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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设置概述
您的管理员可以配置电话，使设置菜单显示在电话屏幕或电话Web界面上。如果找不到特定的菜
单，请与您的管理员联系。

更改铃声
您可以设置来电的铃声。

过程

步骤 1 按设置。

步骤 2 选择用户首选项 >铃声 >分机 (n) -铃声，其中 n =分机号码。

步骤 3 滚动浏览铃声列表，并按播放试听样例。

步骤 4 按选择，然后按设置以保存选择。

从电话屏幕开启免打扰
在您需要避免分散注意力时，可设置免打扰 (DND)，从而将您的电话调为静音并屏蔽来电通知。您
可以抑制所有来电通知，也可以抑制特定主叫方的通知。

过程

步骤 1 按设置。

步骤 2 选择用户首选项 >呼叫首选项 >免打扰。

如果免打扰菜单没有在屏幕上显示，请与管理员联系。注释

步骤 3 选择开启用免打扰或选择关禁用免打扰。

步骤 4 按设置保存所做的设置。

从电话前转呼叫
您可以在导航到呼叫前转设置屏幕后设置电话以前转传入呼叫。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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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其他方法可设置呼叫前转服务。要通过特定的软键设置呼叫前转服务，请参阅：前转呼叫。

要从电话网页设置呼叫前转服务，请参阅：在电话网页上前转呼叫。

开始之前

您的管理员必须启用呼叫前转服务。

您的管理员禁用了呼叫前转的功能激活码同步。如果启用，呼叫前转设置屏幕将改为只读，不过，

您仍然可以按主屏幕上的前转或前转所有以更改“所有呼叫前转”服务的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通过功能激活码同步启用前转所有呼叫。

过程

步骤 1 按设置。

步骤 2 选择用户首选项 >呼叫首选项 >呼叫前转以访问呼叫前转设置屏幕。

步骤 3 选择呼叫前转服务。

•前转所有—确定是否将所有来电前转到目标电话号码。

•遇忙前转—确定忙线时，是否将来电前转到目标电话号码。

•无应答时前转—确定无应答时，是否将来电前转到目标电话号码。

步骤 4 按导航群集的选择按钮启用呼叫前转服务。

步骤 5 为呼叫前转服务分配目标电话号码。

•前转所有号码—指定要将所有来电前转到的目标电话号码。

•前转占线号码—指定线路忙时要将来电前转到的目标电话号码。

•前转无应答号码—指定无应答时要将来电前转到的目标电话号码。

•前转无应答延迟—分配无应答时的响应延迟时间。

• 如果管理员禁用了您电话上的呼叫前转功能键同步 (FKS)和 XSI同步，您可以输
入呼叫前转之前需等待的秒数值。

• 如果管理员启用了您电话上的呼叫前转 FKS或XSI同步，您可以输入呼叫前转之
前需振铃的次数值。

注释

仅当 FKS和 XSI禁用时，电话上的呼叫前转设置才会生效。更多详细信息，请咨询您的管理员。

步骤 6 （可选）使用联系人软键分配目标电话号码。

a) 在呼叫前转设置屏幕中，选择任意呼叫前转服务。
b) 根据所选的呼叫前转服务，选择所有号码前转、忙线号码前转或无应答号码前转，然后按联系人
软键。

c) 搜索联系人。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所有目录”屏幕中搜索的联系人。
d) 按呼叫分配目标电话号码。
您可以看到目标电话号码显示在呼叫前转服务旁边。

步骤 7 按设置应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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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 查找呼叫前转 图标以验证设置是否生效。图标同目标号码一起显示在电话屏幕的左上方或中间。

启用任意呼叫前转服务后，前转或全部前转软键会分别改为 Clr fwd或 Clf fwd all。您可以按软键
禁用一项或多项呼叫前转服务，而保留目标电话号码。

Clf fwd all只会禁用“所有呼叫前转”服务，Clf fwd会禁用所有呼叫前转服务。

如果电话上的呼叫前转设置不起作用，请咨询您的管理员。

通过电话网页分配铃声

过程

步骤 1 在电话网页上，选择 User Login > Voice > Ext(n)，其中 (n)是分机号码。

步骤 2 在 Call Feature Settings区域中，从 Default Ring下拉列表选择一种铃声。

如果不想为电话线路指定铃声，请选择 No ring。在收到来电时，您的电话不会振铃。

步骤 3 单击 Submit All Changes。

从电话网页开启免打扰

过程

步骤 1 在电话网页上，选择 User Login > Voice > User。

步骤 2 在 Supplementary Services下，将 DND Settings设置为 Yes。

如果管理员未启用功能键同步 (FKS)，您可以对所有线路开启 DND。

步骤 3 单击 Submit All Changes。

通过电话Web界面配置屏保
您可以为电话配置屏幕保护程序。如果电话在一段指定时间内持续处于空闲状态，将进入屏幕保护

模式。

按任意按键可使电话返回到正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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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步骤 1 在电话网页上，选择语音 >用户。

步骤 2 在 Screen部分，按照下表所述设置字段。

说明参数

选择Yes以启用电话屏幕保护。如果电话在一段
指定时间内持续处于空闲状态，将进入屏幕保护

模式。

默认值：No

Screen Saver Enable

屏幕保护程序的类型。您可以选择的选项：

• Clock—在纯色背景上显示数字时钟。

• Download Picture—显示电话网页推送的图
片。

• Logo：在电话屏幕上显示徽标。在 Logo
URL字段中添加徽标图像。

Screen Saver Type

在显示屏幕保护图片之前电话处于空闲状态的时

间。

输入在启动屏幕保护程序之前空闲状态持续的秒

数。

默认值：300

Screen Saver Wait

用于定位要在电话屏幕背景上显示的 (.png)文件
的URL。如果将图片选为屏幕保护类型，该图像
将显示为电话屏幕上的屏幕保护图片。

如果您在下载新墙纸时输入的URL不正确，电话
将无法更新为新墙纸，而会显示已下载的现有墙

纸。如果此前未在电话上下载任何墙纸，屏幕会

显示为灰色。

图片下载 URL

输入要保存徽标图像的 URL或路径。如果将徽
标选为屏幕保护类型，该图像将显示为电话屏幕

上的屏幕保护图片。

Logo URL

步骤 3 单击 Submit All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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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话网页调整背景光计时器
您可以在预设时禁用电话上的背景光，以节省电量。即使关闭背景光，电话桌面仍然可见。

过程

步骤 1 在电话网页上，选择 User Login > Advanced > Voice > User.

步骤 2 在屏幕下，选择背景光计时器参数的持续时间。

在电话网页上启用匿名呼叫屏蔽

过程

步骤 1 在电话网页上，选择 User Login > Voice > User。

步骤 2 在 Supplementary Services下，将 Block ANC Setting设置为 Yes。

此设置适用于所有线路，但管理员在线路与BroadSoftXSI服务之间启用了匿名呼叫拒绝同步的线路
除外。

步骤 3 单击 Submit All Changes。

在电话网页上启用呼叫等待

过程

步骤 1 在电话网页上，选择 User Login > Voice > User。

步骤 2 在 Supplementary Services下，将 CW Setting设置为 Yes。

该设置适用于所有线路，但管理员已启用线路与 BroadSoft XSI服务之间的呼叫等待同步的线路除
外。

步骤 3 单击 Submit All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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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蔽匿名呼叫
您可以为特定线路或所有线路屏蔽无主叫方信息的来电。

如果您的管理员已启用线路和BroadSoftXSI服务之间的匿名呼叫拒绝同步，则您的设置仅适用于特
定线路，而不是所有线路。通常，设置适用于除启用同步的线路之外的所有线路。

过程

步骤 1 按设置。

步骤 2 选择用户首选项 >呼叫首选项 >屏蔽匿名呼叫。

步骤 3 如果您想屏蔽无主叫方信息的呼叫，请选择开，否则请选择关允许此类呼叫。

步骤 4 按设置保存所做的设置。

屏蔽主叫方 ID
您可以屏蔽您的主叫方身份信息，以便在发出呼叫时，您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不会显示在被叫方的屏

幕上。此功能可帮助您保护隐私。

开始之前

管理员启用您电话上的屏蔽 CID功能。

管理员启用 XSI BroadWorks服务器上的屏蔽 CID功能。

过程

步骤 1 按设置。

步骤 2 选择用户首选项 >呼叫首选项。

步骤 3 选择屏蔽主叫方 ID。

步骤 4 按选择可打开或关闭主叫方 ID屏蔽功能。

如果您的管理员在 XSI BroadWorks服务器上启用了屏蔽主叫方 ID功能，您的电话会从服务器检索
值，您将看到管理员在服务器上设置的值。然后，您可以从电话的屏蔽主叫方 ID菜单修改值。

步骤 5 按设置保存所做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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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呼叫等待
您可以为特定线路或所有线路启用呼叫等待。如果启用，您可以在通话过程中收到呼叫通知（一声

蜂鸣声且线路按键闪烁红光）。

如果您的管理员已启用线路和BroadSoftXSI服务之间的呼叫等待同步，则您的设置仅适用于特定线
路，而不是所有线路。通常，设置适用于除启用同步的线路之外的所有线路。

过程

步骤 1 按设置。

步骤 2 选择用户首选项 >呼叫首选项 >呼叫等待。

步骤 3 选择开可应答在接听另一呼叫时响铃的来电，选择关将禁用此功能。

步骤 4 按设置保存所做的设置。

确保呼叫安全
您可以对通话进行加密，防止通话遭到窃听。您可以对所有出站呼叫或某个特定呼叫设置安全呼叫

功能。

过程

步骤 1 按设置。

步骤 2 选择用户首选项 >呼叫首选项 >安全呼叫。

步骤 3 选择开启用安全呼叫功能或者选择关禁用安全呼叫功能。

步骤 4 按设置保存所做的设置。

设置自动应答页面

过程

步骤 1 按设置。

步骤 2 选择用户首选项 >呼叫首选项 >自动应答页面。

步骤 3 选择开启用自动应答页面，或选择关禁用自动应答页面。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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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按设置保存所做的更改。

设置语音邮件

过程

步骤 1 按设置。

步骤 2 选择用户首选项 >呼叫首选项 >语音邮件。

步骤 3 输入一个电话号码查看语音邮件。

步骤 4 按设置确认已分配的号码。

步骤 5 按后退键退出。

HTTP代理设置

您可以从网络配置菜单下的 HTTP代理设置菜单在手机上设置 HTTP代理。电话网页上也提供了
HTTP代理设置。

相关主题

用自动代理模式设置代理服务器，第 9页
用手动代理模式设置代理服务器，第 10页
从“电话网页”设置代理服务器，第 10页

用自动代理模式设置代理服务器

您可以选择自动代理模式来设置电话上的 HTTP代理服务器。

过程

步骤 1 按设置。

步骤 2 选择网络配置 > HTTP代理设置 >代理模式。

步骤 3 按导航群集的选择按键，选择自动。

步骤 4 高亮显示自动发现 (WPAD)，选择打开以启用用于自动检索PAC文件的Web代理自动发现 (WPAD)，
选择关闭可关闭WPAD。

默认情况下，您的电话在自动代理模式下会使用WPAD。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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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可选）如果您在上一步中关闭WPAD，则需要在 PAC URL中进一步输入有效的代理自动配置
(PAC) URL。例如：
http://proxy.department.branch.example.com/pac

如果没有 PAC URL，请与您的管理员联系。

步骤 6 按设置应用设置。

用手动代理模式设置代理服务器

您可以选择手动代理模式来设置电话上的 HTTP代理服务器。

开始之前

您的管理员为您提供代理服务器的服务器地址和端口。

过程

步骤 1 按设置。

步骤 2 选择网络配置 > HTTP代理设置 >代理模式。

步骤 3 按导航群集的选择按键，选择手动。

步骤 4 在代理主机中输入代理服务器的有效主机名或 IP地址。

请勿为代理主机提供方案 (http:// or https://)注释

步骤 5 在代理端口中输入指定代理服务器的有效服务器端口。

步骤 6 （可选）如果代理服务器需要验证，请高亮显示代理验证，然后选择开。

步骤 7 （可选）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以访问代理服务器。

如果没有用户名和密码，请与您的管理员联系。

步骤 8 按设置应用设置。

从“电话网页”设置代理服务器

您可以选择自动或手动代理模式，从“电话网页”设置 HTTP代理服务器。

过程

步骤 1 在“电话网页”上，选择语音 >系统。

步骤 2 在 HTTP代理设置部分，按下表中所述设置参数值：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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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HTTP代理设置

说明参数

选择 HTTP代理设置的代理模式。选项包括：

• 自动

• 手动

• 关

默认值：关

代理模式

选择是以使用Web代理自动发现 (WPAD)机制，
以自动检索代理自动配置 (PAC)文件。

如果该参数设置为否，则必须配置 PAC URL。

当您将代理模式设置为自动时，此参数将可用。

默认值：Yes

使用自动发现 (WPAD)

查找 PAC文件的 URL。

当您将代理模式设置为自动并将使用自动发现

(WPAD)设置为否时，此参数可用。

PAC URL

代理服务器的服务器地址（主机名或 IP地址）。

请勿提供方案 (http:// or https://)。

当您将代理模式设置为手动时，此参数将可用。

代理主机

代理服务器的端口号。

当您将代理模式设置为手动时，此参数将可用。

代理服务器端口

如果代理服务器需要验证，请选择是。否则，请

选择 No。参数配置取决于代理服务器的实际行
为。

当您将代理模式设置为手动时，此参数将可用。

代理服务器需要验证

输入代理服务器上具有凭证的用户的用户名。

当您将代理模式设置为手动并且代理服务器要求

验证设置为是时，此参数可用。

用户名

为代理验证目的，输入指定用户名的密码。

当您将代理模式设置为手动并且代理服务器要求

验证设置为是时，此参数可用。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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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单击 Submit All Changes。

更改时间格式
您可以更改电话屏幕当前显示的时间格式。

过程

步骤 1 按设置。

步骤 2 选择设备管理 >日期/时间 >时间格式。

要设置夏令时，请选择设备管理 >日期/时间 >夏令时。选择开打开夏令时，选择关将其关闭。

步骤 3 （可选）选择设备管理 >日期/时间 >时区。

步骤 4 选择时间格式，然后按设置应用所做的更改。

更改日期格式
您可以更改电话屏幕上显示的日期格式。

过程

步骤 1 按设置。

步骤 2 选择设备管理 >日期/时间 >日期格式。

步骤 3 选择日期格式，然后按设置应用所做的更改。

更改屏幕保护程序
您可以启用电话屏幕保护程序，并指定其外观以及在显示屏幕保护图片之前电话处于空闲状态的持

续时间。

过程

步骤 1 按设置。

步骤 2 选择用户首选项 >屏幕首选项 >屏幕保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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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选择开打开屏幕保护程序，选择关将其关闭。

步骤 4 选择屏幕保护程序设置以选择设置：

•屏幕保护程序类型—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时钟—在背景墙纸上显示圆形时钟。

•下载图片—显示电话网页推送的图片。

•徽标：显示作为电话屏幕保护程序的徽标。将该图像添加到电话网页的徽标 URL字段。

•触发间隔—输入屏幕保护程序启动前电话保持空闲状态的秒数。

•刷新间隔—输入屏幕保护程序刷新前（例如，选择轮换显示图片时）经过的秒数。

步骤 5 按设置。

添加徽标作为电话背景
要添加徽标图标作为您的电话屏幕背景，可通过电话网页进行添加。

过程

步骤 1 在电话网页上，选择 User Login > Voice > User。

步骤 2 在 Screen部分，从 Logo字段中选择 Phone Background，然后在 Logo URL字段中输入 URL或路
径作为保存徽标图像的位置。

步骤 3 单击 Submit All Changes。

徽标添加至电话背景后，如果您从 Default列表中选择 Phone Background并保存所做的更改，则电
话屏幕上的徽标图标将会消失。

从电话页更改墙纸
管理员可允许您将电话上的默认墙纸更改为某个可用墙纸。

过程

步骤 1 在电话网页上，选择 User Login > Voice > User。

步骤 2 在 Phone Background部分的 Screen字段中，选择任一选项作为电话墙纸。

• Default：电话上没有任何墙纸。若电话屏幕上未添加任何墙纸，则会显示单色墙纸。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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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o：在电话网页上，您可以选择 Logo作为电话背景选项。您在 Logo URL中添加的徽标会
被用作墙纸。

徽标 URL或图片下载 URL的最大长度不要超过 255个字符。注意

电话屏幕中心为徽标显示区域。电话的徽标显示区域尺寸为 128x128像素。如果原始徽标大小
不适合显示区，徽标会缩放以适合显示区。

步骤 3 单击 Submit All Changes。

设置语言
您或许能够更改电话使用的语言，具体由电话的配置决定。

过程

步骤 1 按设置。

步骤 2 选择设备管理 >语言。

步骤 3 从可用语言的列表中选择一种语言。

步骤 4 选择保存。

设置密码
定期重置电话密码以维护网络安全。

开始之前

您必须拥有密码。

过程

步骤 1 按设置。

步骤 2 选择设备管理 >设置密码。

步骤 3 在“旧密码”字段输入当前密码。

步骤 4 在“新密码”和“重新输入新密码”字段输入您的新密码。

步骤 5 选择保存。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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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从“电话网页”设置密码，第 15页

从“电话网页”设置密码
您可以在“电话网页”更新您的密码。

开始之前

您必须拥有当前的密码。

过程

步骤 1 在“电话网页”上，选择语音 >系统。

步骤 2 在系统配置部分下，找到参数用户密码，然后单击该参数旁边的更改密码。

步骤 3 在旧密码字段输入当前密码。

如果您没有密码，请将此字段留空。

步骤 4 在新密码字段中输入新密码。

步骤 5 单击提交。

消息密码已成功更改。将显示在网页中。

设置配置文件帐户
在配置文件帐户设置屏幕提示时，您需要输入身份验证凭证，以重新同步电话与部署配置文件。

如果您错过了配置文件帐户设置屏幕，也可以从电话菜单或设置软键（如可用）进行访问。

如果电话登录失败，请联系管理员。

开始之前

管理员在您的电话上指定配置文件验证类型，并为您提供身份验证凭证。

过程

步骤 1 按设置。

步骤 2 选择设备管理 >配置文件帐户设置。
您的用户名和密码会自动填充。如果之前未添加用户名和密码，这些字段将为空。

步骤 3 按登录保存您的用户名和密码。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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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户名字段或密码字段中的任何一个为空，电话将显示灰色的登录软键，并且您无法

按该软键。

注释

步骤 4 （可选）如果想要使用另外一套凭证登录，请输入新的用户名和密码。

为 BroadWorks XSI用户添加多个位置
您可以向电话分机添加多个位置。这样可将来电无缝移至已添加到分机中的其他移动电话或桌面电

话。

开始之前

您的管理员已在分机上启用任意位置功能。

过程

步骤 1 按设置。

步骤 2 选择用户首选项 >呼叫首选项。

步骤 3 选择任意位置。

步骤 4 （可选）如果在多条线路上配置了 BroadWorks任意位置功能，选择一条线路。

步骤 5 在位置屏幕添加联系人号码和姓名。

您可以输入的名称的最大长度为 25。您也可以将名称字段留空。

号码的最大长度为 20个字符。

步骤 6 启用或禁用位置。

步骤 7 按保存将位置添加到位置列表。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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