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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快速提示适用于 Polycom® RealPresence Trio™ 8500 和
8800 系统。

若要发起电话会议，请执行下列操作：

结束通话

查看 Polycom RealPresence Trio 解决方案用户指南（位于
Polycom 语音支持网站），了解有关可用功能的更多信
息。

1 呼叫联系人。

您只能结束活动呼叫

2 点击添加并输入联系人的号码，或从联系人或最近

若要结束活动呼叫，请执行下列操作：

该联系人在接听后会被添加到会议中。

输入数据

» 点击

挂断。

您还可将活动和保持的通话加入电话会议。

您可以使用屏幕键盘输入信息。

若要结束保持的通话，请先恢复该通话。

若要使用屏幕键盘，请执行下列操作：

若要结束保持的通话，请执行下列操作：

» 点击文本框或点击

通话中选择一个联系人。

。

» 点击

恢复 >

挂断。

若要将两个通话加入电话会议中，请执行下列操作：
» 在“呼叫”屏幕，选择两个通话，然后点击 融合
通话。

拨打电话

保持和恢复通话

管理电话会议

您可通过“联系人”或“最近通话”给联系人拨打电话，
也可给常用联系人拨打电话。

您可以将任何活动音频或视频通话置于保持状态，然后
在准备就绪时恢复通话。

发起电话会议时，您可以将所有与会者静音、将单个与
会者静音或从通话中删除与会者。

若要拨打电话：

若要保持通话，请执行下列操作：

若要将所有与会者静音，请执行下列操作：

» 请在主屏幕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点击拨打电话，输入电话号码，然后点击
 点击一个常用联系人。
 点击联系人，依次选择通讯录和联系人，然后
点击拨号。
 点击最近通话，然后选择一个联系人
系统会自动拨打联系人的号码。

接听电话
您可以接听或拒绝来电。
若要接听电话，请执行下列操作：
» 点击

接听。

» 点击
。

保持。

若要恢复通话，请执行下列操作：
» 点击

恢复。

» 点击会议名称，然后点击
者静音。

全部静音将所有与会

若要管理单个与会者，请执行下列操作：
» 点击一个与会者，然后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加入预定会议

 点击

会议开始前的五分钟，电话上会显示会议通知。您可以
通过日历或会议提醒加入预定会议。

 点击

静音，将与会者静音。
挂断，从会议中删除与会者。

查看最近通话

若要通过日历加入会议，请执行下列操作：
» 点击日历，然后点击加入，加入会议。
若要通过会议提醒加入会议，请执行下列操作：
» 会议提醒显示时，点击加入。

发起电话会议
您最多可以向四个联系人发起电话会议。

您可以查看已拨电话、已接来电和未接来电。
若要查看最近通话，请执行下列操作：
» 点击最近通话。

查看联系人通讯录
您可以查看并将联系人添加到联系人通讯录。

若要查看联系人通讯录，请执行下列操作：
» 前往联系人 > 联系人通讯录。
若要将联系人添加到联系人通讯录，请执行下列操作：

1 在“联系人通讯录”中，点击

如果启用了蓝牙和 NFC 功能，您可将支持 NFC 的蓝牙电
话或平板电脑与 RealPresence Trio 8800 系统连接。

添加常用联系人
您可以将联系人添加为常用联系人，主屏幕上会显示所
有常用联系人。

3 单击或点击启用智能配对和自动检测的复选框，然
后单击确定或完成。

4 选择

，然后选择共享内容。

5 选择您的系统名称或 IP 地址，然后选择配对。
如果未列出您的系统，则输入系统的 IP 地址，然
后选择配对。
在 RealPresence Mobile 中，点击手动配对，然
后输入系统的 IP 地址并点击转到。

6 选择要共享的显示器或应用程序。
在 RealPresence Desktop 中，将自动显示内容。

7 在 RealPresence Mobile 中，点击

3 确认您的设备已配对并已连接到 RealPresence
Trio 8800。

。
，且该联系人会添加

添加为常用联系人的联系人会在联系人通讯录中靠前显
示。

将麦克风静音

通过蓝牙拨打电话
如果您的手机已使用蓝牙或 NFC 连接到 RealPresence
Trio 系统，您可以通过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并可使用系
统作为对讲电话进行通话。
若要通过蓝牙拨打电话，请执行下列操作：

1 使用您的手机呼叫联系人。

您可随时将麦克风静音。

2 在“呼叫”屏幕，选择 RealPresence Trio 作为您

若要将麦克风静音，请执行下列操作：

的音频源。

静音，或点击系统或麦克风上的静音键。

静音图标会变为红色

1 在您的设备上启用近场通信。
钟。

1 前往联系人 > 联系人通讯录，然后选择一个联系人。

» 点击

若要使用 NFC 连接蓝牙设备，请执行下列操作：

2 在系统的 NFC 标志上方点击并长按您的设备两秒

若要添加常用联系人，请执行下列操作：

常用联系人图标会变为蓝色
到主屏幕中。

» 在您的设备上，打开蓝牙，然后在可用系统和设备
列表中选择 RealPresence Trio。

使用 NFC 连接蓝牙设备

。

2 输入联系人的信息，然后点击保存。

2 在“详细信息”屏幕，点击

若要连接蓝牙设备，请执行下列操作：

，静音键会显示为红色。

调整音量
您可使用音量键调整通话音量或来电铃声。
若要调整音量，请执行下列操作：
» 点击 + 增加音量或 – 降低音量按钮。

显示内容
在 RealPresence Trio Visual+ 连接到显示器且与
RealPresence Trio 8800 系统配对时，您可在笔记本电脑
上使用 Polycom® RealPresence® Desktop，或在平板电脑
上使用 Polycom® RealPresence® Mobile 显示内容。如果没
有这两种应用程序，则可以从 support.polycom.com/rpd
下载 RealPresence Desktop，或在平板电脑的应用商店
中下载 RealPresence Mobile。
若要使用 RealPresence Desktop 或 RealPresence
Mobile 显示内容，请执行下列操作：

连接蓝牙设备
如果启用了蓝牙功能，您可将支持蓝牙的电话或平板电
脑与会议电话配对及连接。

1 打开桌面或移动应用程序。
2 前往

设置 > 智能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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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显示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