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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听筒电话
Cisco 6800系列 IP DECT由 Cisco IP DECT 210多小区基站、Cisco 6825 IP DECT听筒电话和 Cisco
6825 IP DECT加固型听筒电话组成。此系统专为中大型企业而设计。

图 1: Cisco IP DECT 210多小区基站、Cisco 6825 IP DECT听筒电话和 Cisco 6825 IP DECT加固型听筒电话

听筒电话使用数字增强无绳通信 (DECT)与基站通信以提供呼叫功能。听筒必须位于基站的范围内
才能正常工作。当听筒超出基站的范围时，您会收到一则告警，您需要在呼叫功能范围内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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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在易变、多灰尘或湿环境中使用听筒，则可以使用Cisco6825 IPDECT加固型听筒电话。
此听筒是 IP65评定的，这意味着听筒将被密封以保护其不会受到灰尘和水线的保护。

本文档中，术语电话指听筒电话，而术语系统指听筒电话和基站。

并非所有功能都受您的听筒电话支持。请联系您的服务商以了解受支持的功能。注释

功能支持
本文档将介绍设备支持的所有功能。但并非所有功能都与您的当前配置兼容。有关受支持功能的详

细信息，请联系您的服务商或管理员。

新信息及变更内容

4.7版固件新增和变更内容
从此版本开始：

• 版本编号方案更改为符合标准 Cisco版本号。在内部，以前的号码方案将会显示。4.7版固件和
V470 B6版固件是相同的版本。

• 所有与版本相关的文档更新都会清晰标出。例如，如果添加了新字段或删除了某个字段，则该

文档将指示更改的类型以及更改要应用到的版本。

新信息及变更内容功能

更新您的听筒电话，第 1页

更新按键和硬件，第 5页

Cisco 6825 IP DECT加固型听筒电话支持

将有关超出范围告警的信息添加到您的听筒电话

，第 1页。

将关于告警屏幕显示的信息添加到“重复性告

警”警报时钟。

用户界面功能增强

新故障诊断程序听筒电话不会停留在和听筒无

法打开

其他更改

您的听筒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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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460版固件的新信息和变更内容
新增或更新部分功能

更新呼叫中央目录联系人Broadsoft所有目录

更新自动听筒电话配置

新任务自动设置听筒电话

听筒电话即用增强功能

更新分配快速拨号号码

新任务删除快速拨号号码

新任务将最近通话的主叫方添加到您的联系人列

表

更新为不同的呼叫类型设置铃声

听筒电话用户界面增强功能

新任务选择默认线路整体改进

入门

打开您的听筒电话

过程

按住电源/结束 直到屏幕打开。

关闭您的听筒电话

过程

按住电源/结束 直到屏幕关闭。

您的听筒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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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紧急情况

听筒电话具有紧急按键，位于听筒电话顶部。如果由管理员设置，您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按此按键以

发出警报。听筒电话会向预定义的紧急号码发出呼叫，并自动打开免持话筒。

过程

按住紧急 3秒。

锁定听筒电话键盘

您可以手动锁定键盘以阻止意外拨号。

键盘锁定时，您只能拨打紧急号码。注释

过程

按住零 (0) ，直到屏幕上显示消息“按住 *”和按键锁定图标（ 或 ）。

相关主题

设置听筒电话锁定和个人识别码

设置定时器以自动锁定听筒电话

听筒电话键盘解锁

如果键盘已锁定，则必须解锁，然后才能发出大多数呼叫。您可能需要输入个人识别码以解锁听筒

电话。

键盘锁定时，您只能拨打紧急号码。注释

您的听筒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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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按住零 (0) ，直到屏幕上不再显示消息“按住 *”和按键锁定图标 或 。

相关主题

设置听筒电话锁定和个人识别码

设置定时器以自动锁定听筒电话

按键和硬件
听筒电话可能有许多经常使用的按键和硬件功能。以下图表介绍了重要的按键和硬件功能。图示为

Cisco 6825 IP DECT听筒电话，Cisco 6825 IP DECT加固型听筒电话的外观与之类似。

图 2: Cisco 6825 IP DECT听筒电话按键和硬件

您的听筒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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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Cisco 6825 IP DECT听筒电话按键和硬件

说明名称或分组项目

指示灯—使用指示灯标识状态。您可以配置触

发红色、黄色或绿色 LED的事件。
指示灯 (LED)1

紧急 发出紧急警报（如已配置）。
紧急按键2

头戴式耳机端口及护盖 。取下护盖并插入头

戴式耳机或耳塞（3.5毫米音频插孔）。

头戴式耳机端口3

软键 激活屏幕上显示的选项。

扬声器 打开或关闭听筒电话的扬声器模式。

菜单 访问目录、设置、状态以及其他信息。

导航群集 导航环和选择按键：

• 导航环（外部环）：上下左右移动。

•选择按键 （群集中心）：选择菜单项。

应答/发送 应答正在振铃的呼叫或在拨号后

发出呼叫。

电源/结束 打开或关闭听筒电话，或者结束

已接通的呼叫。在菜单中，该按键可返回上一屏

幕。

软键、听筒电话控制按键（扬声

器、菜单）、导航群集、呼叫控

制按键（应答/发送、电源/结
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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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名称或分组项目

拨打号码并输入字母。

1

• 拨号时输入“1”。

• 访问语音信箱。按住以自动拨打语音信箱系

统。

• 输入以下特殊文本字符：. !？, - " @ + ; :

星号

• 按住以在电话号码开头添加加号 (+)。

0

• 拨号时输入“0”。

• 按住以锁定或解锁键盘。

• 输入空格。

井号

• 按住以让听筒电话振铃器静音。如果已配

置，听筒电话将振动而不振铃。

• 输入以下特殊文本字符：#

使用按键 2至 9以输入数字和字母。

在某些语言中，可能存在其他字符。注释

键盘5

您的听筒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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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名称或分组项目

音量

• 听筒电话空闲时，更改振铃音量或关闭振铃

器。

• 在呼叫过程中，控制活动听筒、头戴式耳机

或扬声器的扬声器音量。

静音 打开或关闭静音功能。

音量和静音按键6

导航

可以使用导航群集的外圈滚动浏览菜单并在不同字段之间移动。可以使用导航群集内部的选择按键

选择菜单项。

支持的字符

当您输入信息时，听筒电话支持以下字符：

您的听筒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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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支持的字符

听筒电话屏幕功能

屏幕显示有关听筒电话的信息，例如目录号码、日期和时间以及软键。屏幕由三部分组成：顶部栏、

中间部分和底部栏。

图 4:听筒电话屏幕

屏幕顶部是顶部栏。标题行显示无线电信号强度和电池电量，以及许多图标。这些图标

在功能激活时显示。

如果您的组织使用BroadWorks共享呼叫显示功能，则标题行正下方将显示一行方框。每
个框代表共用线上的一个用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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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中间显示与听筒电话关联的信息：日期和时间、配置的听筒电话所有者以及听筒电

话电话号码。

2

屏幕底部栏包含软键标签。每个标签指示屏幕下方软键按键的操作。有时，软键标签上

方会显示图标。

3

相关主题

BroadWorks共享呼叫显示

标题图标

标题图标显示听筒电话的状态。本部分显示标题图标及其含义。启用免打扰 (DND)时，标题行图标
可能会有所不同。

音频路径图标

说明免打扰模式图标图标

扬声器关闭

头戴式耳机使用中。

听筒电话静音。

蓝牙图标

说明免打扰模式图标图标

蓝牙已连接。

蓝牙已断开连接。

网络图标

说明免打扰模式图标图标

无网络连接。

弱网络连接。

良好的网络连接。

较好的网络连接。

您的听筒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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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免打扰模式图标图标

最佳网络连接

电池图标

说明免打扰模式图标图标

电池电量耗尽。为电池充电以使用听筒电话。

电池充电 1%到 24%。尽早给电池充电。

电池充电 25%到 49%。

电池充电 50%到 74%。

电池充电 75%到 100%。

电池正在充电。

与呼叫相关的图标

说明免打扰模式图标图标

已应答呼叫

已拨呼叫

免打扰已启用。

电话已前转。

语音信箱留言通知。

未接呼叫

其他图标

说明免打扰模式图标图标

听筒电话键盘锁定。

消息

您的听筒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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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呼叫与线路之间的区别

我们以非常具体的方式使用术语线路和呼叫来说明如何使用您的电话。

• 线路—每条线路均对应一个他人可用于呼叫您的电话号码或内部号码。您最多有两条线路。

• 呼叫—每条线路支持最多两个呼叫。但是，您在听筒上只能有两个呼叫。

任何时刻只能有一个呼叫处于活动状态，另一个呼叫会被自动置于保留状态。

以下是一个例子：如果您有两条线路，每条线路支持两个呼叫，但您同时只能有两个接通的呼

叫。这两个呼叫可以在同一线路上，也可以在不同线路上。两个呼叫中只有一个处于活动状态，

另一个为保留呼叫。

电话电池

您的电话包含锂离子电池。充满电的电池可提供以下服务时间：

• 长达 17小时的通话时间

• 长达 200小时的待机时间

打开电话时会缩短电池使用时间。呼叫、留言、使用应用程序、使用蓝牙以及类似菜单导航的操作

都会使用电源和缩短通话时间。经过可配置的不活动时间后，您的电话屏幕会变暗然后关闭，以减

少电池消耗。

相关主题

设置关闭屏幕的定时器

为听筒电话电池充电

听筒电话保养
您可以清洁您的听筒电话。确保按照我们的清洁说明进行操作。

如果听筒电话接触到可能导致污点或其他损害的任何物品，如灰尘或沙子、墨迹、化妆品、皂液、

洗涤剂、酸、酸性食品或润肤露，请立即清洁电话。

请勿吹气或使用压缩空气（例如喷雾罐、低压或高压空气喷嘴）来清洁听筒电话的开口。

不要使用真空吸尘器或其他吸尘设备清洁听筒电话的开口。

不要使用针或其他物品擦拭听筒电话的开口。

使用空气、吸尘或机械物品清洁开口可能会损坏听筒电话，导致听筒电话保修失效。

注意

如果不小心将听筒电话掉到水中或溅上水，请遵照说明晾干听筒电话。请参阅如果听筒电话落入水

中，第 13页。

您的听筒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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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听筒电话屏幕

过程

如果您的听筒电话屏幕变脏，请用柔软的干布擦拭。

不要使用任何液体或粉末擦拭听筒电话，因为这些物质会污染电话组件并引起故障。注意

清洁听筒电话外部

您可以使用干燥的无绒布清洁听筒电话外部。对于医疗保健环境，我们建议您使用 Caviwipes™和
Saniwipes™彻底清洁听筒电话。Caviwipes和 Saniwipes包含高达 17%的异丙醇。

异丙醇含量较高的任何清洁溶液（包括纯异丙醇或替代的醇基液体）都可能会损坏听筒电话。请勿

使用漂白剂或其他腐蚀性产品清洁听筒电话。

过度使用 Caviwipes和 Saniwipes（一天超过 3次）会损坏听筒电话表面涂层并导致听筒电话外观发
生变化。

如果听筒电话接触到可能导致污点或其他损害的任何物品，如灰尘或沙子、墨迹、化妆品、皂液、

洗涤剂、酸、酸性食品或润肤露，请立即清洁电话。

请勿吹气或使用压缩空气（例如喷雾罐、低压或高压空气喷嘴）来清洁听筒电话的开口。

不要使用真空吸尘器或其他吸尘设备清洁听筒电话的开口。

不要使用针或其他物品擦拭听筒电话的开口。

使用空气、吸尘或机械物品清洁开口可能会损坏听筒电话，导致听筒电话保修失效。

注意

过程

步骤 1 从充电器取下听筒电话。

步骤 2 用一块柔软的无绒布或认可的消毒抹布擦拭听筒电话和屏幕。

步骤 3 如果听筒电话开口处有异物（如细沙），请用手敲击电话以清除异物。

如果听筒电话落入水中

如果听筒电话落入水中，您应进行以下操作：

• 轻轻摇动听筒电话甩掉水分。

您的听筒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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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块柔软、无尘的干布擦干听筒电话。

• 将听筒电话放在干燥区域，保持一定气流；例如，可以用风扇对着听筒电话的扬声器网格吹冷

气，以帮助保持听筒电话干燥。只需不要让风扇与听筒电话靠得太近即可。

以下是不应进行的一些操作：

• 听筒电话打湿时，不要打开电池盖。

• 请勿使用压缩空气吹掉水分。

• 请勿使用吹风机吹干听筒电话。

• 不要将棉签、纸巾或布插入头戴式耳机插孔或电池仓内部。

• 不要在坚硬的表面敲击听筒电话。

• 请勿将潮湿的听筒电话放入充电座。必须待听筒电话彻底干燥。

听筒保修范围不包含听筒落水或掉入其他液体导致的损坏。注释

请勿吹气或使用压缩空气（例如喷雾罐、低压或高压空气喷嘴）来清洁听筒电话的开口。

不要使用真空吸尘器或其他吸尘设备清洁听筒电话的开口。

不要使用针或其他物品擦拭听筒电话的开口。

使用空气、吸尘或机械物品清洁开口可能会损坏听筒电话，导致听筒电话保修失效。

注意

如果干燥听筒电话之后声音变得微弱，表示麦克风或扬声器仓内可能仍然有水。扬声器端向下将听

筒电话放到无尘的干布上，看看是否有水滴下。如果听筒电话中仍然有水，应先让其彻底干燥，之

后才能继续使用。

其他帮助和信息
如果您对电话中可用的功能有疑问，请与管理员联系。

思科网站 (https://www.cisco.com)包含关于电话和呼叫控制系统的详细信息。

• 要获取英文版的快速入门指南和最终用户手册，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collaboration-endpoints/
ip-dect-6800-series-multiplatform-firmware/products-user-guide-list.html

• 要获取除英文外其他语言的指南，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collaboration-endpoints/
ip-dect-6800-series-multiplatform-firmware/tsd-products-support-translated-end-user-guides-list.html

您的听筒电话

14

您的听筒电话

其他帮助和信息

https://www.cisco.com
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collaboration-endpoints/ip-dect-6800-series-multiplatform-firmware/products-user-guide-list.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collaboration-endpoints/ip-dect-6800-series-multiplatform-firmware/products-user-guide-list.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collaboration-endpoints/ip-dect-6800-series-multiplatform-firmware/tsd-products-support-translated-end-user-guides-list.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collaboration-endpoints/ip-dect-6800-series-multiplatform-firmware/tsd-products-support-translated-end-user-guides-list.html


视觉障碍用户和盲人用户的文档可访问性

此文档的 HTML版本支持使用 JAWS®读取器。

Cisco 6800系列 IP DECT文档
请参阅与您的语言和固件版本对应的出版物。从以下统一资源定位符 (URL)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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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电话连接

有时，您的电话可能会失去与基站的连接，或者基站可能会失去与呼叫控制系统的连接。此连接中

断时，您的电话会显示一条消息。

如果任一连接丢失时您正处于活动呼叫中，则该呼叫结束。

如果您因为走出基站范围而导致连接丢失，您应该添加覆盖警告。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设置覆盖

警告。

当电话重新连接到基站或基站重新连接到呼叫控制系统后，您就可以再次正常使用电话。

思科一年有限硬件保修条款

在保修期内，您的硬件适用一些特殊的保修条款，并且可以享用多种服务。

正式保修声明（包括思科软件适用的保修和许可协议）位于 Cisco.com的以下 URL：
https://www.cisco.com/go/hwwarranty。

您的听筒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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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collaboration-endpoints/ip-dect-6800-series-multiplatform-firmware/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collaboration-endpoints/ip-dect-6800-series-multiplatform-firmware/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p685_b_dect-phone-6825-user-guide_chapter8.pdf#nameddest=unique_45
p685_b_dect-phone-6825-user-guide_chapter8.pdf#nameddest=unique_45
https://www.cisco.com/go/hwwarra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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