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您的电话

基本电话功能

使用电话上的按键

拨打电话

对于许多电话功能，您需要按一个软键、滚
动键或 “选择”键。

拨打电话：

下图显示了软键、滚动键和 “选择”键在
电话控制区上的位置。

1. 按

>> 按电话键盘上的

。

显示消息 “视频或电话呼叫？”。
2. 若要拨打视频电话，按视频软键。若要
拨打纯音频电话，按电话软键。
3. 输入要呼叫的号码。
4. 按

或拨号软键。

•

快速用户指南
如需详细信息，请参阅在不支持的 VoIP 环
境下将 Polycom SoundStation IP 7000 电
话连接到 Polycom HDX 系统或 Polycom
RealPresence Group 系统的用户指南 （可
从 SoundStation IP 7000 视频与 HDX 系
列和 RealPresence Group 系列集成 支持
页面上获取）以及您的系统的用户指南（可
从视频支持页面浏览到您的系统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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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滚动键

应答呼叫

选择键

应答呼叫：
>> 按应答软键。（如果您已在通话，请按
向下滚动键以选择新呼叫，然后按应答
软键。）

使用软键：
按软键可访问该软键正上方显示的功
能。
使用滚动键：
按向上滚动键可滚动列表和查看快速拨
号信息。
按向右滚动键可查看已拨电话列表。
按向下滚动键可滚动列表和查看未接来
电列表。
按向左滚动键可查看已接电话列表。
使用 “选择”键：
要选择列表中的项目，请滚动到项目，
然后按

。

如果您已在通话时应答呼叫，则自动创建
会 议 （若已 设 置 Polycom HDX 系 统 或
Polycom RealPresence Group 系统 来 处
理电话会议）。

结束呼叫

（电话键

重拨号码
重拨您最后拨打的号码：
>> 按

。

拒绝呼叫

拒绝呼叫：
>> 按拒绝软键。（如果您已在通话，请按
向下滚动键以选择来电，然后按拒绝软
键。）

快速拨号
快速拨打联系人：
1. 按向上滚动键。
2. 从 “快速拨号信息”屏幕中滚动到您要
呼叫的人员。
3. 按

结束呼叫：
>> 按

若要关闭静音，再按一次
盘上）。

。

您可以拒绝来电 （若您的系统未设置为自
动应答呼叫）。

软键

在不支持的 VoIP 环境下将
Polycom® SoundStation® IP
7000 电话连接到 Polycom®
HDX® 系统或 Polycom®
RealPresence® Group 系统

将麦克风静音：

或结束呼叫软键。

使麦克风静音
您可 以将 电话上 的麦克 风以及 与电话 和
Polycom HDX 系统或 Polycom RealPresence
Group 系统连接的所有麦克风静音。您可
以在通话时，或在没有通话时将麦克风静
音。当您在通话时将将麦克风静音，您可以
听到所有其他与会者，但其他与会者无法
听到您说话。

或拨号软键。

要添加或更新一个联系人的快速拨号号
码，请在通讯录中更新此联系人的快速
拨号索引字段。参阅更新通讯录。

设置电话会议

管理会议

（您的系统可能未设置为处理电话会议。如需详
细信息，请咨询系统管理员。）

（无法管理某些纯音频会议。）

您可以在电话会议中包括的纯音频和视频
呼叫数量取决于系统设置的情况。若要了
解确切数量，请咨询系统管理员。
设置电话会议：
1. 呼叫第一个站点。参阅拨打电话。
2. 呼叫第二个站点：
a. 若要拨打视频电话，按添加视频软
键。若要拨打纯音频电话，按添加电
话软键。
b. 呼叫第二个站点。参阅拨打电话。
会自动创建会议。（对于某些纯音频呼叫，
您必须再次按添加电话软键。）
要添加视频站点，请按添加视频软键，然后
呼叫该站点。当站点应答时，此人即加入会
议。
要添加纯音频站点，请按添加电话软键，然
后呼叫该站点。当站点应答时，此人即加入
会议。（对于某些纯音频呼叫，您必须再次
按添加电话软键。）

结束会议
您可以结束参加电话会议，但让其他与会
者保持连接。
结束电话会议：
>> 从 “活动：会议”屏幕中按结束呼叫软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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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话会议期间，您可以移除电话会议与
会者或查看其信息。
管理会议：
1. 从 “活动：会议”屏幕中按管理软键。
2. 从 “管理会议”屏幕中，您可以执行以
下操作：
• 若要返回到 “活动：会议”屏幕，请
按返回软键。
• 要移除电话会议与会者，请滚动到您
要移除的与会者，然后按结束呼叫软
键。
• 要查看有关电话会议与会者的其他
信息，请滚动到该与会者，然后按信
息软键。

使用呼叫列表
您的电话有未接、已接和已拨电话的列表。
查看和使用呼叫列表：
1. 按向左、向右或向下滚动键可分别查看
已接、已拨和未接电话列表。
2. 滚动至某一呼叫。您可以进行如下操
作：
• 若要拨打电话，按拨号软键。
• 若要在拨号之前更改电话号码，按编
辑软键。
• 若要从列表中移除呼叫，按清除软
键。
• 若要将主叫方存储在通讯录中，按保
存软键。
• 若要查看有关呼叫的信息，请按信息
软键。

自定义您的电话

>> 在通话期间，按

更新通讯录
（电话上的通讯录和 Polycom HDX 系统或 Polycom
RealPresence Group 系统上的通讯录并未集成。）

添加或编辑联系人：
1. 按

调整扬声器音量：

，然后选择功能 > 通讯录。

2. 要添加联系人，按添加软键。要编辑联
系人，请滚动到该联系人，然后按编辑
软键。
3. 添加或编辑联系人信息。唯一的必填字
段为联系人字段（联系人的电话号码）。
4. 按保存软键。

还可以从呼叫列表中将联系人添加到通
讯录。参阅使用呼叫列表。

或

。

调整振铃音量：
>> 当电话待机时，按

或

。

更新铃声
您可以更改电话上的铃声。还可以为本地
通讯录中的联系人设置独特铃声。
更改来电铃声：
1. 按

，然后选择设置 > 基本 > 铃声

类型。
2. 滚动到所需的铃声类型。要在选择铃声
类型之前听一下，请按播放软键。要选
择铃声类型，请按选择软键。
设置联系人铃声：

搜索联系人
可以在本地通讯录中搜索联系人。

（贵公司的设置可能代替此功能。如需详细信
息，请咨询系统管理员。）

搜索联系人：

1. 按

1. 按

2. 滚动到联系人。
3. 按编辑软键，然后滚动到铃声类型。
4. 输入与可用铃声类型之一对应的号码。
（要退出此屏幕并查找与铃声类型关联

，然后选择功能 > 通讯录。

2. 按搜索软键。然后，输入联系人姓氏或名
字的一两个字，然后再次按搜索软键。

，然后选择功能 > 通讯录。

调整扬声器和振铃音量

的号码，请按

所有纯音频呼叫使用电话的扬声器。任何
视频呼叫 （或包括至少一个视频站点的电
话 会议）使 用与 Polycom HDX 系 统 或
Polycom RealPresence Group 系统 连 接
的扬声器。可使用电话的音量键来调节纯
音频和视频呼叫的音量。

置 > 基本 > 铃声类型。）
5. 按保存软键。

两次，然后选择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