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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步骤

欢迎使用 Cisco Cius — 世界第一款移动协作端点。

要开始使用，您必须对电池充电，解除屏幕锁

定，以及运行“设置助理”。

1
要打开 Cisco Cius，请按顶部的

电源键。

2

要对电池充电，请将电源线插入

右侧的电源端口。通知栏将显示

电池的充电状态。

3
按后退可移至上一页、隐藏屏幕

键盘或退出应用程序。

4
按主页可查看主页屏幕。

5

按菜单可查看当前应用程序的菜

单。如果没有可用的选项，则不

会出现菜单。
电池

第一次使用 Cisco Cius 时，最少要对电池充电 5 个小

时。您可以在 Cius 充电时使用它。

对于 4G 型号：插入 SIM 卡

要插入 SIM 卡：

1. 完全取出 SIM 卡托。

2. 将 SIM 卡放入卡托。

3. 重新插入卡托。

解除屏幕锁定

要解除屏幕锁定，请将右下角的箭头向左拖动。

设置助理

“设置助理”会在您第一次使用 Cius 时自动运行。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设置 Wi-Fi、电子邮件、聊天、

Cisco WebEx 及 Visual Voicemail 应用程序。您可以

随时通过“设置”  访问“设置助理”。

连接到无线网络

1. 从“应用程序”菜单  中启动“设置” 。

2. 轻触无线和网络。

3. 轻触 Wi-Fi 设置。

4. 轻触 Wi-Fi。

5. 选择无线网络。

6. 输入您的凭证，然后轻触连接。
快速提示

快速启动栏 
主页屏幕底部的快速启动栏可提供下列链接：

•  启动“应用程序”菜单

•  启动“电话”应用程序

•  启动“添加到 Cius 主页屏幕”菜单

•  启动“Google 搜索”应用程序

Cius 主页屏幕

要将小部件或快捷方式添加到主页屏幕或更改墙纸：

• 轻触添加到 Cius 主页屏幕图标 ，或 

• 轻触并按住主页屏幕上的空白区域 

要移除小部件或快捷方式，请轻触并按住小部件或

快捷方式，然后将其拖放到回收站。

通知栏

屏幕顶部的通知栏会在左侧显示应用程序通知，并

在右侧显示状态图标。

要查看更详细的通知，请向下滑动通知栏。

要打开应用程序，请轻触通知。

多任务

要查看最近使用的应用程序并在它们之间切换，请

按住主页 。
应用程序

某些 Cius 应用程序需要活动中的网络连接，及注册

到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服务器。

 电话应用程序

“电话”应用程序与“联系人”、“聊天”及其他

Cisco 协作应用程序集成。

来电

从锁定的屏幕，将接听  滑至左侧，或将忽略 
滑至右侧。

从活动中的 Cius 中，选择接听、转移或忽略通话。

http://www.cisco.com/go/trademarks


 可视语音信箱

要登入语音信箱：

1. 轻触语音留言 。

2. 轻触登录。

3. 输入您的帐户凭证，然后轻触保存。

如果语音留言是新的，则发件人的姓名显示为粗体。

轻触播放  可聆听语音留言。

 联系人应用程序

要查看联系人卡片，请轻触联系人。从这里可拨打

电话、开始聊天或发送电子邮件。

添加联系人

1. 按菜单 。

2. 轻触新建联系人。

3. 输入联系人详细信息

4. 轻触完成。

联系人快捷标识

要显示联系人快捷标识，请轻触其中一个本地联系

人的联系人图标。

通过联系人快捷标识，您可以：

•  发起呼叫

•  查看联系人详细资料

•  发送电子邮件

•  开始聊天

•  发起 Cisco WebEx 在线会议
 电子邮件应用程序

要从多个帐户发送和接收电子邮件，请使用“电子

邮件”应用程序。

发送电子邮件

要发送电子邮件，请轻触 + 新建邮件。

 聊天应用程序

要与联系人聊天及更新状态，请使用“聊天”应用
程序。

发起会话

要发起会话，请轻触联系人姓名。

选择活动中的会话 

1. 在“聊天”应用程序顶部，轻触活动中的会话 。

2. 要选择会话，请轻触左侧的联系人姓名。

结束会话

要结束会话，请轻触关闭 。
设置您的状态

要选择您的状态，请轻触屏幕左上方的状态区域。

 日历应用程序

要安排并跟踪您的事件，请使用“日历”应用程序。

即将到来的约会将在屏幕右侧的“日程表”面板中

列出。

更改日历视图

要更改日历视图，请轻触 1（日）、7（周）或 31（月）。
轻触今天可返回到当天的“日”视图。

添加事件

要将事件添加到日历，请轻触 + 事件。

 Cisco WebEx 在线会议应用程序

在 WebEx 在线会议期间，参与者可以：

• 加入音频会议

• 查看共享的演示

• 查看并与其他参与者聊天
主持人可以完全控制在线会议，并且可以：

• 拖放 WebEx 球  以更改演示者

• 使参与者静音或取消静音

屏幕底部的弹出式通知可识别当前的说话者。

 设置应用程序

要编辑和自定义 Cius 设置及应用程序，或者查看用

户指南及其他文档，请使用“设置”应用程序。

附件

有关手提包、转换线和蓝牙耳机等附件的信息，请

访问 http://www.cisco.com/go/cius/accessories。

HD 媒体站

HD 媒体站可扩展 Cisco Cius 的功能。功能包括用

于连接 USB 键盘或鼠标的三个 USB 端口、用于连接

到外部显示器的 DisplayPort，以及千兆位以太网交

换器。

键盘快捷键

如果您将 Cius 与媒体站和 USB 键盘配合使用，即可

使用键盘快捷键，而无需按 Cius 上的按键：

•  菜单：Shift-Ctrl-[

•  主页：Shift-Ctrl-]

•  后退：Shift-Ctrl-\

MicroSD 卡插槽

要扩充可用的内存，请将 microSD 卡插入 microSD 卡
插槽。

注 为获得最佳效果，请在 8 1/2 x 14 英寸（Legal
尺寸）的纸张上 打印本文档。

http://www.cisco.com/go/cius/acces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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