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视图

若要使用屏幕键盘，请轻触

线路视图显示电话线路、收藏夹和软键。

轻触可选择并突出显示屏幕项。若要滚动，则触摸屏幕并上下
左右滑动手指。若要返回到前一屏幕，则轻触返回。

若要用拨号盘键输入，请重复按键以查看各字符选项，然后停
下来进行选择。若要键入其他字符，请轻触编码或模式。如果
使用的是拨号盘键，则使用 1、*、0 和 # 键。

电话视图

关于呼叫

您的电话主要有四个视图：主视图、呼叫视图、活动呼叫视图
和线路视图（默认）。您可以在任意时间访问主视图和线路视
图。如果您的电话有一个或多个呼叫，您也可以访问呼叫或活
动呼叫视图。

一次只能接通一个呼叫。

关于触摸屏

更改视图：

 按

为主视图。

 从主视图中，按
可轮流显示主视图和线路视图，
如果您有一个或多个呼叫，则轮流显示主视图和呼叫
或活动呼叫视图。
 若要在线路视图和呼叫或活动呼叫视图之间切换，在
屏幕上滑动即可。

听筒、免提或耳机都可以用于通话。在通话期间，拿起听筒或
者按

或

VVX®

500、
Polycom® VVX® 600 和
Polycom® VVX®摄像头

都可以改变模式。

如果您的电话处于闲置状态，则可以：

 轻触电话线路访问拨号程序。

注意：关于耳机

 滑动以在线路视图和浏览器（如果您的电话上已启
用）之间切换。

您的电话支持有线和无线耳机，包括电子摘
挂机 (EHS) 耳机。VVX 600 电话还支持蓝牙
耳机。有关连接指导，请参考耳机随附文
档。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与 Polycom 电话
一 起 使 用 耳 机 ， 网 址 为
http://support.polycom.com/UCEngAdvisories.

活动呼叫视图
如果您的电话只有一个呼叫，且为活动呼叫，则可以访问活动
呼叫视图。

主视图

Polycom®

。

主视图显示轻触即可访问电话各项功能的各个图标。触摸并按
住页指示符（如图所示）可显示更多或更少图标。还可以滑动
屏幕来显示更多图标。

拨打电话
拿起听筒或者按

或

。输入电话号码，然后轻触

。

呼叫视图
如果您的电话有多个呼叫或一个保持呼叫，您也可以访问呼叫
视图。

快速用户指南

从线路视图：轻触电话线路，输入电话号码，然后轻触
。
从主视图：轻触新呼叫，输入电话号码，然后轻触

。

省时：快速拨打电话
与 Polycom® UC 软件 4.1.3 一起使用
本指南中的信息适用于 Polycom® VVX® 500 和 Polycom® VVX®
600 商务媒体电话以及 Polycom® VVX® 摄像头。注意，此指南
中的配置和界面可能会与您的电话有所不同。有关更多信息，
请咨询您的系统管理员。有关如何使用电话或摄像头的详细信
息，请从商务媒体电话支持页面浏览到您的电话或摄像头的支
持页面。

轻触最近呼叫或收藏夹，或者轻触通讯录中某
个联系人的电话号码。

从主视图中，轻按电话图标可显示您的电话线路和收藏夹（如
图所示）。若要返回，请轻触关闭（如图所示）。

应答呼叫
要用免提接听，请按
呼叫的颜色表示其状态：

或轻触应答。要用听筒接听，请拿起

听筒。要用耳机接听，请按

。

 深绿—活动呼叫
 深蓝—来电和保持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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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绿—活动呼叫突出显示
 亮蓝—突出显示来电或保持呼叫
轻触呼叫即可突出显示它。软键控制突出显示的呼叫。

输入数据
使用屏幕键盘或拨号盘键都可以输入信息。若要退格，请轻触
。

若要在通话时接听新来电，请轻触应答。当前通话将进入保持
状态。

结束呼叫
若要结束通话，请放回听筒，按
呼叫。

或

。或者，轻触结束

若要结束某个保持呼叫，请导航到呼叫视图并突出显示该呼
叫。依次轻触恢复和结束呼叫。

保持呼叫

收听语音邮件
提示：绿色星号是什么意思？

从线路、呼叫或活动呼叫视图中，轻触保持 如果您在呼叫视图
中，请务必先突出显示该呼叫。

绿色星号

若要恢复保持呼叫，请从线路或呼叫视图中轻触恢复。

转移呼叫
从线路、呼叫或活动呼叫视图中，轻触转移并呼叫另一方。当
您听到回音，或者在与另一方通话后，轻触转移。

转接呼叫
若要启用呼叫转接，请从主视图或线路视图轻触转接。轻触要
启用的转接类型，键入转接号码，然后轻触启用。
若要禁用呼叫转接，请从主视图或线路视图轻触转接，轻触要
禁用的转接类型并轻触禁用。

表示收藏的联系人。

从主视图中轻触消息，然后轻触消息中心。轻触连接并按提示
操作。

省时：访问消息中心

查看最近呼叫
若要查看最近呼叫列表，请轻触主视图中的目录，然后轻触最
近呼叫。

从最近呼叫列表中，轻触
可以对呼叫进行排序，轻
触
可以只显示特定呼叫，或者轻触某个呼叫记录呼
叫该联系人。
省时：查看最近呼叫

基于每个呼叫进行转接：电话响起时轻触转接，输入转接号
码，然后轻触转接。

拨打会议电话
呼叫第一方，在呼叫连接之后，轻触会议。然后，拨打和连接
第二方并再次轻触会议。

 在全屏幕下查看视频—轻触

将麦克风静音
在通话时，按

就可以使其他与会者听不到您说话。若要禁
。

使用勿打扰功能
如果您有支持“请勿打扰”的服务，您可以启用或禁用响铃。

 轻触保持以保持所有与会者。

要启用或禁用响铃，请从主视图或线路视图轻触 DND。当“请

 轻触结束通话将自己退出通话，但保持其他与会者连
接。

勿打扰”启用时，状态栏中显示 DND 图标

 轻触拆分以结束会议并保持所以与会者。

提示：将最近呼叫方保存到通讯录中

如果您使用 VVX 600，您可以轻触

从最近呼叫列表中，轻触呼叫旁边的 ，
然后轻触保存。输入附加信息并轻触保存。

调整音量

通讯录
省时：拨打会议电话
如果您有一个活动和保持呼叫，则轻触合并可以
建立会议。

收藏夹
收藏夹是您想快速访问的联系人。您的收藏夹列表显示所有收
藏的联系人。当您从主视图轻触电话线路时，线路视图中显示
少量的收藏联系人。

 查看收藏夹列表—轻触主视图中的新呼叫，然后轻触
收藏夹。
 将联系人加入收藏夹—导航到通讯录并轻触该联系
人。轻触添加到收藏夹，然后轻触是进行确认。
 呼叫收藏的联系人—从主视图或线路视图，或收藏夹
列表中轻触收藏的联系人。
 重新排序收藏夹列表—更新通讯录中联系人的收藏夹
索引编号。

 查看您通讯录—轻触主视图中的目录，然后轻触通讯
录。
 添加联系人—导航到通讯录并轻触
。键入联系人
信息并轻触保存。若要收藏某个联系人，则输入一个
收藏夹索引编号。
 更新联系人信息—导航到通讯录并轻触该联系人。轻
触
，更新联系人信息并轻触保存。
 删除联系人—导航到通讯录并轻触该联系人。轻触
，然后轻触是进行确认。
 搜索联系人—导航到通讯录并轻触搜索。输入搜索条
件，然后轻触搜索。
 呼叫通讯录中的联系人—导航到通讯录并轻触该联系
人。从联系人信息屏幕，轻触联系人的电话号码。

若要更改通话音量，请在通话时按
音量，请在电话闲置或振铃时按

。

禁用 DND。

。若要更改振铃

。

更新铃声
若要更改来电铃声，请在主视图中轻触设置，然后轻触基本 >
振铃类型。轻触您想使用的铃声。
若要为某个联系人设定特定铃声，请导航到通讯录并轻触该联
系人。
轻触

。要退出全屏幕模

式，轻触
。（如果未显示此图标，则轻触屏幕可
看到它。）
如果 VVX 摄像头连接到您的电话，则可以轻触视频并执行以下
操作：

从线路或呼叫视图中，您可以：

 轻触管理以管理各与会者。

您的电话可以设置为接收视频。如果 Polycom® VVX®摄像头连
接到您的电话，则可以发送和接收视频。您一次只能与一个人
交换视频。
如果您的电话上启用了视频，则可以：

用静音，请再按一次

在线路、呼叫或活动呼叫视图中轻触
（如图所示）。

处理视频呼叫

在线路、呼叫或活动呼叫视图中轻触
（如图所示）。

，更新该联系人的振铃类型并轻触保存。

 轻触停止视频可停止发送视频。要再次开始发送视
频，请轻触启动视频。
 轻触交换可切换视频显示位置。
要停止发送所有呼叫的视频：

 在主视图中轻触设置，然后轻触基本 > 视频 > 视频呼
叫设置。轻触自动启动视频发送，并禁用设置。禁用
时，您的电话在所有通话开始时均不会自动发送视
频。
要自动在全屏幕下查看所有传入视频（无论您是否有摄像
头）：

 在主视图中轻触设置，然后轻触基本 > 视频 > 视频呼
叫设置。轻触自动视频全屏，启用设置并轻触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