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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呼叫
您电话的工作方式与普通电话一样。但可让您更方便地发出呼叫。

发出呼叫

如同使用任何其他电话一样，使用您的电话发出呼叫。

过程

输入号码，然后按呼叫。

重拨号码

您可以呼叫最近拨打的电话号码。

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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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按重拨。

快速拨号

您可以分配代码以快速拨打经常呼叫人员的号码。在 Self Care自助门户中设置快速拨号，然后才能
在电话上使用快速拨号功能。快速拨号代码允许您通过一个代码来拨打电话号码（有时称为缩位拨

号）。

相关主题

Self Care自助门户
快速拨号号码

使用会议电话发出快速拨号呼叫

开始之前

在 Self Care自助门户中设置快速拨号代码。

过程

步骤 1 按导航条的下部或按收藏夹。

步骤 2 选择快速拨号项，然后按呼叫。

使用快速拨号代码发出呼叫

开始之前

在 Self Care自助门户中设置快速拨号代码。

过程

输入快速拨号代码并按缩位拨号。

拨打国际号码

在电话号码前加上加号 (+)前缀，即可拨打国际呼叫。

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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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步骤 1 按住星号 (*)至少 1秒钟。

加号 (+)显示为电话号码中的第一位。

步骤 2 输入电话号码。

步骤 3 按呼叫或在按下最后一个按键后等待 10秒，以自动拨出呼叫。

联系人空闲时收到通知

如果您呼叫某人而其线路繁忙或未应答，您可以在其空闲时收到特殊铃声的通知和一条消息。

过程

步骤 1 当您听到忙音或振铃音时按回呼。

步骤 2 按退出以退出确认屏幕。

步骤 3 当您听到该人员空闲的铃声并看到消息时，按呼叫再次发出呼叫。

需要计费代码或授权码的呼叫

在您拨打某个电话号码之后，管理员可能会要求您输入计费代码或授权码（或两个代码）。计费代

码（称为“客户码”）用于记帐或计费目的。授权码（称为“强制授权码”）控制对某些电话号码

的访问权限。

当需要计费代码时，电话将显示输入客户码。输入计费代码并按提交。电话上会显示您已输入的计

费代码，您会听到特殊音。

当需要授权码时，电话将显示输入授权码。输入授权码并按提交。被叫号码变为“********”，并
且您会听到特殊音。出于安全原因，电话会显示“*”而不是输入的号码。

同时需要计费代码和授权码时，系统将首先提示您输入授权码，然后提示您输入计费代码。

相关主题

快速拨号号码

安全呼叫

管理员可以采取措施防止您的呼叫被公司外部人员篡改。如果在通话过程中电话上显示锁定图标，

说明您的电话呼叫是安全的。您可能必须登录，然后才能拨出呼叫或听到通过听筒播放的安全音，

具体视您电话的配置方式而定。

呼叫

3

呼叫

联系人空闲时收到通知

cs78_b_conference-7832-user-guide-cucm_chapter1.pdf#nameddest=unique_33


应答呼叫
思科电话的工作方式与普通电话一样。但可让您更方便地应答呼叫。

应答呼叫

过程

按应答。

会议电话的应答呼叫等待

正在进行呼叫时，如果听到一声哔声并在会议电话屏幕上看到一条消息，表明有正在等待的呼叫。

过程

按应答。

拒绝呼叫

您可以将正在振铃的呼叫发送至您的语音邮件系统（如有配置）或预设的电话号码。如果未配置，

呼叫将被拒绝，并且传入呼叫者会听到忙音。

过程

按拒绝。

开启免打扰

使用免打扰 (DND)可在您需要避免分心时将您的电话静音并忽略传入呼叫通知。

开启免打扰后，传入呼叫会前转到另一个号码，例如您的语音邮件（如果已设置）。

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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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步骤 1 按免打扰以开启免打扰。

步骤 2 再次按免打扰将禁用免打扰。

相关主题

Self Care自助门户

应答同事的电话（呼叫代接）

如果您与同事共享呼叫处理任务，则您可以应答同事的电话上振铃的呼叫。首先，管理员必须将您

分配到至少一个呼叫代接组。

应答组内的呼叫（代答）

您可以应答在您呼叫代接组内的另一部电话上振铃的呼叫。如果存在多个可代答的呼叫，您将应答

振铃时间最长的呼叫。

过程

步骤 1 按代答将您代接群组内的传入呼叫转接到您的电话。

步骤 2 按应答以在呼叫振铃时接通呼叫。

从另一个组应答呼叫（组代答）

您可以通过组代答应答呼叫代接组之外的电话上的呼叫。您可以使用组代答号码来代答呼叫，也可

以使用正在振铃的电话线路的号码。

过程

步骤 1 按组代答。

步骤 2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输入您要代答的呼叫所在电话线路的号码。

例如，如果线路 12345上有呼叫振铃，请输入 12345。

• 输入组代答号码。

步骤 3 按应答以在呼叫振铃时接通呼叫。

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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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联的组应答呼叫（其他代答）

过程

步骤 1 按代答应答您的代接群组中或与您的电话关联的组中的呼叫。

步骤 2 如果电话振铃，按应答以在呼叫振铃时接通呼叫。

应答寻线组中的呼叫

借助寻线组，接收许多传入呼叫的组织可以共享呼叫负载。管理员将设置具有一系列目录号码的寻

线组。电话基于管理员为寻线组指定的寻线顺序振铃。如果您是寻线组的成员，可在想要接收呼叫

时登录到该寻线组。如果不想要呼叫在您的电话上振铃，可从该组中注销。

功能配置确定您是否会在来电呼叫警报中看到寻线组名称或引导号码。

开始之前

必须登录到寻线组才能接收寻线组呼叫。

过程

当您的电话上有寻线组呼叫振铃时，应答该呼叫。

登录和注销寻线组

注销寻线组以停止从其接听呼叫。您可继续接听直接拨打的呼叫。

过程

步骤 1 按 Hlog登录。

步骤 2 再次按 Hlog将注销。

查看寻线组中的呼叫队列

您可以使用队列统计检查寻线组队列的状态。队列状态显示提供以下信息：

• 寻线组所使用的电话号码

• 每个寻线组队列中排队的主叫方数量

• 最长等待时间

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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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步骤 1 按队列状态。

步骤 2 按更新刷新统计。

步骤 3 按退出。

跟踪可疑呼叫

如果您收到不想接听的电话或骚扰电话，请使用恶意电话识别 (MCID)来提醒您的管理员。您的电
话会发送无声的通知消息，向管理员提供该呼叫的相关信息。

过程

按MCID。

将呼叫设为静音
通话时，您可以将音频设为静音，这样您便可听到其他人的声音，而他们无法听到您的声音。

呼叫静音后，LED条会呈红色亮起。

过程

步骤 1 按静音 。

步骤 2 再次按静音则会关闭静音功能。

保留呼叫

保留呼叫

您可以将活动呼叫置于保留状态，然后在准备好后恢复该呼叫。

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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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步骤 1 按保留。

步骤 2 要恢复保留的呼叫，请按恢复。

应答保留时间过长的呼叫

如果您将电话留在保留状态时间过长，系统将通过以下线索通知您：

• 间歇性振铃

• 闪烁的 LED条

• 电话屏幕上的可视通知

过程

按应答可恢复保留的呼叫。

在活动呼叫与已保留呼叫之间切换

您可在活动呼叫与已保留呼叫之间轻松切换。

过程

按切换切换到已保留呼叫。

呼叫保留

暂留的呼叫由您的网络监控，因此您不会遗忘。如果呼叫保留状态持续时间过长，您会听到警报声。

此时，您可以在原电话上应答、拒绝应答或忽略呼叫。您还可以从其他电话继续检索。

如果未在一定时长内应答呼叫，该呼叫将路由到语音邮件系统或管理员设置的其他目标。

使用呼叫保留来保留呼叫

您可以暂留在您电话上应答的活动呼叫，然后使用呼叫控制系统中的另一部电话提取该呼叫。

您在呼叫保留号码上只能暂留一个呼叫。

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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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之前

您的呼叫必须处于活动状态。

过程

步骤 1 按暂留，然后挂机。
您的电话将显示系统将呼叫保留到的号码。暂留的呼叫将被置于保留状态，您可以在您的电话上按

恢复以恢复呼叫。

步骤 2 （可选）将暂留号码告知需要应答呼叫的人员。

使用呼叫保留来提取保留呼叫

您可以从网络中的任意位置代答暂留的呼叫。

开始之前

您需要用于暂留呼叫的号码。

过程

输入呼叫保留的号码可提取该呼叫。

使用手动定向呼叫保留来保留呼叫

您可以使用专用呼叫保留号码来暂留和提取活动的呼叫。使用手动定向呼叫保留，您可将活动呼叫

转接到管理员设置的定向呼叫保留号码。

过程

步骤 1 按转接。

步骤 2 必需：输入定向呼叫保留号码。

步骤 3 必需：再次按转接可暂留该呼叫。

使用手动定向呼叫保留来提取保留的呼叫

您可以代答暂留到专用呼叫保留号码的呼叫。

开始之前

您需要定向呼叫保留号码和暂留提取前缀。

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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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步骤 1 拨打暂留提取前缀。

步骤 2 拨打定向呼叫保留号码。

前转呼叫
您可将电话上的呼叫转移到另一个号码。

前转呼叫有两种方式：

• 前转所有呼叫

• 在特殊情况下前转呼叫，例如电话忙线或没有应答时。

前转电话时，您会在屏幕上看到前转所有 图标。

过程

步骤 1 电话处于非活动状态时，按前转所有。

步骤 2 请完全按照您电话拨号的方式输入呼叫转移目标号码，或从您的最近通话列表中选择一个条目。

相关主题

Self Care自助门户

转接呼叫
您可以将活动呼叫转接给其他人。

将呼叫转接到其他人

转接呼叫时，您可以留在原始呼叫中，直到其他人应答。这样，您就可以在将自身从呼叫中移除之

前与其他人进行私人通话。如果您不想通话，可在其他人应答之前转接呼叫。

您还可以在主叫方之间切换，以在将自身从呼叫中移除之前单独询问他们的意见。

过程

步骤 1 从未保留的呼叫，按转接。

步骤 2 输入其他人的电话号码。

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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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可选）等待直到您听到线路振铃或其他人应答该呼叫。

步骤 4 再次按转接。

完成转接之前咨询

转接呼叫之前，您可以与要将呼叫转接到的人员通话。您还可以在该呼叫和您转接的呼叫之间切换，

然后再完成转接。

开始之前

您有需要转接的活动呼叫。

过程

步骤 1 按转接。

步骤 2 输入其他人的电话号码。

步骤 3 按切换返回保留的呼叫。

步骤 4 按转接以完成转接。

电话会议和会议
您可以在一个呼叫中与多人交谈。您可以拨打其他人并将其添加到该呼叫。

将多个人员添加到电话会议时，在两次添加参与者之间请等待几秒。

作为会议主持人，您可以从会议中删除每位参与者。当所有参与者全部挂机之后，会议将结束。

添加他人到呼叫

当您在通话时，可以向对话中添加其他人。

过程

步骤 1 从活动呼叫中，按会议。

步骤 2 输入号码。

步骤 3 按会议。

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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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会议之前在呼叫之间切换

您可以与某人交谈，然后再将其添加到会议。您还可以在会议呼叫和与其他人的呼叫之间切换。

过程

步骤 1 呼叫一个新的会议参与者，但不将该参与者添加到会议。

等待直至呼叫接通。

步骤 2 按切换可在该参与者和会议之间进行切换。

查看和删除会议参与者

如果您创建了一个会议，则可以查看最后加入会议的 16位参与者的详细信息。您也可以删除参与
者。

过程

步骤 1 在会议期间，按详细信息可查看参与者列表。

步骤 2 （可选）突出显示某个参与者，然后按删除将该参与者从会议中断开。

计划的电话会议 (Meet Me)
您可以在安排的时间主持或加入电话会议。

会议呼叫在主持人拨入后才会开始，所有参与者挂机时才会结束。当主持人挂机时，会议不会自动

结束。

召开“Meet Me”会议

开始之前

从管理员处获取Meet Me电话号码，然后将号码分发给会议参与者。

过程

步骤 1 按Meet Me。

步骤 2 拨打Meet Me电话号码。

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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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Meet Me”会议

会议主持人拨入后，您才能加入Meet Me会议。如果听到忙音，表示主持人尚未拨入会议。终止呼
叫，然后重新尝试呼叫。

过程

拨打会议主持人提供的Meet Me电话号码。

对呼叫进行录音
您可以对呼叫进行录音。当您对呼叫进行录音时，可能会听到通知音。

过程

按录音开始或停止录制。

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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