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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eTel 公司简介公司简介公司简介公司简介 

 

ShoreTel 公司于 1996 年在美国加州成立，

一直从事于企业级网络电话系统的研发。

1998 年推出笫一版的网络电话系统，2010

年已推出笫十一版的网络电话系统。 

ShoreTel 公司并于 2004 年成功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上市，过去多年，ShoreTel

一直保持盈余及正向的资金流，公司未有任何负债。 

ShoreTel 产品的研发宗旨是提供高稳定性，简易管理及功能完整的新一代的 UC

电话系统，正是它们公司的商标所说它们是既简易但精彩系统。 

 

ShoretelShoretelShoretelShoretel 协协协协作作作作通信概述通信概述通信概述通信概述    

ShoreTel 的协作通信 (UC) 功能正在改变人们正在执行的通信任务与单独工具

的工作方式。 ShoreTel 建立我们的 IP 电话系统和功能强大的声音功能，简化

了与完全集成的视频、 即时消息、 高级移动、 存在和协作功能的视频会议的

通信。  

现在，现场和远程用户都可以看到谁是可用，并选择如何最好地实现这些。 用

更少的时间做电话标记，每个人手头上会有更多的商业时间。 

 

    

IPIPIPIP 架设架设架设架设    针对最终用户的易用性针对最终用户的易用性针对最终用户的易用性针对最终用户的易用性    

ShoreTel 统一通信系统的设计从基础底层到

多媒体通信、 企业应用程序和到一个无缝的和

集成环境的个人信息。 最终用户很容易掌握的

工具，统一通信建立在一个按钮的触摸，直观的

桌面应用程序变成多媒体协作语音会话。 

    

减少减少减少减少 ITITITIT 资源的消耗资源的消耗资源的消耗资源的消耗    

巧妙的专门构建 IP 体系结构使外观和行为像

一个单一的、 统一的平台的系统。 它分布在通

信环境系统的解析，使系统可以扩展，并根据需

要跨站点或甚至国家的增长。Shoretel 有一个直

观的基于浏览器的管理界面，IT 人员可以随时随

地保持网络上的系统，这一切都来自即插即用的

技术，从传统的语音交换机和 IP 电话，尽快为

他们插入在线网络目录的更新动态。 



    

99.999% 99.999% 99.999% 99.999% 稳定性及稳定性及稳定性及稳定性及 100%100%100%100%可靠性可靠性可靠性可靠性    

该系统的分布式体系结构和应用程序，其 N +1

冗余有助于提供5个9的关键业务连续性的可用

性。该开关为基础的硬件平台，可确保在一个广

域网发生故障时，电话系统将继续推行和接收公

共交换电话网的呼叫 

    

在该行业中的最低总体拥有成本在该行业中的最低总体拥有成本在该行业中的最低总体拥有成本在该行业中的最低总体拥有成本    

我们的 总体拥有成本  (TCO) 分析工具可以显

示 ShoreTel 为什么该行业的总体拥有成本最

低。 很多客户报告的投资在一年内就回报。 从

长远看，有助于降低成本，shoretel 公司的统

一通信工具，简化业务流程广泛，重要的信息显

得伸手可及，消除双方未接来电和昂贵的第三方

会议服务的需求。 

 

  



ShoreTel 电话系统特点电话系统特点电话系统特点电话系统特点 

1. 单一的企业级电话系统。 

每一个单一电话系统可支持由 1 个用户到 10,000 个用户。企业客户采用了

ShoreTel的电话系统后，企业客户不须要因为公司业务发展而更换其它系统， 

以减少电话系统管理员的培训。 

每一个单一电话系统最多可支持 500 个分支站点。 

各单一电话系统之间可以 SIP 协议组成一个更大的电话系统。 

2. 模块组合设计。企业客户初期可按各自情况选购 ShoreTel 的产品自由组合，

当后期企业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增加用户时，企业客户只需要采购增加，企业

客户初期的电话系统投资不会浪费。 

3. 统一的管理员接口。不管企业客户用户多少，企业客户管理员只通过一个管

理员接口管理整个电话系统。企业客户不需要于各分支站点提供现场技术员

服务。 

4. 分布式独立运行。总部及各分支站点的电话系统是独立运作，不会因为某一

分支站点或总部出现故障时影响至整个电话系统。 

5. 产品稳定性高。ShoreTel 研发的"语言交换机"是电话系统的核心，它负责整个

电话系统的电话机的管理及电话请求的管理。"语言交换机"的高稳定性是把

所有主要部件都固化在主版上，除了内部风扇以外，没有其它可拆件。于产

品稳定性测试中，ShoreTel 的"语言交换机"获利 99.99%的高度稳定性评价。 

6. N+1 的系统冗余方案。当电话系统中的任何一台"语言交换机"出现故障时，

管理系统自动把该故障"语言交换机"管理的电话转移到系统中的"备用语言

交换机"上，电话系统可不间断地使用。 

7. 统一协同统作业。ShoreTel 提供统一协统平台予企业客户使用，以提高企业

客户的工作效率。 

 

  



ShoreTel 电话系统的架构电话系统的架构电话系统的架构电话系统的架构 

 

 

 

 

 

 

 

  



ShoreTel 电话系统的荣誉电话系统的荣誉电话系统的荣誉电话系统的荣誉 

 



ShoreTel 电话系统的客户电话系统的客户电话系统的客户电话系统的客户

 

 

电话系统的客户电话系统的客户电话系统的客户电话系统的客户 

 

 



ShoreTel 语言交换机语言交换机语言交换机语言交换机 

作为主要构件的 ShoreTel 统一通信系统，ShoreTel® ShoreGear ® IP 语音交换

机为企业提供统一通信服务。具有高可靠性和高智能性，通过 IP 电话和模拟设

备，这些 ShoreGear 设备实现了多个企业之间的通信。 

 

ShoreGear 语音交换机统一通信跨越企业的多个地点，提供 N +1 冗余形式 高系

统可用性，提供数模转换，将传统语音信号转换成基于IP网络传输的IP数据包。 

 

ShoreGear 语音交换机管理 ShorePhone IP 电话和模拟线路，以及 PSTN 和 ITSP

中继线。 

 

ShoreGearShoreGearShoreGearShoreGear 语音交换机语音交换机语音交换机语音交换机系列包括系列包括系列包括系列包括：：：：    

•ShoreGear 90V & 90BRI 

•ShoreGear 220E1 

 

这些交换机分别支持 IP 电话，或模拟设备组合。所有交换机都有一个失电复位

交换端口，确保在停电情况下，设备仍能发出拨号声音。 

 

重要特点和性能重要特点和性能重要特点和性能重要特点和性能::::    

内置式主叫控制内置式主叫控制内置式主叫控制内置式主叫控制    

ShoreGear IP 语音交换机内部安装了风河公司（Wind River® Systems）生产的 

先进的内置式实时操作系统 VxWorks，使其能够防止恶意攻击和病毒感染。和市

场同类产品相比，我们的内置式主叫控制系统使您的组织的内部交流具有最大可

靠性和最高效率。 

    

分布式主叫控制分布式主叫控制分布式主叫控制分布式主叫控制    

ShoreTel IP 电话系统的主叫控制功能消除任何单点故障。当发生意外事件时，

ShoreGear IP 语音交换机出现故障或由于网络故障而无法工作，网络上的其它

交换机不会受到影响，将继续运行。 

 

IPIPIPIP 电话故障切换电话故障切换电话故障切换电话故障切换    

通过增加一个单独的 ShoreGear IP 语音交换机，就能提高场地可靠性。如果一

个支持IP电话机的ShoreGear IP语音交换机发生故障或由于网络故障而无法工

作，电话将自动切换到该场地的另外一部备用语音交换机上。这种“N+1”备份

模式非常简单、具有成本效率和难以置信的可靠性。 



 

网络故障切网络故障切网络故障切网络故障切换换换换    

如果一个与公共交换电话网（PSTN）连接的 ShoreGear IP 语音交换机发生故障

或由于网络故障而无法工作，系统将自动通过备用交换机发送呼叫。 

    

PSTN PSTN PSTN PSTN 故障切换故障切换故障切换故障切换    

如果广域网（WAN）发生故障，或者，如果广域网上用于传递语音的呼叫接纳控

制受到影响，不同场地间的“分机-分机”的呼叫就能自动通过 PSTN 传送，从而

确保不间断通信。 

 

以太网端口故障切换以太网端口故障切换以太网端口故障切换以太网端口故障切换    

ShoreGear IP 语音交换机具有备份的网络上行线路。如果上游网络设备出现故

障，ShoreGear IP 语音交换机将自动进行故障切换，转到备份线路，保证系统

连续运行。 

 

电源故障切换电源故障切换电源故障切换电源故障切换    

 

ShoreGear-220E1 及 ShoreGear 90V 都具有电源故障转换功能，如果停电时间过

长，储备电量难以为继，ShoreGear IP 语音交换机上的备用中继线就会自动与

模拟电话连接，保证接收紧急拨号铃音。 

 

 

可选数字中继设备可选数字中继设备可选数字中继设备可选数字中继设备    

ShoreGear 220E1 都具有 IU 半宽度底盘，支持能与 220 部 IP 电话连接的数字

中继设备。所有交换机都有一个音频输入端口，支持数码音乐播发器，还有一个

音频输出端，可提供空中寻呼和夜间叫醒服务。 

 

ShoreGear220E1 都具有 1 个 E1 界面，能支持与 1 个交换中心（CO）相连的高密

度中继设备。可选 ShoreGearT1 支持回路开始、闪烁信号开始或基群速率接口

（PRI）信号。 

 

可选 ShoreGear 220E1 可作为一个网路电话闸道器（VOIP），与电信专用分组交

换机（PBX）设备相连-PBX 能连接 ShoreTel IP 电话系统和在此之前存在的保留

系统，使 IP 电话系统轻松移动。 

 

ShoreGear 220E1 具有一个使用 Euro-ISDN PRI 信号的 E1 界面，可用于国际长

途呼叫。所有 ShoreGear IP 语音交换机都包括两个 LAN 端口，可同时连接多个

网络。 



ShoreGear 90VShoreGear 90VShoreGear 90VShoreGear 90V    

 

ShoreTel 语音交换机 SG 90V 是一台 1U 高度、半宽标准的语音交换机，它可

支持最多 90 部 IP 电话机、90 个语音留言信箱以及最多 12 个模拟端口(8 路用

于模拟电信线路和 4 路用于仿真电话终端机。本语音交换机可保存 56 小时的语

音信箱的留言信息。 

ShoreTel 语音交换机 SG 90V 还支持软电话、SIP 系统设备以及 SIP 终端设

备。 

 

规格 

尺寸 1.69 x 8.39 x 14.28 inches (43 x 213 x 378 mm) 

重量 5.3 lb (2.4 kg) 

电源输入要求 100-240 VAC, 50-60 Hz 

电源消耗 33 W (max) 

湿度：     相对湿度 0-90%（非冷凝） 

工作温度： 0-50° C 

 

 



ShoreGear 220E1ShoreGear 220E1ShoreGear 220E1ShoreGear 220E1    

 

ShoreTel 语音交换机 SG 220E1 是一台 1U 高度、半宽标准的语音交换机，它

可支持最多 220 部 IP 电话机或同时使用 70 部 IP 电话机与 E1 数字中继线路。 

ShoreTel 语音交换机 SG 220E1 还支持软电话、SIP 系统设备以及 SIP 终端

设备。 

 

尺寸 1.69 x 8.39 x 14.28 inches (43 x 213 x 378 mm) 

重量 5.3 lb (2.4 kg) 

电源输入要求 100-240 VAC, 50-60 Hz 

电源消耗 18 W (max) 

湿度：     相对湿度 0-90%（非冷凝） 

工作温度： 0-50° C 

 

  



ShoreTel IP 电话机电话机电话机电话机 

 

统一企业内部信息流 

作为 ShoreTel 统一通信（UC）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ShoreTel® ShorePhone™ IP

电话机提高了整个组织的生产力。ShorePhone IP 电话机帮助用户实现轻松通信

-以一种格调与优雅。我们生产的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高性能的电话机系列使

用户组织中的每个人都能实现轻松而高效的通信。 同时，ShorePhones 也能为

你的 IT 群提供巨大利益，因为它经过预先配置，能够即插即用，免除了耗时耗

力的手工配置过程。 

 

人体工程学设计，实现轻松通信 

ShorePhone IP 电话机采用人体工程学设计，能够提供迅速便捷的全方位通信服

务。触摸键减少了对手指和腕关节的损伤，而经过精准平衡的曲线听筒能使你舒

服地将它拿在手中或放在肩上。 

 

显而易见，通过即时传递全面信息，ShorePhone IP 电话机使组织内部的通信保

持通畅。用户能够轻易了解是谁打来的电话（来电显示功能），查询未接来电和

语音信箱，并迅速了解电话的当前状态（电话保留，静音等）。ShorePhone 电话

机将直观地显示所有这些数据。另外，电话机的背光显示屏还能显示一些选择模

式。 

 

任何一部 ShorePhones 电话机都配有一个全方位可视留言指示灯，向用户提供即

时提醒；另外，ShorePhone 电话机上还配有色灯线路按钮，用户可以能够在一

瞬间扫视到来电号码和信息。ShorePhone IP 电话机目前有银色和黑色两款，足

以满足任何企业的需求。 

 

任何一台 ShorePhone IP 电话机都具有水晶一般纯净的语音品质，每一部电话

机都配有一个能支持 7 个全八度音阶的宽带音频多媒体数字信号编解码器

（Codec）。 

 

另外，ShorePhone 电话机的高保真、全双工麦克风设计不但实现了免提功能，

并使通话声音额外清晰。  

 

提高生产力 

任何一部 ShorePhone IP 电话机都配备直觉用户界面，使呼叫转接、电话会议、

电话代接和企业内部通信更加简单--即使企业办公室分布在不同地点。通过使用



ShoreTel Office Anywhere 网络智能的办公系统，用户能够随时随地使用

ShorePhone 电话机办公。ShoreTel Office Anywhere 能使人们将分机转到任何

一部电话机，包括移动电话和家庭固定电话。 

 

通过 ShoreWare®私人电话管家，ShorePhone IP 电话机能够自动组装系统目录。

这样电话机就能利用智能目录拨号功能实现瞬间连通。通过将名字的几个主要特

征输入键座，智能目录拨号能帮助用户迅速找到，并呼叫目标。 ShoreWare 先

进的电话管家也能向用户提供电话接收者的当前信息-占线、有空、或 “请勿打

扰”（DND）模式。 

  

降低使用成本 

任何一部 ShorePhone IP 电话，都可即插即用，减少工作时间和行政人员的工

作量。当你将一部新电话机连接到网络上时，ShoreWare Director 将自动发现

新设备，然后将它们添加到 ShoreTel UC 系统。这样，这些新设备就能作为企业

网的节点，受到中央系统控制。当我们发布新软件或新版本时，您的所有 IP 电

话机都能通过网络下载这些新软件或新版本而进行自动升级，帮助您进一步减少

行政成本。 

 

有效的通信是每个企业的心脏和灵魂-包括您的企业。无论是坐在办公桌前，还

是处于移动状态，只要使用 ShorePhone IP 电话机和能够提高生产力的

ShoreWare 应用软件，您的组织中的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从行政套房到成品库，

每一天，任何一种规模，任何一种类型的企业都能通过 ShorePhone 实现方便高

效的通信。  



话

机

类

型  

话机 

型号 
ShoreTel  IP 115ShoreTel  IP 115ShoreTel  IP 115ShoreTel  IP 115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话机 

简介 

单行 IP 115 是大堂、 教室和宿舍房间的开放地区一个具成本效益的理想

电话。 IP 115 具备了常见操作的呼叫方 ID、 日期和时间的一行显示的六

个功能键和一个扬声器电话的免提式的双向通信。 像所有的 ShoreTel IP 

电话 IP 115 特点是一个集成的以太网交换机允许与桌面 PC 的共享网络

下降 

话机 

概述 

突出显示 

1 行 

内置的 10/100 以太网交换机 （限制吞吐量与软件） 

双向扬声器 （半双工） 

功能

键 

转让,会议,举行,对讲,历史记录，语音邮件 

显示 16 字符 x 1 线显示 （回亮起）80 × 8 像素    
扬声

器电

话 

双向(半双工) 

音频

控件 

音量控制（独立控制）     静音 （指示灯）   扬声器电话 （指示灯） 

标准 MGCP 协议 

VLAN、 区分服务/ToS、 2005/udp 的 Qos 

802.3af PoE （标准） 或本地电源 （可选） 

2 类 PoE (2.6 W 空闲 / 3.7 W 最大值） 

环境   湿度： 相对湿度 5-90%（非冷凝）    工作温度： 0-50 °C 

 

 



话

机

类

型  

话机

型号 
ShoreTel  IP 230ShoreTel  IP 230ShoreTel  IP 230ShoreTel  IP 230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话机

简介 

IP 230 理想依赖于电话通信的知识工人提供了丰富的功能，其中包括 3 次

行动作、 8 个功能键、 四的软键和耳机插孔。 

 

话机

概述 

突出显示 

一：3 条 

二：集成的 10/100 以太网交换机 

三：全双工话筒 

 

功能

键 

转让，会议，举行，对讲，Redail （历史），语音邮件，选项，目录 

 

显示 24 字符 x 5 线显示        120 × 35 像素 

扬声

器电

话 

全双工 

音频

控件 

卷 （独立控制）   静音 （指示灯）  扬声器电话 （指示灯）  耳机 （指

示灯） 

 

标准 MGCP 协议 

VLAN、 区分服务/ToS、 2005/udp 的 Qos 

宽带，公司 32、 公司 16 

内置的 10/100 以太网交换机 

802.3af PoE （标准） 或本地电源 （可选） 

2 类 PoE (2.9 W 空闲 / 4.4 W 最大值） 

 

环境   湿度： 相对湿度 5-90%（非冷凝）     工作温度： 0-50 ° C 

 

  



话

机

类

型  

话机

型号 
Shoretel BB24Shoretel BB24Shoretel BB24Shoretel BB24 电话按钮箱电话按钮箱电话按钮箱电话按钮箱    

话机

简介 

ShoreTel IP 电话 BB24 可编程按钮框中提供了运营商和助理一眼展示形

式信息和快速，一个按钮功能的访问。 24 按钮可以自定义，以满足不同用

户的需要。 self-labeling 键消除节省时间，同时确保配置的准确性的纸

标签。 在 BB24 上市仅基于 IP 的设备包括一个以太网交换机，并提供了

一个下游设备的 PoE 电源转发。 多达四个设备可以与一个 IP 电话相关

联。 

 

话机

概述 

一：24 行 / 功能键 

二：PoE 传递 

三：完全可编程 

功能

键 

转让 会议 举行 对讲 重拨 （历史）语音邮件 选项 目录 

显示 12 字符 x 14 行显示 （背面点燃，灰度） 

80 x 168 像素 

 

扬声

器电

话 

全双工 

音频

控件 

卷 （独立控制）   静音 （指示灯）  扬声器电话 （指示灯）  耳机 （指

示灯） 

 

标准 MGCP 协议 

VLAN、 区分服务/ToS、 2005/udp 服务质量 

内置的 10/100 以太网交换机 

802.3af PoE （标准） 或本地电源 （可选） 

2 类 PoE (2.9 W 空闲 / 4.6 W 最大值） 

 

环境   湿度： 相对湿度 5-90%（非冷凝）     工作温度： 0-50 ° C 



话

机

类

型  

话机

型号 
ShoreTel  IP 221KShoreTel  IP 221KShoreTel  IP 221KShoreTel  IP 221K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话机

简介 

可用的黑色或银塑料，212 k IP 是分支机构和需要从他们的电话系统关键

的系统行为的小型企业的理想之选。 电话有两个软键和十二个 

self-labeling 可编程按钮，可以配置以满足组织和用户的需要。 在电话

八个硬键 （传输、 会议、 对讲机、 封存、 语音邮件、 选项、 目录和

重拨），完成扬声器电话、 手机、 耳机音频控件。 212 k IP 的特点看起

来和感觉像关键系统电话垂直面向的高对比度显示屏。 

 

话机

概述 

一：12 行 

二：集成的 10/100 以太网交换机 

三：全双工话筒 

功能

键 

转让 会议 举行 对讲 Redail （历史） 语音 邮件 选项 目录 

 

显示 13 字符 x 8 线显示 （回亮起）   65 x 56 像素 

 

扬声

器电

话 

全双工 

音频

控件 

卷 （独立控制）   静音 （指示灯）  扬声器电话 （指示灯）  耳机 （指

示灯） 

 

标准 MGCP 协议 

VLAN、 区分服务/ToS、 2005/udp 的 Qos 

宽带，公司 32、 公司 16 

内置 10/100/1000 年以太网交换机 

802.3af PoE （标准） 或本地电源 （可选） 

2 类 PoE (3.1 W 空闲 / 5.1 W 最大值） 

 

环境   湿度： 相对湿度 5-90%（非冷凝）     工作温度： 0-50 ° C 



ShoreTel 电话系统管理平台电话系统管理平台电话系统管理平台电话系统管理平台 

ShoreWare Director 软件是整个 ShoreTel 系统的核心组件之一，大部分的设置

信息需要在 ShoreWare Director 上完成，比如：Licenses 的添加、用户的添加、

分机号码的设置、trunk 中继链路设置等，都需要在 ShoreWare Director 上完

成。 

 

作为主要构件的 ShoreTel 统一通信系统的统一管理平台。ShoreWare Director

是一个基于 WEB 的网络管理工具，为语音应用系统提供了一个单一的管理界面。

这一流的管理界面里所有系统和工作都是统一的，而不是单独使用 PBX，语音邮

件和自动服务器管理制度。非常容易学习和使用，该系统有助于提高管理员生产

力，降低拥有成本，减少 IT 资源。    

 

  



ShoreTel 呼叫管理器呼叫管理器呼叫管理器呼叫管理器  

ShoreWare Call ManagerShoreWare Call ManagerShoreWare Call ManagerShoreWare Call Manager    

ShoreWare 呼叫管理器是统一通信的最终用户应用套件，它转变了传统的传达方

式。呼叫管理器按照不同客户的需求,提供不同版本的呼叫管理器:  

• ShoreWare ShoreWare ShoreWare ShoreWare 个人呼叫管理器个人呼叫管理器个人呼叫管理器个人呼叫管理器    

• ShoreWare ShoreWare ShoreWare ShoreWare 专业呼叫管理器专业呼叫管理器专业呼叫管理器专业呼叫管理器        

• ShoreWare ShoreWare ShoreWare ShoreWare 移动呼叫管理器移动呼叫管理器移动呼叫管理器移动呼叫管理器        

ShoreTel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性和灵活性。ShoreWare 呼叫管理器提供了方便

的、灵活的安装，简便电话和 IM 控制，完善的预约呼叫管理，优质的界面视频

质量和一个高度的可定制界面。  

 

ShoreWare 呼叫管理器可提供系统使用户不同的传达方式:视频，语音（有线或

无线）或 IM 进行通信，简化了业务通讯，提高了通信的准确性，并提高了用户

最终的生产力。 

 

 



ShoreTel 与思科比较与思科比较与思科比较与思科比较 

 ShoreTel CISCO 

系统级别数量 1 个 主分三大级别： 

企业级 – UCM  

中型企业级 – UCM Business 

小型企业级 – UCM Express 及

UC500 系列 

呼叫管理 N+1 冗余，备用语

言交换可分享给

整个电话网络。 

冗余不能给其他站点使用。 

语言信箱 语言信箱可设置

为本地保存或远

程保存，可作冗余

功能。 

没有冗余功能。 

语言会议功能 内罝 3 方语言会议

功能，最多可配置

6 方语言会议。 

需另外购买。 

呼叫中心功能 内罝约 30 坐席的

小型呼叫中心功

能。 

需另外购买。 

系统拓展能力 最多支持不超过

10,000 用户；500

个分支站点。 

不同级别系统有不同用户限量，超

过限量需更换更高级别系统。 

系统升级 升级总部服务器

及重起其他设备。 

升级多台服务器以及不同升级方案

有不同的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