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护

• 从网页重新启动基站，第 1页
• 将基站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第 2页
• 将听筒电话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第 2页
• 检验系统配置，第 2页
• 备份系统配置，第 3页
• 恢复系统配置，第 3页
• 系统升级，第 4页
• 查看基本统计信息，第 9页

从网页重新启动基站
需要重新启动基站时，您有两个重新启动选项：

•重新启动 -当基站没有活动连接（例如活动呼叫、目录访问或固件更新活动）时，进行重新启
动。

•强制重新启动 -立即进行重新启动。基站上的活动立即停止。

基站重新启动时，将启动新的系统日志，并且以前的信息都将丢失。如果有问题并计划重新启动，

请在重新启动之前将系统日志文件保存到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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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站需要连接到网络，并且绿色 LED亮起。

过程

步骤 1 访问主页/状态页面。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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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单击重新启动或强制重新启动。

将基站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
重置按钮位于基站底部边缘。

开始之前

必须启用管理设置页面中的从按钮恢复出厂设置字段。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设置管理设置和管理

设置网页字段。

过程

按住重置按钮 10秒钟。

LED变为红色时，您可松开该按钮。

将听筒电话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
有时，您需要将听筒电话重置为出厂默认值。重置会删除听筒电话中存储的任何信息（例如，铃

声）。不会删除由基站控制的任何内容。

过程

步骤 1 按菜单 。

步骤 2 选择设置 >重置设置。

检验系统配置
设置系统后，检查是否可以从系统内部和外部号码拨打及接听电话。对于以下每个步骤，被叫设备

都会响铃，您可以听到并通过这两个设备进行通话。

如果遇到问题，可参阅故障诊断章节寻求帮助。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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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之前

您必须配置这些设备并让其处于活动状态：

• 一个基站

• 两个听筒

过程

步骤 1 从一个听筒呼叫另一个听筒，确保您拥有双向音频路径。

步骤 2 从其中一个听筒呼叫外线号码（例如手机），确保您拥有双向音频路径。

步骤 3 从外线号码呼叫其中一个听筒，确保您拥有双向音频路径。

备份系统配置
您应备份系统配置。将配置导出为文件，并将其保存在一个安全的位置。请记住，导出文件可能包

含敏感文本。

有关配置信息，请参阅配置网页字段。

开始之前

连接到基站网页，如登录管理网页中所述。

过程

步骤 1 单击配置。

步骤 2 单击导出。

如果浏览器在新的浏览器窗口中显示配置，则表明遇到了已知的浏览器问题。返回到管理屏幕，右

键单击导出并选择链接另存为。

步骤 3 设置导出的文件名和位置，然后单击确定。

相关主题

恢复系统配置，第 3页

恢复系统配置
如果基站失去其配置，可以加载备份的配置文件以恢复系统。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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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之前

连接到基站网页，如登录管理网页中所述。

您需要配置文件，例如，通过备份系统配置，第 3页创建的文件。

过程

步骤 1 单击配置。

步骤 2 单击选择文件。

步骤 3 导航到位置和导出的文件名，然后单击确定。

步骤 4 单击加载。

相关主题

备份系统配置，第 3页

系统升级
您可使用更新的软件升级 Cisco IP DECT Phone 6825听筒电话和 Cisco IP DECT 210多小区基站。

该软件在 cisco.com上的以下位置提供：https://software.cisco.com/download/home/286323307。

此处提供每个软件版本的发行说明：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collaboration-endpoints/
ip-dect-6800-series-multiplatform-firmware/products-release-notes-list.html。

该版本的软件会加载到 TFTP、HTTP或 HTTPS服务器上。首先升级基站，然后升级听筒。基站升
级后会自动重新启动。听筒升级后会自动重新启动。

升级工作流程

以下工作流介绍准备 TFTP、HTTP或 HTTPS服务器和升级系统应采取的步骤。有些不足通常只需
要在初始设置期间进行一次。

我们建议您先更新基站，基站更新完成后再更新听筒。注释

开始之前

您必须有一个 TFTP、HTTP或 HTTPS服务器。

维护

4

维护

系统升级

p685_b_dect-phone-6800-administration-guide_chapter3.pdf#nameddest=unique_43
https://software.cisco.com/download/home/286323307
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collaboration-endpoints/ip-dect-6800-series-multiplatform-firmware/products-release-notes-list.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collaboration-endpoints/ip-dect-6800-series-multiplatform-firmware/products-release-notes-list.html


过程

目的命令或操作

设置所需的 TFTP服务器目录结构。（进行此操作一次）准备升级 TFTP、HTTP
或 HTTPS服务器，第 5页

步骤1

确认 TFTP服务器和目录。（进行此操作一次）设置固件更新参数，第

5页
步骤2

将固件文件放入 TFTP目录结构下载固件文件并将其复制到 TFTP、HTTP或
HTTPS服务器，第 6页

步骤3

指示基站从TFTP服务器传输固件文件并将固
件安装到内存中。

升级基站，第 7页步骤4

指示听筒电话从TFTP服务器传输固件文件并
将固件安装到内存中。

升级听筒电话，第 8页步骤5

准备升级 TFTP、HTTP或 HTTPS服务器
下载固件之前，在 TFTP、HTTP或 HTTPS服务器上设置所需的目录结构。基站和听筒电话固件必
须放入特定的文件夹。

您只需要执行此任务一次。

开始之前

您需要配置 TFTP、HTTP或 HTTPS服务器并使其处于活动状态。

将 TFTP、HTTP或 HTTPS服务器超时配置为至少 3秒钟。

过程

步骤 1 打开 TFTP、HTTP或 HTTPS服务器文件系统的根文件夹。

步骤 2 创建 Cisco子目录。

下一步做什么

设置固件更新参数，第 5页

设置固件更新参数

通常，您仅执行此任务一次。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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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之前

连接到基站网页，如登录管理网页中所述。

您需要 TFTP、HTTP或 HTTPS服务器的 IP地址或完全限定的目录名称 (FQDN)。

过程

步骤 1 单击固件更新。

步骤 2 在固件更新服务器地址字段中输入 TFTP、HTTP或 HTTPS服务器 IP地址或 FQDN。

步骤 3 在固件路径字段中输入 Cisco。

步骤 4 单击保存/开始更新。

下载固件文件并将其复制到 TFTP、HTTP或 HTTPS服务器
您可以访问思科软件下载页面获取 zip格式的固件文件。zip文件中包含以下固件文件：

• 对于基站，zip文件名以 IPDECT-DBS210开头

• 对于听筒电话，zip文件名以 IPDECT-PH6825开头

如果 Cisco IP DECT Phone 6825听筒电话和 Cisco IP DECT Phone 6825加固型听筒电话具有相同的版
本和分支，您只需要 IPDECT-PH6825文件。

注释

开始之前

您需要 TFTP、HTTP或 HTTPS服务器信息。

过程

步骤 1 从您的浏览器，转至 https://software.cisco.com/download/home/286323307。

步骤 2 如果需要，使用您的用户 ID和密码登录。

步骤 3 单击 IP DECT 210多小区基站。

步骤 4 选择版本。

步骤 5 下载所需版本的 zip文件。

步骤 6 返回至 https://software.cisco.com/download/home/286323307。

步骤 7 单击采用多平台固件的 IP DECT 6825。

步骤 8 选择版本。

步骤 9 下载所需版本的 zip文件。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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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0 在您的 PC上解压缩该文件。

步骤 11 访问 TFTP、HTTP或 HTTPS服务器文件系统。

步骤 12 如果不可用，创建 Cisco目录。

步骤 13 打开 Cisco目录。

步骤 14 将新基站固件文件复制到 Cisco文件夹。

步骤 15 将新听筒电话固件文件复制到 Cisco文件夹。

下一步做什么

升级基站，第 7页

升级听筒电话，第 8页

升级基站

固件文件名包含版本 (v)和分支编号 (b)。例如，DBS-210_v0450_b0001.fwu为版本 450和分支 1。将
固件版本和分支编号放入升级页面时，无需前导零。

应在基站处于不活动状态时对其进行更新。升级开始后，所有活动呼叫都将被丢弃。升级可能需要

几分钟时间才能完成，且基站会重新启动。

注释

我们建议您先更新基站，基站更新完成后再更新听筒。注释

开始之前

连接到基站网页，如登录管理网页中所述。如果您有多个基站，应登录主基站。

您需要完成设置固件更新参数，第 5页和下载固件文件并将其复制到 TFTP、HTTP或 HTTPS服
务器，第 6页。

过程

步骤 1 单击固件更新。

步骤 2 在基站所需版本字段中输入新的固件版本。

步骤 3 在基站所需分支字段中输入分支号码。

步骤 4 单击保存/开始更新。

步骤 5 单击弹出窗口中的保存。

步骤 6 在警告窗口中，单击浏览器返回箭头。

维护

7

维护

升级基站

p685_b_dect-phone-6800-administration-guide_chapter3.pdf#nameddest=unique_43


步骤 7 等待几秒钟，然后单击系统日志。

步骤 8 验证您看到的消息是固件开始更新到版本 vvvv 分支 bbbb。

其中：

• vvvv是版本号。

• bbbb是分支编号。

几分钟后，基站将自动重新启动，您需要登录至管理页面。当听筒向基站注册时，基站升级完成。

升级听筒电话

固件文件名包含版本 (v)和分支编号 (b)。例如，6825-210_v0450_b0001.fwu为版本 450和分支 1。
将固件版本和分支编号放入升级页面时，无需前导零。

Cisco IP DECT Phone 6825听筒电话和 Cisco IP DECT Phone 6825加固型听筒电话使用相同的固件文
件。

从网页开始升级后，所有听筒电话都会下载并加载新的固件文件。升级可能需要 20-30分钟的时间
来下载和验证，并需要额外的几分钟将新的固件文件加载到听筒电话上。听筒电话必须放在充电器

中，直到听筒电话加载固件文件并重新启动后才能取出。当听筒加载新的固件时，LED指示灯将会
闪烁。升级完成时听筒会自动重新启动。

分机页面在 FWU进度列中显示升级进度。

• 在下载过程中，该列以百分比形式显示下载进度。例如，41%。

• 下载文件后，将对其进行验证，并且该列将以百分比形式显示验证进度。例如，正在验证，已

经完成 23%。

• 如果验证已完成，且听筒电话没有位于充电器上，则该列显示等待充电器。

• 如果验证已完成，且听筒已放在充电器上，则该列先显示等待充电器，再显示正在重新启动。

• 升级完成后，该列显示完成。

如果 FWU进度显示为关，则固件更新页面中的版本和分支设置为 0。

我们建议您先更新基站，基站更新完成后再更新听筒。注释

开始之前

连接到基站网页，如登录管理网页中所述。

您需要完成设置固件更新参数，第 5页和下载固件文件并将其复制到 TFTP、HTTP或 HTTPS服
务器，第 6页。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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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步骤 1 单击固件更新。

步骤 2 在听筒电话所需版本字段中输入新的固件版本。

步骤 3 在听筒电话所需分支字段中输入分支号码。

步骤 4 单击保存/开始更新。

步骤 5 单击弹出窗口中的保存。

步骤 6 在警告窗口中，单击浏览器返回箭头。

步骤 7 等待几秒钟，然后单击系统日志。

步骤 8 验证您看到的消息是固件开始更新到版本 vvvv 分支 bbbb 用于听筒电话: x。

其中：

• vvvv是版本号。

• bbbb是分支编号。

• x为听筒电话编号。

对于每个注册到基站的听筒电话，您应看到一条消息。如果您没有看到此消息，则可能是错误消息。

步骤 9 单击分机。

FWU进度列会显示升级状态。刷新您的浏览器以监控进度。

步骤 10 如果您将看到消息等待充电器，请将听筒电话放在充电座中。

升级完成之前，不要从充电器中取出听筒电话。升级结束时，听筒电话重新启动后方可使

用。

注意

查看基本统计信息
应定期检查存储在基站中的统计信息。如果您发现问题，可以主动识别并解决任何问题。该页面包

含以下各项的统计信息：

• 系统

• 调用

• DECT

开始之前

连接到基站网页，如登录管理网页中所述。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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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站需要连接到网络，并且绿色 LED亮起。

过程

步骤 1 单击统计信息。

步骤 2 单击这些链接可查看不同基站统计信息，如统计信息网页字段中所述。

步骤 3 （可选）单击导出以逗号分隔值 (CSV)格式导出页面上显示的数据。

步骤 4 （可选）单击清除将所有统计信息重置为零 (0)。

所有统计信息页面的统计信息均设置为 0。

基站状态

基站通常处于锁定状态。如果有问题，基站可以自动切换到自由运行状态。

自由运行状态是指基站在一段时间后未从同步源同步其数据的情况。发生这种情况时，基站将在两

分钟后更改为新状态：

• 如果基站处于空闲状态，该状态将更改为正在搜索。

• 如果基站有活动呼叫，该状态将更改为同步丢失。呼叫结束后时，该状态将更改为正在搜索。

自由运行状态的原因可能包括：

• 有两个基站使用相同的 DECT插槽，因此无法看到彼此。

• 有多个同时进行的语音或数据通话。

• 环境突然变化（例如，防火门关闭）。

• 其他 DECT系统或其他设备的 DECT频率（约 1.8MHz）会出现失真。

基站进入自由运行状态时，您可以执行以下一项或两项操作：

• 更改 DECT插槽。这可让基站连接到其同步源。

• 将状态更改为协助锁定。这使基站能够使用来自其他基站的信息。

如果协助锁定状态稳定很长时间，您可以将状态更改回锁定。自由运行状态也可以更改回锁定。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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