功能。

要将听筒电话分配给用户，可将听筒电话的国际便携设备标识 (IPEI)编号分配给正确配置的分机。
听筒电话的 IPEI编号位于以下位置：

• 听筒电话包装盒的标签上

• 听筒电话电池下

您可能会发现听筒电话配置参数工作表很有帮助。

开始之前

连接到基站网页，如登录管理网页，第 2页中所述。

基站需要连接到网络，并且绿色 LED亮起。

电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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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如将听筒电话添加到基站，第 7页中所述设置听筒电话。

过程

步骤 1 单击分机。

步骤 2 记下 AC字段中的代码。

步骤 3 单击特定用户听筒电话 IPEI列中的链接。

IPEI链接将显示为空 IPEI号码 FFFFFFFFFF。

步骤 4 在终端页上，将 IPEI字段设置为用户新听筒电话的 IPEI。

步骤 5 将 AC字段设置为在步骤 2中捕获的代码。

步骤 6 （可选）配置其他字段，如终端网页字段中所述。

步骤 7 单击保存。

步骤 8 （可选）重复步骤 3到 7，以设置更多听筒电话。

下一步做什么

开始听筒电话注册，第 9页。

开始听筒电话注册

在基站上配置一部或多部听筒电话后，您可告知基站开始注册流程。基站等待从听筒电话接收注册

消息以完成通信环路。

您可以同时注册所有听筒电话，也可以逐个进行注册。

开始之前

连接到基站网页，如登录管理网页，第 2页中所述。

基站需要连接到网络，并且绿色 LED亮起。

• 单听筒电话配置：必须如以下章节中所述配置听筒电话：将听筒电话添加到基站，第 7页

• 多听筒电话配置：必须如以下章节中所述将听筒电话分配给用户将听筒电话分配给用户，第

8页

过程

步骤 1 在分机页上，检查 IPEI列中要注册的新听筒电话旁边的复选框。

步骤 2 单击注册终端。

步骤 3 选中分机列中听筒电话的复选框。

电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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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单击开始 SIP注册。

下一步做什么

• 在每个听筒电话上，执行将听筒电话连接到基站，第 10页。

将听筒电话连接到基站

将听筒电话配置为连接到基站后，它将注册。注册完成后，您可发出呼叫。

如果用户执行以下程序，则您需要为其提供该程序和访问代码。

开始之前

• 必须安装听筒电话电池。请参阅在听筒电话中安装电池。

• 必须为听筒电话电池充电。请参阅为听筒电话电池充电。

• 必须如将听筒电话添加到基站，第 7页中所述在基站上配置听筒电话，并且您需要基站访问
代码 (AC)。

过程

步骤 1 打开听筒电话。请参阅打开您的听筒电话，第 10页。

步骤 2 按菜单 。

步骤 3 选择连接 >注册。

步骤 4 按选择。

步骤 5 （可选）收到系统提示时，在 AC字段中输入访问代码。

步骤 6 按确定。

听筒电话开始注册流程。注册成功后，听筒电话将显示正确的日期和时间、用户名以及电话号码。

打开您的听筒电话

过程

按住电源/结束 直到屏幕打开。

电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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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听筒电话信息
您可以配置访问代码、警报信息、共享线路和电话簿等常见的听筒电话信息。

开始之前

连接到基站网页，如登录管理网页，第 2页中所述。

基站需要连接到网络，并且绿色 LED亮起。

过程

步骤 1 单击分机。

步骤 2 在 IPEI列中，单击电话的链接。

步骤 3 配置终端字段，如终端网页字段中所述。

步骤 4 单击保存。

更改分机
您可以在听筒电话上配置每部分机。分机信息包括用户名和密码、电话号码、语音信箱以及一些功

能。

开始之前

连接到基站网页，如登录管理网页，第 2页中所述。

基站需要连接到网络，并且绿色 LED亮起。

过程

步骤 1 单击分机。

步骤 2 在分机列中，单击电话的链接。

步骤 3 配置服务器字段，如分机网页字段中所述。

步骤 4 单击保存。

安全
具有厂商预装证书 (MIC)的系统硬件已安装。但您可能想要提高系统的安全性。

电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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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安全性，您需要证书颁发机构 (CA)生成的自定义证书。

设置设备证书和密钥对

基站充当服务器时，或服务器需要客户端 SSL验证时，基站使用设备标识证书和密钥对。

证书可在工厂中或由服务提供商安装在系统上。您还可以购买自己的证书。如果您购买并安装自己

的证书，则证书必须为 DER编码二进制 X.509 (.cer)格式。

开始之前

连接到基站网页，如登录管理网页，第 2页中所述。

获取自定义的证书。

过程

步骤 1 点击安全。

步骤 2 在设备标识部分中，单击选择文件。

有关字段要求的信息，请参阅安全网页字段。

步骤 3 选择证书，然后单击确定。

步骤 4 单击加载。

步骤 5 单击保存。

设置受信任的服务器证书

基站可能需要受信任的服务器证书来验证证书链。

证书可在工厂中或由服务提供商安装在系统上。您还可以购买自己的证书。如果您购买并安装自己

的证书，则证书必须为 DER编码二进制 X.509 (.cer)格式。

开始之前

连接到基站网页，如登录管理网页，第 2页中所述。

获取自定义的证书。

过程

步骤 1 点击安全。

步骤 2 在受信任的服务器证书部分中，单击选择文件。

有关字段要求的信息，请参阅安全网页字段。

电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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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选择证书，然后单击确定。

步骤 4 单击加载。

步骤 5 单击保存。

设置受信任的根证书

基站使用来自服务器的受信任的根证书来验证 SSL握手。

证书可在工厂中或由服务提供商安装在系统上。您还可以购买自己的证书。如果您购买并安装自己

的证书，则证书必须为 DER编码二进制 X.509 (.cer)格式。

开始之前

连接到基站网页，如登录管理网页，第 2页中所述。

获取自定义的证书。

过程

步骤 1 点击安全。

步骤 2 在受信任的根证书部分中，单击选择文件。

有关字段要求的信息，请参阅安全网页字段。

步骤 3 选择证书，然后单击确定。

步骤 4 单击加载。

步骤 5 （可选）设置仅使用可选证书字段。

步骤 6 单击保存。

更改网页管理员密码

我们建议您在设置系统时更改管理员密码。

开始之前

连接到基站网页，如以下章节中所述：登录管理网页，第 2页

过程

步骤 1 点击安全。

步骤 2 在密码部分中，设置密码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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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字段要求的信息，请参阅安全网页字段。

步骤 3 单击保存。

设置Web服务器的 HTTP或 HTTPS
要使基站更安全，您可以将其设置为仅与 HTTPS通信。默认设置是允许 HTTP或 HTTPS。

开始之前

连接到基站网页，如以下章节中所述：登录管理网页，第 2页

过程

步骤 1 点击安全。

步骤 2 在安全Web服务器部分中，启用或禁用 HTTPS要求。

有关字段要求的信息，请参阅安全网页字段。

步骤 3 单击保存。

思科产品安全概述

本产品包含加密功能，在进出口、运输和使用方面受美国和当地国家/地区法律约束。交付思科加密
产品并不表示第三方拥有进出口、分发或使用加密的权利。进口商、出口商、分销商和用户应遵守

美国和所在国家/地区法律法规。使用本产品，即表示同意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如果不能遵守美国
以及当地法律，请立即退回本产品。

有关美国出口条例的详细信息，请查阅 https://www.bis.doc.gov/policiesandregulations/ear/index.htm。

本地联系人
您可以管理用户的联系人列表。例如，您可为团队或部门的所有成员设置联系人列表。您有以下选

项：

• 在听筒电话上创建联系人列表、将其从听筒电话导出以及将其导入另一部听筒电话。

• 使用文本编辑器创建联系人列表并将其导入到另一部听筒电话。

导入联系人列表时，它会覆盖现有的联系人列表。如果用户创建了自定义联系人，则这些自定义联

系人都将丢失。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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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联系人列表

您可以将标准联系人列表导入听筒电话。例如，您可为团队或部门的所有成员设置联系人列表。

导入联系人列表时，它会覆盖现有的联系人列表。如果用户创建了自定义联系人，则这些自定义联

系人都将丢失。

注释

开始之前

您可以从听筒电话导出联系人列表，也可以使用文本编辑器（例如记事本）创建联系人列表。其他

程序可能会插入无法正确解析的其他信息。将文件扩展名设置为 .csv或 .txt。

列表以逗号分隔值 (CSV)格式创建。示例如下。
John Smith,+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11
Ann Jones,+2345678902,+2345678902,,+2345678912
Fred Brown,+2345678903,+2345678903,,

文件中每行的格式为

<name>,<work number>,<mobile number>,<home number>,<other number>

其中：

• <name>是用户的名称。名称的约束包括：

• 长度最多可达 23个字符。长度超过 23个字符的名称将被截断。

• 不能包含逗号 (,)。

• 仅使用支持的字符中列出的字母。

• <work number>,<mobile number>, <home number>,<other number>为电话号码。对每个号码的限
制为：

• 可以留空。例如，如果联系人没有移动号码，则该行变为 <name>,<work
number>,,<home number>,<other number>

• 长度最多可达 21位数字（包括 +）。如果号码长度超过 21位数字，则丢弃输入而不显示
任何警告。

• 只能包含以下字符：+0123456789

• 不能是 SIP URI。

过程

步骤 1 单击分机。

步骤 2 在分机列中，单击电话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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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在导入本地电话簿区域中，单击选择文件。

步骤 4 浏览并选择该文件，然后单击确定。

步骤 5 单击加载。

步骤 6 单击确定。

导出联系人列表

您可以从听筒电话导出本地联系人列表。

您可能会发现以下方法很有用：在听筒电话上创建联系人列表、将其导出，然后将其导入另一部听

筒电话。

过程

步骤 1 单击分机。

步骤 2 在分机列中，单击电话的链接。

步骤 3 在导出本地电话簿区域中，单击导出。

步骤 4 选择文件的保存位置，然后单击确定。

中央目录设置
中央目录是听筒电话上的目录，可让用户轻松查找和呼叫联系人。您使用的目录类型取决于许多因

素。

• 如果您管理一个小型网络，可以将本地目录创建为文本文件，并将其上传到基站。

• 如果您管理一个小型网络，可以将本地目录创建为 XML文件。此文件包含的信息比第一个项
目符号中的文本文件多。

目前不支持此类型。注释

• 如果您的组织已有 Lightweight目录访问协议 (LDAP)电话目录（例如，用于桌面电话），您可
以在基站上配置相同的目录。

电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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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文本中央目录

开始之前

您可为该目录创建文本文件。文本文件为以下格式：

<name>,<number>

其中：

• <name>是用户的名称。名称的约束包括：

• 长度最多可达 23个字符。长度超过 23个字符的名称将被截断。

• 不能包含逗号 (,)。

• 仅使用以下字符：

• A–Z

• a–z

• 0–9

• -

• '

• <number>为电话号码。对号码的限制为：

• 长度最多可达 21位数字（包括 +）。如果号码长度超过 21位数字，则丢弃输入而不显示
任何警告。

• 只能包含以下字符：+0123456789

• 不能是 SIP URI。

不要在逗号和电话号码之间加空格，否则会丢弃该条目。注释

以下是一个示例 txt文件。
John Smith,+2345678901
Ann Jones,+2345678902
Fred Brown,+2345678903

文件大小必须小于 100 Kb。

您可使用文本编辑器（例如记事本）创建此列表。其他程序可能会插入无法正确解析的其他信息。

将文件扩展名设置为 .csv或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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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已上传的目录，随后上传新目录，则新目录会覆盖旧目录。注释

连接到基站网页，如登录管理网页，第 2页中所述。

过程

步骤 1 单击中央目录。

步骤 2 将位置字段设置为本地。

步骤 3 单击保存。

步骤 4 找到并导入CSV文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中央目录网页字段中的“本地目录字段”和“导入中
央目录部分字段”表。

步骤 5 单击保存。

设置 LDAP中央目录

开始之前

您需要有关 LDAP目录的信息。

连接到基站网页，如登录管理网页，第 2页中所述。

过程

步骤 1 单击中央目录

步骤 2 将位置字段设置为 LDAP服务器。

步骤 3 单击保存。

步骤 4 配置 LDAP字段，如中央目录网页字段中的“LDAP中央目录字段”和“LDAP中央目录：听筒电
话标识部分字段”表中所述。

步骤 5 单击保存。

设置 XML中央目录

目前不支持此类型。注释

您可以使用目录条目创建 XML文件，然后将该 XML文件上传到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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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使用文本编辑器（例如记事本）创建此文件。其他程序可能会插入无法正确解析的其他信息。

将文件扩展名设置为 .xml。

如果您有已上传的目录，随后上传新目录，则新目录会覆盖旧目录。注释

开始之前

您需要创建 XML目录文件。要求是：

• 文件必须为 .xml文件扩展名。

• 长度超过 23个字符的名称将被截断为 23个字符。

• 仅使用支持的字符中列出的字母。

• 电话号码最多可为 21位数字，包括加号 (+)。

• 电话号码只能包含 +0123456789字符。

• 电话号码不能为 SIP URI。

• 每个 <DirectoryEntry>标记都需要 <Name>和 <Telephone>标记。电话标记标识主要电话号码。

XML文件的架构为：
<IPPhoneDirectory>
<DirectoryEntry>
<Name>x</Name>
<Telephone>x</Telephone>
<Office>x</Office>
<Mobile>x</Mobile>
<Fax>x</Fax>
</DirectoryEntry>
</IPPhoneDirectory>

您可根据需要添加任意数据量的 <DirectoryEntry>标记。请记住添加结束标记（例如，
</DirectoryEntry>）。

以下是一个示例 XML文件。
<IPPhoneDirectory>
<DirectoryEntry>
<Name>John Smith</Name>
<Telephone>1001</Telephone>
<Office>+2345678901</Office>
<Mobile>+2345678901</Mobile>
<Fax>+2345678911</Fax>
</DirectoryEntry>
<DirectoryEntry>
<Name>Ann Jones</Name>
<Telephone>1002</Telephone>
<Office>+2345678902</Office>
<Mobile>+2345678902</Mobile>
<Fax>+2345678912</Fax>
</DirectoryEntry>
<DirectoryEntry>
<Name>Fred Brown</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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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phone>1003</Telephone>
<Office>+2345678903</Office>
<Mobile>+2345678903</Mobile>
</DirectoryEntry>
</IPPhoneDirectory>

连接到基站网页，如登录管理网页，第 2页中所述。

过程

步骤 1 单击中央目录

步骤 2 将位置字段设置为 XML服务器。

步骤 3 单击保存。

步骤 4 配置 XML字段，如中央目录网页字段中的“XML中央目录字段”和“XML中央目录：目录名称
字段”表中所述。

步骤 5 单击保存。

功能设置
您可能需要更改一些影响用户体验的功能。如果您更改了任何功能，请确保告知用户。

设置管理设置

管理页面控制一些内部系统功能以及影响用户的一些功能。

•设置区域：控制一些通信要求和功能。

•配置区域：控制基站和听筒电话处理配置变更的方式。

•文本消息区域：控制用户能否发送和接收文本消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文本消息，第

21页。

•系统日志/SIP日志区域：控制系统消息和其他信息的存储。

•紧急号码：控制用户的紧急号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紧急号码，第 23页。

开始之前

连接到基站网页，如以下章节中所述：登录管理网页，第 2页

过程

步骤 1 单击管理。

步骤 2 控制设置、配置和系统日志/SIP日志字段，如管理设置网页字段的设置表格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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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至少配置以下字段：

•紧急联系电话

步骤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您更改 VLAN字段，请单击保存并重新启动。
• 对于所有其他更改，请单击保存。

配置文本消息

您可能想要更改管理网页“文本消息”区域中的设置。这些字段可控制听筒电话发送和接收文本消

息的功能。默认情况下，会禁用文本消息。

启用后，您可将系统设置为仅在系统内允许消息或允许消息进出其他系统。

如果启用文本消息，确保告知用户。注释

开始之前

连接到基站网页，如以下章节中所述：登录管理网页，第 2页

过程

步骤 1 单击管理。

步骤 2 配置文本消息字段，如管理设置网页字段的文本消息表中所述。

步骤 3 单击保存。

更改星号代码

基站设置了一系列星号代码。星号代码可让用户快速访问一些功能。

Cisco IP DECT 6800系列用户指南包含标准星号代码列表。

如果您更改星号代码，请确保告知用户您的更改。注释

开始之前

连接到基站网页，如以下章节中所述：登录管理网页，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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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步骤 1 单击星号代码。

步骤 2 更改星号代码字段，如星号代码网页字段中所述。

步骤 3 单击保存。

更改呼叫进程音

基站设置了一系列呼叫进程音。呼叫进程音是在呼叫建立和进展期间听到提示音。

默认呼叫进程音取决于您为基站设置的国家/地区和区域。您可以更改提示音的默认值。

开始之前

连接到基站网页，如以下章节中所述：登录管理网页，第 2页

过程

步骤 1 单击呼叫进程音。

步骤 2 配置字段，如呼叫进程音网页字段中所述。

步骤 3 单击保存。

配置警报

您可以将听筒电话设置为在按下听筒电话顶部的紧急按钮时发出警报。

开始之前

连接到基站网页，如登录管理网页，第 2页中所述。

您需要在管理设置页面中配置警报服务器。请参阅设置管理设置，第 20页和管理设置网页字段。

过程

步骤 1 单击警报。

步骤 2 配置警报字段，如警报网页字段中所述。

步骤 3 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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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做什么

设置警报配置文件别名后，转至更改听筒电话信息，第 11页并将警报分配给需要该警报的各个听
筒。您需要设置警报配置文件并配置警报线路和警报号码字段。在听筒电话上设置警报后，您需要

重新启动听筒电话。

配置紧急号码

您可能想要更改管理网页紧急号码表中的设置。这些字段控制与紧急呼叫关联的号码。

请确保您的用户熟悉紧急号码。即使键盘已锁定，用户仍可拨打这些号码。

开始之前

连接到基站网页，如以下章节中所述：登录管理网页，第 2页

过程

步骤 1 单击管理。

步骤 2 配置紧急号码，如管理设置网页字段的紧急号码表中所述。

步骤 3 单击保存。

向听筒电话添加第二条线路

您可以为听筒电话添加另一条线路。

过程

步骤 1 单击分机。

步骤 2 在听筒电话的左列中标识索引号。

步骤 3 单击添加分机。

步骤 4 设置线路名称。

为该线路提供不同于其他线路的名称，以免混淆。

步骤 5 在终端字段中，选择第二个分机的听筒电话。

例如，如果您要将线路添加到步骤 2中带有索引 2的听筒电话中，则选择终端 Idx 2。

步骤 6 将分机字段设置为分配给用户的电话号码。

步骤 7 将验证用户名字段设置为分配给用户的用户 ID。

步骤 8 将验证密码字段设置为用户的分配密码。

步骤 9 将显示名称字段设置为您想要在听筒电话屏幕上显示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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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0 将服务器字段设置为您添加基站时配置的服务器别名。

步骤 11 配置其余分机字段，如添加或编辑分机网页字段中所述。

步骤 12 单击保存。

步骤 13 在分机页面，选中关联的 VoIP Idx框。

步骤 14 单击开始 SIP注册。

步骤 15 关闭听筒电话，然后再重新打开。

步骤 16 开始在听筒电话中输入一个号码，然后按下线路。

步骤 17 确认新分机已列出。

下一步做什么

如果要共享此分机，请参阅在听筒电话间共享线路，第 24页

在听筒电话间共享线路

您可以设置一条线路，使其在两个或多个听筒电话上可用。

在听筒电话上，当用户发起呼叫时，共享线路会显示在线路列表中。用户还会在听筒电话标题行的

正下方看到一个图标。图标显示共享线路的状态。

过程

步骤 1 为每个听筒电话添加相同的分机。请参阅向听筒电话添加第二条线路，第 23页。

例如：

• 将分机配置到终端 Idx 1并注册。

• 将分机配置到终端 Idx 2并注册。

步骤 2 在分机页面，单击要共享分机的第一个听筒电话的听筒电话链接（IPEI号码）。

步骤 3 在共享呼叫显示设置中，将 Idx设置为要共享的分机。

步骤 4 单击保存。

步骤 5 对第二个听筒电话重复步骤 2-4以共享该号码。

将更多基站添加到网络工作流程
如果某些听筒电话遇到连接问题，您可以向网络添加其他基站。例如，听筒电话可能距离基站太远，

或基站可能太忙。如果您有多个基站，可以设置多小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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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多小区网络

以下是多小区系统的限制：

• 多小区系统中 Cisco IP DECT 210多小区基站的最大数：254

• 多小区系统中的最大听筒电话数：1000

设置多小区系统后，基站会定期同步其数据。所有注册的听筒电话均可与多小区系统中的任何基站

通信。如果主基站没有响应，则多小区系统中的另一个基站会自动变为主基站。

使用此工作流程设置多小区系统。

过程

目的命令或操作

安装第一个基站，然后添加至少一个听筒电

话。

设置 Cisco IP DECT 6800系列（工作流程）步骤1

将第一个基站设置为多小区系统的主基站。在主基站上设置多小区系统，第 25页步骤2

安装第二个基站。对每个额外的基站重复此

步骤。

在辅助基站上设置多小区系统，第 26页步骤3

执行备份以保存配置。（可选）备份系统配置步骤4

在主基站上设置多小区系统

要使基站协同工作，可将相同的系统链 ID分配给多小区网络中的每个基站。使用此程序可设置多小
区的现有基站。您只能执行此程序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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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步骤 1 访问现有基站网页。请参阅登录管理网页，第 2页。

步骤 2 单击多小区。

步骤 3 将多小区系统设置为启用。

步骤 4 设置系统链 ID。

我们建议您将系统链 ID设置为一个不太像分机号码的数字。例如，如果您使用 4位数字的分机号
码，请将系统链 ID设置为多于 4位数。

步骤 5 设置其余字段，如多小区网页字段中所述。

步骤 6 单击保存并重新启动。

步骤 7 基站重新启动后，会重新连接到管理网页。请参阅登录管理网页，第 2页。

步骤 8 刷新浏览器，直到主页/状态页面的系统信息字段中显示多小区未链接（未链接）允许作为主基站加
入。

下一步做什么

在辅助基站上设置多小区系统，第 26页

在辅助基站上设置多小区系统

为多小区设置主基站后，可以使用此程序添加一个或多个基站。多小区配置中的所有基站都使用相

同的系统链 ID。

当辅助基站启用多小区并重新启动时，主基站会自动启动同步数据的过程。

如果在启动多小区配置之前更改了主基站的管理密码，则在同步期间，辅助基站的密码会自动更改。注释

开始之前

• 您必须完成在主基站上设置多小区系统，第 25页。

• 主基站的主页/状态页面的系统信息字段中必须显示允许作为主基站加入。

• 您需要主基站的系统链 ID设置。

• 您需要知道新基站的MAC地址。

过程

步骤 1 通过安装基站，安装新基站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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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使用以下选项之一安装新基站：

• 在天花板上安装基站

• 在桌面上安装基站

• 在墙壁上安装基站

步骤 3 访问新基站网页。请参阅登录管理网页，第 2页并使用新基站的MAC地址。

记下此基站的 IP地址，如浏览器中所示。

主页/状态页面会显示多小区已禁用。

步骤 4 单击多小区。

步骤 5 将多小区系统设置为启用。

步骤 6 将系统链 ID设置为匹配主基站上的字段。

步骤 7 设置其余字段，如多小区网页字段中所述。

步骤 8 单击保存并重新启动。

步骤 9 连接到新基站的管理网页。请参阅登录管理网页，第 2页并使用您在步骤 3中记下的新 IP地址。

步骤 10 刷新浏览器，直到主页/状态页面的系统信息字段中显示多小区未链接（初始同步 1）允许作为辅助

基站加入。

该消息显示后，基站开始同步其数据。它可能需要长达 5分钟时间来同步现有和新基站。您会看到
消息更改为多小区未链接（初始同步 1）备用基站等待主基站。

步骤 11 刷新浏览器，直到主页/状态页面的系统信息字段中显示多小区就绪（保持链接）辅助基站。

如果查看主基站的管理网页，则主页/状态页面的系统信息字段中显示多小区就绪（保持链接）主基
站。

下一步做什么

设置多小区系统后，备份系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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