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 2：VVX 电话和 SpectraLink 8400 系列听筒上的状态图标

关于您的电话
如需了解电话的使用说明，请查阅 Polycom 支持网页
上相应的快速用户指南：

图标

• SoundPoint IP 321/331、335、450、550、560 和
650
• SoundStation IP 5000 和 SoundStation Duo

将 Polycom® 电话用于
Microsoft® Lync® 2010
环境

• VVX 500 和 1500
• SpectraLink 8400 系列
本指南描述了电话在 Microsoft Lync 环境中的工作方
式，并对使用 Microsoft Lync Server 2010 引起的不同

登录到 Microsoft Lync

可用

登录到电话上的 Lync 可以查看和发出至 Lync 联系人
的呼叫。Lync 登录界面会显示您的电话首次连接到网
络的时间。

忙、在通话状态中

总之，您有两种途径访问登录和退出界面：

离开、马上回来、未使用

• 按登录或退出软键。

说明

请勿打扰

• 按菜单键并选择设置 > 功能 > Microsoft Lync > 登录
或退出。

脱机

下图显示了各种 Polycom 电话上的 Lync 登录界面。

未知
图 1：SpectraLink 8400 系列上的登录界面

之处进行了详细说明。

快速用户指南

如果是 SoundPoint® IP 321/331、335、450、550、560
和 650，SoundStation® IP 5000，SoundStation Duo™，
VVX® 500 和 1500 电话，以及 SpectraLink® 8400 系列
听筒，则运行 Polycom® UC 软件 4.1.0 或更高版本。
屏幕显示内容取决于具体产品，可能会与此指南中有
所不同。有关更多信息，请咨询您的系统管理员。如
欲了解更多，请从支持网页下载并查阅快速用户指南
和用户指南。
我们致力于提升我们的文档质量，因此，我们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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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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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信息：使用日历功能

电话功能

如果要在 SpectraLink 8400 系列听筒及 VVX
500 和 1500 电话上使用日历功能，请查阅相
应的用户指南：《SpectraLink 8400 系列无线
听筒用户指南》、《VVX 500 电话用户指
南》或《VVX 1500 电话用户指南》。

Microsoft Lync 使您可以使用所有 Polycom UCS 电话功
能、状态和即时消息。使用您的登录地址、用户名和
密码登录支持 Lync 的电话。您可以在登录之后：
• 接听、拨打或挂断电话
• 暂停和恢复通话
• 转移呼叫

Microsoft Lync 状态图标
下表是 Polycom 电话上显示的 Microsoft Lync 状态图
标。
表 1：SoundPoint IP 和 SoundStation IP 电话上的状态图标

图标

• 建立会议呼叫
• 转接来电
• 访问语音邮件

图 2：VVX 500 上的登录界面

• 设置您的在线状态
• 管理 Lync 联系人
• 发送和接收即时消息

说明
可用

提示：何时按更多软键

忙、请勿打扰、在通话状态
中

如果最右侧的软键位置有更多软键，按其可
显示其他软键。

离开、马上回来、未使用

您可能需要按更多软键才能显示登录、退
出、联系人和添加软键。

离线、未知

登录 Lync：
• 完成必填的登录字段。系统管理员将提供正确的登
录地址、域、用户名和密码。
• 完成必填字段后，按登录软键。如果成功，您的线
路将显示为已注册。

注意：不支持 Lync 托管的电话会议
您在 Polycom 电话上无法启动、拆分或结束
Lync 托管的电话会议。

您现在即可添加 Lync 联系人并查看其在线状态（见
更新 Microsoft Lync 联系人）。

注意：我的登录凭据不起作用
如果无法访问 Lync 联系人，或帐户被锁定，
请咨询系统管理员。

• 在该 SoundPoint IP 450 电话中，李强和刘洋是联系
人。其都是离开状态。

电话将显示您在计算机 Lync 客户端中创建的所有组。

• 输入联系人用户名并按提交软键。
图 6：在 VVX 500 上查看组

图 4：查看 SoundPoint IP 450 的主屏幕

• 按添加软键。

图 8：VVX 500 上的 Microsoft Lync 联系人列表

提示：使用强密码
输入登录凭据密码时，遵循组织的密码策
略。例如，使用小写和大写字符、数字和特
殊字符。您可以将 ASCII、Latin、Katakana 和
Cyrillic 字符用于所有 Polycom 电话密码。
在 SoundPoint IP 321、331 和 335 电话上，按
向上箭头键可切换到大写，按向下箭头键可
切换到小写。

• 在该 VVX 500 电话中，王敏和张伟是联系人。王敏
是离开状态，而张伟可用。（李霞、陈平和王勇是
收藏夹/快速拨号联系人。）

退出 Lync：
• 按退出软键。

您在电话上无法创建新组或删除现有组。

图 5：查看 VVX 500 上的主屏幕

您在电话上无法在组间移动联系人。

退出后，您的线路显示为未注册，在线状态为脱
机，并且无法使用电话联系任何 Lync 联系人。
注意：退出后将删除通话列表
从电话上退出 Microsoft Lync 后，通话列表
将被删除。

更新 Microsoft Lync 联系人
您可以添加、删除、监视和呼叫 Lync 联系人列表中的
联系人。

提示：主屏幕上的 Lync 联系人
如果要在电话的主屏幕上显示 Lync 联系人，
则必须在计算机的 Lync 客户端应用程序中将
其设为常用联系人。您仍然可以按联系人软
键，从电话访问其他 Lync 联系人。

注意：删除电话中的 Lync 联系人
当从电话中删除 Lync 联系人时，将同时从
Lync 帐户的所有实例中删除。
下图是各种 Polycom 电话中显示 Lync 联系人的主屏
幕：
• 在该 SoundPoint IP 335 电话中，张伟是一个联系
人。他的状态是可用。
图 3：查看 SoundPoint IP 335 的主屏幕

注意：电话上的组

• 按添加软键。

您可以手动添加联系人到电话的 Lync 的联系人列表
中。

• 输入联系人用户名并按提交软键或选择键。

在 SpectraLink 8400 系列话筒上添加 Lync 联系人：
• 在主屏幕上选择联系人/通话清单图标并按确定。

• 输入联系人用户名并按提交软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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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您的 Lync 联系人列表和电话的本地
通讯录
Polycom 电话在默认情况下有一个本地通讯
录。本地通讯录与 Lync 联系人列表分离。如
果添加联系人至本地通讯录，则其在您退出
且另一用户登录后仍将存在。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见“关于您的电话”中电话的快速
用户指南链接或联系您的系统管理员。

联系人数

所有其他电话

图 9：SoundPoint IP 335 上的 Microsoft Lync 联系人列表

• 按编辑和添加软键以添加新 Lync 联系人。

表 3：允许的最大联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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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 SoundPoint IP 335 电话上的联系人界面。

• 选择联系人并按确定。

联系人按字母顺序显示于 Lync 联系人列表中。您可以
按需添加 Lync 联系人，直至达到电话如下所示的最大
联系人数。

VVX 500 和 1500
SpectraLink 8400 系列

• 如果主屏幕上有，则按联系人软键；否则按菜单
键，并选择功能 > 状态 > 联系人。

添加联系人到 Microsoft Lync

图 7：SpectraLink 8400 系列上的 Microsoft Lync 联系人列表

电话

在 SoundPoint IP、SoundStation IP 或 VVX 1500 上添
加 Lync 联系人：

更新您的 Microsoft Lync 在线状态
在 VVX 500 电话上添加 Lync 联系人：
• 如果主屏幕上有，则按联系人软键；否则按菜单
键，并选择设置 > 功能 > 状态 > 联系人。

在线状态指示您对其他 Microsoft Lync 联系人的可用
性。

更改您的在线状态：

图 11：VVX 500 上的请勿打扰状态

• 对于大多数 Polycom 电话，按我的状态软键，或按
菜单键并选择功能 > 状态 > 我的状态，然后选择所

下图显示如何从各种 Polycom 电话呼叫 Lync 联系人。
图 13：在 SpectraLink 8400 系列上拨打电话

需状态。

应答呼叫
当应答来电时，该呼叫将变为活动状态。所有来电都
显示在电话屏幕上。

• 在 SpectraLink 8400 系列听筒上，按配置文件软
键，选择我的状态，然后选择所需状态。
您的新状态将显示给联系人列表上的所有用户。如果
您处于摘机状态或启用请勿打扰，状态信息也会显
示。重置状态会将其改回到可用，或者在通话状态中
（如果您当前正在通话）。

如果您拨打的是应急电话，则在整个通话期间将显示
消息“这是应急电话”。

下图显示各种 Polycom 电话上的来电。
图 15：在 SpectraLink 8400 系列上应答呼叫
图 12：SpectraLink 8400 系列上的 Microsoft Lync 联系人列表

注意：更改电话上的在线状态
当您更改电话上的在线状态时，计算机
Microsoft Lync 客户端上的状态也会改变。

图 14：在 VVX 500 上拨打电话

注意：请勿打扰状态及其功能的使用如何相
互影响
如果启用电话上的请勿打扰，Lync 在线状态
则会自动更改为请勿打扰。如果禁用电话上
的请勿打扰，在线状态则会自动更改为可用
或在通话状态中。
Lync 在线状态更新为请勿打扰时，来电将转
至语音邮件，而我的状态：请勿打扰则显示
于状态栏中。将状态更新为请勿打扰并不会
在电话上启用请勿打扰，并且电话线路旁边
也不会显示请勿打扰图标。

图 16：在 VVX 500 上应答呼叫

拨打电话
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拨打电话，其中包括听筒、扬声
器、耳机、拨号键（仅适用于 SoundPoint IP 321、331
和 335）、线路键或 Microsoft Lync 联系人列表。
• 拨打电话 选择要呼叫的联系人并激活听筒、耳机
或扬声器。
注意：VVX 1500 电话上的视频呼叫

下图显示各种 Polycom 电话主屏幕上的不同在线状
态。图 12 显示 Microsoft Lync 联系人列表中被监视联
系人的在线状态。

您可以在 VVX 1500 电话之间，VVX 1500 电
话与支持的 Polycom 视频终端或 Microsoft
Lync 客户端之间进行视频呼叫。您可以将
VVX 1500 电话与 Polycom 视频桥一起使用。

• 应答来电 提起听筒，按免提按钮或使用耳机。
提示：呼叫联合联系人
若要呼叫其他公司或远程联系人，可以使用
SIP URI 选项。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相应的
用户指南。

图 10：SoundPoint IP 335 上的离开状态

• 正在通话时应答来电 当在通话时接收到其他呼
叫，系统会发出哔声，提示您有呼叫正在等待中。
同时显示来电提醒，识别来电并使您可以按相应软
键忽略、应答或拒绝该呼叫。
如果系统管理员向您提供了专用号码，则可以将该号
码告诉其他人，使其可以直接联系您。下图显示专用

如果网络问题使呼叫延迟，则显示下列消息之一：
• “没有足够的带宽。请稍后重新尝试呼叫。”
• “呼叫已延迟”
• “呼叫连接可能需要较长时间。”

线路上的来电。

图 17：在 VVX 500 上应答专用呼叫

转接呼叫
您可以将电话上的来电转接至其他 Lync 联系人或自己
的语音邮件。
如果选择转接至联系人，则输入您希望将所有来电转
接给的 Lync 联系人的用户名和号码。电话上会显示滚
动消息，提醒您已将所有来电转接至其他人。
下图显示各种 Polycom 电话上的转接类型选择界面，
在此可以选择和配置自动呼叫转接功能。
图 18：在 SpectraLink 8400 系列上配置自动呼叫转接

图 19：在 SoundPoint IP 335 系列上配置自动呼叫转接

发送和接收即时消息
只可以在 SpectraLink 8400 系列听筒上发送和接收即
时消息。如需完整说明，请参阅《SpectraLink 8400 系
列无线听筒用户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