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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电话系统概述
您可使用电话上的电话状态菜单和电话网页查看各种与电话有关的信息。包括：

• 设备信息

• 网络设置信息

• 网络统计

• 设备记录

• 流统计

本章描述了可从电话网页获取的信息。您可使用此信息来远程监控电话的操作并协助故障排除。

在上传的系统日志消息中包含设备标识符
您可以选择在上传到系统日志服务器的系统日志消息中添加设备标识符。虽然电话的 IP地址可能会
随时间而变化，但设备标识符不会更改。这可以简化在来自多个电话的传入消息流中识别每条消息

的来源的过程。设备标识符位于每条消息的时间戳之后。

开始之前

为电话配置系统日志服务器以上传系统日志消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可选的网络配置，第 25
页中的系统日志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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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步骤 1 在电话管理网页上，转至语音 >系统 >可选网络配置。

步骤 2 如可选的网络配置，第 25页中所述配置系统日志标识符参数。

Cisco IP Phone状态
以下部分描述如何在 Cisco IP Phone上查看型号信息、状态消息及网络统计信息。

• 型号信息：显示关于电话的硬件和软件信息。

• “状态”菜单：用于访问显示状态消息、网络统计信息和当前呼叫统计信息的屏幕。

您可以使用显示在这些屏幕上的信息监控电话操作，以及协助排查故障。

您可以通过电话网页远程获取这些大部分信息以及其他相关信息。

显示电话信息窗口

过程

步骤 1 按应用程序 。

步骤 2 选择状态 >产品信息。

如果设置了用户密码，电话屏幕的右上角会显示相应的图标（挂锁或证书）。

步骤 3 要退出“型号信息”屏幕，请按 。

查看电话状态

过程

步骤 1 按应用程序 。

步骤 2 选择状态 >电话状态 >电话状态。

可以查看以下信息：

•经过的时间—自上次重启系统后经过的总时间

•发送（数据包）—通过电话发送的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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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数据包）—通过电话接收的数据包。

查看电话上的状态消息

过程

步骤 1 按应用程序 。

步骤 2 选择状态 >状态消息。

您可以查看自上次完成配置以来各种电话状态的日志。

状态消息采用 UTC时间，且不受电话上时区设置的影响。注释

步骤 3 按后退 。

查看网络状态

过程

步骤 1 按应用程序 。

步骤 2 选择状态 >网络状态。

可以查看以下信息：

•网络类型—指示电话使用的局域网 (LAN)连接的类型。

•网络状态—指示电话是否已连接到网络。

• IPv4状态—电话的 IP地址。您可以查看电话的 IP地址、寻址类型、IP状态、子网掩码、默认
路由器、域名服务器 (DNS) 1、DNS 2等信息。

• IPv6状态—电话的 IP地址。您可以查看电话的 IP地址、寻址类型、IP状态、子网掩码、默认
路由器、域名服务器 (DNS) 1、DNS 2等信息。

• VLAN ID—电话的 VLAN ID。

• MAC地址—电话的唯一媒体访问控制 (MAC)地址。

•主机名—显示当前分配给电话的主机名。

•域—显示电话的网络域名。默认值：cisco.com

•交换机端口链接—交换机端口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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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机端口配置—指示网络端口的速度和双工。

• PC端口配置—指示 PC端口的速度和双工。

• PC端口链接—指示 PC端口的速度和双工。

显示“呼叫统计信息”窗口

您可以访问电话上的“呼叫统计信息”屏幕，以显示计数器、统计信息以及最近呼叫的语音质量指

标。

您还可以使用Web浏览器访问“流统计”网页，从远程查看呼叫统计信息。此网页包含电话上不可
用的其他 RTCP统计信息。

注释

一个呼叫可以使用多个语音流，但只捕获最近的语音流的数据。语音流是指两个终端之间的信息包

流。如果其中一个终端处于保留模式，即便通话仍然在连接中，语音流也会停止。当通话恢复后，

新的语音信息包流开始，新的呼叫数据会覆盖之前的呼叫数据。

要显示“呼叫统计信息”屏幕了解最近的语音流的相关信息，请执行以下步骤：

过程

步骤 1 按应用程序 。

步骤 2 选择状态 >电话状态 >呼叫统计。

步骤 3 要退出“状态”菜单，请按返回 。

呼叫统计字段

下表描述了“呼叫统计”屏幕上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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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Cisco IP Phone的呼叫统计项目

说明项目

所收到的语音流（来自编解码器的RTP流传输音
频）的类型：

• G.729

• G.722

• G.711 mu-law

• G.711 A-law

• OPUS

• iLBC

接收器编解码器

所发送的语音流（来自编解码器的RTP流传输音
频）的类型：

• G.729

• G.722

• G.711 mu-law

• G.711 A-law

• OPUS

• iLBC

发送器编解码器

接收语音流（RTP音频流）的语音信息包尺寸
（毫秒）。

接收器大小

传输语音流的语音信息包尺寸（毫秒）。发送器大小

语音流打开以来接收的RTP语音信息包的数量。

此数量不一定与呼叫开始以来收到的

RTP语音信息包的数量相同，因为呼叫
可能已被保留。

注释

接收器信息包

语音流打开以来传输的RTP语音信息包的数量。

此数量不一定与呼叫开始以来传输的

RTP语音信息包的数量相同，因为呼叫
可能已被保留。

注释

发送器信息包

监控电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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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项目

接收语音流打开以来观察的估计的平均RTP信息
包信号不稳定性（信息包通过网络时出现的动态

延迟）（毫秒）。

平均抖动

接收语音流打开以来观察的最大信号不稳定性

（毫秒）。

最大抖动

接收语音流中废弃的RTP信息包（错误信息包、
太晚等）数量。

电话会丢弃 Cisco网关生成的有效载荷
类型 19舒适噪音信息包，因为信息包
会增加该计数器的值。

注释

接收器已废弃

缺失 RTP信息包（传输中丢失）。接收器丢失的信息包

语音质量指标

隐蔽帧总数除以语音流开始时收到的语音帧总

数。

累计隐蔽比率

有效语音的前 3秒间隔内隐蔽帧与语音帧的比
率。如果使用语音活动检测 (VAD)，可能需要较
长间隔来累积 3秒的有效语音。

间隔隐蔽比率

自语音流开始以来最高的时间间隔隐蔽比率。最大隐蔽比率

自语音流开始以来，具有隐蔽事件（丢帧）的秒

数（包括严重隐蔽秒数）。

隐蔽秒数

自语音流开始以来，具有 5%以上隐蔽事件（丢
帧）的秒数。

严重隐蔽秒数

预计的网络滞后时间，以毫秒为单位。表示收到

RTCP接收器报告块时测量的往返程滞后的连续
平均值。

滞后时间

在“配置实用程序”中查看自定义状态

从 EDOS服务器完成 RC下载之后，您可以使用Web界面查看电话的自定义状态。

以下是有关远程自定义状态的说明：

• 打开—电话首次启动且未配置。

• 中断—远程自定义因其他配置（如 DHCP选项）而中断。

• 挂起—已从 EDOS服务器下载了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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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挂起—电话已从 EDOS服务器下载了重定向 URL。

• 已获得—从 EDOS服务器下载的配置文件中，存在可供调配配置的重定向URL。从设置服务器
成功下载重定向 URL时会显示此状态。

• 不可用—由于 EDOS服务器响应为空配置文件， HTTP响应为 200 OK，远程自定义已停止。

过程

步骤 1 在电话网页上，选择管理员登录 >信息 >状态。

步骤 2 在产品信息部分，您可以在自定义字段查看电话的自定义状态。

如果任何设置失败，您可以在同一页面的设置状态部分查看详细信息。

Cisco IP Phone网页
本部分描述了可从电话网页获取的信息。您可使用此信息来远程监控电话的操作并协助故障排除。

相关主题

访问电话网页

确定电话的 IP地址
允许通过Web访问 Cisco IP Phone

信息

此选项卡上的字段均为只读不可编辑字段。

状态

系统信息

说明参数

显示当前分配给电话的主机名。主机名

显示电话的网络域名。

默认值：cisco.com

域

显示分配给电话的主 NTP服务器。主 NTP服务器

显示分配给电话的辅助 NTP服务器。辅助 NTP服务器

指示电话是否启用了蓝牙。启用蓝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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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指示电话是否连接了蓝牙。已连接蓝牙

显示蓝牙设备的MAC地址。蓝牙MAC

显示已连接设备的 ID。已连接设备 ID

显示电话是否使用以太网电缆作为部署选项。

仅适用于 Cisco IP Phone 8861。

活动接口

显示电话的MAC地址。

仅适用于 Cisco IP Phone 8861。

无线MAC

显示电话的 SSID。

仅适用于 Cisco IP Phone 8861。

SSID

显示电话是否使用 802.11接口作为部署选项。

仅适用于 Cisco IP Phone 8861。

模式 802.11

显示电话用于访问WLAN的验证类型。安全模式

显示镜头帘的状态。

仅适用于 Cisco IP Phone 8845和 8865。

摄像头镜头帘

IPv4信息

说明参数

指示已建立连接。IP状态

指示电话的 Internet连接类型：

• DHCP

• 静态 IP

连接类型

显示当前分配给 IP电话的 IP地址。当前 IP

显示分配给电话的网络掩码。当前网络掩码

显示分配给电话的默认路由器。当前网关

显示分配给电话的主 DNS服务器。主 DNS

显示分配给电话的辅 DNS服务器。辅助 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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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信息

说明参数

指示已建立连接。IP状态

指示电话的 Internet连接类型：

• 静态 IP

• DHCP

连接类型

显示当前分配给 IP电话的 IPv6地址。当前 IP

标识属于网络一部分的全局单播 IPv6地址的位
数。例如，如果 IPv6地址是
2001:0DB8:0000:000b::/64，则数字 64用于标识
前 64位是网络的一部分。

前缀长度

显示分配给电话的默认路由器。当前网关

显示分配给电话的主 DNS服务器。主 DNS

显示分配给电话的辅 DNS服务器。辅助 DNS

重启历史记录

有关重启历史记录的信息，请参阅重新启动原因。

产品信息

说明参数

电话的型号。产品名

电话固件的版本号。软件版本

电话的硬件地址。MAC地址

对于远程自定义 (RC)设备，此字段指示设备是否
经过自定义。“挂起”表示可供配置的新增远程

自定义设备。如果设备已检索其自定义配置文

件，此字段显示部署设备的公司的名称。

可以定制

电话的序列号。序列号

电话硬件的版本号。硬件版本

客户端证书（用于验证电话以在 ITSP网络中使
用）的状态。此字段指示电话中是否正确安装了

客户端证书。

客户端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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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下载的区域设置包

说明参数

显示已下载区域设置包的状态。区域设置下载状态

显示本地数据包下载的源位置。区域设置下载 URL

显示下载的字体文件状态。字体下载状态

显示字体文件下载的源位置。字体下载 URL

电话状态

说明参数

系统当前的日期和时间，例如，14/08/06上午
1:42:56。

当前时间

自上次重启系统后经过的总时间，例如，7天，
02:13:02。

运行时间

发送的 SIP消息（包括重新发送的消息）总数。发送的 SIP消息

接收的 SIP消息（包括重新发送的消息）总数。发送的 SIP字节

发送的 SIP消息（包括重新发送的消息）总字节
数。

接收的 SIP消息

接收的 SIP消息（包括重新发送的消息）总字节
数。

接收的 SIP字节

发送的网络数据包总数。发送的网络数据包

接收的网络数据包总数。接收的网络数据包

电话的外部 IP。外部 IP

当前使用的 VLAN ID（如适用）。工作中的 VLAN ID

显示从 IP电话到交换机的以太网连接类型。SW端口

显示来自 PC端口的以太网连接类型。PC端口

显示电话上次电话升级的状态。升级状态

显示 SW端口配置的类型。SW端口配置

显示 PC端口配置的类型。PC端口配置

显示上次成功登录电话的时间。上次成功登录

监控电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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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显示上次登录电话失败的时间。上次失败登录

Dot1x验证

说明参数

指示电话是否经过验证。事务状态

显示注册电话的协议。协议

分机状态

说明参数

如果电话已注册到 ITSP，显示“已注册”；如果
未注册，则显示“未注册”。

注册状态

上次注册线路的日期和时间。上次注册时间

距离下次注册续订的秒数。下次注册间隔（以秒为单位）

指示留言通知是处于启用还是禁用状态。留言通知

NAT映射的 SIP端口的端口号。映射 SIP端口

指示 Hoteling是处于启用还是禁用状态。Hoteling状态

指示是否已启用扩展功能。扩展功能的状态

线路呼叫状态

说明参数

呼叫的状态。呼叫状态

呼叫使用的铃音类型。音频

用于编码的编解码器。编码器

用于解码的编解码器。解码器

呼叫的方向。类型

表示远端是否将呼叫置于保留状态。远程保留

表示回叫请求是否触发了该呼叫。回叫

用于呼叫的实时协议流量的映射端口。映射 RTP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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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内部电话的名称。对等机名称

内部电话的电话号码。对等机电话

呼叫的持续时间。持续时间

已发送的数据包数量。Packets Sent

已接收的数据包数量。接收的数据包

已发送的字节数。发送的字节

已接收的字节数。接收的字节

解码器延迟的毫秒数。解码延迟

接收器信号不稳定性的毫秒数。抖动

RTP到 RTP接口间往返延迟的毫秒数。往返延迟

丢失的数据包数量。Packets Lost

开始接收后，来自源的RTP数据包的丢失的百分
比。在 RFC-3611— RTP控制协议扩展报告
(RTCP XR)中定义。

丢失率

开始接收后，来自源的RTP数据包的丢失的百分
比。在 RFC-3611— RTP控制协议扩展报告
(RTCP XR)中定义。

丢弃的数据包

开始接收后，已丢弃的来自源的RTP数据包的百
分比。由于过晚或过早到达，导致接收端信号不

稳定性缓冲区中数据不足或溢出。在 RFC-3611
— RTP控制协议扩展报告 (RTCP XR)中定义。

丢弃率

开始接收后已发生的突发时段的平均持续时间

（以毫秒为单位）。在 RFC-3611— RTP控制协
议扩展报告 (RTCP XR)中定义。

突发持续时间

开始接收后已发生的间隙时段的平均持续时间

（以毫秒为单位）。在 RFC-3611— RTP控制协
议扩展报告 (RTCP XR)中定义。

间隙持续时间

说明通过此RTP会话传输的呼叫分段的语音质量
指标。在 RFC-3611— RTP控制协议扩展报告
(RTCP XR)中定义。

R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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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估计的收听质量平均意见得分 (MOS-LQ)是一个
量表为 1到 5的语音质量指标，其中 5代表出
色，1代表无法接受。在 RFC-3611— RTP控制
协议扩展报告 (RTCP XR)中定义。

MOS-LQ

估计的对话质量平均意见得分 (MOS-CQ)的定义
为包括延迟的影响和其他影响对话质量的影响。

在 RFC-3611— RTP控制协议扩展报告 (RTCP
XR)中定义。

MOS-CQ

用于视频编码的编解码器。示例：H264 HP

适用于 Cisco IP Phone 8845和 8865

视频编码器

用于视频解码的编解码器。示例：H264 HP发送
的视频数据包：3791

适用于 Cisco IP Phone 8845和 8865

视频解码器

4202视频信号不稳定性：27

适用于 Cisco IP Phone 8845和 8865

接收的视频数据包

149视频接收器丢弃的数据包：0

适用于 Cisco IP Phone 8845和 8865

视频最大信号不稳定性

0视频发送器分辨率：640 x 360

适用于 Cisco IP Phone 8845和 8865

视频接收器丢失的数据包

640 x 360视频发送器帧：755

适用于 Cisco IP Phone 8845和 8865

视频接收器分辨率

1视频发送器 iframe请求：0

适用于 Cisco IP Phone 8845和 8865

视频发送器 IDR帧

747视频接收器 IDR帧：0

适用于 Cisco IP Phone 8845和 8865

视频接收器帧

0视频发送器帧速率：16 fps

适用于 Cisco IP Phone 8845和 8865

视频接收器 iframe请求

16 fps视频延迟：0 ms

适用于 Cisco IP Phone 8845和 8865

视频接收器帧速率

监控电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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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232视频接收器带宽：226

适用于 Cisco IP Phone 8845和 8865

视频发送器带宽

寻呼状态

说明参数

指示多播寻呼期间的接收数据包。多播接收数据包

指示多播寻呼期间的发送数据包。多播发送数据包

TR-069状态

说明参数

指示 TR-069功能是处于启用还是禁用状态。TR-069功能

显示从 CPE到 ACS的通知时间间隔。定期通知时间

指示上次通知时间。上次通知时间

显示成功或失败状态。上次事务状态

指示会话的开始和结束时间。上次会话

显示所配置参数集的参照检查点的按键。参数按键

PRT状态

说明参数

最近发起的问题报告的发起位置和生成状态。

问题报告可以从电话LCD用户界面、电话管理网
页或远程发起。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从电话网

页报告所有电话问题和远程报告电话问题。

status.xml: PRT_Generation_Status中的 XML
标记

PRT生成状态

最近发起的问题报告的上传状态。

有关为问题报告配置上传规则的信息，请参阅配

置 PRT上传。

status.xml: PRT_Upload_Status中的 XML标记

PRT上传状态

监控电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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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 CA状态

这些字段显示使用自定义证书权限 (CA)的设置的状态。

说明参数

指示使用自定义 CA的设置成功还是失败：

• 上次于 mm/dd/yyyy HH:MM:SS设置成功；

• 上次于 mm/dd/yyyy HH:MM:SS设置失败

自定义 CA设置状态

显示自定义 CA的相关信息：

• 已安装—显示“CN值”，“CN值”是第
一个证书中主题字段 CN参数的值。

• 未安装—在未安装自定义CA证书时显示。

自定义 CA信息

自定义 CA证书在部署选项卡中配置。有关自定义 CA证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Cisco IP Phone
8800系列多平台电话部署指南》。

部署状态

说明参数

显示电话的配置文件名称。部署配置文件

显示电话的设置状态（重新同步）。设置状态 1

设置状态 2

设置状态 3

显示电话设置失败的原因。设置失败的原因

升级和部署状态按时间倒序显示（例如重启历史记录）。每个条目都会给出状态、时间和原因。注释

调试信息

控制台记录

以相反的顺序显示电话系统日志输出，其中messages为最新文件。显示的内容包括个别日志文件的
超链接。控制台日志文件包含电话上收到的调试和错误消息，时间戳是UTC时区的时间，且不受时
区设置影响。

监控电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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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当您单击消息链接时显示调试消息。调试消息

问题报告

说明参数

显示“生成 PRT”选项卡。报告问题

显示 PRT日志的文件名。Prt文件

显示选项卡开始数据包捕获。单击此选项卡以开

始数据包捕获。单击所有以捕获电话收到的所有

数据包，或单击主机 IP地址以仅在源/目标为电
话的 IP地址时捕获数据包。

您也可以在其开始后停止捕获过程。

信息包捕获

显示包含所捕获数据包的文件。下载文件可查看

数据包的详细信息。

捕获文件

出厂重置

说明参数

当电话空闲时，单击出厂重置选项卡可重置电

话。

出厂重置

下载状态

固件升级状态

说明参数

显示升级状态（失败或成功）及其原因。固件升级状态 1

固件升级状态 2

固件升级状态 3

部署状态

说明参数

显示电话的配置文件名称。部署配置文件

监控电话系统

16

监控电话系统

问题报告



说明参数

显示电话的设置状态（重新同步）。设置状态 1

设置状态 2

设置状态 3

显示电话设置失败的原因。设置失败的原因

升级和部署状态按时间倒序显示（例如重启历史记录）。每个条目都会给出状态、时间和原因。注释

自定义 CA状态

这些字段显示使用自定义证书权限 (CA)的设置的状态。

说明参数

指示使用自定义 CA的设置成功还是失败：

• 上次于 mm/dd/yyyy HH:MM:SS设置成功；

• 上次于 mm/dd/yyyy HH:MM:SS设置失败

自定义 CA设置状态

显示自定义 CA的相关信息：

• 已安装—显示“CN值”，“CN值”是第
一个证书中主题字段 CN参数的值。

• 未安装—在未安装自定义CA证书时显示。

自定义 CA信息

自定义 CA证书在部署选项卡中配置。有关自定义 CA证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Cisco IP Phone
8800系列多平台电话部署指南》。

话务台状态

常规

说明参数

显示添加到电话的按键扩展模块的订阅将到期的

时间。

订阅到期

显示添加到电话的按键扩展模块尝试重新订阅的

时间。

订阅重试间隔

监控电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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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

输入话务台设备的每个线路键的编程信息。

说明参数

指示是否已启用添加到电话的按键扩展模块。启用装置

指示添加到电话的按键扩展模块是否处于活动状

态。

装置联机

显示添加到电话的按键扩展模块的硬件版本。HW版本

显示添加到电话的按键扩展模块的软件版本。SW版本

网络统计信息

以太网信息

说明参数

电话传输的封包总数。TxFrames

电话传输的广播封包总数。TxBroadcasts

电话传输的组播封包总数。TxMulticasts

电话传输的单播封包总数。TxUnicasts

电话收到的封包总数RxFrames

电话收到的广播封包总数。RxBroadcasts

电话收到的组播封包总数。RxMulticasts

电话收到的单播封包总数。RxUnicasts

网络端口信息

说明参数

电话收到的封包总数。RxtotalPkt

电话收到的单播封包总数。Rxunicast

电话收到的广播封包总数。Rxbroadcast

电话收到的组播封包总数。Rxmulticast

丢包总数。RxDropPkts

监控电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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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收到的短于 64八位字节（包括 FCS八位字节但
不包括成帧位）但格式良好的封包总数。

RxUndersizePkts

收到的长于 1518八位字节（包括 FCS八位字节
但不包括成帧位）但格式良好的封包总数。

RxOversizePkts

收到的长于 1518八位字节（包括 FCS八位字节
但不包括成帧位）且结尾八位字节个数为非偶数

（调整错误）或带有 FCS错误的封包总数。

RxJabbers

收到的存在不良帧检验序列 (FCS)且长度在64到
1522个字节之间的封包总数。

RxAlignErr

收到的大小在 0到 64个字节之间的封包（包括
不良封包）总数。

Rxsize64

收到的大小在 65到 127个字节之间的封包（包
括不良封包）总数。

Rxsize65to127

收到的大小在 128到 255个字节之间的封包（包
括不良封包）总数。

Rxsize128to255

收到的大小在 256到 511个字节之间的封包（包
括不良封包）总数。

Rxsize256to511

收到的大小在512到1023个字节之间的封包（包
括不良封包）总数。

Rxsize512to1023

收到的大小在 1024到 1518个字节之间的封包
（包括不良封包）总数。

Rxsize1024to1518

电话收到的良好封包（组播、广播和单播）总

数。

TxtotalGoodPkt

电话发出的 LLDP帧总数。lldpFramesOutTotal

缓存中超时的 LLDP帧总数。lldpAgeoutsTotal

任何强制TLV缺失、无序或包含超出范围字符串
长度时废弃的 LLDP帧总数。

lldpFramesDiscardedTotal

收到时有一个或多个可检测到错误的 LLDP帧总
数。

lldpFramesInErrorsTotal

电话收到的 LLDP帧总数。lldpFramesInTotal

废弃的 LLDP TLV总数。lldpTLVDiscardedTotal

监控电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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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电话上未识别的 LLDP TLV总数。lldpTLVUnrecognizedTotal

CDP发现的此端口所连设备的标识符。CDPNeighborDeviceId

CDP发现的相邻设备的 IP地址。CDPNeighborIP

CDP发现的电话连接到的相邻设备端口。CDPNeighborPort

LLDP发现的此端口所连设备的标识符。LLDPNeighborDeviceId

LLDP发现的相邻设备的 IP地址。LLDPNeighborIP

LLDP发现的电话连接到的相邻设备端口。LLDPNeighborPort

速度和双工信息。PortSpeed

访问端口信息

说明参数

电话收到的封包总数。RxtotalPkt

电话收到的单播封包总数。Rxunicast

电话收到的广播封包总数。Rxbroadcast

电话收到的组播封包总数。Rxmulticast

丢包总数。RxDropPkts

收到的短于 64八位字节（包括 FCS八位字节但
不包括成帧位）但格式良好的封包总数。

RxUndersizePkts

收到的长于 1518八位字节（包括 FCS八位字节
但不包括成帧位）但格式良好的封包总数。

RxOversizePkts

收到的长于 1518八位字节（包括 FCS八位字节
但不包括成帧位）且结尾八位字节个数为非偶数

（调整错误）或带有 FCS错误的封包总数。

RxJabbers

收到的存在不良帧检验序列 (FCS)且长度在64到
1522个字节之间的封包总数。

RxAlignErr

收到的大小在 0到 64个字节之间的封包（包括
不良封包）总数。

Rxsize64

收到的大小在 65到 127个字节之间的封包（包
括不良封包）总数。

Rxsize65to127

监控电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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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收到的大小在 128到 255个字节之间的封包（包
括不良封包）总数。

Rxsize128to255

收到的大小在 256到 511个字节之间的封包（包
括不良封包）总数。

Rxsize256to511

收到的大小在512到1023个字节之间的封包（包
括不良封包）总数。

Rxsize512to1023

收到的大小在 1024到 1518个字节之间的封包
（包括不良封包）总数。

Rxsize1024to1518

电话收到的良好封包（组播、广播和单播）总

数。

TxtotalGoodPkt

电话发出的 LLDP帧总数。lldpFramesOutTotal

缓存中超时的 LLDP帧总数。lldpAgeoutsTotal

任何强制TLV缺失、无序或包含超出范围字符串
长度时废弃的 LLDP帧总数。

lldpFramesDiscardedTotal

收到时有一个或多个可检测到错误的 LLDP帧总
数。

lldpFramesInErrorsTotal

电话收到的 LLDP帧总数。lldpFramesInTotal

废弃的 LLDP TLV总数。lldpTLVDiscardedTotal

电话上未识别的 LLDP TLV总数。lldpTLVUnrecognizedTotal

CDP发现的此端口所连设备的标识符。CDPNeighborDeviceId

CDP发现的相邻设备的 IP地址。CDPNeighborIP

CDP发现的电话连接到的相邻设备端口。CDPNeighborPort

LLDP发现的此端口所连设备的标识符。LLDPNeighborDeviceId

LLDP发现的相邻设备的 IP地址。LLDPNeighborIP

LLDP发现的电话连接到的相邻设备端口。LLDPNeighborPort

速度和双工信息。PortSpeed

监控电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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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

系统

系统配置

说明参数

实施软件自定义时会使用此功能。受限访问域

启用/禁用 IP电话的Web服务器。

默认值：是

启用Web服务器

选择协议类型：

• Http

• Https

如果您指定了 HTTPS协议，则 URL中必须包含
https:。

默认值：Http

启用协议

启用 URL的直接操作。

默认值：是

启用直接操作 URL

可输入会话的最大超时时间。

默认值：3600

会话的最大超时时间

可输入会话的空闲超时时间。

默认值：3600

Session Idle Timeout

可输入电话 web用户界面的端口号。

默认值：80

• HTTP协议是 80。

• HTTPS协议是 443。

如果您为该协议指定默认值以外的端口号，则必

须在服务器 URL中添加非默认端口号。

示例：https://192.0.2.1:999/admin/advanced

Web服务器端口

可启用或禁用对电话web用户界面的本地访问。
从下拉菜单选择“是”或“否”。

默认值：是

启用Web管理员访问

监控电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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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可输入管理员的密码。

默认值：空

管理员密码

可输入用户的密码。

默认值：空

用户密码

可用于制作电话用户视为只读字段的电话菜单和

选项。

默认值：否

电话 UI只读

可用于限制电话用户使用电话界面时可看到的菜

单和选项。选择“是”启用此参数并限制访问。

默认值：否

然后，使用部署文件将特定参数指定为“na”、
“ro”或“rw”。指定为“na”的参数不会在
电话屏幕上显示。用户不可编辑指定为“ro”的
参数。用户可编辑指定为“rw”的参数。

电话 UI用户模式

启用或禁用电话接收来自非代理服务器的 SIP消
息。如果您选择是，电话会屏蔽除 IN-dialog消息
以外的任何传入非代理SIP消息。如果您选择否，
则电话不会屏蔽任何传入非代理 SIP消息。

对于使用 TCP或 TLS传输 SIP消息的电话，将
屏蔽非代理 SIP设置为“否”。默认屏蔽通过
TCP或 TLS传输的非代理 SIP消息。

默认值：否

屏蔽非代理 SIP

网络设置

说明参数

允许您选择电话用以运作的 Internet协议模式。
选项包括：仅 IPv4、仅 IPv6，以及双模式。在双
模式下，电话可以同时有 IPv4和 IPv6地址。

默认设置：双模式

IP模式

监控电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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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4设置

说明参数

为电话配置的 Internet连接类型。选项包括DHCP
和静态 IP。

默认值：DHCP

连接类型

电话的子网掩码。网络掩码

电话的 IP地址。静态 IP

网关的 IP地址。网关

分配给电话的主域名服务器 (DNS)。主 DNS

辅域名服务器 (DNS)（如有分配给电话）。辅助 DNS

IPv6设置

说明参数

为电话配置的 Internet连接类型。选项包括DHCP
和静态 IP。

默认值：DHCP

连接类型

电话的 IPv6地址。静态 IP

标识属于网络一部分的全局单播 IPv6地址的位
数。例如，如果 IPv6地址是
2001:0DB8:0000:000b::/64，则数字 64用于标识
前 64位是网络的一部分。

前缀长度

网关的 IP地址。网关

分配给电话的主域名服务器 (DNS)。主 DNS

辅域名服务器 (DNS)（如有分配给电话）。辅助 DNS

选项包括“已禁用”和“已启用”。

默认设置：禁用

广播回音

启用后，电话会默认使用路由器发送的前缀长度

生成 IPv6地址。选项包括“已禁用”和“已启
用”。

默认设置：启用

自动配置

监控电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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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1X验证

说明参数

启用/禁用 802.1X

默认值：否

启用 802.1X验证

可选的网络配置

说明参数

Cisco IP Phone的主机名。主机名

Cisco IP Phone的网络域名。

如果您使用的是 LDAP，请参阅 LDAP配置。

域

指定选择 DNS服务器的方法：

• 手动，DHCP

• 手动

• DHCP，手动

DNS服务器顺序

DNS查询指定的模式。

• 并行

• 顺序

DNS查询模式

如果设置为“是”，则DNS查询结果不会缓存。

默认值：是

启用 DNS缓存

允许选择网络端口的速度和双工。值如下：

• 自动

• 10MB半双工

• 10MB全双工

• 100MB半双工

• 100MB全双工

• 100半双工

• 1000全双工

交换机端口配置

监控电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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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允许选择计算机（访问）端口的速度和双工。

• 自动

• 10MB半双工

• 10MB全双工

• 100MB半双工

• 100MB全双工

• 100半双工

• 1000全双工

PC端口配置

指定是否启用 PC端口。选项包括“是”或
“否”。

启用 PC端口

增加 PC端口上端口镜像的能力。启用后，您可
以查看电话上的信息包。选择是以启用 PC端口
镜像，选择否以将其禁用。

启用 PC端口镜像

指定系统日志服务器名称和端口。此功能指定服

务器记录 IP电话系统信息和重大事件日志。如果
指定调试服务器和系统日志服务器，则系统日志

消息也会记录到调试服务器中。

系统日志服务器

选择要包括在上载到系统日志服务器的系统日志

消息中的设备标识符。设备标识符位于每条消息

的时间戳之后。

• 无：无设备标识符。

• $MA：以连续小写字母和数字表示的电话的
MAC地址。示例：c4b9cd811e29

• $MAU：以连续大写字母和数字表示电话的
MAC地址。示例：C4B9CD811E29

• $MAC：以冒号分隔的标准格式的电话的
MAC地址。示例：c4:b9:cd:81:1e:29

• $SN：电话的产品序列号。

默认值：无

示例 XML配置：
<Syslog_Identifier
ua="na">$MAC</Syslog_Identifier>

系统日志标识符

监控电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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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调试级别从 0到 2。级别越高，生成的调试信息
越多。零 (0)表示没有生成调试信息。要记录SIP
消息，您必须将调试级别至少设置为 2。

默认值：0

调试级别

用于同步时间的主NTP服务器的 IP地址或名称。

默认值：空

主 NTP服务器

用于同步时间的辅助 NTP服务器的 IP地址或名
称。

默认值：空

辅助 NTP服务器

选择“是”将启用 SSLv3。选择“否”将禁用。

默认值：否

启用 SSLv3

Wi-Fi设置

说明参数

如要打开Wi-Fi，可选择是；如要将其关闭，可
选择否。

默认值：是

Phone-wifi-on

Wi-Fi配置文件 (n)

说明参数

可让您输入 SSID的名称。此名称将在电话上显
示。多个配置文件可以有相同的网络名称和不同

的安全模式。此名称将在电话上显示。

网络名称

监控电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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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可选择用来保护Wi-Fi网络访问的验证方法。根
据您选择的方法，系统会显示密码、密码短语或

密钥字段，以便您可以提供加入此Wi-Fi网络所
需的凭证。选项包括：

• 自动

• EAP-FAST

• PEAP-GTC

• PEAP-MSCHAPV2

• PSK

• WEP

• 无

默认值：无

安全模式

允许您为网络配置文件输入用户 ID。

将安全模式设置为自动、EAP-FAST、
PEAP-GTC、PEAP或 (MSCHAPV2)时，此字段
可用。这是必填字段，最多可包含 32个字母数
字字符。

Wi-Fi用户 ID

可用于创建的网络配置文件输入用户密码。当安

全模式为自动、EAP-FAST、PEAP-GTC、
PEAP-MSCHAPV2时，您需要输入此值。

Wi-Fi密码

可用于创建的网络配置文件输入用户密码。当安

全模式为WEP时，您需要输入此值。
WEP密钥

可用于创建的网络配置文件输入用户密码。当安

全模式为 PSK时，您需要输入此值。
PSK密码短语

可用于选择在WLAN中使用的无线信号频带。选
项包括：

• 自动

• 2.4 GHz

• 5 GHz

默认值：自动

频段

监控电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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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可用于选择配置文件在Wi-Fi配置文件列表中显
示的顺序。

默认值：

• Wi-Fi配置文件 1的顺序是 1

• Wi-Fi配置文件 2的顺序是 2

• Wi-Fi配置文件 3的顺序是 3

• Wi-Fi配置文件 4的顺序是 4

Wi-Fi配置文件顺序

VLAN设置

说明参数

选择是以启用 VLAN。选择否将禁用。启用 VLAN

仅当您使用带思科发现协议的交换机时才启用

CDP。CDP经协商达成，并确定了 IP电话位于
哪个 VLAN中。

启用 CDP

选择是，为电话启用LLDP-MED，将其自身通告
给使用该发现协议的设备。

一旦启用 LLDP-MED功能，电话将在初始化并
建立第 2层连接后发送出 LLDP-MED PDU帧。
如果电话未收到确认，则使用手动配置的 VLAN
或默认VLAN（如适用）。如果同时使用CDP，
则使用 6秒的等待时间。等待期将增加电话的整
体启动时间。

启用 LLDP-MED

设置此值会导致交换机在发送第一个LLDP-MED
数据包之前进入转发状态。默认延迟时间为 3
秒。配置某些交换机时，您可能需要将该值设置

为更高的值以使 LLDP-MED正常工作。对于使
用生成树协议的网络而言，配置延迟时间很重

要。

网络启动延迟

如果您使用无需CDP的VLAN（VLAN已启用且
CDP已禁用），输入 IP电话的 VLAN ID。请注
意，仅语音信息包标记有 VLAN ID。不得使用 1
作为 VLAN ID。

VLAN ID

PC端口的 VLAN ID。PC端口 VLAN ID

监控电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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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预定义的DHCPVLAN选项，可了解语音VLAN
ID。无法通过 CDP/LLDP和手动 VLAN方法获
得语音 VLAN信息时，可以使用该功能。
CDP/LLDP和手动 VLAN都已禁用。

有效值为：

• 空值

• 128至 149

• 151至 158

• 161至 254

将该值设置为空以禁用 VLAN DHCP选项。

Cisco建议您使用 DHCP选项 132。

DHCP VLAN选项

清单设置

说明参数

提供在使用 LLDP-MED时输入清单管理资产 ID
的功能。资产 ID的默认值为空。如果您使用此
字段，请输入不超过 32个字符的字符串。

只能通过使用web管理界面或远程设置来设置资
产 ID。资产 ID不在电话屏幕上显示。

更改资产 ID字段会使电话重启。

资产 ID

SIP

SIP参数

说明参数

SIP最大前转值，介于 1至 255之间。

默认值：70

最大前转数

为避免无限循环，邀请可重定向的次数。

默认值：5

最大重定向次数

可质询请求的最大次数（0至 255）。

默认值：2

最大验证次数

监控电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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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在出站 REGISTER请求中使用。

默认值：$VERSION

如果为空，则不包括标头。允许对与 GPP_A至
GPP_D对应的 $A至 $D进行宏扩展

SIP用户代理名称

在响应入站响应时使用的服务器标头。

默认值：$VERSION

SIP服务器名称

REGISTER请求中使用的用户-代理名称。如果未
指定，也可以在注册请求中使用 SIP用户代理名
称。

默认值：空

SIP注册用户代理名称

使用的接受-语言标头。要访问此参数，请单击
SIP选项卡，然后填写“SIP接受语言”字段。

无默认值。如果为空，则不包括标头。

SIP接受语言

在 SIP INFO消息中用以发送 DTMF事件信号的
MIME类型。此字段必须与服务提供商的对应参
数匹配。

默认值：application/dtmf-relay

DTMF中继MIME类型

在SIPINFO消息中用以发送挂机闪烁事件信号的
MIME类型。

挂机闪烁MIME类型

用于在值发生变化时，先删除最后一条注册再进

行新注册。从下拉菜单选择“是”或“否”。

删除最后一条注册

如果设置为“是”，电话将在出站 SIP消息中使
用精简的 SIP标头。如果入站 SIP请求包含正常
标头，电话会使用精简标头替换来电标头。如果

设置为“否”，电话会使用正常的 SIP标头。如
果入站 SIP请求包含精简标头，则无论此设置设
定为何，电话在生成响应时都会重新使用相同的

精简标头。

默认值：否

使用精简标头

可用于保持显示名称私密性。

如果您希望在电话的出站SIP消息中，字符串（在
“显示名称”中配置）包含于一对双引号中，请

选择“是”。

默认值：是。

隐藏显示名称

监控电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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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启用对 BroadSoft通话包的支持，从而让用户可
以在外部应用程序中通过单击按键来应答或恢复

呼叫。

默认值：否

通话包

启用对 BroadSoft保留包的支持，从而让用户可
以在外部应用程序中通过单击按键将呼叫置于保

留状态。

默认值：否

保留包

启用对 BroadSoft会议包的支持，从而让用户可
以在外部应用程序中通过单击按键发起会议呼

叫。

默认值：否

会议包

如果设置为“是”，在向对等机发送 SIP重新邀
请以保留呼叫时，设备会在SDP中包含 c=0.0.0.0
语法。如果设置为“否”，设备将不会在SDP中
包含 c=0.0.0.0语法。两种情况下，设备都会在
SDP中包含 a=sendonly语法。

默认值：是

RFC 2543呼叫保留

如果设置为“是”，在软件下次重启后，电话将

使用不同的随机呼叫 ID进行注册。如果设置为
“否”，在软件下次重启后，Cisco IPPhone将尝
试使用相同的呼叫 ID进行注册。无论此设置设
定为何，重新启动后，Cisco IPPhone都会使用新
的随机呼叫 ID进行注册。

默认值：否。

重新启动时使用随机 REG CID

指定可用于 SIP会话的 TCP最小端口号。

默认值：5060

SIP TCP最小端口号

指定可用于 SIP会话的 TCP最大端口号。

默认值：5080

SIP TCP最大端口号

提供从 PAID-RPID-FROM、PAID-FROM、
RPID-PAID-FROM、RPID-FROM或 FROM标头
提取主叫方 ID的选项。

默认值：PAID-RPID-FROM

主叫方 ID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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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控制在发起全员出席的呼叫转接时（转接目标已

应答），向被转接方发送 REFER消息前是否保
留含转接目标的呼叫分支。

默认值：否

发送 Refer前保留目标

启用时，当通知消息正文太长导致分段时，会对

通知消息 xml对话框进行简化处理；会话描述协
议 (SDP)不包含在对话框 xml内容中。

启用对话框 SDP

如果设置为“是”，会将电话配置为立即处理通

知 sipfrag消息。
Refer失败时保留 Referee

在LCD上显示或不显示SIP消息内包含的转移信
息。

显示转移信息

设置为“是”时，即使呼叫为匿名呼叫，也会显

示SIP邀请消息“From”标头提供的主叫方 ID。
此参数设置为“否”时，电话会将主叫方 ID显
示为“匿名主叫方”。

显示匿名 From标头

支持内容编码 gzip功能。选项包括“无”和
“gzip”。

如果选择 gzip，SIP消息标头包含字符串
“Accept-Encoding: gzip”，并且电话能够处理使
用 gzip格式编码的 SIP消息正文。

Sip接受编码

选项包括“否”和“是”。如果选择“否”，无

任何变更。默认值为“否”。

如果选择“是”，去电期间“目录”、“呼叫历

史记录”和“To”标头中将禁用显示名称。

禁止 To标头显示本地名称

设置电话是使用 IPv4还是 IPv6。

默认设置：IPv4。

SIP IP首选项

SIP计时器值（秒）

说明参数

RFC 3261 T1值（RTT估计值），范围为 0至 64
秒。

默认值：0.5秒

SIP T1

监控电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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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RFC 3261 T2值（非邀请请求和邀请响应的最大
重新传输时间间隔），范围为 0至 64秒。

默认值：4秒

SIP T2

RFC 3261 T4值（消息保留在网络中的最长持续
时间），范围为 0至 64秒。

默认值：5秒。

SIP T4

邀请超时值，范围为 0至 64秒。

默认值：16秒。

SIP计时器 B

非邀请超时值，范围为 0至 64秒。

默认值：16秒。

SIP计时器 F

邀请最终响应超时值，范围为 0至 64秒。

默认值：16秒。

SIP计时器 H

ACK挂机时间，范围为 0至 64秒。

默认值：16秒。

SIP计时器 D

非邀请响应挂机时间，范围为 0至 64秒。

默认值：16秒。

SIP计时器 J

邀请请求Expires标头的值。如果输入 0，Expires
标头不会包含在该请求中。范围为0至2000000。

默认值：240秒

邀请到期

重新邀请请求 Expires标头的值。如果输入 0，
Expires标头不会包含在该请求中。范围为 0至
2000000。

默认值：30

重新邀请到期

Expires标头中或作为 Contact标头参数时代理允
许的最短注册过期时间。如果代理返回的值小于

此设置，则使用最小值。

注册到期最小值

Min-Expires标头中代理允许的最长注册过期时
间。如果超过此设置的值，则使用最大值。

注册到期最大值

监控电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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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上次注册失败后，Cisco IPPhone重新注册之前等
待的时间间隔。范围为 1至 2147483647

默认值：30

有关更多详细内容，请参阅下方的注释。

注册重试间隔

如果注册失败且SIP响应代码与<重试注册RSC>
不匹配，则 Cisco IP Phone将在重试之前等待指
定的时间长度。如果此时间间隔为 0，电话将停
止试拨。此值应大于“注册重试间隔”的值，且

不应为 0。

默认值：1200

有关更多详细内容，请参阅下方的注释。

注册重试长间隔

发生故障后重试注册时添加到 <注册重试间隔>
中的随机延迟时间范围（以秒为单位）。将向短

计时器添加最短和最长随机延迟。范围是从 0到
2147483647。

默认值：0

注册重试随机延迟

发生故障后重试注册时添加到 <注册重试长间隔
>中的随机延迟时间范围（以秒为单位）。

默认值：0

注册重试长随机延迟

指数延迟的最大值。用来限制指数回退重试延迟

的最大值（从“注册重试间隔”开始，每次重试

时两次）。默认值为 0，表示禁用指数回退（也
就是说，错误重试间隔始终为“注册重试间

隔”）。启用此功能后，“注册重试随机延迟”

将添加到指数回退延迟值。范围是从 0到
2147483647。

默认值：0

注册重试间隔上限

设置从代理服务器返回的注册到期值的下限。订阅到期最小值

设置Min-Expires标头中从代理服务器返回的注
册到期最小值的上限。

默认值：7200。

订阅到期最大值

此值（以秒为单位）可确定最近一次订阅请求失

败时的重试间隔。

默认值：10。

订阅重试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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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从忙于处理请求（“503服务不可用”消息）的 SIP代理服务器接收到电话时，电话可以使用
RETRY-AFTER值。如果响应消息包含 RETRY-AFTER标头，则电话将等待指定的时间后再次执行
注册。如果不存在 RETRY-AFTER标头，则电话将等待“注册重试间隔”或“注册重试长间隔”中
指定的值。

注释

响应状态代码处理

说明参数

可设置此参数以便在接收到指定的响应代码时调

用故障转移。

默认值：空

例如，如果可使用多个值，您可以输入数值 500
或数值加通配符组合。对于更高版本，您可以使

用 5??表示 500范围内的所有 SIP响应消息。如
果要使用多个范围，可添加逗号“,”来分隔值
5??和值 6??

尝试备份 RSC

在上次注册过程中发生故障后，电话重新尝试注

册之前等待的时间间隔。

默认值：空

例如，如果可使用多个值，您可以输入数值 500
或数值加通配符组合。对于更高版本，您可以使

用 5??表示 500范围内的所有 SIP响应消息。如
果要使用多个范围，可添加逗号“,”来分隔值
5??和值 6??

重试注册 RSC

RTP参数

说明参数

RTP传输和接收的最小端口号。RTP传输和接收
的最小端口号。应该定义一个包含至少 10个偶
数端口（线路数量的两倍）的范围；例如，将

RTP最小端口号配置为 16384，将 RTP最大端口
号配置为 16538。

默认值：16384

RTP最小端口号

监控电话系统

36

监控电话系统

响应状态代码处理



说明参数

RTP传输和接收的最大端口号。应该定义一个包
含至少 10个偶数端口（线路数量的两倍）的范
围；例如，将 RTP最小端口号配置为 16384，将
RTP最大端口号配置为 16538。

RTP端口的最大值必须小于 49152。

默认值：16538

RTP最大端口号

以秒为单位的数据包大小，范围为 0.01至 0.13。
有效值必须是 0.01秒的倍数。

默认值：0.02

RTP数据包大小

在电话终止呼叫之前向对方发送RTP数据包时允
许的连续 ICMP错误数。如果设置为 0，电话将
忽略对 ICMP错误的限制。

最大 RTP ICMP错误数

发送关于活动连接的 RTCP发件人报告的时间间
隔。范围为 0至 255秒。

默认值：0

RTCP Tx间隔

选择 IPv4或 IPv6。

默认设置：IPv4

如果电话处于双模式下，并且同时有 ipv4和 ipv6
地址，则它将始终在SDP中包含两个地址：属性
为 "a=altc…

如果选择 IPv4地址，则 ipv4地址在 SDP中的优
先级高于 ipv6地址，并指示电话将首选使用 ipv4
RTP地址。

如果电话只有 ipv4地址或 ipv6地址，则 SDP没
有 ALTC属性，并且 RTP地址在“c=”线路中
指定。

SDP IP首选项

SDP负载类型

说明参数

G722动态负载类型。

默认值：96

G722.2动态负载

iLBC动态负载类型。

默认值：97

iLBC动态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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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iSAC动态负载类型。

默认值：98

iSAC动态负载

OPUS动态负载类型。

默认值：99

OPUS动态负载

AVT动态负载类型。范围为 96至 127。

默认值：101

AVT动态负载

INFOREQ动态负载类型。INFOREQ动态负载

H264 BPO动态负载类型。

默认值：110

H264 BP0动态负载

H264 HP动态负载类型。

默认值：110

H264 HP动态负载

SDP中使用的 G711u编解码器名称。

默认值：PCMU

G711u编解码器名称

SDP中使用的 G711a编解码器名称。

默认值：PCMA

G711a编解码器名称

SDP中使用的 G729a编解码器名称。

默认值：G729a

G729a编解码器名称

SDP中使用的 G729b编解码器名称。

默认值：G729b

G729b编解码器名称

SDP中使用的 G722编解码器名称。

默认值：G722

G722编解码器名称

SDP中使用的 G722.2编解码器名称。

默认值：G722.2

G722.2编解码器名称

SDP中使用的 iLBC编解码器名称。

默认值：iLBC

iLBC编解码器名称

SDP中使用的 iSAC编解码器名称。

默认值：iSAC

iSAC编解码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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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SDP中使用的 OPUS编解码器名称。

默认值：OPUS

OPUS编解码器名称

SDP中使用的 AVT编解码器名称。

默认值：电话事件

AVT编解码器名称

NAT支持参数

说明参数

使电话能够在 VIA标头中处理收到的参数。

默认值：否

在 VIA中处理收到的参数

使电话能够处理 VIA标头中的报告参数。

默认值：否

在 VIA中处理报告参数

如果 received-from IP和 VIA sent-by IP值不同，
可以将收到的参数插入 SIP响应的VIA标头中。

默认值：否

向 VIA插入收到的参数

如果 received-from IP和 VIA sent-by IP值不同，
可以将报告参数插入 SIP响应的 VIA标头中。

默认值：否

向 VIA插入报告参数

使用户能够使用 VIA标头中的 NAT映射“IP:端
口”值。

默认值：否

替换 VIA地址

启用可将响应发送至请求源端口，而不是 VIA
sent-by端口。

默认值：否

发送响应到源端口

允许使用 STUN来发现 NAT映射。

默认值：否

启用 ST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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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如果开启了“启用STUN”功能且有有效的STUN
服务器可用，电话可以在开启时执行 NAT类型
发现操作。它将联系配置的 STUN服务器，然后
在所有后续注册请求的警告标头中报告发现的结

果。如果电话检测到对称 NAT或对称防火墙，
则会禁用 NAT映射。

默认值：否

启用 STUN测试

STUN服务器的 IP地址或完全限定域名，用于在
执行 NAT映射发现时进行联络。您可以使用公
共 STUN服务器或设置您自己的 STUN服务器。

默认值：空

STUN服务器

外部 IP地址，用于在所有发送的SIP消息中替换
电话的实际 IP地址。如果指定为 0.0.0.0，则不会
执行任何 IP地址替换。

如果指定了此参数，当生成 SIP消息和 SDP时，
电话将使用此 IP地址（如果该线路已启用 NAT
映射）。

默认值：空

外部 IP

最小RTP端口号的外部端口映射数。如果此值不
为零，则所有去电 SIP消息中的RTP端口号将替
换为外部 RTP端口范围中相应的端口值。

默认值：0

外部 RTP端口最小值

NAT映射保持连接消息之间的时间间隔。

默认值：15

NAT保持连接间隔

如果启用，当SIP_301_MOVED_PERMANENTLY
作为注册响应被接收时，IP电话将重定向存活消
息。

重定向保持连接

部署

配置配置文件

说明参数

允许或拒绝重新同步操作。

默认值：/$PSN.xml

启用设置

监控电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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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当设置为是时，设备会在接通电源以及每次尝试

升级后执行重新同步操作。

默认值：是

重新同步一次重置

执行重置之前，启动序列后的随机延迟指定以秒

为单位。在安排要同时接通电源的 IP电话设备池
中，这会在每个设备向设置服务器发送重新同步

请求的时间中引入一个时间差。在大型住宅部署

中，如果发生地区性电力故障，此功能将十分有

用。

此字段的值必须为介于 0到 65535之间的整数。

默认值为 2。

重新同步随机延迟

设备与设置服务器重新同步的时间 (HHmm)。

此字段的值必须为介于 0000到 2400之间的四位
数字，以 HHmm格式表示时间。例如，0959年
表示 09:59。

默认值为空。如果值无效，该参数将被忽略。如

果此参数设置为有效值，则“重新同步周期”参

数将被忽略。

重新同步时间 (HHmm)

防止设置服务器在大量设备同时接电时过载。

为避免来自多部电话的大量重新同步请求涌向服

务器，电话的重新同步范围介于小时和分钟，以

及小时、分钟加上随机延迟之间 (hhmm,
hhmm+random_delay)。例如，如果随机延迟=（随
机延迟时重新同步 + 30）/60分钟，以秒为单位
输入的值会转换为分钟，四舍五入计入下一分钟

以计算最终的 random_delay间隔。

有效值介于 0到 65535之间。

当这个参数设置为零时，此功能将被禁用。默认

值为 600秒（10分钟）。

随机延迟重新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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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与设置服务器定期重新同步的时间间隔。仅在第

一次成功同步服务器后，关联重新同步计时器才

会激活。

有效格式如下所示：

• 一个整数

示例：输入 3000表示下次重新同步将在
3000秒后发生。

• 多个整数

示例：输入 600,1200,300表示第一次重
新同步将在 600秒后发生，第二次重新同步
将在第一次重新同步之后的1200秒后发生，
第三次重新同步将在第二次重新同步之后的

300秒后发生。

• 时间范围

示例：输入 2400+30表示下次重新同步将
在重新同步成功后的 2400到 2430秒之间发
生。

此参数设置为零将禁用定期重新同步。

默认值为 3600秒。

重新同步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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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如果因为 IP电话设备无法从服务器检索配置文件
导致重新同步操作失败，或者下载的文件已损坏

或发生内部错误，设备将在指定的时间（以秒为

单位）之后再次尝试重新同步。

有效格式如下所示：

• 一个整数

示例：输入300表示下次重新同步重试将在
300秒后发生。

• 多个整数

示例：输入 600,1200,300表示第一次重
试将在失败之后的 600秒后发生，第二次重
试将在第一次重试失败之后的 1200秒后发
生，第三次重试将在第二次重试失败之后的

300秒后发生。

• 时间范围

示例：输入 2400+30表示下次重试将在重
新同步失败后的 2400到 2430秒之间发生。

如果延迟设置为 0，在尝试重新同步失败后，设
备不会再尝试重新同步。

重新同步错误重试延迟

执行重新同步之前电话等待的最长延迟（以秒为

单位）。

如果有一条电话线路处于活动状态，设备不会重

新同步。因为重新同步可能需要数秒钟的时间，

所以最好等待，直至设备在重新同步之前长时间

处于空闲状态。这使得用户能够连续发起呼叫而

不会中断。

设备有一个计时器，当其所有线路变为空闲时便

会开始倒计时。此参数是计数器的初始值。重新

同步事件会延迟直至此计数器递减为零。

有效值介于 0到 65535之间。

默认值为 14,400秒。

强制重新同步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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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通过从服务提供商代理服务器发送到 IP电话设备
的 SIP通知事件来控制对重新同步操作的请求。
如果启用，代理可以通过向设备发送包含 Event:
resync标头的 SIP通知消息来请求重新同步。

默认值：是

从 SIP重新同步

在发生任何升级之后启用或禁用重新同步操作。

如果选择“是”，将触发同步。

默认值：是

尝试升级后重新同步

如果这些参数的逻辑公式计算结果为FALSE，即
使“重新同步一次重置”设置为 TRUE，也不会
触发重新同步。只有通过直接操作URL和SIP通
知，重新同步才会忽略这些重新同步触发器。

默认值：空

重新同步触发器 1

重新同步触发器 2

如果未收到来自服务器的请求配置文件，则重新

同步视作失败。这会被该参数覆盖。如果设置为

无，设备接受来自服务器的未找到文件的响应。

默认值：是

FNF重新同步失败

指定用于验证配置文件帐户的凭证。可用的选项

有：

•禁用：禁用配置文件帐户功能。禁用此功能

后，配置文件帐户设置菜单不会在电话屏幕

上显示。

•基本HTTP验证:HTTP登录凭证用于验证配
置文件帐户。

• XSI验证：XSI登录凭证或 XSI SIP凭证用
于验证配置文件帐户。验证凭证取决于电话

的 XSI验证类型：

• 当电话的XSI验证类型设置为登录凭证
时，使用 XSI登录凭证。

• 当电话的XSI验证类型设置为 SIP凭证
时，使用 XSI SIP凭证。

默认值：HTTP基本验证

配置文件验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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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每条配置文件规则会告知电话应从中哪个来源获

取配置文件（配置文件）。每个重新同步操作期

间，电话会依次应用所有配置文件。

默认值：/$PSN.xml

如果您要对配置文件应用 AES-256-CBC加密，
如下所示采用 --key关键字指定加密密钥：

[--key <encryption key>]

您可以将加密密钥括在双引号 (")内。

配置文件规则

配置文件规则 B

配置文件规则 C

配置文件规则 D

DHCP选项用逗号分隔，用于检索固件和配置文
件。

默认值：66,160,159,150,60,43,125

使用的 DHCP选项

用于检索固件和配置文件的DHCP选项，用逗号
分隔。

默认值：17,160,159

要使用的 DHCPv6选项

开始尝试重新同步时发送到系统日志服务器的消

息。

默认值：

$PN $MAC –Requesting %
$SCHEME://$SERVIP:$PORT$PATH

日志请求消息

成功完成重新同步尝试后发出的系统日志消息。

默认值：

$PN $MAC -Successful Resync %

$SCHEME://$SERVIP:$PORT$PATH

日志成功消息

尝试下载失败后发出的系统日志消息。

默认值：

$PN $MAC -- Resync failed: $ERR

日志失败消息

允许用户在电话屏幕重新同步电话。

默认值：是

用户可配置重新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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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配置选项

说明字段

指定电话如何将当前的内部配置报告到部署服务器。此字段中的 URL指定报告的
目的地并且可以包含加密密钥。

您可以使用以下关键字、加密密钥、文件位置和名称来控制存储电话配置信息的方

式：

• 无关键字且仅一个 XML文件报告整个配置数据到服务器。

• [--status]关键字报告状态数据到服务器。

• [--delta]关键字报告更改配置到服务器。

• [--key <encryption key>]关键字告知电话先采用指定的加密密钥对配
置报告应用 AES-256-CBC加密，再将其发送给服务器。

您可以将加密密钥括在双引号 (")内。

如果已采用输入密钥材料 (IKM)部署电话并且想要电话对文件应用
基于 RFC 8188的加密，不要指定 AES-256-CBC加密密钥。

注释

• 两个规则一起使用：

[--delta]http://my_http_server/config-mpp-delta.xml
[--status]http://my_http_server/config-mpp-status.xml

如果您需要一起使用 [--delta]xml-delta文件规则和 [--status]xml-status文
件规则，您必须使用一个空格分隔两个规则

注意

报告规则

指定电话发送的 HTTP请求应该是 HTTP PUT还是 HTTP POST。

• PUT方法–创建新的报告或者覆盖服务器已知位置上的现有报告。例如，您
想要不断覆盖发送的每个报告并只存储服务器上的最新配置时。

• POST方法–将报告数据发送到服务器以进行处理，如通过 PHP脚本。此方
法为存储配置信息提供更大的灵活性。例如，您想要发送一系列电话状态报告

并将所有报告存储到服务器上时。

HTTP报告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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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字段

定义电话何时将其配置报告给设置服务器。

•请求时：仅当管理员发送 sip通知事件或电话重新启动时，电话才会报告其配
置。

•本地更改时：当电话或电话管理网页上的操作更改任何配置参数时，电话会报

告其配置。进行更改后，电话会等待几秒钟再报告配置。此延迟可确保更改批

量报告给Web服务器，而不是一次报告一个更改。

•定期：电话定期报告其配置。时间间隔以秒表示。

示例 XML配置：

<Report_to_Server ua="na">

定期

</Report_to_Server>

报告服务器：

定义电话向设置服务器报告其配置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

只有在将报告服务器设置为定期时，才可使用此字段。

默认值：3600

最小值：600

最大值：2592000（30天）

示例 XML配置：

<Report_to_Server ua="na">

定期

</Report_to_Server>

<!available options: On Request | On Local Change| Periodically-->

<periodic_upload_to_server ua="na">

3600

</periodic_upload_to_server><User_Configurable_Resync ua="na">

是

</User_Configurable_Resync_

定期上传到服

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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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字段

定义更改后，电话在报告配置之前等待的延迟（以秒为单位）。

只有在将报告服务器设置为本地更改时时，才可使用此字段。

默认值：60

最小值：10

最大值：900

示例 XML配置：

<Upload_Delay_On_Local_Change ua="na">

60

</Upload_Delay_On_Local_Change>

本地更改上传

延迟：

固件升级

说明参数

允许固件更新操作独立于再同步操作。

默认值：是

启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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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定义升级条件及所关联固件 URL的固件升级脚
本。它使用相同的语法作为配置文件规则。

使用以下格式输入升级规则：

protocol://server[:port]/profile_pathname

例如：

tftp://192.168.1.5/image/sip88xx.11-1-1MPP-221.loads

若未指定任何协议，系统会假设您指定了TFTP。
若未指定服务器名称，则使用请求URL的主机作
为服务器名称。若未指定端口，则使用默认端口

（TFTP使用端口号 69、HTTP使用端口号 80或
HTTPS使用端口号 443）。

您也可以添加用于访问服务器的凭证。然后，升

级规则是：

[--uid $userID --pwd

$password]protocol://server[:port]/profile_pathname

例如，

[--uid TEST --pwd

TestAbC123]tftp://192.168.1.5/image/sip88xx.11-1-1MPP-221.loads

如果用户 ID或密码包含特殊字符（/ [ & } (*) #
等），您需要在升级规则中将它们用引号括起

来。有两个选项可用于括起特殊字符：

• 将包含特殊字符的用户 ID或密码置于双引
号中 ("")。此选项对于某些特殊字符不起作
用，例如 ""[]。

例如，

[--uid TEST --pwd

"Test#\AbC123"]tftp://192.168.1.5/image/sip88xx.11-1-1MPP-221.loads

• 使用特殊字符的八进制编码。

例如，在以下规则中，对于密码

“Test#\AbC123”，用“\043”转译井字号
(#)，用“\057”转译反斜线：

[--uid TEST --pwd

Test\043\057AbC123]tftp://192.168.1.5/image/sip88xx.11-1-1MPP-221.loads

默认值：空

升级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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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固件升级尝试开始时发出的系统日志消息。

默认值：$PN $MAC—请求升级
$SCHEME://$SERVIP:$PORT$PATH

日志升级请求消息

成功完成固件升级尝试后发出的系统日志消息。

默认值：$PN $MAC—升级成功
$SCHEME://$SERVIP:$PORT$PATH -- $ERR

日志升级成功消息

固件升级尝试失败后发出的系统日志消息。

默认值：$PN $MAC—升级失败：$ERR

日志升级失败消息

启用或禁用对等固件共享功能。选择是或否以启

用或禁用该功能。

默认值：是

对等固件共享

指示 IP地址和接收 UDP消息的端口。

例如：10.98.76.123:514，其中 10.98.76.123是 IP
地址，514是端口号。

对等固件共享日志服务器

有关部署页面的详细信息，请参阅《Cisco IP Phone 8800系列多平台电话部署指南》。

CA设置

说明参数

用于下载自定义 CA的 URL。

默认值：空

自定义 CA规则

HTTP设置

说明参数

用于输入 HTTP用户的名称。

默认值：空

HTTP用户代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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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报告工具

说明参数

指定PRT上传脚本的路径。您可以输入此格式的
路径：

https://proxy.example.com/prt_upload.php

或者

http://proxy.example.com/prt_upload.php

如果PRT最大计时器和PRT上传规则字段为空，
则不会生成问题报告。

PRT上传规则

确定用于将PRT日志上传到远程服务器的方法。
选项包括：HTTP POST和 PUT。

默认值：POST

PRT上传方法

确定电话以多长时间的间隔（分钟）开始自动生

成问题报告。您可以设置的间隔范围为 15分钟
到 1440分钟。

默认值：空

如果PRT最大计时器和PRT上传规则字段为空，
则不会生成问题报告。

a

PRT最大计时器

为生成的 PRT文件定义名称。输入此格式的名
称：

prt-string1-$MACRO

PRT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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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参数

说明参数

当将 Cisco IP Phone配置为与特定设置服务器解
决方案进行交互时，通用参数GPP_*用作免费字
符串寄存器。可将它们配置为包含不同的值，其

中包括：

• 加密密钥

• URL

• 多阶段设置状态信息

• Post请求模板

• 参数名称别名映射

• 最终并入完整的参数值的部分字符串值

默认值：空

GPP A - GPP P

区域

呼叫进程音

说明参数

提示用户输入一个电话号码。拨号音

备用拨号音。它会提示用户输入一个外部电话号

码，而非内部分机。它由拨号方案中的 ,（逗号）
字符触发。

外部拨号音

提示用户输入一个呼叫前转电话号码。提示音

收到 486 RSC出站呼叫时播放。忙音

当出站呼叫失败时或在呼叫建立期间远端挂机后

播放。当 <拨号音>或其任何备用音超时时，自
动播放重拨忙音。

重拨忙音

在电话接收器已摘机一段时间后播放。摘机警告音

当远端振铃时，在出站呼叫期间播放。回铃音

呼叫等待时播放。呼叫等待音

用于通知用户已接受上一次输入值的短暂提示

音。

确认提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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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当主叫方邮箱中有未听取的留言时播放，而不播

放拨号音。

MWI拨号音

前转所有呼叫时播放。呼叫前转拨号音

通知本地呼叫方远端已将呼叫置于保留状态。保留提示音

进行三方会议呼叫时，对所有方播放。会议音

当呼叫成功切换到安全模式时播放。它应该只在

短时间内（少于30秒）且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小
于 -19 dBm）播放，这样不会干扰对话。

安全呼叫提示音

指定启用寻呼功能时发送的音频。寻呼音

发生告警时播放。告警音

当按下静音按键以使电话静音时播放。静音提示音

当按下静音按键以取消电话静音时播放。取消静音提示音

发生系统错误时播放的音频通知音。系统提示音

用于配置呼叫代答的音频指示。呼叫代答音

独特振铃模式

说明参数

特殊振铃 1节奏脚本。

默认值为 60(2/4)。

节奏 1

特殊振铃 2节奏脚本。

默认值为 60(.3/.2, 1/.2,.3/4)。

节奏 2

特殊振铃 3节奏脚本。

默认值为 60(.8/.4,.8/4)。

节奏 3

特殊振铃 4节奏脚本。

默认值为 60(.4/.2,.3/.2,.8/4)。

节奏 4

特殊振铃 5节奏脚本。

默认值为 60(.2/.2,.2/.2,.2/.2,1/4)。

节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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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特殊振铃 6节奏脚本。

默认值为 60(.2/.4,.2/.4,.2/4)。

节奏 6

特殊振铃 7节奏脚本。

默认值为 60(4.5/4)。

节奏 7

特殊振铃 8节奏脚本。

默认值为 60(0.25/9.75)

节奏 8

特殊振铃 9节奏脚本。

默认值为 60(.4/.2,.4/2)。

节奏 9

控制计时器值（秒）

说明参数

远端挂机后，在播放交换机忙音（忙音）之前需

等待的时间。0 =立即播放，inf =从不播放。范
围：0–255秒。将此参数设置为 255，使电话立
即返回到挂机状态且不播放该提示音。

交换机忙音延迟

拨号时相邻两次输入数字之间的较长超时时间。

拨号时使用数字间隔计时器的默认值。如果拨号

方案中的所有有效匹配序列不完整，在拨出任何

一个数字后都使用长数字间隔计时器。范围：

0–64秒。

默认值：10

长数字间隔计时器

拨号时相邻两次输入数字之间的较短超时时间。

如果拨号后至少有一个匹配序列是完整的，且更

多已拨数字将匹配其他尚不完整的序列，则在拨

出任何一个数字后使用短数字间隔计时器。范

围：0–64秒。

默认值：3

短数字间隔计时器

垂直服务激活代码

说明参数

该代码呼叫的最后一个主叫方。

默认值为 *69。

呼叫返回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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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开始将当前呼叫自动转接到激活代码后指定的分

机。

默认值为 *88。

自动转接代码

将所有呼叫前转到激活代码后指定的分机。

默认值为 *72。

呼叫前转所有操作代码

取消所有呼叫的呼叫前转。

默认值为 *73。

呼叫前转所有取消操作代码

将占线呼叫前转到激活代码后指定的分机。

默认值为 *90。

呼叫前转占线操作代码

取消占线呼叫的呼叫前转。

默认值为 *91。

呼叫前转占线取消操作代码

将无应答呼叫前转到激活代码后指定的分机。

默认值为 *92。

呼叫前转无应答操作代码

取消无应答呼叫的呼叫前转。

默认值为 *93。

呼叫前转无应答取消操作代码

启用所有呼叫的呼叫等待。

默认值为 *56。

CW操作代码

禁用所有呼叫的呼叫等待。

默认值为 *57。

CW取消操作代码

启用下一个呼叫的呼叫等待。

默认值为 *71。

CW每次呼叫操作代码

禁用下一个呼叫的呼叫等待。

默认值为 *70。

CW每次呼叫取消操作代码

屏蔽所有出站呼叫的主叫方 ID。

默认值为 *67。

屏蔽 CID操作代码

移除对所有出站呼叫主叫方 ID的屏蔽。

默认值为 *68。

屏蔽 CID取消操作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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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移除对下一个入站呼叫的主叫方 ID的屏蔽。

默认值为 *81。

屏蔽 CID每次呼叫操作代码

移除对下一个入站呼叫的主叫方 ID的屏蔽。

默认值为 *82。

屏蔽 CID每次呼叫取消操作代码

屏蔽所有匿名呼叫。

默认值为 *77。

屏蔽 ANC操作代码

移除对所有匿名呼叫的屏蔽。

默认值为 *87。

屏蔽 ANC取消操作代码

启用免打扰功能。

默认值为 *78。

DND操作代码

禁用免打扰功能。

默认值为 *79。

DND取消操作代码

确保所有出站呼叫的安全性。

默认值为 *16。

保护所有呼叫操作代码

不确保所有出站呼叫的安全性。

默认值为 *17。

无呼叫操作代码保护

发起安全呼叫。

默认值：*18。

保护一个呼叫操作代码

禁用安全呼叫功能。

默认值：*19。

保护一个呼叫取消操作代码

星号代码用于寻呼组内的其他客户。

默认值为 *96。

寻呼代码

星号代码用于暂留当前呼叫。

默认值为 *38。

呼叫暂留代码

用于接听振铃呼叫的星号代码。

默认值为 *36。

呼叫代答代码

星号代码用于从呼叫暂留提取呼叫。

默认值为 *39。

呼叫取消暂留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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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星号代码用于接听组呼叫。

默认值为 *37。

组呼叫代答代码

对于管理层助理：代表管理层从用户（助理）的

分机发起呼叫。

默认值：#64

管理层助理呼叫发起代码

对于有助理的管理层：激活呼叫过滤。呼叫过滤

打开时，助理会接听管理层的来电。

默认值：#61

管理层呼叫过滤激活代码

对于有助理的管理层：禁用呼叫过滤。

默认值：#62

管理层呼叫过滤禁用代码

对于管理层助理：将正在进行的呼叫从用户（助

理）转接到管理层。

默认值：#63

管理层助理呼叫推送代码

对于有助理的管理层：将正在进行的呼叫从助理

转接到用户（管理层）。

对于管理层助理：将正在进行的呼叫从管理层转

接到用户（助理）。

默认值：*11

管理层呼叫取回代码

对于有助理的管理层：将用户（管理层）加入助

理正在进行的呼叫。

对于管理层助理：将用户（助理）加入管理层正

在进行的呼叫。

默认值：*15

管理层呼叫桥接代码

如果您更改了管理层或助理使用的任何服务激活代码，则必须更新BroadWorks中的相应
设置。

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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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这些代码告诉 IP电话当用户保留当前呼叫并收听
第二个拨号音时要做什么。

可在此参数中配置一个或多个 *代码，例如 *98
或 *97|*98|*123，依此类推。最大总长度为 79个
字符。当用户保留当前呼叫（通过挂机闪烁）并

收听第二个拨号音时，此参数才适用。在第二个

响起时输入的每个 *代码（以及根据当前拨号方
案的下列有效目标号码）将触发电话自动转接到

由服务 *代码预置的目标号码。

例如，用户拨出 *98后，IP电话将播放被称为提
示音的特殊拨号音等待用户输入目标号码（已根

据拨号方案按正常拨号予以检查）。输入完整号

码后，电话给保留方发送了一个 Refer-To目标等
于 *98<目标_号码>的盲转 REFER。此功能允许
电话将呼叫转接到应用服务器，以执行进一步处

理，例如呼叫暂留。

*代码不应与 IP电话内部处理的任何其他垂直服
务代码冲突。您可以清空不想让电话处理的相应

*代码。

检索服务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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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这些代码告诉电话当用户在监听第一个或第二个

拨号音时应当执行什么操作。

可在此参数中配置一个或多个 *代码，例如 *72
或 *72|*74|*67|*82，依此类推。最大总长度为 79
个字符。当用户有拨号音（第一个或第二个拨号

音）时，此参数才适用。在拨号音响起时输入 *
代码（和以下根据当前拨号方案的目标号码）会

触发电话呼叫前面带 *代码的目标号码。例如，
用户拨打 *72后，电话将播放提示音等待用户输
入有效的目标号码。输入完整号码后，电话将如

正常呼叫那样，向 *72<目标_号码>发送邀请。
此功能使代理可以处理呼叫前转 (* 72)或屏蔽主
叫方 ID (* 67)等功能。

*代码不应与电话内部处理的任何其他垂直服务
代码冲突。您可以清空不想让电话处理的相应 *
代码。

您可以为“功能拨号服务代码”中的每个 *代码
添加一个参数，以指定输入 *代码后要播放的音
频，例如*72‘c‘|*67‘p‘。以下是允许的音频
参数列表（请注意，参数使用反引号括起，不加

空格）

• c =呼叫前转拨号音

• d =拨号音

• m = MWI拨号音

• o =外线拨号音

• p =提示拨号音

• s =第二个拨号音

• x =没有任何音频，x是上面没有使用的任何数
字

如果不指定任何音频参数，默认情况下电话将播

放提示音。

如果 *代码后面没有电话号码，例如输入 *73用
于取消呼叫前转，则请不要将其包含在此参数

中。在这种情况下，只需在拨号方案中添加 *代
码，当用户拨打 *73时，电话便会像往常一样发
送邀请 *73@.....。

功能拨号服务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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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服务公告代码

说明参数

默认值为空。服务 Annc库号码

默认值为空。服务 Annc分机代码

出站呼叫编解码器选择代码

说明参数

将此编解码器设为所有关联呼叫的首选编解码

器。

默认值为 *017110。

首选 G711u代码

将此编解码器设为关联呼叫可使用的唯一编解码

器。

默认值为 *027110。

强制使用 G711u代码

将此编解码器设为所有关联呼叫的首选编解码

器。

默认值为 *017111

首选 G711a代码

将此编解码器设为关联呼叫可使用的唯一编解码

器。

默认值为 *027111。

强制使用 G711a代码

将此编解码器设为所有关联呼叫的首选编解码

器。

默认值为 *01722。

一次仅允许一个G.722呼叫。如果发起会议呼叫，
将发送SIP重新邀请消息将呼叫切换至窄带音频。

首选 G722代码

将此编解码器设为关联呼叫可使用的唯一编解码

器。

默认值为 *02722。

一次仅允许一个G.722呼叫。如果发起会议呼叫，
将发送SIP重新邀请消息将呼叫切换至窄带音频。

强制使用 G722代码

将此编解码器设为所有关联呼叫的首选编解码

器。

首选 G722.2代码

将此编解码器设为关联呼叫可使用的唯一编解码

器。

强制使用 G722.2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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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将此编解码器设为所有关联呼叫的首选编解码

器。

默认值为 *01729。

首选 G729a代码

将此编解码器设为关联呼叫可使用的唯一编解码

器。

默认值为 *02729。

强制使用 G729a代码

将此编解码器设为所有关联呼叫的首选编解码

器。

首选 iLBC代码

将此编解码器设为关联呼叫可使用的唯一编解码

器。

强制使用 iLBC代码

将此编解码器设为所有关联呼叫的首选编解码

器。

首选 ISAC代码

将此编解码器设为关联呼叫可使用的唯一编解码

器。

强制使用 ISAC代码

将此编解码器设为所有关联呼叫的首选编解码

器。

首选 OPUS代码

将此编解码器设为关联呼叫可使用的唯一编解码

器。

强制使用 OPUS代码

时间

说明参数

设置本地日期（mm代表月份，dd代表天）。年
份为选填，可使用两位或四位格式。

默认值：空

设置本地日期 (mm/dd/yyyy)

设置本地时间（hh代表小时，mm代表分钟）。
秒为选填。

默认值：空

设置本地时间 (HH/mm)

选择要添加到GMT以生成主叫方 ID生成之本地
时间的小时数。选项包括 GMT-12:00、
GMT-11:00、...、GMT、GMT+01:00、
GMT+02:00、…、GMT+13:00。

默认值：GMT-08:00

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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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此参数指定本地系统时间与 GMT的偏移量。

默认值：00/00

时间偏移量 (HH/mm)

与某些配置了DHCP时间偏移量值的路由器一起
使用时，IP电话将使用路由器设置并且会忽略 IP
电话时区以及偏移量设置。要忽略路由器 DHCP
时间偏移量值，并使用本地时区和偏移量设置，

请为此选项选择“是”。如果选择“否”，IP电
话将使用路由器的 DHCP时间偏移量值。

默认值：是。

忽略 DHCP时间偏移量

输入夏令时的计算规则；应包含开始值、结束值

和调整值。此规则包含三个字段。如下所示，字

段间以 ;（分号）分隔。如果不指定，[]（方括
号）内的选填值假定为 0。0:0:0表示指定日期的
午夜。

这是规则的格式：开始 = <start-time>；结束 =
<end-time>；调整 = <save-time>。

<start-time>和<end-time>的值指定夏令时的开始
和结束日期及时间。每个值的格式为：<month>
/<day> / <weekday>[/HH:[mm[:ss]]]

<save-time>值是夏令时期间增加到当前时间的小
时、分钟和/或秒数。如果需要减少而非增加时
间，<save-time>值前面可以添加负号 (-)。
<save-time>值的格式为：[/[+|-]HH:[mm[:ss]]]

<month>值为介于 1至 12之间的任何值（1月至
12月）。

<day>值为介于 1到 31之间的任何值 [+|-]。

如果 <day>为 1，表示月份结束之前或当日的
<weekday>（即该月的最后一个 <weekday>）。

夏令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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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weekday>的值为介于 1至 7之间的任何值（周
一至周日）。也可以等于 0。如果 <weekday>值
为 0，表示开始或结束夏令时的日期就是给定的
日期。这种情况下，<day>的值不能为负。如果
<weekday>的值不是 0且 <day>值为正，则夏令
时开始或结束的日期为指定日期当日或之后的

<weekday>值。如果 <weekday>的值不是 0且
<day>值为负，则夏令时开始或结束的日期为指
定日期当日或之前的 <weekday>值。其中：

• HH表示小时 (0-23)。

• mm表示分钟 (0-59)。

• ss表示秒 (0-59)。

默认值：3/-1/7/2；结束=10/-1/7/2；调整=1。

夏令时规则（续）

启用夏令时。

默认值：是

启用夏令时

语言

说明参数

使用此字段可指定电话显示的语言选项，以及每

种语言所需的词典和字体文件。请参阅设置词典

和字体。

默认值：空

词典服务器脚本

使用此字段可指定默认语言。该值必须与字典服

务器支持的语言之一匹配。请参阅指定电话显示

的语言。

您可以通过 XML配置文件配置语言。例如：

<Language_Selection ua="na"> Spanish
</Language_Selection>

语言名称最多可包含 512个字符。

选择语言

使用此下拉列表框可查看支持的语言。请参阅支

持的电话显示语言。

区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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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常规

说明参数

电话的名称。基站名称

用于识别电话的名称；显示在电话屏幕上。可在

此字段中使用空格且名称不一定非得唯一。

基站显示名称

用于查看语音信箱的电话号码或 URL。

默认值：无

语音信箱号码

视频配置

说明参数

使您能够限制电话可以发送或接收的信息的最大

数量。选项包括：

• 自动

• 2 Mbps

• 1 Mbps

• 750 Kbps

• 500 Kbps

• 250 Kbps

默认值：自动

带宽限额

免提

说明参数

显示蓝牙连接方法。

• 电话—仅与蓝牙头戴式耳机配对。

• 免提—作为免提设备，与启用蓝牙的移动电

话搭配使用。

• 两者—使用蓝牙头戴式耳机或与启用蓝牙的

移动电话搭配使用。

蓝牙模式

指定要启用蓝牙的线路号码。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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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键

每个线路键有一组设置。

说明参数

指定要分配到线路键 n的 n分机。

默认值：n

XML配置示例：

要将线路键 1设置为分机 1：

<Extension_1_
ua="na">1</Extension_1_>

要禁用线路键 2的分机功能：

<Extension_2_ ua="na">禁用
</Extension_2_>

分机

指定线路键的用户名。

默认值：$USER

简短名称

指定是与其他电话共享来电显示，还是私人专

享。

共享呼叫显示

用于将任何以下功能分配给电话上未使用的线路

键：

• 忙灯字段

• 呼叫代答

• 快速拨号

•管理层或助理菜单

扩展功能

其他线路键设置

说明参数

指定共享的呼叫显示线路 ID映射。如果设置了
“垂直优先”，则第二个呼叫会使下一个可用的

线路 ID LED指示灯闪烁。如果设置了“水平优
先”，则第二个呼叫将使接收第一个呼叫的同一

个LED指示灯闪烁。此外，对于去电和来电，行
为都是相同的。

默认设置：水平优先

线路 ID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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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启用 SCA插入。

默认值：否

启用 SCA插入

一旦启用，将在您摘机时限制自动接听共享线路

上的来电。

SCA固定自动线路占用

此参数可用于选择每个线路按键的呼叫数。您可

以在 2至 10之间选择一个值。

默认值：2

每条线路的呼叫显示

补充服务

说明参数

启用或禁用三方会议服务。

默认值：是

会议服务

启用或禁用询问呼叫转接服务。

默认值：是

询问转接服务

启用或禁用自动呼叫转接服务。

默认值：是

自动转接服务

启用或禁用免打扰服务。

默认值：是

DND服务

启用或禁用屏蔽匿名呼叫服务。

默认值：是

屏蔽匿名呼叫服务

启用或禁用屏蔽出站主叫方 ID服务。

默认值：是

屏蔽 CID服务

启用或禁用安全的呼叫服务。

默认值：是

安全呼叫服务

启用或禁用前转所有呼叫服务。

默认值：是

前转所有呼叫服务

启用或禁用繁忙时前转呼叫服务。

默认值：是

繁忙时前转呼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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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启用或禁用无应答时前转呼叫服务。

默认值：是

无应答时前转呼叫服务

启用或禁用电话上的寻呼服务。

默认值：是

寻呼服务

启用或禁用电话上的呼叫暂留服务。

默认值：是

呼叫暂留服务

启用或禁用电话上的呼叫代答服务。

默认值：是

呼叫代答服务

启用或禁用电话上的 ACD登录服务。

默认值：是

ACD登录服务

启用或禁用电话上的组呼叫代答服务。

默认值：是

组呼叫代答服务

启用或禁用电话上的垂直服务通知服务。

默认值：否

服务通知服务

启用或禁用电话上的呼叫录音服务。

默认值：否

呼叫录音服务

启用或禁用电话上的视频服务。

启用后，启用视频字段会显示在用户选项卡中。

禁用后，启用视频字段不会显示。

默认值：否

视频服务

启用或禁用对电话进行反向名称查找。

启用时，电话可以搜索个人通讯簿和呼叫历史记

录、服务器目录以及所配置的 LDAP或 XML目
录。

默认值：是

反向电话查找服务

铃声

说明参数

不同振铃的振铃音脚本。Ring1到 Rin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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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控制静默振铃的持续时间。

例如，如果该参数设置为 20秒，则电话播放静
默振铃 20秒，然后向邀请消息发送 480响应。

静默振铃持续时间

Extension Mobility

说明参数

用于为电话启用或禁用分机移动 (EM)支持功能。

默认值：否

启用 EM

电话或验证服务器的域名。

默认值：空

EM用户域

指定电话会话的持续时间。会话计时器（分钟）

指定注销之前的等待时长。

默认值：10

倒数计时器（秒）

指定分机移动 PIN的密码输入方法的选项。选项
包括：字母数字和数字。

默认设置：字母数字

首选密码输入模式

XSI电话服务

说明参数

输入服务器名称，例如：xsi.iop1.broadworks.net。

XSI主机服务器默认使用 http协议。要
启用基于 HTTPS的 XSI，您可以在服
务器中指定 https://。

注释

默认值：空

XSI主机服务器

确定 XSI验证类型。选择登录凭证以使用 XSI id
和密码验证访问。选择 SIP凭证以使用在电话上
注册的SIP帐户的注册用户 ID和密码验证访问。

默认设置：登录凭证

XSI验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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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电话用户的 BroadSoft用户 ID；例如：
johndoe@xdp.broadsoft.com。

当您为 XSI验证类型选择登录凭证或 SIP凭证
时，输入 SIP验证 ID。

当您将 SIP验证 ID选择为 SIP凭证时，必须输
入登录用户 ID。如果没有登录用户 ID，BroadSoft
目录将不会出现在电话目录列表下。

默认值：空

登录用户 ID

与用户 ID关联的字母数字密码。

当您为XSI验证类型选择登录凭证时，输入登录
密码。

默认值：空

登录密码

在电话上注册的 SIP帐户的注册用户 ID。

当您为 XSI验证类型选择 SIP凭证时，输入 SIP
验证 ID。

SIP验证 ID

在电话上注册的 SIP帐户的密码。

当您为 XSI验证类型选择 SIP凭证时，输入 SIP
密码。

SIP密码

为电话用户启用 BroadSoft目录。选择是以启用
目录，选择否以将其禁用。

默认值：否

启用目录

目录的名称。在电话上显示为目录选项。

默认值：空

目录名称

选择 BroadSoft目录的类型：

企业：允许用户搜索姓氏、名字、用户 ID或组
ID、电话号码、分机、部门或电子邮件地址。

组：允许用户搜索姓氏、名字、用户 ID、电话号
码、分机、部门或电子邮件地址。

个人：允许用户搜索姓氏、名字或电话号码。

默认值：企业

目录类型

监控电话系统

69

监控电话系统

XSI电话服务



说明参数

启用以记录XSI呼叫。选择是以记录XSI呼叫，
选择否以将其禁用。

默认值：否

启用呼叫日志

可让您选择要显示最近呼叫日志的电话线路。

您可以选择从 1到 10的线路号码范围。

呼叫日志关联线路

可让您设置电话将显示哪种类型的最近呼叫日

志。选择服务器可显示BroadSoftXSI最近呼叫日
志，选择电话则会显示本地最近呼叫日志。

仅当您将启用呼叫日志设置为是并将显

示以下位置的最新记录类型设置为服务

器时，显示以下位置的最新记录才会添

加到电话的最近通话屏幕。

注释

显示以下位置的最新记录

Broadsoft XMPP

说明参数

设置为“是”将为电话用户启用BroadSoftXMPP
目录。

默认值：否

启用 XMPP

输入 XMPP服务器的名称，例如：
xsi.iop1.broadworks.net。

默认值：空

服务器

目录的服务器端口。

默认值：空

端口

电话用户的 BroadSoft用户 ID；例如：
johndoe@xdp.broadsoft.com。

默认值：空

用户 ID

与用户 ID关联的字母数字密码。

默认值：空

密码

启用后，在用户登录时不会发布用户的在线状态

信息。

默认值：否

登录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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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以秒为单位的间隔，允许客户端从服务器断开连

接后重新连接而无需登录。在此间隔之后，客户

端需要重新验证。

默认值：30

重试间隔

XML服务

说明参数

XML目录的名称。在用户电话上显示为目录选项

默认值：空

XML目录服务名称

XML目录所在的 URL。

默认值：空

XML目录服务 URL

XML应用程序的名称。在用户电话上显示为Web
应用程序选项。

XML应用程序服务名称

XML应用程序所在的 URL。XML应用程序服务 URL

用于验证的 XML服务用户名

默认值：空

XML用户名

用于验证的 XML服务密码

默认值：空

XML密码

启用或禁用 Cisco XML EXE验证。

默认值：否

启用 CISCO XML EXE

指定 Cisco XML EXE的验证模式。可用的选项
有：

• 受信任—无需执行验证（无论本地用户密码

是否设置）。

• 本地凭证—如果设置了本地用户密码，验证

取决于使用本地用户密码的 digest验证。如
果未设置，则不执行验证。

• 远程凭证—验证基于使用远程用户名/密码
的 digest验证，已在网页的 XML应用中设
置（便于访问 XML应用服务器）。

默认值：信任

CISCO XML EXE验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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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寻呼组参数

新增或变更部分功能

输入一个字符串以配置组寻呼和不需要电话注册

的优先级寻呼（带外寻呼）。

组寻呼脚本

LDAP

说明参数

选择“是”以启用 LDAP。

默认值：否

启用 LDAP目录

输入一个自由格式文本名称，例如“公司目录”。

默认值：空

Corp Dir名称

使用以下格式输入LDAP服务器的完全限定域名或 IP地址：

nnn.nnn.nnn.nnn

如果使用MD5验证方法，输入 LDAP服务器的主机名。

默认值：空

服务器

指定要从目录树中搜索的起点。用逗号分隔域组件 [dc]。例
如：

dc=cv2bu,dc=com

默认值：空

搜索库

输入判别名域组件 [dc]；例如：

dc=cv2bu,dc=com

如果您使用默认的 Active Directory架构（名称(cn)->用户->
域），客户端目录号码的示例如下：

cn=”David Lee”,dc=users,dc=cv2bu,dc=com

cn=”David Lee”,dc=cv2bu,dc=com

username@domain是Windows服务器的客户端 DN格式

例如 DavidLee@cv2bu.com

默认值：空

客户端目录号码

输入 LDAP服务器上具有凭证的用户的用户名。

默认值：空

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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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输入 LDAP用户名的密码。

默认值：空

密码

选择 LDAP服务器所需的验证方法。选项包括：

无—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不使用身份验证。

简单—客户端将其完全限定的域名和密码发送给 LDAP服
务器。可能存在安全问题。

Digest MD5— LDAP服务器会将验证选项和令牌发送到客
户端。客户端将返回经服务器解密和验证的加密响应。

默认值：无

验证方法

此字段用于指定当用户搜索联系人时，电话必须如何根据姓

氏或别名 (sn)执行搜索。

示例：

sn:(sn=$VALUE*)指示电话查找以输入的搜索字符串开
头的所有姓氏。

sn:(sn=*$VALUE*)指示电话查找包含所输入搜索字符串
的所有姓氏。此方法覆盖范围较广，检索到的搜索结果较

多。此方法与其他目录（例如 Broadsoft目录和电话上用户
的个人通讯录）中的搜索方法一致。

默认值：空

姓氏过滤器

此字段用于指定当用户搜索联系人时，电话必须如何根据名

字或常用名 (cn)执行搜索。

示例：

cn:(cn=$VALUE*)指示电话查找以输入的搜索字符串开
头的所有名字。

cn:(cn=*$VALUE*)指示电话查找包含所输入搜索字符串
的所有名字。此方法覆盖范围较广，检索到的搜索结果较

多。此方法与其他目录（例如 Broadsoft目录和电话上用户
的个人通讯录）中的搜索方法一致。

默认值：空

名字过滤器

其他自定义搜索项。如不需要，可为空。

默认值：空

搜索项 3

搜索项的自定义过滤器。如不需要，可为空。

默认值：空

搜索项 3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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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其他自定义搜索项。如不需要，可为空。

默认值：空

搜索项 4

搜索项的自定义过滤器。如不需要，可为空。

默认值：空

搜索项 4过滤器

电话上显示的 LDAP结果格式，其中：

• a—属性名称

• cn—通用名称

• sn—姓氏

• telephoneNumber—电话号码

• n—显示名称

例如，当按下详细信息软按键时，“n=电话”将使“电话:”
显示在 LDAP查询结果的电话号码之前。

• t—类型

当 t=p，即 t为电话号码类型时，可以拨打检索到的号码。
仅可以拨打一个号码。如果定义了两个可拨打号码，只会使

用第一个号码。例如，a=ipPhone, t=p; a=mobile, t=p;

此示例结果显示只可拨打 IP电话号码，且移动号码将被忽
略。

• p—电话号码

当 P分配到类型属性时，例如 t=p，检索到的号码是电话可
拨打的号码。

例如，
a=givenName,n=firstname;a=sn,n=lastname;a=cn,n=cn;a=telephoneNumber,n=tele,t=p

默认值：空

显示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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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如不需要，可为空。

您可以使用 LDAP号码映射，对 LDAP服务器检
索到的号码进行操作。例如，如果您的拨号方案

要求用户在拨号前输入 9，可以将 9附加到号码
中。在 LDAP号码映射字段添加 (<:9xx.>)，即可
添加前缀 9。例如，555 1212将变为 9555 1212。

注释

如果您不会以这种方式操作号码，用户可以使用编辑拨号功

能在拨出之前编辑号码。

默认值：空

号码映射

可编程软键

说明参数

启用可编程软键。启用可编程软键

当电话处于空闲状态时显示的软键。空闲按键列表

当有未接来电时显示的软键。未接来电按键列表

当电话摘机时显示的软键。摘机按键列表

当用户必须输入拨号数据时显示的软键。拨号输入按键列表

当呼叫正在尝试连接时显示的软键。进展按键列表

当呼叫接通时显示的软键。已接通按键列表

发起呼叫转接时显示的软键。开始转接按键列表

发起会议呼叫时显示的软键。开始会议呼叫按键列表

正在进行会议呼叫时显示的软键。会议按键列表

释放呼叫时显示的软键。释放按键列表

当一个或多个呼叫处于保留状态时显示的软键。保留按键列表

来电时显示的软键。

要将来电静音，您可以添加忽略软键。

振铃按键列表

当共享线路上存在活动呼叫时显示的软键。共享活动按键列表

当共享线路上存在已保留的呼叫时显示的软键。共享保留按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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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管理层和管理层助理软键管理层助理按键列表

显示已接通视频呼叫的软键。已接通视频按键列表

可编程软键字段。在这些字段中输入字符串，配

置要在电话屏幕上显示的软键。您可以为号码或

分机、垂直服务激活代码（*代码）或XML脚本
创建快速拨号软键。

PSK 1至 PSK 16

分机

常规

说明参数

要启用此服务线路，请选择“是”。否则，请选

择“否”。

默认值：是

示例 XML配置：

要禁用与分机 2关联的线路上的服务：

<Line_Enable_2_ ua="na">否
</Line_Enable_2_>

启用线路

视频配置

说明参数

当选择是时，可启用 H264基础配置文件 0编解
码器，当选择否时，可将其禁用。

默认值：是

启用 H264 BP0

当选择是时，可启用 H264高级配置文件编解码
器，当选择否时，可将其禁用。

默认值：是

启用 H264 HP

选择将在安全呼叫期间使用的加密方法。选项为

AES 128和 AES 256 GCM。

默认设置：AES 128

加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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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线路显示

说明参数

指示是与其他 Cisco IP Phone共享此分机，还是
此分机为专用分机。

默认值：是

共享分机

分配到共享线路显示的标识用户。

默认值：空

共享的用户 ID

SIP订阅到期前的秒数。电话可从 SIP服务器上
获取有关共享电话分机状态的通知消息，直到订

阅到期。

默认值：3600

订阅到期

启用后，留言通知指示灯仅用于专用线路上的消

息。

默认值：否

限制MWI

NAT设置

说明参数

要使用外部映射 IP地址和 SIP消息中的 SIP/RTP
端口，请选择“是”。否则，请选择“否”。

默认值：否

启用 NAT映射

要定期发送已配置 NAT保持连接的消息，请选
择“是”。否则，请选择“否”。

默认值：否

启用 NAT保持连接

输入应定期发送以维持当前 NAT映射的保持连
接消息。如果该值为 $NOTIFY，则发送通知消
息。如果该值为 $REGISTER，则发送不带联系
人的注册消息。

默认值：$NOTIFY

NAT保持连接消息

应接收 NAT保持连接消息的目标。如果该值为
$PROXY，则消息将发送到当前或出站代理。

NAT保持连接目标

监控电话系统

77

监控电话系统

共享线路显示



网络设置

说明参数

包含 SIP消息的 UDP IP数据包中的服务时间
(ToS)/区分服务 (DiffServ)字段值。默认值：
0x68。

SIP TOS/DiffServ值

语音数据包 ToS字段的值。

设置数据流量中语音数据包的优先级。

默认值：0xb8。

RTP ToS/DiffServ值

视频数据包 ToS字段的值。

设置数据流量中视频数据包的优先级。

默认值：0x54。

视频 RTP ToS/DiffServ值

SIP设置

说明参数

选择 SIP消息的传输协议：

• UDP

• TCP

• TLS

• 自动

自动允许电话根据DNS服务器上的NAPTR记录
自动选择适当的协议。详情请参阅配置SIP传输。

默认值：UDP

SIP传输

用于 SIP消息侦听和传输的电话端口号。

仅在使用UDP作为SIP传输协议时，才在此处指
定端口号。

如果您使用的是TCP，系统将随机使用语音>SIP
选项卡上的 SIP TCP最小端口号和 SIP TCP最
大端口号所指定的范围内的端口。

如果需要指定 SIP代理服务器的端口，可以使用
代理字段 (代理和注册，第 84页)或 XSI主机服
务器字段 (XSI线路服务，第 87页)指定。

默认值：5060

SIP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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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支持100RELSIP分机，以可靠传输临时响应 (18x)
和使用 PRACK请求。选择是以启用。

默认值：否

启用 SIP 100REL

外部 SIP端口号。外部 SIP端口

在收到含以下请求的通知消息时，Cisco IP Phone
会对发送方进行验证：

• 重新同步

• reboot

• 报告

• 重新启动

• XML服务

选择是以启用。

默认值：是

验证重新同步 -重启

如果 SIP代理从用户代理中看到此标头，便可支
持特定分机或行为。如果已配置此字段但不受代

理支持，它将回复消息：不受支持。在提供的字

段中输入相应的标头。

SIP代理-要求

使用的 Remote-Party-ID标头，而非 From标头。
选择是以启用。

默认值：是

SIP Remote-Party-ID

控制电话在完成呼叫转接后何时发送BYE以终止
已过时的呼叫分支。此屏幕上配置了多个延迟设

置（Referor、Refer目标、Referee和 Refer-To目
标）。对于 Referror Bye延迟，以秒为单位输入
适当的时间段。

默认值：4。

Referor Bye延迟

指示 refer-to目标。选择是向此联系人发送 SIP
Refer。

默认值：否

Refer-To目标联系人

对于 Referree Bye延迟，以秒为单位输入适当的
时间段。

默认值：0

Referee Bye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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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对于Refer Target Bye延迟，以秒为单位输入适当
的时间段。

默认值：0

Refer Target Bye延迟

启用后，IP电话在收到针对出站邀请的第一条
183 SIP响应后，将忽略后续收到的 180 SIP响
应。要启用此功能，请选择是。否则，请选择

否。

默认值：否

Sticky 183

启用后，由 SIP代理发来的初始邀请请求需要授
权。要启用此功能，请选择是。

默认值：否

授权邀请

如果设置为是，作为被转接方，电话将发送一条

事件通知：在转接呼叫分支上，将转接目标返回

的任何 1xx响应引用到转接方。

如果设置为否，电话将仅发送一条通知作为最终

响应（200和更高）。

Ntfy Refer On 1xx-To-Inv

配置 G.729附录 B设置。设置 G729附录 B

当电话URL转换为SIPURL且电话号码以此URL
的用户部分表示时，则此 SIP URL包含可选参
数：user=phone (RFC3261)。例如：

To: sip:+12325551234@example.com; user=phone

要启用此可选参数，请选择是。

默认值：否

用户等于电话

确定电话使用的录音协议的类型。选项包括：

• SIPINFO

• SIPREC

默认设置：SIPREC

呼叫录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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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在受信任网络的 SIP消息中设置用户隐私。

隐私标头选项包括：

• Disabled（默认值）

• none—用户请求隐私服务不对此 SIP消息应
用隐私功能。

• header—用户需要隐私服务来遮盖无法清除
标识信息的标头。

• session—用户请求隐私服务为会话提供匿名
性。

• user—用户请求仅通过中间人的隐私级别。

• id—用户请求系统替换不显示 IP地址或主机
名的 id。

默认设置：禁用

隐私标头

控制去电 SIP消息中是否包括 P-Early-Media标
头。

要包括P-Early-Media标头，请选择是。否则，请
选择否。

默认值：否

支持 P-Early-Media

呼叫功能设置

说明参数

使电话能够通过终止当前的呼叫分支并执行其他

呼叫分支的自动转接来执行询问转接操作。如果

禁用此功能，电话会通过将其他呼叫分支引用到

当前呼叫分支，并同时保持这两个呼叫分支来执

行询问转接操作。要使用此功能，请选择“是”。

否则，请选择“否”。

默认值：否

启用自动询问转接

指示电话上的留言通知指示灯是否点亮。此参数

对来自 SIP代理服务器的留言进行切换，以指示
是否正在等待留言。

留言通知

指定在自动应答寻呼之前是否对邀请进行验证。

默认值：否

验证寻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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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可听到的一种振铃。从“无振铃”或 1至 10之
间进行选择。

振铃选项包括 Sunlight、Chirp 1、Chirp 2、
Delight、Evolve、Mellow、Mischief、Reflections、
Ringer、Ascent、Are you there和 Chime。

缺省振铃

当验证寻呼参数设置为“是”时，识别已接受的

验证的域部分。此参数允许使用字母数字字符。

验证寻呼域

用于加入会议呼叫的 URL，通常采用单词
conference或 user@IPaddress:port的形式。

会议桥 URL

当“验证寻呼”参数设置为“是”时，识别所使

用的密码。此参数允许使用字母数字字符。

验证寻呼密码

识别电话的语音信箱号码/ID。邮箱 ID

识别电话的 SpecVM服务器，通常包括VM服务
器的 IP地址和端口号。

语音信箱服务器

语音信箱服务器的订阅订到期时间（以秒为单

位）。

语音信箱订阅间隔

确定寻呼到达时电话的行为。活动呼叫上的自动应答寻呼

如有必要，启用线路与服务器之间的设置同步。

必须为针对以下功能或用户配置的线路启用功能

键同步：

• 全部呼叫前转

• DND

• 管理层和助理

功能键同步

BroadSoft服务器特定功能。如果服务器或任何预
设线路键上启用呼叫暂留，则必须启用此字段以

使呼叫暂留通知能够正常工作。

默认值：否

启用呼叫暂留监控

当此参数设置为“是”时，电话会将订阅消息

（不包括正文）发送到服务器。

默认值：否

启用 Broadsoft Hoteling

添加到订阅消息中的到期值。默认值为 3600。Hoteling订阅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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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在分机上启用安全呼叫。选项包括：

• 可选：电话为安全呼叫保持当前行为。

• 必需：电话拒绝来自其他电话的不安全呼

叫。

默认设置：可选

安全呼叫选项

ACD设置

说明参数

启用电话的自动呼叫分配 (ACD)。选择是以启用
或否以禁用。

默认值：否

Broadsoft ACD

使电话能够显示呼叫中心呼叫的详细信息。选择

是以启用或否以禁用。

默认值：否

启用呼叫信息

使用户能够添加处置代码。选择是以启用或否以

禁用。

默认值：否

启用处置代码

使用户能够跟踪最后一个来电。选择是以启用或

否以禁用。

默认值：否

启用跟踪

使用户能够在情况紧急时将呼叫升级转给主管。

选择是以启用或否以禁用。

默认值：否

启用紧急升级

显示呼叫中心状态和座席状态。选择是以启用或

否以禁用。

默认值：否

启用队列状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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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和注册

说明参数

SIP代理服务器和端口号由服务提供商依据所有
出站请求设置。例如，192.168.2.100:6060。

端口号可选。如果未指定端口，系统将对 UDP
使用默认端口5060，对TLS使用默认端口5061。

当您需要在其他设置（例如，快速拨号线路键配

置）中引用此代理时，请使用 $PROXY宏变量。

代理

所有出站请求都作为第一跃点发送。输入 IP地址
或域名。

呼出代理

当互联网上有网络分区或当主代理（或主出站代

理）没有响应或不可用时，此功能可快速回退。

该功能在 Verizon部署环境中运行良好，因为备
用代理是带模拟出站电话连接的集成业务路由器

(ISR)。

在这些字段中输入代理服务器地址和端口号。当

电话注册到主代理和备用代理（或主出站代理和

备用出站代理）后，电话始终通过主代理发送邀

请和非邀请 SIP消息（注册除外）。电话始终注
册到主代理和备用代理。如果在新邀请超时后没

有来自主代理的响应（根据 SIP RFC规范），电
话将尝试使用备用代理连接。电话始终先尝试使

用主代理，并在主代理不可访问时立即尝试使用

备用代理。

活动事务（呼叫）永远不会在主代理和备用代理

之间回退。如果没有为新的邀请回退，订阅/通知
事务将立即相应地回退，以便能够正确保持电话

的状态。您还必须将代理和注册部分的“双重注

册”设置为“是”。

备用代理

备用出站代理

确定是否要将 SIP请求强制发送至对话框中的出
站代理。如果使用出站代理字段设置为无，或者

如果出站代理字段为空，则忽略。

默认值：是

在对话框中使用 OB代理

启用使用代理定期注册。如果未指定代理，此参

数将被忽略。要启用此功能，请选择是。

默认值：是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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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无需通过电话成功（动态）注册即可发起出站呼

叫。如果设置为“否”，将仅在注册成功时播放

拨号音。要启用此功能，请选择是。

默认值：否

无需注册即可发起呼叫

定义电话更新代理注册的频率。如果代理响应过

期值较低的 REGISTER，电话将根据较低的值而
不是配置的值更新注册。

如果注册失败并显示“过期时间太短”的错误，

电话将重试错误最短过期标题中指定的值。

范围是从 32到 2000000。

默认值：3600秒

注册过期

如果启用该功能，用户不必向代理注册以应答呼

叫。

默认值：否

无需注册即可应答呼叫

为代理和出站代理启用 DNS SRV查找。要启用
此功能，请选择是。否则，请选择否。

默认值：否

使用 DNS SRV

使电话能够在对代理或出站代理名称执行 DNS
SRV查找时使用 _sip._udp自动前置该名称。

默认值：否

DNS SRV自动前缀

设置电话在故障切换到较低优先级服务器之后从

最高优先级代理（或出站代理）重试的延迟时

间。

电话应该从服务器名称的 DNS SRV记录查找中
获得主代理服务器和备用代理服务器列表。需要

了解代理的优先级。否则，不会重试。

范围是从 0到 65535。

默认值：3600秒

代理回退间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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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选择正常或基于SRV端口。电话将创建DNSSRV
记录中返回的内部代理列表。

如果您选择“正常”，该列表将包含按权重和优

先级排列的代理。

如果您选择“基于 SRV端口”，则电话使用正
常，然后根据第一个列出的代理端口检查端口

号。

默认值：正常

代理冗余方法

设置为是，启用“双重注册/快速回退”功能。要
启用该功能，您还必须在“代理和注册”部分配

置“备用代理/备用出站代理”字段。

双重注册

如果设置为“否”，将立即自动发生回退。如果

超出代理回退间隔时间，所有新的 SIP消息将转
至主代理。

如果设置为“是”，则仅在当前注册过期时回

退，也就是说，仅注册消息可以触发回退。

例如，如果注册过期的值为 3600秒且代理回退
间隔时间为 600秒，回退将在 3600秒后开始，
而不是 600秒后。如果注册过期的值为 600秒且
代理回退间隔时间为 1000秒，则在 1200秒开始
回退。成功注册后返回到主服务器，所有的 SIP
消息转到主服务器。

故障转移时自动注册

订户信息

说明参数

名称显示为主叫方 ID。显示名称

此线路的分机号码。

当您需要在其他设置（例如，线路键的简称）中

引用此用户 ID时，请使用 $USER宏变量。

用户 ID

此线路的密码。

默认值：空（无需密码）

密码

用于 SIP验证的验证 ID。

默认值：空

验证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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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代理 IP地址以外的验证域的 IP地址。默认值为
空；代理 IP地址会用作验证域。

在电话配置文件中，分机 1的参数显示如下：

<Reversed_Auth_Realm_1_ ua=”na”>
</Reversed_Auth_Realm_1_>

反向验证域

用户代理为此线路识别自身时所使用的参数。如

果此字段为空，则 SIP信令中使用的实际URI应
当自动成为：

sip:UserName@Domain

其中UserName是用户 ID中为此线路指定的用户
名，Domain是用户代理域中为此配置文件指定的
域。如果用户代理域为空字符串，则应该为该域

使用电话的 IP地址。

如果 URI字段不为空且 SIP或 SIPS URI不含@
字符，则 SIP信令中使用的实际URI应通过附加
含有@字符且@字符后跟设备 IP地址的参数自
动形成。

SIP URI

XSI线路服务

说明参数

输入服务器的名称；例如，

xsi.iop1.broadworks.net

XSI主机服务器默认使用 http协议。要
启用基于 HTTPS的 XSI，您可以在服
务器中指定 https://。

注释

例如：

https://xsi.iop1.broadworks.net

您还可以指定服务器的端口。

例如：

https://xsi.iop1.broadworks.net:5061

如果没有指定端口。使用指定协议的默认端口。

默认值：空

XSI主机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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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确定XSI验证类型。选择登录凭证以使用登录用
户 ID和登录密码验证访问。选择 SIP凭证以使
用在电话上注册的 SIP帐户的注册验证 ID和密
码验证访问。

默认设置：登录凭证

XSI验证类型

电话用户的 BroadSoft用户 ID；例如：
johndoe@xdp.broadsoft.com。

对于任何XSI验证类型，必须输入登录用户 ID。
如果没有登录用户 ID，则 BroadWorks任意位置
功能不起作用。

默认值：空

登录用户 ID

与登录用户 ID关联的字母数字密码。

当您为XSI验证类型选择登录凭证时，输入登录
密码。

默认值：空

登录密码

在分机上启用 BroadWorks任意位置功能。

如果您选择是，则此线路上启用任意位置功能，

并且用户可以使用电话菜单将多个位置添加到这

一特定线路。

默认值：是

启用任意位置

在线路上启用 XSI主叫方 ID屏蔽。

选择是可使用 XSI界面允许同步屏蔽主叫方 ID
状态与服务器。选择否将使用电话的本地屏蔽主

叫方 ID设置。

启用屏蔽 CID

通过XSI服务启用或禁用线路上的呼叫前转状态
同步。

选择是以允许电话使用XSI服务与服务器同步呼
叫前转状态。选择否将禁用此功能。

注释 • 当功能键同步设置为是时，FKS优
先于 XSI同步。

• 如果不输入 XSI主机服务器和凭
证，且启用 CFWD字段设置为
是，电话用户将无法前转电话上的

呼叫。

启用 CF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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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通过 XSI服务启用或禁用线路上的 DND状态同
步。

选择是以允许电话使用 XSI服务与服务器同步
DND状态。选择否将禁用此功能。

注释 • 当功能键同步设置为是时，FKS优
先于 XSI同步。

• 如果不输入 XSI主机服务器和凭
证，且启用 DND字段设置为是，
电话用户将无法打开电话上的DND
模式。

启用 DND

音频配置

说明参数

所有呼叫的首选编解码器。呼叫中使用的实际编

解码器仍取决于编解码器协商协议的结果。

选择下列项之一：

• G711u

• G711a

• G729a

• G729ab

• G722

• G722.2

• iLBC

• OPUS

• iSAC

默认值：G711u

首选编解码器

选择否使用任何代码。选择是仅使用首选代码。

选择“是”时，如果远端不支持首选编解码器，

呼叫会失败。

默认值：否

仅使用首选编解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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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第一个编解码器失败时使用的编解码器。

默认值：未指定

第二优先编解码器

第二个编解码器失败时使用的编解码器。

默认值：未指定

第三优先编解码器

启用 G.711u编解码器。

默认值：是

启用 G711u

启用 G.711a编解码器。

默认值：是

启用 G711a

要启用 8 kbps的 G.729a编解码器，请选择是。
否则，请选择否。

默认值：是

启用 G729a

启用 G.722编解码器。

默认值：是

启用 G722

启用 G.722.2编解码器。

默认值：否

启用 G722.2

启用 iLBC编解码器。

默认值：是

启用 iLBC

启用 iSAC编解码器。

默认值：是

启用 iSAC

启用 OPUS编解码器。

默认值：是

启用 OPUS

要启用无声抑制以不传输无声音频帧，请选择

是。否则，请选择否。

默认值：否

启用无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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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将 DTMF信号传输到远端的方法。选项包括：

• AVT—音频视频传输。将 DTMF作为 AVT
事件发送。

• InBand—使用音频路径发送 DTMF。

• Auto—根据编解码器协商的结果，使用带内
或 AVT。

• INFO—使用 SIP INFO方法。

DTMF Tx方法

设为“默认值”时，Cisco IP Phone用 200 OK对
邀请做出响应，仅通告首选编解码器。设为“列

出全部”时，作为响应，Cisco IPPhone会列出电
话支持的所有编解码器。默认值为“默认值”，

或仅以首选编解码器做出响应。

编解码器协商

将在安全呼叫期间使用的加密方法。选项为AES
128和 AES 256 GCM

默认值：128。

加密方法

拨号方案

说明参数

所选分机的拨号方案脚本。

拨号方案语法允许指定三个参数以用于某个特定

网关：

• uid–验证用户 ID

• pwd–验证密码

• nat–如果显示此参数，则使用NAT映射。

请用分号 (;)分隔每个参数。

拨号方案

入站主叫方 ID号码可映射到不同的字符串。例
如，以+44xxxxxx开头的号码可映射到0xxxxxx。
此功能和拨号方案参数拥有相同的语法。您可以

使用此参数指定主叫方 ID号码映射的方式以将
其显示在屏幕上并记录到呼叫日志中。

主叫方 ID映射

启用或禁用 URI拨号。启用 URI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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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输入使用逗号隔开的紧急号码列表。拨打其中的

一个号码时，设备会禁用 CONF、HOLD和其他
类似软键或按键的流程，以避免不小心将当前呼

叫置于保留状态。电话也会禁用挂机闪烁事件处

理。

只有远端才可以终止紧急呼叫。终止呼叫并重新

将接收器挂机之后，电话将恢复常态。

号码的最大长度为 63个字符。默认值为空（无
紧急号码）。

紧急号码

E911地理位置配置

E911地理位置配置

说明参数

紧急呼叫服务提供商分配给客户的通用唯一标识

符 (UUID)。

最大标识符长度为 128个字符。默认值为空。

公司 UUID

加密 HTTPS电话位置请求。请求使用电话 IP地
址、MAC地址、网络访问标识符 (NAI)和机箱
ID及网络交换机制造商分配的端口 ID。请求还
包括位置服务器名称和客户标识符。

紧急呼叫服务提供商使用的服务器通过与紧急响

应位置 (ERL)进行响应，它具有与用户电话 IP地
址关联的统一资源标识符 (URI)。

默认值为空。

主请求 URL

发送到紧急呼叫服务提供商的备份服务器以获取

用户的电话位置的加密 HTTPS请求。

默认值为空。

辅助请求 URL

请参阅紧急呼叫支持术语了解有关描述电话的紧急呼叫支持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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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

保留提醒

说明参数

指定当另一个呼叫被置于保留状态时活动呼叫上

响铃一声的时间延迟（以秒为单位）。

默认值：0

保留提醒计时器

指定计时器铃声的音量。保持提醒振铃音

呼叫前转

说明参数

选择是启用呼叫前转。呼叫前转设置

输入呼叫前转到的目标分机。呼叫前转所有目标

输入线路占线时呼叫前转到的目标分机。

默认值：语音信箱

呼叫前转占线目标

输入无应答时呼叫前转到的目标分机。

默认值：语音信箱

呼叫前转无应答目标

输入前转无应答呼叫之前要等待的延迟时间（以

秒为单位）。

默认值：20秒

呼叫前转无应答延迟

快速拨号

说明参数

指定给特定快速拨号号码的名称。

默认值：空

快速拨号名称（2到 9）

指定给快速拨号 2、3、4、5、6、7、8或 9的目
标电话号码（或 URL）。按数字键 (2-9)拨出分
配的号码。

默认值：空

快速拨号号码（2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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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服务

说明参数

启用或禁用呼叫等待服务。

默认值：是

呼叫等待设置

启用或禁用阻止 CID服务。

默认值：否

阻止 CID设置

启用或禁用阻止 ANC服务。

默认值：否

阻止 ANC设置

为用户启用或禁用 DND设置选项。DND设置

启用或禁用听筒LED指示灯警报。选项包括：语
音邮件和语音邮件、未接来电。

默认值：语音邮件

听筒 LED指示灯警报

启用或禁用“安全呼叫”。

默认值：否

安全呼叫设置

启用或禁用拨号协助功能。

默认值：否

拨号协助

启用或禁用自动应答寻呼。

默认值：是

自动应答寻呼

选择电话会使用的音频类型。选项包括：扬声器

和头戴式耳机。

选择电话会使用的音频类型。选项包括：扬声器

和头戴式耳机。

默认值：无

首选音频设备

选择电话的时间格式（12或 24小时）。

默认值：12小时

时间格式

选择电话的日期格式（月/日或日/月）。

默认值：月/日

日期格式

启用或禁用创建未接来电快捷方式的选项。未接来电快捷方式

启用或禁用警报音。警报音关闭

启用或禁用特定分机的未接来电日志。记录分机 (n)的未接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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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启用/禁用共享线路 DND呼叫前转。启用共享线路 DND呼叫前转

音频音量

说明参数

设置振铃器的默认音量。

默认值：9

振铃器音量

设置免持话筒的默认音量。

默认值：8

扬声器音量

设置听筒的默认音量。

默认值：10

听筒音量

设置头戴式耳机的默认音量。

默认值：10

头戴式耳机音量

设置蓝牙设备的默认音量。蓝牙音量

启用或禁用电子摘挂机 (EHS)功能。

启用 EHS后，AUX端口不输出电话日志。

电子摘挂机控制

屏幕

说明参数

在电话上启用屏幕保护程序。如果电话在一段指

定时间内持续处于空闲状态，将进入屏幕保护模

式。

默认值：否

启用屏幕保护程序

在显示屏幕保护图片之前电话处于空闲状态的时

间。

输入在启动屏幕保护程序之前空闲状态持续的秒

数。

默认值：300

屏幕保护程序等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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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屏幕保护程序的类型。您可以选择的选项：

•时钟：在背景墙纸上显示圆形时钟。

•时钟：在纯色背景上显示数字时钟。

•下载图片：显示电话网页推送的图片。

•徽标：启用以将徽标添加为电话背景。

•锁定：启用锁定屏幕保护程序。

屏幕保护程序类型

屏幕保护程序刷新前经过的秒数（例如，选择轮

换显示图片时）。

屏幕保护程序刷新时间

背景光计时器开始计时前经过的秒数。背景光计时器

理想的亮度值。显示屏亮度

当电话启动时在电话屏幕上显示的类型。您可以

选择的选项：

• 默认值

• 下载图片

• 徽标

• 文本

启动显示

当电话启动时显示的文本。例如，服务提供商可

以输入以下徽标文本：

• 最多 2行文本

• 每行必须少于 32个字符

• 在行之间插入新行字符 (\n)

• 插入转义码 %0a

例如，

Super\n%0aTelecom

显示：

Super

Telecom

使用 +号添加空格，以调整格式。例如，您可以
在文本前后添加多个 +号，使文本居中。

文本显示

监控电话系统

96

监控电话系统

屏幕



说明参数

如果设置为下载图片，您可以下载图片，自定义

电话屏幕的背景。

电话背景类型

用于定位要在电话屏幕背景上显示的 (.png)文件
的 URL。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电话信息和显示设置。

图片下载 URL

用于定位要在电话屏幕上显示徽标的 (.png)文件
的 URL。

徽标 URL

视频配置

说明参数

启用电话上的视频。选择是以启用或否以禁用。

默认值：是

视频

确定传输视频时暴露的光量。输入介于零 (0)和
15之间的值。

默认值：8

摄像头曝光

话务台

常规

标记为话务台的话务台选项卡，仅可用于管理员登录 >高级模式。注释

说明参数

指定订阅仍然有效的时长。指定的时间周期过去

后，思科话务台将发起新的订阅。

默认值：1800

订阅到期

指定订阅失败时等待重试的时长。

默认值：30

订阅重试间隔

指定思科话务台单位数。

默认值：0

货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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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再次尝试订阅前的延迟时间。

默认值：1

订阅延迟

指定电话与之连接的服务器类型。

可用选项：

• BroadSoft

• SPA9000

• 星号

• RFC3265_4235

• Sylantro

服务器类型

允许您选择与电话关联的按键扩展模块类型。选

项包括：

• BEKEM

• CP-8800-Audio—仅在Cisco IP Phone 8851和
8861（音频电话）上受支持

• CP-8800-Video—仅在 Cisco IP Phone 8865
（视频电话）上受支持

默认值：BEKEM

KEM类型

在 BroadSoft服务器上为电话用户设置的忙灯字
段 (BLF)列表的统一资源标识符 (URI)。

仅当电话注册到 BroadSoft服务器时，此字段才
适用。BLF列表是电话可监控其线路的用户的列
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用于监控其他电话的

电话配置。

必须以 <URI 名称>@<服务器>格式指定 BLF列
表URI。指定的BLF列表URI必须与在BroadSoft
服务器上为 List URI: sip参数配置的值相同。

默认值：空

示例 XML配置：
<BLF_List_URI
ua="na">MonitoredUsersList@sipurash22.com</BLF_List_URI>

BLF列表 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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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控制当对BLF列表的监控激活时，电话是否使用
其线路键来监控 BLF列表。

如果设置为否，电话将仅使用按键扩展模块键监

控 BLF列表。

此设置仅在 BLF列表设置为显示时有意义。

默认值：否

示例 XML配置：
<Use_Line_Keys_For_BLF_List
ua="na">Yes</Use_Line_Keys_For_BLF_List>

将线路键用于 BLF列表

允许用户在线路键上进行配置的功能。

要允许一项功能，如下所示添加相应的选项。使

用分号 (;)分隔选项。

• 快速拨号：sd

• 监控用户的忙灯字段 (BLF)键：blf

• 从被监控的线路代答呼叫：cp

仅当添加了blf选项时，此选项才

有效。

注释

默认值：sd；

如果添加了 blf选项，自动添加 sd选

项之后，用户将能够配置到受监控线路

的快速拨号（BLF快速拨号）。

注释

例如，允许所有功能：

sd;blf;cp

示例 XML配置：
<Customizable_PLK_options
ua="na">sd;</Customizable_PLK_options>

可自定义 PLK选项

激活或停用对 BLF列表的监控。

如果设置为显示，电话会依次分配可用的线路键

来监控BLF列表条目。BLF列表键的标签显示受
监控用户的姓名和受监控线路的状态。

此设置仅在配置了 BLF列表 URI时有意义。

示例 XML配置：
<BLF_List ua="rw">Show</BLF_List>

BLF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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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话务台显示屏上文本、线条和背景之间的对比

度。输入一个 1到 30之间的值。此值越大，显
示屏的对比度越高。

默认值：12

话务台 LCD亮度

如果将此参数设置为是，当快速拨号扩展功能中

定义了 *代码时，电话将执行自动转接。如果设
置为否，保留当前呼叫且对快速拨号目标发起新

呼叫。

默认值：否

启用星号时自动转接

如果将此参数设置为是，当选择快速拨号功能键

时，电话将执行自动转接。如果设置为否，保留

当前已接通的呼叫且对快速拨号目标发起新呼

叫。

例如，当用户使用快速拨号功能保留某个呼叫

时，如果启用了此参数，则向呼叫暂留区执行自

动转接。如果未启用此参数，则向呼叫暂留区执

行人工转接。

默认值：否

启用快速拨号时自动转接

如果设置为是，电话会自动转接到远程号码。如

果设置为否，会禁用自动转接到远程号码。

启用自动转接到远程通话方号码

电话屏幕上显示 BLF的模式选项。

默认值：空

BLF标签显示模式

装置

输入话务台设备的每个线路键的编程信息。

说明参数

指示是否已启用添加到电话的按键扩展模块。启用装置

指示添加到电话的按键扩展模块是否处于活动状

态。

装置联机

显示添加到电话的按键扩展模块的硬件版本。HW版本

显示添加到电话的按键扩展模块的软件版本。SW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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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069

TR-069

说明参数

启用或禁用 TR-069功能的设置。

默认设置：禁用

启用 TR-069

使用 CPE WAN管理协议的 ACS的 URL。此参数必须为有效的
HTTP或 HTTPS URL。当使用 SSL或 TLS时，CPE使用此 URL
的主机部分验证 ACS证书。

ACS URL

当 ACS使用 CPE WAN管理协议时，此用户名用于验证连接到
ACS的 CPE。此用户名仅用于基于 HTTP的 CPE验证。

如果未配置用户名，则使用默认值 admin。

ACS用户名

用于访问特定用户ACS的密码。此密码仅用于基于HTTP的CPE
验证。

如果未配置密码，则使用默认值 admin。

ACS密码

当前正在使用的 ACS URL。这是只读字段。正在使用的 ACS URL

向 CPE发送连接请求的 ACS的 URL。连接请求 URL

此用户名用于验证向 CPE发送连接请求的 ACS。连接请求用户名

此密码用于验证向 CPE发送连接请求的 ACS。连接请求密码

当“启用定期通知”设置为“是”时，CPE尝试连接到ACS的时
间间隔，以秒为单位。

默认值为 20秒。

定期通知间隔

启用或禁用 CPE连接请求的设置。默认值为“是”。启用定期通知

启用或禁用 TR-069事务日志的设置。

默认值为“否”。

TR-069可跟踪性

启用或禁用 CPE WAN管理协议 (CWMP)支持的设置。如果设置
为“禁用”，电话不向 ACS发送任何通知消息，也不接受 ACS
发送的任何连接请求。

默认值为“是”。

CWMP V1.2支持

此设置用于修改语音对象。选择“是”将初始化所有语音对象，

使其恢复为出厂默认值；选择“否”将保留当前值。

TR-069语音对象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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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数

此设置用于修改DHCP设置。选择“是”将初始化ACS的DHCP
设置；选择“否”将保留当前的 DHCP设置。

TR-069 DHCP选项初始化

此设置用于启用或禁用 TR-069回退支持。

如果电话尝试查找使用DHCP的ACS且不成功，则接下来它会使
用 DNS解析 ACS IP地址。

TR-069回退支持

使用CPEWAN管理协议的ACS的备份URL。此参数必须为有效
的 HTTP或 HTTPS URL。当使用 SSL或 TLS时，CPE使用此
URL的主机部分验证 ACS证书。

备份 ACS URL

当 ACS使用 CPEWAN管理协议时，此备份用户名用于验证连接
到 ACS的 CPE。此用户名仅用于基于 HTTP的 CPE验证。

备份 ACS用户

用于访问特定用户ACS的备份密码。此密码仅用于基于HTTP的
CPE验证。

备份 ACS密码

如果未配置上述参数，您也可以通过 DHCP选项 60、43和 125来获取这些参数。注释

呼叫历史记录

显示电话的呼叫历史。要更改显示的信息，请从以下选项卡中选择呼叫历史的类型：

• 所有呼叫

• 未接

• 已接

• 已拨

选择添加到目录将呼叫信息添加到个人目录。

个人目录

用户可使用个人目录存储一组个人号码。目录条目可包含以下联系信息：

• 号码（目录号码）

• 名称

• 工作

• Mobile

• 住宅

监控电话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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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拨号

要编辑联系信息，请单击编辑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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