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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感谢您选择阿尔卡特朗讯电话。 

本文主要介绍连接到 SIP 服务器的 M3、M5 和 M7 桌面电话提供的服务 

 

 

M7 桌面电话(M7). 

 

 

M5 桌面电话 (M5). 

 

 

 

M3 桌面电话(M3). 

 

本文中描述的电话在不同的 SIP 服务器上受支持，本文档中描述的某些功能取决于电话连接到的 SIP 服务

器。如果需要有关系统兼容性或给定 SIP 服务器的功能级别的详细信息，请联系系统管理员。 

 

显示的标签和图标取决于集的类型和外观。如果未在电话系统上配置相应的功能，则不显示标签。根据显

示器的大小，某些标签可能会被截断。此图标描述您必须执行或选择的一系列操作或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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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机的主要功能列表如下: 

 

 M7 M5 M3 

多账号    

彩色屏幕   

 

黑白屏    

屏幕亮度可调    

话机角度可调    

蓝牙耳机    

USB 音频转接    

USB 耳机    

兼容 Wi-Fi dongle     

双千兆网口(POE)    

扩展模块 EM20    

扩展模块 EM200    

多种音频模式切换    

超宽带（免提模式）    

本地 5 方会议    

IP 呼叫    

网页管理    

OpenVPN     

 

*要了解支持的加密外接设备，请参阅阿尔卡特朗讯企业网站或与您的管理员联系。 

本文档中显示的标签和图标没有合同约束力，可以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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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在就开始了解您的话机 

1.1 包装清单 

  

 

话机 手柄 脚架 

 
  

手柄线 网线 安全手册和快速安装指南 

1.2 安装您的话机 

1.2.1 安装脚架 

请将脚架插入话机背面的脚架槽， 基于脚架放入的不同方向，您的话机可以在在桌面倾斜 2 个角度，分别

是 55 度和 40 度.角度分别标记在脚架上部的正反面，度数朝着你就标明话机倾斜的角度. 

A B 

  

 

如果要撤下脚架，请安箭头方向用力下拉即可 

 

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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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连接您的话机 

请首先阅读安全手册。 

首先,如果您的手柄未正确连接的话， 需要您将手柄线插入接口(4)之中 (通常在话机出厂前，手柄线已经

被正确连接好). 

如果您的话机没有被正确的配置，您可以将话机连接到网络接口（2）.如果您的话机无法支持网线供电

（POE）,您需要给话机连接支持 USB-C(1) 接口的外接电源，外接电源是作为配件单独售卖，如果需要更

多的信息，请联系您的管理员。 

 

1.2.3 安装有线手柄  

Your phone is provided with a connected handset. 

 您的话机手柄线缺省已经被正确的连接在话机上，如果您必须要更换的话：  

• 请参考上节将手柄水晶头接入正确的接口.  

• 请确保手柄线能沿着导线槽正确的放置并被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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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您的电话 

2.1 M7 桌面电话 

M7桌面电话是阿尔卡特朗讯新的Myriad 电话系列的一部分。M7 桌面电话支持彩色显示屏以及 8 个专用功能

键和直观易用的导航键。M7 桌面电话提供出色的用户体验和最佳的通话效果，在免提模式下支持超宽带的音

质效果。M7同时支持蓝牙4.1，通过它可以连接您的蓝牙耳机和同步您的手机联系人。同时M7支持远程工作

的功能，它非常适合在您的企业办公室或家庭（远程工作）使用。 

 

 
3.5 英寸彩色屏幕. 

 
导航健. 

 

28 个虚拟可编程按键，可设置为 SIP 账

号，快速拨号等功能，使用导航键可以在

屏幕上翻页以使用不同的按键. 
 

• 超宽带喇叭. 

• 麦克风. 

 

软键，提供菜单选项及相应功能，软件也

可由管理员配置成不同的选项. 

• 在待机模下，按软键可以进入不同

层级的菜单用来操作和管理话机. 

• 在通话模式下，软键按不同的应用

场景会提供不同的操作动作. 

 
高清有线宽带手柄. 

 
功能键，快速获取话机功能. 

 
2 个角度脚架(55°,40°). 

 

呼吸 LED 灯 

蓝色闪烁：电话呼入，话机由未处理事件入语音信息，未接来电等. 

蓝色常亮：通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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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5 桌面电话 

M5桌面电话是阿尔卡特朗讯新的Myriad 电话系列的一部分。M5 桌面电话支持彩色显示屏以及 8 个专用功能

键和直观易用的导航键。M5 桌面电话提供出色的用户体验和最佳的通话效果，在免提模式下支持超宽带的音

质效果。M5支持远程工作的功能，它非常适合在您的企业办公室或家庭（远程工作）使用。 

 

  

 
2.8 英寸彩色屏幕. 

 
导航健. 

 

28 个虚拟可编程按键，可设置为 SIP 账

号，快速拨号等功能，使用导航键可以在

屏幕上翻页以使用不同的按键. 
 

• 超宽带喇叭. 

• 麦克风. 

 

软键，提供菜单选项及相应功能，软件也

可由管理员配置成不同的选项. 

• 在待机模下，按软键可以进入不同

层级的菜单用来操作和管理话机. 

• 在通话模式下，软键按不同的应用场

景会提供不同的操作动作. 

 
高清有线宽带手柄. 

 
• 功能键，快速获取话机功能. 

  

2 个角度脚架(55°,40°). 

 

 

呼吸 LED 灯 

蓝色闪烁：电话呼入，话机由未处理事件入语音信息，未接来电等. 

蓝色常亮：通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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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M3 桌面电话 

M3桌面电话是阿尔卡特朗讯新的Myriad 电话系列的一部分。M3 桌面电话黑白带背光显示屏以及 6 个专用功

能键和直观易用的导航键。M3 桌面电话提供出色的用户体验和最佳的通话效果，在免提模式下支持超宽带的

音质效果。M3支持远程工作的功能，它非常适合在您的企业办公室或家庭（远程工作）使用。 

  

  

 
2.8 英寸黑白屏幕. 

 
导航健. 

 

20 个虚拟可编程按键，可设置为 SIP 账

号，快速拨号等功能，使用导航键可以在

屏幕上翻页以使用不同的按键. 
 

• 超宽带喇叭. 

• 麦克风. 

 

软键，提供菜单选项及相应功能，软件也

可由管理员配置成不同的选项. 

• 在待机模下，按软键可以进入不同

层级的菜单用来操作和管理话机. 

• 在通话模式下，软键按不同的应用场景

会提供不同的操作动作. 

 
高清有线宽带手柄. 

 
功能键，快速获取话机功能. 

 
2 个角度脚架(55°,40°). 

 

呼吸 LED 灯 

蓝色闪烁：电话呼入，话机由未处理事件入语音信息，未接来电等. 

蓝色常亮：通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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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主界面 

M3/M5/M7 桌面电话支持 8 个 SIP 账号. 

话机的主界面由 4 个虚拟页组成,所有编程键的信息可显示在主界面商，比喻注册的 SIP 账号，快速拨号

等，耳机的编程键在出厂时已经预先定制好.  

 

 

 

 

按菜单键可展示一系列的子菜单，可执行话机的各种功能并配置或者管理话机.使用上下方向键

可以在不同的菜单条目商滚动，按 OK 可以执行选中的菜单功能. 

 
3 个动态键可以被管理员按不同客户的需求配置以完成不同的话机功能. 

 

线路键（关联 SIP 账号，可配）. 

按线路键（关联 SIP 账号）可以拨出电话，或者可以接听从这个账号打过来的电话 

 

可编程键. 

按编程键可执行相关设定的功能，比喻立刻拨出电话.  

长按可编程键可进入编程键配置界面. 

耳机按键在出厂时已经预习先配置好，按下可进入耳机模式. 

 

虚拟翻页键 

使用左右键或者对应 '1234’ 旁的编程键来切换不同的虚拟页. 高亮的数字显示所在的当前页. 

 
显示日期事件以及话机的一些状态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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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呼叫管理界面 

 

 

 

软键标签上相应的功能随不同的通话状态而变动，按对应的按键可执行相应的动作，如在通

话是可以实现呼叫转移暂停等动作.  

 
显示通话中的 SIP 账号. 

 
显示来电以及通话相应的状态，如号码，时长等 

2.6 导航键 

 

 

OK 键:  

按 OK 键可以确认某一项选择的状态.  

左右导航键: 

在文本输入的时候可以移动光标，或者移动选项，翻页等. 

上下导航键: 

用来选择某一个列表上的条目，当信息多余一页显示的时候，使用下键可以显示下一页使用

上键可以显示上一页的内容. 

在菜单上使用上下键可以浏览菜单里面的条目或者某一个选项 

 

回退/退出键: 

使用 C 键可以退回到上一级菜单. 

 

删除 删除上一个输入的数字或者字符. 

更多 更多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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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固定功能键 

 

• 接电话. 

• 长按进入重播列表 

• 重拨最后一个号码. 

 

• 保持一方通话. 

• 取消呼叫保持. 

 
• 转移一个呼叫. 

 
• 添加会议参入者到会议当中(多达 5 方)  

 

• 拒接来电. 

• 挂机. 

• 返回到主界面. 

 

• 静音 

在通话中，按静音键可以阻止对方听到你方的声音，静音状态下，按键会显示红色. 

 

• 语音信箱 

当有未接来电或语音留言的时候，信息等会闪烁，当信箱还有信息，灯展示为长亮 

 

• 按键进入免提模式并进入拨号界面. 

• 按键在免提模式下接听来电. 

• 在通话的过程中，按键可以在耳机，手柄和免提下切换. 

 

• 在待机模式或来电呼入的模式下，可以降低铃声音量. 

• 在电话会议中，降低手柄，喇叭或耳机的音量. 

 

• 在待机模式或来电呼入的模式下，可以降低铃声音量. 

• 在电话会议中，降低手柄，喇叭或耳机的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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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可编程键图标 

设置成功一个可编程键后，下表中对应的图标会显示在主界面上。如何设置编程键，可以参考编程键那一

章节。。 

 
• SIP 账号. 

 
• 快速拨号. 

 
• BLF/BLF 列表. 

 
• 呼叫暂停. 

 
• 呼叫转移. 

 
• 会议电话. 

 
• 重拨上一个号码. 

 
• 勿扰. 

 
• 电话簿. 

 
• 呼叫转接. 

 
• 语音信箱. 

 
• 桌面共享. 

 
• 前缀. 

 
• 按键音. 

 
• 一键代接. 

 
• 组内代接. 

 
• 耳机. 

 
• 群内监听. 

 
• 对讲机. 

 
• 音频转接. 

 
• XML 浏览器. 

 
• 话机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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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话机状态/呼叫图标 

 图标是用来为用户提供某些状态下的信息和某种通话的状态。 

状态图标 

由于显示器的尺寸不同,所有的状态图标不一定会同时被显示。哪个图标是否被显示取决于需要显示的

图标的优先级.下表的图标按优先级从高到低排列. 

状态图标在屏幕上方状态栏里面. 

 静音模式. 

 

话机锁住. 

 

耳机连接. 

 免提连接. 

 蓝牙配对. 

 支持 Wi-FI. 

 自动应答模式 r). 

 勿扰. 

 音音频转换模式  

 升级进行中. 

话机的状态也会显示到呼叫管理界面: 

• Dial: 选择要号码？dial number. 

• Ringing: Incoming calls. 

• Conversation: In conversation. 

• On hold: During a conversation, the contact is on hold. 

• Conference: Conference mode with 2 contacts. 

 

呼叫图标 

呼叫图标同 SIP 账号相关联 Call icons are associated to a SIP account and are displayed at the level 

of the line key programmed in the home page. A text with call status is displayed in the top of the 

incoming call/conversation presentation screen. 

 

SIP 账号 (待机模式). A grayed or crossed icon means that the SIP account is not registered 

(Please contact your administrator). 

线路键. 

 
来电图标. 

 
呼叫进行图标. 

 
呼叫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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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字母数字键盘 

您的话机机配备有字母数字键盘。 您可以使用数字键盘来拨号, 也可以使用字母键盘来输入文本；其切换

可通过按下相应的程控键来实现。 
 

• 早字母和字符模式间切换: 

abc  当在数字输入框时，按 abc123 可以转到字母模式 

123  当字母模式被激活时，按 123 可以转到数字模式 

 

• 输入字母字符 

连续按数字键盘上的字母, 就可以将其显示出来。 系列的最后一个字符为数字。 连续按键, 可以显

示出某些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space - _ 1      

 
+ . , ; : / \ ? ! 0  

  

•  使用导航键, 将光标移入文本.  

• 删除 清除上一个输入的字符。 字母模式保持激活状态.  

 



 

 

 

 

8AL90382ENAAed03 

 
 19 /80 

 

2.11 话机接口  

话机支持许多接口，利用话机上的不同接口可以拓展话机的功能. 

M7, M5, M3 

  

 

  M7 M5 M3 

1 

USB Type C 接口. 

USB C 接口可以用于:  

• 连接外接电源. 

• 连接耳机. 

• 连接 PC 和话机，在 Audio Hub(音频转接)模式下让话机成为 PC 

外接喇叭播放器. 

   

2 千兆网口，可接入局域网(RJ45)，也支持通过以太网供电（POE）.    

3 千兆网口，可连接 PC 机网络端口 (RJ45).    

4 有线手柄接口 (RJ9).    

5 

USB Type A 接口. 

USB A 接口可以用于:  

• 连接 USB 耳机. 

• 连接扩展模块(EM20/EM200). 

• 连接无线外接模块(Wi-Fi dongle*). 

 

   

*如想了解更多话机无线外接模块信息，请联系您的管理员或阿尔卡特朗讯相关销售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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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您的电话  

3.1 话机信息  

主界面能显示话机所有的 SIP 账号信息以及可编程键. 

    

有关未接来电和新语音邮件等新事件的信息将显示在主页的弹出窗口中。当您收到新语音信箱或未接来电

时，消息键将闪烁红色。当显示新事件时，话机的蓝色 LED 指示灯会缓慢闪烁。 

3.1.1 事件信息 

 
按信息键可以弹出事件页面. 

 
用上下键选择进入需要了解的事件. 

 或进入  

3.1.2 话机状态信息 

在话机待机界面 ,按 OK 键，您可以拿到话机的基本信息，包括话机的 IP 地址，MAC 地址，软件版本

等，利用上下键翻页选择“更多”,还可以了解到话机的网络和账号信息等等.  

                                       

3.2 多重 SIP 账号 

M 系列话机支持多达 8 个 SIP 帐户。您的管理员最多可以声明 8 个 SIP 帐户。除非在呼叫之前选择相关

帐户，否则默认帐户将用于呼叫。建议您为每一个 SIP 账号设定一个编程键并放在主页。然后帐户的状态

将显示在主页上。接收来电的 SIP 帐户的按键会闪烁，您可以通过按下编程键快速接听某一账号电话。账

号图标的不同表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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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主页上设置一个账号键盘，点击盖账号对应硬键，可以选择以改账号拨打电

话 

 
缺省 SIP 账号上会标一个绿点. 

 
该账号启用来了呼叫转移功能. 

 
该账号启用来了免扰功能. 

The call log lists all incoming and outgoing calls for all SIP accounts. The concerned SIP account is 

displayed by opening the details of the call log entry. 

3.2.1 设置账号编程键 

 
长按编程键. 

切换 或  

选择编程键类型：账号 

选择相应的账号. 

设定标签. 

 或保存 保存盖编程键配置. 

3.2.2 设置缺省 SIP 账号 

 话机在待机模式. 

菜单 按菜单键进入主菜单. 

功能 使用上下键和 OK 键选择: 功能. 

缺省账号 使用上下键和 OK 键选择缺省账号. 

切换 或  
选择一个账号作为缺省账号. 

 或保存 确认您的选择 

 
完成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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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发起呼叫 

本节重点介绍如何拨打电话。在呼叫联系人之前，我们提供了有不同方式可以打开拨号界面。 

3.3.1 开启拨号盘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在键盘上直接输入号码. 

 

提起手柄，或按下耳机键. 

 
按拨号键. 

 
按免提键. 

 
如果在主页上设置了 SIP 账号编程键，按 SIP 账号键可以进入拨号盘. 

3.3.2 拨话机号码  

 

 
打开拨号盘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输入号码 

 
从拨出列表中选择相应联系人或号码拨出.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按拨号键，提起手柄就可拨打，如果想要用耳机，耳机按钮按下即可，否则就按

免提键下拨出电话。 

 按 OK 键可以拨出电话. 

呼叫 喊呼叫对应的软键可以拨出. 

# 或 * 如果预先设定送号键，在号码后加上也可拨出. 

取决于不同交换机系统，拨打号码后，呼叫可以在延迟后自动启动，无需操作。 

如果您在免提模式下拨打电话，在任何时候摘起手柄可以通话。在主界面上按 可以切换免提和耳机的

音频通道，从免提到耳机或从耳机到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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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拨打外部电话，请先拨打外线接入码，然后再拨打联系电话。如果在拨号后未执行任何操作，呼叫将在

大约 10 秒的超时后开始。如果您在话机上使用多个 SIP 帐户，可以选择使用哪个帐户进行呼叫。 

3.3.3 按名字拨号  

您可以使用公司目录中的搜索功能按联系人的姓名呼叫联系人。此功能取决于系统配置。如有必要，请与

管理员联系。 

使用字母数字键盘切换数字和字母输入.  

 
启动拨号盘. 

abc 转到字母模式. 

 

输入您联系人的第一个字母. 

相应的联系人会依次出现在列表中，输入第二个字符会缩小搜索范围一直到匹配

的名称被显示。 

 
使用上下键盘选择您要呼叫的联系人.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按拨号键，提起手柄就可拨打，如果想要用耳机，耳机按钮按下即可，否则就按

免提键下拨出电话。 

 按 OK 键可以拨出电话. 

呼叫 喊呼叫对应的软键可以拨出 

# 或 * 如果预先设定送号键，在号码后加上也可拨出. 

3.3.4 从通话记录发起呼叫  

您可以从通话记录中回叫通话人。 

 

从主界面或拨号盘: 

历史 选择软键进入呼叫记录。 

 
使用上下键盘选择您要呼叫的联系人.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呼叫： 

 

按拨号键，提起手柄就可拨打，如果想要用耳机，耳机按钮按下即可，否则就按

免提键下拨出电话。 

 按 OK 键可以拨出电话. 

呼叫 喊呼叫对应的软键可以拨出 

#或* 如果预先设定送号键，在号码后加上也可拨出. 

 

如果您设定了多个 SIP 账号, 回叫的账号信息也会列在呼叫记录里面. 

3.3.5 使用您的个人目录进行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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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摘下听筒或耳机并使用听筒或耳机通话，否则可在免提模式下拨打话机。. 

从主界面或拨号盘: 

话簿 选择软键从主界面货拨号盘进入话簿. 

 
选择一个话簿. 

 
选择要呼叫的联系人.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呼叫： 

 

按拨号键，提起手柄就可拨打，如果想要用耳机，耳机按钮按下即可，否则就按

免提键下拨出电话。 

 按 OK 键可以拨出电话. 

呼叫 喊呼叫对应的软键可以拨出 

#或* 如果预先设定送号键，在号码后加上也可拨出. 

如果您设定多账号，您可以选择用哪个账号拨出. 

3.3.6 使用快速拨号键呼叫 

您可以预先定义快速拨号键盘，在 LCD 周边的编程键上长按任意一个键可以进入编程键设置界面，利用

左右键选择快速呼叫类型,输入您想要呼出的号码，相关账号即可. 

 
 长按选择快速呼叫去设置. 

如果您在话机上使用多个 SIP 帐户，则在设置时需要选择择要用于拨打话机的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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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进行点对点 SIP 呼叫 

您的话机与点对点 SIP 呼叫兼容。它能够呼叫连接到同一本地网络的话机。您可以通过输入联系人桌面话 

机的 IP 地址来呼叫您的联系人。 

 
开启拨号键盘. 

输入对方机的 IP 地址如 10*0*0*1 ，然后拨出 

IP 地址的格式需要满足 x*x*x*x ，x 是 0 到 255 之间的任意数字 

当您没有连接到通信服务器（没有注册、网络问题等）时，此功能非常有用。并非所有功能都可用，如果

发生这种情况，话机的状态应显示在屏幕上。 此功能可以由管理员停用。 

3.4 接收呼叫  

收到呼叫时, 您可以： 

 

拿起听筒接听呼叫。 

 
按耳机图标激活耳机并接听电话.  

 
按扬声器/免提键以免提模式进行呼叫。. 

 
按闪烁的线路键接听电话.  

接听或  如果已连接耳机，用耳机接听,否则以免提模式 

 或 拒绝 
拒绝接听，电话接入到语音信箱. 

静音 将喇叭消音，来电任在呼叫中. 

转移 将来电转移到另一个号码 

 

3.5 在音频模式之间切换 

在对话过程中，您可以通过按下扬声器/免提键在不同音频模式（听筒、免提或耳机（如果连接）之间进行 

切换此功能取决于所连设备。  

 

• 当您在手柄通话时，您可以按免提键在手柄和免提之间来回切换. 

 
 

 
 

 
 

 
 

 
手柄  按  免提  按  手柄 

• 当您在耳机通话模式时，您可以通过按免提键/耳机键加上手柄切换耳机，免提和手柄 

 
 

 
 

 
 

 
 

 

 

 

 

 
按耳机键  按  免提  提起手柄  手柄  按  按耳机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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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预先设置群组监听(group listening)的编程键，在通话中按编程键激活该功能. First you have to 

create a group listening programmable key (see chapter: Programmable keys). 

 手柄通话  
 

 
 

 
 

 手柄通话 

  按群组监听  免提  按群组监听   

 

对于每一中音频模式，在通话过程中，可以通过按音量键调整音量大小，手柄和耳机由 8 级，免提模式由

10 级音量可调 

 

3.6 重拨 

3.6.1 重拨列表 

 

长按进入重播列表，最后拨出号码高亮显示 

短按可以拨出最后拨出的号码 

也可按“呼叫拨出 

按 OK 键盘显示详细信息 

3.6.2 重拨拨号界面 

 

短按进入拨号界面 

拨出的号码显示在列表中 

用上下键选择列表，按 OK 键可拨出 

也可输入想要拨出的号码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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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话簿管理  

3.7.1 联系人 

从本地话簿可以打开联系人. 

   
 

 

话簿 选择软键进入话簿 

 
进入话簿. 

 
选择一个联系人. 

更多� 详情 编辑联系人. 

 
使用上下键选择要编辑的选项. 

 

联系人包含如下信息： 

•  Avatar: 选择预定的图像 

• 姓 

• 名 

• 办公电话 

• 手机 

• 其他电话 

• 账号: 如果您设定了多账号，选择该联系人加入哪个账号 

• 群组: 定义该联系人属于哪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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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联系人管理 

  

您的桌面电话允许你在本地话簿上管理您的联系人.M7 桌面话机还可以从手机上通过蓝牙导入联系人到话

机外部话簿里面. 

如何进入话簿操作联系人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话簿 直接选中软键上话簿 

菜单� 话簿 通过菜单选项进入 

话簿的类别.  

话簿 
通过菜单或软键，您可以进入话簿，区别于不同话机型号，话簿包含的内容稍有

不同，如 M3/M5 只有本地话簿，但 M7 由外部话簿 

本土话簿 
 

本地话簿存放所有的群组和本地联系人 

外部话簿 
外部话簿仅仅在 M7 桌面话机上出现，主要用来存放通过蓝牙导入的外部联系人 

 

话簿中对联系人可以进行如下操作 

搜索 查找联系人 

添加 创建联系人 

删除 删除联系人 

更多 显示更多信息 

呼叫 呼叫选中的联系人 

详情 联系人详细信息 

全删 删除所有的联系人或群组 

加组 添加新的群组 

进入 确认选中项 

返回 返回上一级货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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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呼叫您的联系人 

话簿 选择软键进入话簿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搜索 在所有目录和群组中搜索联系人 

 
选择搜索到的联系人. 

 
选择想要的呼叫的号码. 

 或呼叫 开始呼叫. 

3.7.4 添加新联系人  

话簿 选择软键进入话簿 

本地话簿 打开本地话簿. 

添加 按软件添加 

切换或  

• Avatar: 选择预定的图像. 

• 账号: 如果您设定了多账号，选择该联系人加入哪个账号 

• 群组: 定义该联系人属于哪个组 

<Abc> • 姓 

• 名 

 <123> • 办公电话 

• 手机 

• 其他电话 

  或 保存 新添加的联系人加入本地话簿. 

其他方法: 

• 从呼叫记录中添加联系人. 

 对于外线电话，我们建议您使用包含"+"的规范地址格式，后跟国家/地区代码（例如"33"），然后是没有

第一个数字的数字。例如，对于 00390670000，输入数字 +3390670000。要获取"+"符号，请长按"0"键。

此示例用于从另一个国家在法国拨打号码。 

 

 

 

3.7.5 创建新群组 

话簿 选择软键进入话簿 

本地话簿 打开本地话簿. 

加组 选择加组. 

<Abc><123> 输入组名. 

 或保存 新的组加入话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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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 编辑联系人 

话簿 选择软键进入话簿 

本地话簿 打开本地话簿. 

 
选择要编辑的联系人. 

更多 进入更多选项. 

详情  

 
输入相印修改内容，使用上下键选择编辑域 

或保存 保存编辑联系人在本地话簿。 

3.7.7 删除联系人  

话簿 选择软键进入话簿 

 
选择进入一个话簿. 

 
使用上下键选择联系人. 

删除 按软键 

 或 Ok 确认删除. 

3.7.8 删除所有联系人 

话簿 选择软键进入话簿 

本地话簿 打开本地话簿. 

 
使用上下键选择联系人. 

更多 按软键 

全删  

或 Ok 确认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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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 本地话簿删除组 

话簿 选择软键进入话簿 

本地话簿 打开本地话簿. 

组 进入组 

 
选择要删除的组 

删除 按”选项“，选择删除. 

 或 Ok 确认删除. 

3.7.10 删除本地话簿全部组 

话簿 选择软键进入话簿 

组 进入组 

 
选择要删除的组 

全删 按”选项“，选择删除. 

或 Ok 确认删除. 

3.7.11 通过蓝牙导入联系人(M7) 

导入电话簿之前，必须让您的智能手机匹配上 M7 桌面话机，在匹配之前，请确保您手机处在可被蓝牙检

测模式下. 

 

当话机处于待机状态时： 

菜单 按“菜单”软按键，进入主菜单。 

基础设置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基础设置。 

蓝牙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蓝牙. 

扫描 
按软键启动扫描蓝牙设备 

 

连接 按连接按键连接上蓝牙设备. 

 
输入 PIN 码. 

匹配成功后，蓝牙图标 会显示在 M7 话机屏幕上 

基于不同手机的设置，您需要在手机端设置权限允许 M7 访问您的手机上联系人以便于同步，更多的信息

请咨询您的手机供应商. 

同步后的联系人会自动保存在外部话簿里面. 

当同步另外一个手机的地址本时，上次的同步记录会全部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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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手动同步联系人: 

当话机处于待机状态时： 

菜单 按“菜单”软按键，进入主菜单。 

基础设置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基础设置。 

蓝牙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蓝牙. 

匹配蓝牙设备 使用上下键和“OK”选择匹配蓝牙设备. 

 
选择匹配上的手机. 

更多�进入 >同步蓝

牙话簿 
使用软键选择同步蓝牙话簿可以将您手机的联系人同步到 M7 上. 

3.8 管理通话记录（历史） 

当话机处于待机状态时，您可以查询并管理通话记录。 

  

通话记录可以通过话机主界面的动态编程键或通过菜单访问。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历史 如果配置了“历史”动态编程键，则可以通过该按键来查看通话历史记录。 

菜单� 历史 使用菜单键来查看通话历史记录。 

在本指南中，我们使用动态编程键来查看通话历史记录。 

 

所有的通话记录都将在联系人名称前显示一个指示呼叫类型的图标。 

  
 

已接来电 

  
 

未接来电 

  
已读的未接来电 

  
 

呼出通话 

  
 

未成功呼出的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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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话记录页面可以进行的操作有： 

删除 删除已选中的条目。请注意：该操作无需二次确认。 

呼叫 呼叫已选中的条目。 

更多 访问更多功能。 

 或详情 查看已选中条目的详情：姓名、号码、时间、相关 SIP 账号、持续时间。  

全删 删除所有的通话记录。请注意：该操作无需二次确认。 

未接 只显示未接来电。 

加联系人 
将已选中的条目添加到您的本地地址簿中。如果联系人已存在，则进入联系人详

情编辑界面。 

返回 返回主页。 

3.8.1 呼叫联系人 

历史 通过该按键 ，在主页或拨号界面打开进入通话记录页面。 

 
选择需要呼叫的联系人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按“通话”键，将使用摘机状态的手柄或已连接耳机进行通话；否则将使用话机

的免提模式进行通话。 

 
按“OK”键，将使用摘机状态的手柄或已连接耳机进行通话；否则将使用话机

的免提模式进行通话。 

呼叫 按“呼叫”键，将使用摘机状态的手柄或已连接耳机进行通话；否则将使用话机

的免提模式进行通话。 

3.8.2 仅显示未接来电 

历史 通过该按键 ，在主页或拨号界面打开进入通话记录页面。 

未接 通过该按键，仅显示未接来电。 

3.8.3 从通话记录中删除联系人  

历史 通过该按键 ，在主页或拨号界面打开进入通话记录页面。 

 
选择需要删除的联系人记录 

删除 删除所选的通话记录。请注意：该操作无需二次确认。 



 

 

 

 

8AL90382ENAAed03 

 
 34 /80 

 

3.8.4 清除呼叫记录 

历史 通过该按键 ，在主页或拨号界面打开进入通话记录页面。 

更多 访问更多功能。 

全删  

 或 确认 确认删除。 

 

如果您的话机上有多个 SIP 账户，那么与呼叫记录有关定的账户信息，将显示在呼叫记录的详情中（  

or 详情）。 

3.9 管理快速呼叫 

快速呼叫可以让您快速拨打某个号码。您可以从主页的可编程按键中，配置管理快速呼叫。 

 

3.9.1 创建一个快速呼叫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长按一个空闲的可编程按键。 

菜单-> 功能-> 编程

键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编程键。 

创建一个快速呼叫 

切换或  
将可编程按键的类型切换至：快速呼叫。 

账号 指定拨打电话时使用的 SIP 账号。 

<123><Abc> 输入号码及标签。 

或 保存 保存快速呼叫键的设定。 

3.9.2 使用快速呼叫键发起通话 

 
选择需要使用的快速呼叫键发起通话。 

3.10 发送 DTMF 信号  

在通话期间，您有时需要发送 DTMF 信号，例如通过语音服务器、自动总计或远程咨询应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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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DTMF 

• 激活或停用 DTMF 模式 

话机处于空闲状态 

菜单 按菜单软键进入主菜单。 

基础设置 使用上/下和 OK 导航键选择: 基础设置。 

语音 使用上/下和 OK 导航键选择:  语音。 

按键音 使用上/下和 OK 导航键选择:  按键音。 

  

切换 或  
激活或停用 DTMF 模式 

 或 保存 确认您的选择 

 
结束设置 

3.11 静音, 使您的联系人听不到您的声音 

你可以听到你的联系人，但他/她听不到你: 

在通话过程中 

 禁用麦克风   按键灯被点亮 

 恢复通话   按键灯熄灭 

3.12 自动应答 

在自动应答模式下，来电会自动应答。 

启用自动应答: 

话机在空闲状态 

菜单 按菜单软键进入主菜单。 

功能 使用上/下和 OK 导航键选择: 功能。 

自动应答 使用上/下和 OK 导航键选择:  自动应答。 

 
选择 SIP 帐户。所有打进这个 SIP 帐户的电话都将自动应答。 

切换 或  
开启自动应答 

 或 保持 保存设置 

 状态栏会显示这个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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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发起对讲 

当您发起对讲时，如果您的联系人的话机启用对讲机功能，该电话将自动接听。铃声会有区别。  

要发起对讲，您必须设置一个可编程按键 ：对讲机 

o 账号：选择一个 SIP 账户 

o 标签： 输入显示在主屏幕上的标签 

o 值: 输入联系号码 

3.14 设置对讲机 

当您收到对讲电话时，如果您已开启功能，话机会自动应答。您可以管理您的话机在收到对讲电话时的行

为。  

话机在空闲状态 

菜单 按菜单软键进入主菜单。 

功能 使用上/下和 OK 导航键选择: 功能。 

对讲机 使用上/下和 OK 导航键选择:  对讲机。 

 
选择 SIP 帐户。所有打进这个 SIP 帐户的电话都将自动应答。 

切换或  

• 启用: 启用/禁用对讲机 

• 静音: 启用/禁用静音 

• 提示音: 启用/禁用提示音  

• 介入: 启用/禁用介入 

 或 保存 保存设置。 

3.15 更改 PIN 码 

解锁话机需要使用 PIN 码。 

默认 PIN 码为:0000。 

话机处于空闲状态 

菜单 按菜单软键进入主菜单。 

基础设置 使用上/下和 OK 导航键选择: 基础设置。 

更改 PIN 码 使用上/下和 OK 导航键选择:  更改 PIN 码 

 
输入原始 PIN 码 

 
输入新 PIN 码 

 
确认新 PIN 码 

 或 保存 保存设置 

 
结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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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电话上锁/解锁 

开启话机锁. 

话机在空闲状态 

菜单 按菜单软键进入主菜单。 

基础设置 使用上/下和 OK 导航键选择: 基础设置。 

话机锁 使用上/下和 OK 导航键选择:  话机锁 

 

切换 或  
开启选项: 话机锁启用 

 
结束设置 

 

给您的话机上锁/解锁，您需要设置一个可编程按键： 话机锁。 

o 标签: 输入显示在话机主屏幕上的按键标签。 

3.16.1 给话机上锁 

 
选择话机锁可编程按键 Select the lock/unlock programmed key

Ok /  
确认您的选择 

您的话机被上锁。 

Validate your choice

Your phone is locked.

一旦手机被锁定，您只能呼叫紧急号码（最多 3 个号码，由管理员配置） 

3.16.2 给话机解锁 

 
解锁您的话机。解锁话机需要输入密码（默认密码：0000） 

Unlocking your phone

default PIN code is

3.16.3 开启或关闭自动键盘锁 

话机在空闲状态 

菜单 按菜单软键进入主菜单。 

基础设置 使用上/下和 OK 导航键选择: 基础设置。 

话机锁 使用上/下和 OK 导航键选择:  话机锁 

切换 或  
开启选项: 自动上锁启用。 

 
输入自动上锁等待时间（秒） 

 或 保持 确认您的选择 

 
结束设置 

3.17 通话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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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话过程中可用的操作 

结束 结束通话。 

保持 将一通电话保持。 

转移  转移一个电话。 

恢复 恢复通话（保持、静音）。 

新建 在第一通电话被保持时建立第二通电话。 

交换 在两路电话之间切换。 

会议 发起一个三方会议。 

结束会议 与所有与会方结束会议。 

3.18 在通话过程中发起第二通呼叫  

在通话过程中 

保持 您的第一通电话被保持 

新建 显示拨号盘及呼叫历史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输入号码 

�  
在呼叫历史中选择一位联系人 

话簿�  or 呼叫 在本地话簿中选择一位联系人 

<abc> �  or 呼

叫 
使用按名称拨号功能呼叫您的联系人 

 
选择“重拨”功能。 

3.19 在通话过程中接听第二通来电  

 在通话过程中，另一个人试图给你打电话。你会收到三声蜂鸣音。话机屏幕会显

示第二通来电信息。SIP 账户键蓝灯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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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按下收到来电的 SIP 账户按键，该按键正在闪烁。 

接听 或  请使用耳机（如果已连接），或者使用免提模式接听。 

 或 拒绝 
将电话转到您的语音信箱 

静音 铃声静音 (来电仍在继续，但是不再响铃)。 

前转 将来电转移到其他联系人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o 使用上下导航器(如有必要)，找到要呼叫的联系人。 

o 输入需要转接到的联系人的号码或姓名。 

将呼叫转移到所选联系人。 

如果第二通呼叫继续打入，您仍可以选择前转。 

3.20 取消您的第二通电话，恢复第一通  

您正在和第二个联系人交谈，第一位联系人被保持。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您或者第二通电话联系人挂机 

结束 按下下面标签下的软按键: 结束。 

恢复被保持的通话 

恢复 按下下面标签下的软按键: 恢复。您和您的第一位联系人恢复通话。 

3.21 保持通话  

在通话过程中，您希望将通话暂停，稍后在同一电话上恢复通话。 

将电话暂停: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按下保持按钮 

保持 按下有下面标签的软按键: 保持。 

恢复保持电话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按下保持按钮 

恢复 按下有下面标签的软按键: 恢复 

 
按下被定义为保持的账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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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在两通电话之间切换 

在通话过程中，第二通电话被保持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交换 按下有以下标签的软按键： 交换。 

 
按下保持按钮 

 
按下被定义为保持的账号键 

 您可以和第一位联系人通话，此时第二位联系人被保持。 

3.23 转移电话  

3.23.1 将电话转移到另一个被保持的联系人  

在通话中，第二通电话被保持。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按下转移按钮  两个联系人被接通 

转移 按下显示一下标签的软按键 转移 两个联系人被接通 

3.23.2 将您的电话转移到另一个联系人  

在通话中。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按下转移按钮  第一通电话被保持。 

转移 按下有下面标签的软按键： 转移  第一通电话被保持。 

  

新建->  

 or 呼叫 

使用拨号盘，按名称拨号，呼叫日志或话簿来呼叫新的联系人。 

联系人应答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按下转移按钮  两位联系人接通。 

转移 按下有下面标签的软按键： 转移 两位联系人接通。 

 

两路外线转移需要查看相关国家规定和服务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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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3 盲转  

您也可以立即转接您的电话，而不必等待您的联系人接听。 

正在通话中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按下转移按钮  第一通电话被保持。 

转移 按下有下面标签的软按键：转移  第一通电话被保持。 

  

新建->  

 或 呼叫 
使用拨号盘，按名称拨号，呼叫日志或话簿来呼叫新的联系人。 

盲转 在您的联系人应答之前，选择盲转  两位联系人被接通 

两路外线转移需要查看相关国家规定和服务器配置。 

3.24 三方会议  

在通话中，第二个电话被保持。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按下会议按钮  您正在会议模式 

会议 使用有下面标签的软按键： 会议  您已在会议模式 

3.24.1 结束会议  

您正在会议模式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按下挂机键  会议结束。 

结束 按下有下面标签的软按键： 结束  会议结束。 

 

3.24.2 会议结束后，让其余两位人员交流  

您正在会议模式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按下转移按钮  其余两位人员正在通话。 

转移 按下有以下标签的软按键：转移  其余两位人员仍在通话。 

3.25 五方通话 

此功能仅适用于以下设备:M7 桌面电话、M5 桌面电话,M3 桌面电话需要 2.10.16.1234 以后的软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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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正在进行三方电话会议。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按下保持按键 

保持 按下显示以下标签的软按键：保持 

 

新建->  

 或呼叫 

使用拨号盘，按名称拨号，呼叫日志或话簿来呼叫新的参与者 

您正在和新的参与者交谈 

加入 新的参与者正在参加电话会议。 

当与会者达到的最大值后，您将无法创建新的呼叫来添加新的与会者。 

3.25.1 结束会议  

您正在会议模式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按下挂机键  会议结束。 

结束会议 按下有下面标签的软按键 结束  会议结束。 

如果您是参与者(您没有发起会议呼叫)，您可以通过按挂机键退出会议。 

3.26 隐藏您的号码 

拨打电话时您可以选择隐藏您的号码. 

 话机在空闲状态 

菜单 按菜单软键进入主菜单 

功能 使用上/下和 OK 导航键选择: 功能. 

匿名 使用上/下和 OK 导航键选择: 匿名 

 
选择需要隐藏的 SIP 账号. 

切换或 r  
启用 匿名选项. 

 or 保存 确认您的选择 

 
结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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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拒接匿名电话 

话机在空闲状态 

菜单 按菜单软键进入主菜单 

功能 使用上/下和 OK 导航键选择: 功能. 

拒接匿名 使用上/下和 OK 导航键选择:拒接匿名 

 
选择相应的 SIP 账号. 

切换或  
启用:拒接匿名. 

 或 保存 确认您的选择 

 
结束设置 

3.28 免扰（DND）  

您可以将您的话机设置为无法打扰模式，无法呼入电话.  

话机在空闲状态 

菜单 按菜单软键进入主菜单 

功能 使用上/下和 OK 导航键选择: 功能. 

免扰 使用上/下和 OK 导航键选择: 免扰. 

切换或  
启用免扰. 

 或 保存 确认您的选择 

 
结束设置 

 

按照同样的流程可以关闭免扰状态，您也可以为免扰在主界面上设置一个独立的可编程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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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呼叫转移 

当您不在电话旁或已经在通话中，您所有的电话可以被转移到一个预定的号码，您也可以设定一个可编程

键启用呼叫转移功能. 

话机在空闲状态 

菜单 按菜单软键进入主菜单。 

功能 使用上/下和 OK 导航键选择: 功能. 

呼叫转移 使用上/下和 OK 导航键选择: 呼叫转移. 

选择呼叫转移类型 

立即转移 您所有的呼叫被立即转移到预定的号码。 

遇忙转移 您所有的呼叫被转移到预定的号码如果您在忙线中。 

无应答转移 您所有的呼叫被转移到预定的号码如果您无法应答。 

  

切换或  
启用呼叫转移. 

转移 输入号码. 

 或 保存 确认您的选择 

 
结束设置 

3.30 取消呼叫转移 

 

 

话机在空闲状态 

菜单 按菜单软键进入主菜单。 

功能 使用上/下和 OK 导航键选择: 功能. 

呼叫转移 使用上/下和 OK 导航键选择: 呼叫转移. 

选择取消呼叫转移类型 

立即转移 您所有的呼叫被立即转移到预定的号码。 

遇忙转移 您所有的呼叫被转移到预定的号码如果您在忙线中。 

无应答转移 您所有的呼叫被转移到预定的号码如果您无法应答。 

  

切换或  
关闭转移. 

 or 保存 确认您的选择 

 
结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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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语音信息  

该功能依赖于交换机上的配置，如有需要请联系您的系统管理员.  

信息键闪动时表示您由未接来电或者新的语音信息. 

 
按信息键，未接来电和信息数会被显示在屏幕上. 

X 条新消息 使用上下键选择，按 OK 键读取语音信箱. 

 
新信息数目会显示账号显示，选择相应的账号. 

 or 进入  拨打您的语音信箱，按语音提示读取服务器上的语音信息. 

您可以使用菜单进入语音信箱: 菜单 � 语音邮件 � 查看语音信息. 

3.32 定义热线号码 

如果配置聊热线号码，当您拿起听筒，按下免提键，货按下耳机键盘并拨出的时候，热线号码会立即拨出

或按设置的要求延迟几秒拨出 

按如下要求配置热线:  

话机在空闲状态 

菜单 按菜单软键进入主菜单。 

功能 使用上/下和 OK 导航键选择: 功能. 

热线 使用上/下和 OK 导航键选择: 热线. 

号码 输入热线号码. 

延迟 输入延迟拨打热线号码的秒数，如果不设置的话，热线号码会被立即拨出。 

切换或  
启用热线功能 

 or 保存 确认您的选择 

 
结束设置 

按相同的步骤关闭热线功能，改功能也可通过网页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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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您的桌面电话做更多的事 

您的桌面电话旨在随其环境而演化。它能做的不仅仅是让人员之间建立沟通渠道，或者让您与您的联系

人、企业保持联系。 

本章介绍电话的一些使用场景。 

4.1 将桌面电话用作计算机的 USB 音频转接 

您的电话可用作个人计算机 （PC） 的外部音频播放/录制设备。您可以使用桌面电话的免提模式来接入应

用程序，如 Rainbow，电脑版 OpenTouch Conversation，Skype 等。或者您可以简单地聆听具有出色音

频性能的音乐。 

 

  

4.1.1 安装 

4.1.1.1 准备 

在将桌面话机用作计算机的 USB 音频转接之前，请确保您的计算机满足最低硬件和软件要求： 

下表仅供参考，并非合同规定。 如有需要，请与您的管理员联系。 

• 支持的操作系统如下： 

Windows Mac OS X Linux 

7 (32-bit 或 64 bit) 

8 (32-bit 或 64 bit) 

8.1 (32-bit 或 64 bit) 

10 (32-bit 或 64 bit) 

10.9 (Maverick) 

10.10 (Yosemite) 

10.11 (El Capitan) 

10.12 (Sierra),  

10.13 (High Sierra),  

10.14 (Mojave),  

10.15 (Catalina) 

与绝大部分 Linux 版本兼容. 

• USB 接口：我们建议使用 USB 3.0 端口（USB 2.0 或 1.0 端口会降低性能）。 

• 我们建议使用最新版本的音频应用程序或 Web 浏览器。 

4.1.1.2 将您的电脑与话机连接 

您可以使用话机的 USB-A 或 USB-C 端口连接 PC。 随机未提供独立的 USB 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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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您的话机配置为音频转接模式 

话机处于空闲状态 

菜单 按菜单键进入主菜单 

基础设置 Use up-down and 'ok' navigation keys to select: 基础设置。 

USB 使用上、下和“ok”导航键选择:USB。 

 
选择您用来连接电脑的 USB 端口(USB- A, USB- C)。 

切换 或  
选择模式：Audio Hub。 

 或 保存 确认你的选择，重启生效。 

 
完成设置。 

• 创建可编程按键： 音频转接 (参考章节: 可编程键). 

这个可编程键允许你控制电话上的音频(暂停，播放)。 

• 用 USB 线(未提供)将电脑连接到话机的 USB- A 或 USB- C 端口。话机会被识别为电脑上的一个声

音设备(例如 Windows 的“回声消除扬声器”)。可编程键的图标: . 

4.1.1.3  设置 Windows 的默认音频设备 

在大多数情况下，当连接到计算机后，您的电话默认可以使用。但是，有时需要手动配置播放和录制的默

认设备。这项配置依赖于连接的计算机的操作系统。请查阅计算机操作系统的用户手册。 

4.1.1.3.1 Windows 

• 从 Windows 控制面板或 Windows 通知区域的声音图标进入声音控制面板。 

 

• 在“播放”选项卡中，选择您的话机作为默认设备. 

 

 

 

 

 

 

 

 

• 在“录音”选项卡中：如果您需要使用话机的免提模式来对接

Rainbow，PC 版 OpenTouch Conversation 等会话软件，选择您的

话机作为默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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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活/关闭声音 

 

当你把你的电话设置为默认的音频设备后，所有来自你电脑

的声音都可以在你的电话上播放，比如通知。 

1. 激活/关闭声音。 

2. 应用 

详情请查阅计算机操作系统的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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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2 Mac OS 10.9 及以上系统 

• 打开系统偏好 -> 声音. 

• 在输出和输入选项卡中选择您的桌面电话: 

  

4.1.2 将电话用作音频转接 

当音频开始在电脑上播放时，它也会在电脑上播放。 

音频转接可编程键可以让您控制播放: 

 
电话正在播放音频 

通过按可编程键暂停音频播放。 

 通过按可编程键播放/恢复音频。 

音量可以在话机上通过音量键或者通过电脑进行调节。 

您可以使用电话的免提模式接入应用程序，例如：Rainbow，OpenTouch Conversation 等等.  

当您收到来电或在电话上执行与音频转接无关的任何其他操作时，音频将暂停播放。您可以随时通过按音

频转接的可编程键恢复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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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将话机配置为远程工作模式 

您的 IP 话机可以通过一个安全连接（加密）开始远程工作（VPN）。 虚拟专用网（VPN）技术，允许设

备创建与服务器的隧道连接，并成为企业网络（VPN 服务器的网络）的一部分。 VPN 隧道通过具有 TLS

身份验证，凭据和证书的 OpenVPN 协议进行保护。 

要建立 VPN 连接，请确保您具有来自主机提供商以下连接信息： 

• 连接设置: 服务器地址, 端口和协议. 

• CA 根证书文件 (.crt). 

• 客户端认证文件 (.crt). 

• 客户端密钥文件 (.key). 

 

VPN 连接设置，开启和关闭必须从 Web 管理端进行。 

• 打开话机 Web 关键界面 

当话机连接到网络时，您的管理员可以通过 Web 浏览器输入您话机的 IP 地址来访问 Web 管理页

面。需要输入该电话的管理员密码。 

  
• 在选项卡中，选择 VPN 菜单(OpenVPN)。 

• 输入所需信息(VPN 服务器地址、端口和协议)。 

• 上传安全文件:选择一个文件，并为每个文件选择上传按钮(CA 根认证、客户端认证、客户端密钥

文件) 

• 开启 VPN. 

• 提交 

• 话机重启 

 

该连接将在每次系统重启时建立，直到您手动禁用 VPN。 

禁用 VPN: 

• 打开 Web 管理页面 

• 选择 VPN 菜单 (OpenVPN). 

• 禁用 VPN 

•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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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机重启. 

4.3 给话机连接 Wi-Fi 

在远程工作的情况下(VPN)，可以将您的话机连接到您公司或家中的无线网络。您需要将 USB 无线网卡插

入您话机的 USB-A 接口:要了解支持的 USB 无线网卡型号，请参阅阿尔卡特朗讯企业官网或联系您的管理

员。该无线网卡可以使用 2.4Ghz 和 5Ghz 频段，但我们建议使用 5Ghz Wi-Fi 网络，以确保最好的音频质

量。话机会优先连接信号最好的无线网络。当您连接到 Wi-Fi 接入点时，状态栏会显示一个特定的图标：

。 

4.3.1 配置无线网络 

您可以手动配置您的话机，将其连接到选定的 Wi-Fi 接入点(SSID)。当您将话机连接到个人 Wi-Fi 网络进

行远程工作或检查手机的 Wi-Fi 配置时，请阅读此章节。在开始配置，您需要知道 Wi-Fi 接入点的名称和

网络安全密钥(密码)。 

将 Wi-Fi 适配器插入话机的 USB-A 端口。 

启动话机(由 PoE 或适配器供电)。 

话机呼吁空闲状态 

菜单 按菜单按键进入主菜单。 

高级设置 使用上/下或“OK”导航键选择: Advanced Setting. 

需要输入该话机的管理员密码。 

确认。 

Wi-Fi 所有扫描出的 SSID 都是根据信号强度进行排列(显示可用的网络可能需要几秒

钟)。 

使用上下导航键滚动页面 

：该图标显示在 SSID 名称的左边，代表了信号的强度：格数越多，信号越

好。在连接过程中，SSID 名称的右边也会出现该这个图标来表示正在连接。 

：此图标表示当前连接的 SSID。 

：此图标表示话机上已保存的图标 

 或详情 显示相应无线网络的所有信息，如 SSID、加密方式、信道、信号强度等。 

连接 将话机连接到选定的无线网络。 

 
如果无线网络还没有被保存，请按要求输入网络安全密钥(密码)。你可以使用键

盘键在数字键盘和字母键盘之间切换 

：在连接过程中，会显示该图标 (1~4 格). 

 如果连接成功，话机会显示一个弹窗。 

当您连接到 Wi-Fi 接入点时，状态栏会显示一个特定的图标: . 已连接过的

SSID 和密码会被自动保存。 

 

如果需要切回有线网络连接，需要拔掉 USB 无线网络适配器，并连接网线，重启话机。 

4.3.2 管理无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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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管理允许您管理话机上已保存的所有无线网络配置。话机将自动连接已保存的可用无线网络。如果

有多个网络，话机将选择信号最强的无线网络。 

4.3.2.1 打开 Wi-Fi 管理 

电话在空闲状态 

菜单 按菜单按键进入主菜单。 

高级设置 使用上/下和“OK”导航键选择： Advanced Setting. 

需要输入话机的管理员密码。 

确认。 

Wi-Fi� Wi-Fi 管理 使用上/下和“OK”导航键选择： Wi-Fi Manager. 

4.3.2.2 新增无线网络 

打开 Wi-Fi 管理. 

添加 输入该无线网络的 SSID、安全模式、加密模式和密码。 

使用键盘键在数字键盘和字母键盘之间切换。 

保存 保存该无线网络 

4.3.2.3 修改已保存的无线网络 

打开 Wi-Fi 管理 

 
使用上下导航键选择已保存的无线网络进行编辑。 

 或 编辑 
修改该无线网络的 SSID、安全模式、加密模式和密码。 

使用键盘键在数字键盘和字母键盘之间切换。 

保存 保存该无线网络。 

4.3.2.4 删除已保存的无线网络 

打开 Wi-Fi 管理 

 
使用上下导航键选择要删除的无线网络。 

删除 删除所选的无线网络 

4.4 桌面共享 

该功能需要您的服务器支持。在使用这项服务之前，请与您的管理员联系。 

此功能允许您使用自己的电话号码登录使用公司内任何兼容的 SIP 话机。当您的帐户在话机上激活后，会

检索您的所有话机配置:本地话簿，历史(需要服务器支持)。重启后，手机会恢复初始配置。  

我们建议每次只激活一个电话号码，以确保所有来电都在同一部手机上接听。 

该功能必须由话机管理员激活。 

在使用此功能之前，您必须在话机上设置一个可编程键:桌面共享。 

o 标签: 输入按键的标签, 会显示在可编程键旁边. 

4.4.1 登录到桌面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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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启动桌面共享功能时，话机上的所有用户配置将被清除。 

 选择桌面共享按键 

Ok 选择确认，所有的当前用户配置会被清除 

 
输入 SIP 账号的号码及密码 

 或 保存 
确认。 

话机会自动加载 SIP 账户配置。 

您可以用自己的账号使用该话机。 

4.4.2 登出桌面共享 

当您需要离开办公室并恢复初始状态时，必须重启该话机。 

4.5 通过 Rainbow 进行第三方呼叫控制（3PCC） 

这个特性需要系统配置支持。如果需要，请与管理员联系。 

您的话机支持通过电脑上的阿尔卡特朗讯 Rainbow 应用程序机进行第三方呼叫控制管理电话

(基本功能)： 

• 接/打电话 

• 保持/接回 

• 电话转接 

• 通过邮箱地址配置话机 （需要开启该功能） 

更多信息请访问 Rainbow 支持网站: https://www.al-enterprise.com/zh-cn/rainb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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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您的话机进行个性化设置  

5.1 调整音频功能  

本节中的功能，可以通过网页管理进行配置。 

5.1.1 选择铃声  

当话机处于待机状态时： 

菜单 按“菜单”软按键，进入主菜单。 

基础设置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基础设置。 

语音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语音。 

铃声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铃声。 

内部呼叫旋律/外部呼

叫旋律 
为内部呼叫/外部呼叫选择铃声旋律：内部呼叫旋律/外部呼叫旋律。 

 选择您的铃声旋律（共计 16 个内置铃声旋律）。 

 or 进入 确认您的选择。 

 
结束设置。 

5.1.2 调整铃声大小  

当话机处于待机状态时： 

 

 
选择您想要的话机铃声大小（共 10 级）。 

5.1.3 配置铃声  

当话机处于待机状态时： 

菜单 按“菜单”软按键，进入主菜单。 

基础设置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基础设置。 

语音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语音。 

铃声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铃声。 

振铃模式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振铃模式。 

切换 or  

• 正常振铃  

来电时正常振铃。 

• 渐进铃声  

来电时铃声渐强。 

切换 or  

启用或禁用静音模式：静音模式. 

来电时，话机不再响铃，但是 LED 指示灯会持续闪烁以提示来电。 

 or 保存 确认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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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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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配置蜂鸣模式 

当话机处于待机状态时： 

菜单 按“菜单”软按键，进入主菜单。 

基础设置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基础设置。 

语音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语音。 

铃声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铃声。 

蜂鸣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蜂鸣。 

切换 or  

• 0 蜂鸣 

来电时正常响铃。 

• 1 蜂鸣 

来电时，先蜂鸣一声，之后正常响铃。 

• 3 蜂鸣 

来电时，先蜂鸣三声，之后正常响铃。 

 or 保存 确认您的选择。 

 
结束设置。 

5.1.5 座席模式 

您的话机支持座席模式。座席模式中，允许管理员将您的话机切换至免提响铃、耳机响铃或亮着同事响

铃。这个功能可以在网页管理中进行配置。更多相关信息，请与话机管理员联系。 

5.2 选择语言  

当话机处于待机状态时： 

菜单 按“菜单”软按键，进入主菜单。 

基础设置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基础设置。 

语言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语言。 

 
选择您的语言。 

 or 保存 确认您的选择。 

 
结束设置。 

5.3 调整话机屏幕亮度 

当话机处于待机状态时： 

菜单 按“菜单”软按键，进入主菜单。 

基础设置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基础设置。 

显示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显示。 

背光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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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左右键来调节屏幕亮度。 

缺省亮度 调整出于活跃状态的话机屏幕亮度。 

关闭亮度 调整处于非活跃状态的话机的屏幕亮度。 

背光时间 这是话机背光时间。 

切换 or  
选择背光灯的时间。 

 or 保存 确认您的选择。 

 
结束设置。 

5.4 启用屏保并设置等待时长 

当话机处于待机状态时： 

菜单 按“菜单”软按键，进入主菜单。 

基础设置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基础设置。 

显示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显示。 

屏幕保护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屏幕保护。 

屏幕保护 启用屏保并设置等待时长（使用左右键）。 

等待时间 输入屏保启动的等待时间。 

 or 保存 确认您的选择。 

 
结束设置。 

5.5 设置语音邮箱号码 

当话机处于待机状态时： 

菜单 按“菜单”软按键，进入主菜单。 

语音邮件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语音邮件。 

设置信箱号码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设置信箱号码。 

 
输入账号对应的语音信箱号码。 

 or 保存 确认您的选择。 

 
结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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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可编程按键 

根据话机型号的不同，您可以设置 15 或 27 个可编程按键。同时，您也可以连接一个或多个扩展模块（单

独出售），来设置并使用更多的可编程按键。 

5.6.1 新建可编程按键 

 
长按一个可编程按键。 

切换 or  

设置可编程按键的类型。 

根据可编程按键的类型，填写相关的选项。 

 or 保存 保存可编程按键的设置。 

5.6.2 删除可编程按键 

 
长按一个可编程按键。 

切换 or  
未定义。 

 or 保存 保存。 

5.6.3 支持的可编程按键类型 

• 未定义：删除可编程按键。 

• 账号：账号键。 

o 账号：选择指定的 SIP 账号。 

o 标签：输入显示在话机主页的账号键标签内容。 

• 快速呼叫：快速呼叫键 （直接拨号键）。 

o 账号：选择指定的 SIP 账号。 

o 标签：输入显示在话机主页的快速呼叫键标签内容。 

• BLF（视忙指示灯区域）：话机可以监视同一系统内的特定的账号是否繁忙。你也可以使用 BLF

键直接发起呼叫或进行接听。 

o 账号：选择指定的 SIP 账号。 

o 标签：输入显示在话机主页的 BLF 键标签内容。 

o 值：想要监听的账号的号码。 

o 分机：想要监听的分机的号码列表。 

• BLF 列表：想要监听的分机的号码列表。该列表由话机管理员通过网络设置页面配置或通过配置文

件配置。 

o 标签：输入显示在话机主页的 BLF 列表键标签内容。 

• 保持：暂停当前通话。 

o 标签：输入显示在话机主页的保持键标签内容。 

• 转移：转移当前通话。 

o 标签：输入显示在话机主页的转移键标签内容。 

• 会议：会议通话功能。 

o 标签：输入显示在话机主页的会议键标签内容。 

• 重拨：重拨最后呼入的号码。 

o 标签：输入显示在话机主页的重拨键标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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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扰：免打扰功能。 

o 标签：输入显示在话机主页的免扰键标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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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簿：打开本地话簿。 

o 标签：输入显示在话机主页的话簿键标签内容。 

• 前转：将通话转移至另一号码。 

o 标签：输入显示在话机主页的前转键标签内容。 

o 值：想要将通话转移到的号码。 

• 语音邮件：连接语音信箱获取语音邮件。 

o 账号：选择指定的 SIP 账号。 

o 标签：输入显示在话机主页的语音邮件键标签内容。 

o 值：输入语音信箱的前缀码。 

• 桌面共享：桌面共享功能。 

o 标签：输入显示在话机主页的桌面共享键标签内容。 

• 前缀：开始拨号时，输入预定义的前缀号码。 

o 账号：选择指定的 SIP 账号。 

o 标签：输入显示在话机主页的前缀键标签内容。 

o 值：前缀码。 

• DTMF：在通话中发送指定的 DTMF 信号。 

o 标签：输入显示在话机主页的 DTMF 键标签内容。 

o 值：DTMF 编码。 

• 一键代接：通话代接。 

o 账号：选择指定的 SIP 账号。 

o 标签：输入显示在话机主页的一键代接键标签内容。 

o 值：输入代接码及分机号。 

• 组内代接：组内代接。 

o 账号：选择指定的 SIP 账号。 

o 标签：输入显示在话机主页的组内代接键标签内容。 

o 值：输入组内代接码及分机号 

• 耳机：激活/停用耳机模式。 

o 标签：输入显示在话机主页的耳机键标签内容。 

• 群组监听：激活/停用群组监听模式。 

o 标签：输入显示在话机主页的群组监听键标签内容。 

• 对讲机：向自动接听通话的联系人发起呼叫。  

o 账号：选择指定的 SIP 账号。 

o 标签：输入显示在话机主页的对讲机键键标签内容。 

o 值：输入需要呼叫的号码。 

• 音频转接：将您的话机作为音频转接器，与电脑进行连接 

o 标签：输入显示在话机主页的音频转接键标签内容。 

• XML 浏览：显示 XML 界面。 

o 标签：输入显示在话机主页的 XML 浏览键标签内容。 

o 值：输入 XML 页面的 URL。 

• 话机锁：锁定/解锁话机。 

o 标签：输入显示在话机主页的话机锁键标签内容。 

可编程按键，也可以由话机管理员通过网络设置页面配置或通过配置文件配置。 

按键 LED 指示灯的状态，可能因话机配置的不同而不同。 

更多相关信息，请与话机管理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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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通话代接  

在具有相关权限的前提下，您可以使用自己的账号，为指定账号代接无人接听的呼叫。 

服务器可以通过相关设置来拒绝某些号码的代接功能。 

在使用此功能前，你必须在主页上设置一键代接或组内代接可编程按键。 

• 如果响铃的电话在您的代接群组中，您可以使用组内代接键来代接来电。 

• 如果响铃的电话在您的代接群组中，您可以使用一键代接键来代接来电。 

5.8 连接 USB 配件（耳机、扬声器、音响） 

• 使用 USB 将配件与话机进行连接。 

• 当您的配件接入话机的 USB 接口时，话机可以自动检测当前已连接的 USB 配件。如果新接入的

USB 配件与已连接的配件功能相同（比如 USB 耳机与 3.5mm 耳机），话机会弹窗提示您在不同

设备间进行选择。 

如果您使用的是扬声器设备，请进行如下配置： 

当话机处于待机状态时： 

菜单 按“菜单”软按键，进入主菜单。 

基础设置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基础设置。 

语音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语音。 

外部设备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外部设备。 

切换 or  
启用外接的扬声器。 

 or 保存 确认您的选择。 

 

如果您希望耳机只有在来电时响铃，您必须启用耳机模式。 

5.9 耳机模式 

您可以在话机上使用耳机。如果您希望耳机只有在来电时响铃，您必须启用耳机模式。 

在使用此功能前，你必须在主页上设置一个耳机可编程按键。  

当话机处于待机状态时： 

将耳机与话机进行连接。 

  
按耳机键。 

该图标会在话机屏幕上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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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设置时间及日期格式 

当话机处于待机状态时： 

菜单 按“菜单”软按键，进入主菜单。 

基础设置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基础设置。 

时间和日期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时间和日期。 

切换 or  
日期：选择日期格式。 

切换 or  
时间：选择时间格式。 

 or 保存 确认您的选择。 

 
结束设置。 

5.11 管理蓝牙®设备（M7） 

该功能仅适用于支持蓝牙®功能的话机。若话机不支持蓝牙®功能，相关菜单将不显示或处于无法点击的

状态。 

您可以将蓝牙®设备，如耳机、手柄等，与您的话机进行配对并使用。 

5.11.1 连接蓝牙®设备  

在执行连接配对操作前，话机必须出于可被扫描到的模式。更多信息，请查阅您的蓝牙®设备相关用户文

档。 

当话机处于待机状态时： 

菜单 按“菜单”软按键，进入主菜单。 

基础设置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基础设置。 

蓝牙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蓝牙。 

扫描 

按扫描键。 

开始扫描。 

搜索蓝牙®设备，等待显示所有已扫描到的设备类型和地址。 

连接 按连接键连接指定的设备。 

 
在必要时，可输入设备的 PIN 码 

该图标会在话机屏幕上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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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已连接设备列表 

当话机处于待机状态时： 

菜单 按“菜单”软按键，进入主菜单。 

基础设置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基础设置。 

蓝牙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蓝牙。 

匹配蓝牙设备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匹配蓝牙设备。 

所有已配对的蓝牙设备都会被列出。 

 
选择一个设备 

 or 更多�详情 显示已选择的设备的详细信息（姓名，MAC 地址等）。 

5.11.3 移除某个蓝牙®设备 （耳机、手柄等） 

当话机处于待机状态时： 

菜单 按“菜单”软按键，进入主菜单。 

基础设置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基础设置。 

蓝牙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蓝牙。 

匹配蓝牙设备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匹配蓝牙设备。 

所有已配对的蓝牙设备都会被列出。 

 
选择一个设备 

删除 移除已选择的设备。 

5.11.4 移除所有的蓝牙®设备 

当话机处于待机状态时： 

菜单 按“菜单”软按键，进入主菜单。 

基础设置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基础设置。 

蓝牙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蓝牙。 

匹配蓝牙设备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匹配蓝牙设备。 

所有已配对的蓝牙设备都会被列出。 

更多�全删 删除所有已配对的设备。请注意：该操作无需二次确认。 

5.11.5 编辑话机名称  

当话机处于待机状态时： 

菜单 按“菜单”软按键，进入主菜单。 

基础设置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基础设置。 

蓝牙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蓝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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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我的设备信息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编辑我的设备信息。 

显示您的话机的 MAC 地址及名称。您可以对话机名称进行修改。 

 or 保存 确认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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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联系您的管理员（技术支持） 

在必要时，您可以 联系您的话机管理员。 

在联系管理员之前，请提前确认话机相关代码及软件版本信息。 

6.1 技术代码/日期代码 

代码位于话机背部。下图所示的标签仅为示例，不代表您的话机的真实情况。 

 

 
技术代码 

 
日期代码 

 

 

 
 

6.2 软件版本/显示网络设置（IP 地址） 

软件版本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查看： 

当话机处于待机状态时：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菜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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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访问管理员设置  

6.3.1 默认密码 

话机高级设置的默认密码为“000000”。 

网页管理的默认用户名为“admin”，默认密码为“000000”。 

首次使用时，必须修改默认密码。 

6.3.2 高级设置 

当话机处于待机状态时： 

菜单 按“菜单”软按键，进入主菜单。 

高级设置 使用上下键和“OK”键来选择：高级设置。 

<Abc><123> 输入管理员密码。 

 “高级设置”菜单允许管理员设置 IP 参数、证书、LDAP 服务器、DM URL（用

于获取配置文件）、SIP 账户等参数。 

通过该菜单，管理员还可以将话机恢复出厂设置。 

 

6.3.3 网页管理（WBM） 

网页管理为管理员提供了一种便捷的配置话机的方式。通过话机内置的网页管理服务，管理员可以对话机

进行管理与配置。 

当话机连接网络时，管理员可以通过浏览器输入话机的 IP 地址来访问话机的网页管理服务。  

  

通过网页管理，话机管理员可以配置话机的所有 SIP 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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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机管理员也可以定义话机主页上显示的三个动态变成键 

  

话机的所有配置项，都可以通过网页进行配置或管理。 

• 音频（铃声、拨号音、听力辅助……） 

• 背光、屏保、自动上锁 

• 日期格式、时间格式 

• 通话转移、免打扰 

• 热线号码 

• 对讲 

• 可编程按键 

• 网络配置（DM、DNS、以太网、IP 参数、LDAP……） 

• VPN 配置 VPN configura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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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配件  

 阿尔卡特朗讯支持的配件能顺利配合同我们的客户端（硬电话、软电话）工作。本文档中介绍的附件列表

没有合同约束力，可以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7.1 配件列表 

7.1.1 USB 耳机 

您可以连接一个 USB 耳机到 M3/M5/M7 上处理相关的电话事务.不在列表中的耳机不能确保正确工作，请

谨慎使用. 如想了解更多 USB 耳机信息，请联系您的管理员或阿尔卡特朗讯相关销售服务人员.如下耳机

经过严格测试，可以同 M 系列话机完美兼容: 

  USB 耳机 

Plantronics C325-1 

Jabra PRO 930 Duo: v2.29.0 (Value Pack1) 

Jabra BIZ 2300 Duo: v2.6.0 (Value Pack 1, Service Pack 

2) 

Jabra Evolve 75e v2.23.0 with Jabra Link 370 

Jabra Evolve 65 v2.37.0 with Jabra Link 370 

Plantronics HW510/520N with DA 45/80: v90 

  BT 耳机 

Plantronics Voyager Legend: v109 

Jabra Evolve 65 v2.37.0 

Jabra Evolve 75e v2.23.0 

 

7.1.2 扩展模块 

• EM20 扩展模块. 

• EM200 智能扩展模块. 

7.1.3 会议模块  

• 阿尔卡特朗讯 EGO 便携式会议模块. 

• 阿尔卡特朗讯 8135s 紧凑型会议电话. 

7.1.4 USB WIFI 扩展模块 

  M 系列话机目前支持 Tenda U3/U9 无线外接模块，如想了解更多话机无线外接模块信息，请联系您的管

理员或阿尔卡特朗讯相关销售服务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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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扩展模块  

 

M 系列话机通过扩展模块扩展了话机的功能: 

• EM200 扩展模块支持多达 200 个模拟按键（带 LED ），5 寸彩色显示屏. 

• EM200 扩展模块支持多达 200 个模拟按键（带 LED ），可替换纸质标签. 

EM200 EM20 

 

 

 
5“，LCD 屏幕. 

 
虚拟页导航键 

 
纸质标签. 

 

Connector to connect the device to the 

desk phone or already connected add-on 

(USB-A). 

 
可编程按键 

 

USB TYPE A 接口，该接口可用于:  

• 连接 USB 耳机. 

• 连接级联的扩展模块. 

• 连接外接 WIFI 扩展模块*. 

*如想了解更多话机无线外接模块信息，请联系您的管理员或阿尔卡特朗讯相关销售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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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连接扩展模块和话机 

 

 
1- 将扩展模块 USB 接口插入话机右侧 USB 的接口槽中. 

2- 使用预先提供的螺钉将 EM20/EM200 固定到话机后壳上，同时连接上扩展模块的脚架. 

3- 如果话机本体是由连接的外接电源的供电的话，扩展模块 EM20/EM200 可以由话机 USB A 口提

供电源. 

如果您的话机是由 POE 供电，我们推荐为 EM200 连接外接电源（DC 5V/2A）)供电. 

4- 重新启动您的桌面话机 (插拔外接电源街头，如果使用外接电源的话，或者插拔 POE 网线). 

7.2.2 级连多个扩展模块 

3 个相同的扩展模块是可以级联在一起，但是 EM20/EM200 是不可以混连在一起级联的.  

EM20/EM200 页支持连接一个外部电源适配器（DC 5V/2A output ,需要单独购买）. 

如果话机是由 POE 供电: 

• 不建议连接 EM20/EM200 到话机 

• 您可以级接三个 EM20/EM200 到话机，其中一个 EM20/EM200 需要连接外接电源适配器. 

如果话机是由外接电源 供电: 

• 您可以连接 3 个 EM20 而且不需要外接电源适配器 

• 您可以连接 2 个 EM200 而且不需要外接电源适配器 

• 您可以连接 3 个 EM200，其中一个 EM200 必须要连外部电源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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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更换 EM20 纸质标签  

 

• 去掉防护盖 (1): 插入一个细物（类似您指甲盖）在凹槽处 (a)把防护盖抬起，轻轻滑动，当心不要

刮坏上盖. 

轻轻滑动防护盖，小心经过另外 2 个凹槽 (c, d)，就可将防护盖完全抽出. 

• 抽出纸质标签. 

• 替换纸质标签和防护盖 (2): 

上盖纸质标签必须要正确放置，在第一个凹槽(a)处插入纸质标签,接着在 b,c,d 处滑动纸张. 如果有

必要的话，您可以轻按凹槽以帮助滑动. 

• 将保护盖用同样方法放回原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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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配置扩展模块按键  

扩展模块 EM20 和 EM200 上的可编程按键功能同话机上可编程按键功能一致，配置方法 页一样，按 5.6

章节所描述配置方法可以配置扩展模块相关的按键，所有的配置过程都显示在话机的屏幕上。 

 

7.3 EGO 便携式会议模块 

EGO 便携式会议模块提供了基于 OmniSound® 技术的高质量语音通话，EGO 装配有一块 1000 毫安的锂

电池，可以支持长达 12 个小时的会议和通话. 如果想了解 EGO 更多的使用情况，请至阿尔卡特朗讯网站

下载用户手册货咨询相关阿尔卡特朗讯销售服务人员. 

  

 

      

7.3.1 使用 USB 连接 EGO 和 话机 

• 将 EGO 自带的 USB 线接入话机的 USB A 口，话机会辨识 EGO，选择外部设备，EGO 就会被作

为外接喇叭模块  

• 设置好后，就可使用. 

                                        

7.3.2 使用蓝牙连接 EGO 和 话机 

•  启动 EGO 

• 按蓝牙按钮 2 秒，让 EGO 进入蓝牙可检测模式. 

• 在话机蓝牙设备列表中选择 Ego 匹配 

 话机在待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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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 按菜单进入主菜单选项 

基础设置 使用上下键和 OK 键选择基础设置. 

蓝牙 使用上下键和 OK 键选择蓝牙. 

匹配蓝牙设备 使用上下键和 OK 键选择相关蓝牙设备. 

扫描 
按软键扫描开始蓝牙设备. 

选择相应的设备: “Ego” 

连接 连接到指定的设备. 

• 如果 EGO 成功的匹配.  图标会显示在 EGO 的屏幕上，EGO 会被当做话机的一个蓝牙耳机. 话

机状态栏会显示蓝牙图标 ,按下耳机图标 ，声音会从 EGO 里面出来. 

 

7.3.3 使用 8135s 紧凑型会议电话 

您可以使用 7.3.1/7.3.2 描述的同样方发来连接 8135 上到 M3/M5/M7 话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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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挂壁件 

如果要将话机挂在墙上，您需要先安装一个标准的壁板（在市场上能轻易的找到）.按照壁板制造商所提供

的安装指南把壁板安装在墙壁上.当壁板固定好后，您可以准备好您的话机并把它挂在壁板上.挂壁件是单

独售卖的产品(请参考订购信息章节获得相应订购信息). 

 用两颗自带的 M3 x8mm 的螺钉将挂壁件

固定在话机的后壳上. 

 
 

 把装配好的话机连同挂壁件一起挂到壁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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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基本技术规格 

 M7 桌面话机 M5 桌面话机 M3 桌面话机 

宽 207 毫米 207 毫米 207 毫米 

长 183 毫米 183 毫米 183 毫米 

重 810 克 800 克 806 克 

脚架支撑角度 40° / 55° 40° / 55° 40° / 55° 

颜色 灰色 灰色 灰色 

显示屏 
3.5 寸彩色屏幕, 320 x 

240 像素分辨率 

2.5 寸彩色屏幕, 320 x 

240 像素分辨率 

2.8 寸黑白带背光屏幕, 

128 x 64 像素分辨率 

以太网供电(IEEE 802.3af) Class 2 Class 2 Class 2 

工作温度 -5°C - +45°C  -5°C - +45°C  -5°C - +4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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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订购信息 

M7 桌面话机 3MK27003AA 

M5 桌面话机 3MK27002AA 

M3 桌面话机 3MK27001AA 

EM20 扩展模块 3MK27006AA 

EM200 智能扩展模块 3MK27007AA 

  

  

  

挂壁件 3MK27008AA 

USB-C 外接电源(100–240 V AC/5 V DC) (美规) 3MK08005US 

USB-C 外接电源 (100–240 V AC/5 V DC) (欧规) 3MK08005EU 

USB-C 外接电源 (100–240 V AC/5 V DC) (其他) 3MK08005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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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担保和条款 

10.1 安全说明 

• 未经合规负责方明确批准的设备变更或修改，用户将无权操作该设备 

• 请在您的心脏起搏器或植入式除颤器与含磁铁元件的手柄之间保持至少4厘米的安全距离。 

• 为了限制干扰风险，装有心脏起搏器的人必须将无线电话远离他们的设备（15厘米以上的距离）。 

• 议在人身安全此键的地区（医院...）使用该设备前遵循标准的验收程序。 

• 此话机包括磁性元件，可能会吸引尖锐的金属物体。为了防止受伤，每次使用前，请确保尖锐金属

物体不会粘在听筒和话筒上. 

• 避免在雷雨期间使用电话（无绳电话除外）。 可能会有电击危险 

• 请勿在有爆炸危险的环境中使用该设备。 

• 请不要将手机插入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连接或插入普通的公共交换电话网（PSTN）连接。这

可能会导致手机严重损坏。 

• 不要让电话机遇水。 

• 使用湿的软布清洁电话机。不要使用溶剂（如三氯乙烯、丙酮等）擦洗电话机，因为它们会损坏电

话机的塑料部件。 不要使用喷雾式清洁剂。 

• M3/M5/M7 DeskPhone: 本产品适合通过以太网 (LAN) 端口或通过 DC-in 接口, 由认可为'LPS'（有

限功率电源）的认证直插式电源装置供电, 依据 CSA/UL/IEC 60950-1 标准,额定电压 5V DC, 电流

最低 2A。允许的电源：WB-10N05 – Asian Power Devices Inc。 

• EM200/EM20 Expansion Module: 本产品专门通过 M3/M5/M7 的 USB-C 端口、或通过 USB-C 

DC 输入，由认证为 LPS（限定功率电源）的认证电源单元进行供电，电源单元符合 

IEC/EN/UL/CSA 62368-1 和额定 5V DC，最小 2 A。 允许的电源供应为型号系列： WB-10N05 – 

Asian Power Devices Inc。 

• 如果您已连接到POE连接，请不要使用外接电源。 

• PoE（以太网供电）设备提供或接收电源，它们的连接线必须是完全的室内线 

• RJ-45插孔不用来连接电话线。 

• M7 提供蓝牙（Bluetooth®）设备的蓝牙（Bluetooth®）无线电接口，频率范围为 

2402-2480 Mhz，辐射功率 5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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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符合监管要求声明 

欧洲 

该设备符合: 2014/53/EU (RED), 2014/30/EU (EMC), 2014/35/EU (LVD), 2009/125/EC 

(ErP), 2011/65/EU (RoHS), 2015/863 (EU)。 

符合性声明可以从下面获得： ALE International 32 avenue Kléber – 92700 

Colombes, France - ebg_global_supportcenter@al-enterprise.com 

加利福尼亚州 - 警告: 本产品可能会让您接触化学物质, 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已知可能会 

致癌的三氧化二锑、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已知可能会导致出生缺陷或其他生殖危害的邻苯二 

甲酸二异癸酯（DIDP）。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 www.P65Warnings.ca.gov。 

射频信号辐射 

此设备符合 FCC/IC 和欧盟理事会为非受控环境规定的辐射限值。 此设备的射频能量非常 

低, 可视为符合免测试的比吸收率（SAR ）。 

使用说明 

在 -5°C 至+45°C (23°F 至 113°F)温度范围内使用该产品。 

本产品仅适用于室内环境。 此设备与助听器兼容（HAC）。 

声震保护 

话机的最大声压级别符合欧洲、美国和澳洲标准。 

指令 2003/10/EC 明确了话机工作时的内在噪音风险 

铃声也是日常噪音的一部分；设置为最高音量时, 距离话机 60 cm 的音量在 105 dBA。 

为降低噪音水平, 我们建议您： - 调低音量设置（共 9 个音量级别, 每个之间相差 5 dB） 

- 将响铃方式设置为音量渐强。 

隐私 

使用蓝牙 (Bluetooth®) 设备时无法保证通信隐私。 

处置 

该设备必须送到电子设备废弃物处理回收点。 

相关文档 

本安全和法规说明及用户文档的其他语言版本在以下网站中提供: 

https://www.al-enterprise.com/products。 

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的公司名称和徽标为 ALE 公司授权使用的诺基亚商标 

 

要查看 ALE 控股附属公司使用的其他商标，请访问： 

www.al-enterprise.com/en/legal/trademarks-copyright.所有其他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提供的信

息可能会更改，恕不另行通知。ALE Holding 及其任何关联公司均不对此处包含的不准确之处承担任何责

任。© Copyright 2020 ALE International, ALE USA Inc.在所有国家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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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屏幕 

 

 
访问功能、配置电话或管理电话入口。 

按下屏幕下方的菜单键来进入功能。使用上下导航键在菜单中切换并选择项目。 

 

3 个动态按键，可由管理员自定义为话机的功能。 

 

与 SIP 帐户关联的账号键(可选)。 

按下账号键，可以使用该帐户发起呼叫，或应答该帐户的来电。 

“耳机”可编程键允许您切换到耳机模式。 

 

可编程按键 

按下已编程的按键来使用已编程的功能或与联系人通话。 

长按可编程按键，进入按键配置 

 
翻页（4 页） 

使用左右导航键或“1234”编程键在页面之间切换，当前页面被突出显示 

 日期、时间和状态栏. 

 

OK 按键: 在编程或配置时可使用此案件来确认您的选择（短按）。  

左右导航键:用于从一个页面移动到另一个页面或在文本框中移动光标。 

上下导航键:用于选择列表中的选项。.  

 
返回/退出 按键: 使用此键返回上一步。 

删除 使用此键一次删除一个数字或字符。 

更多 打开更多功能。 
 

电话管理界面 

 

 

功能软键: 根据呼叫状态不同显示不同的可操作功能。按下功能软键，选择相应的功

能。  

 正在通话的 SIP 账户 

 通话显示界面 
 

Quic k guide 

功能键 

 

接听键 

显示拨号列表（长按） 

进入拨号页面，并显示最后几次拨号号码 (短按). 

 
保持/接回 

 
电话转接 

 
与联系人开始电话会议 

 

关掉铃声 

挂机 

返回主页 

 

静音键 

在通话期间，按下此键，对方无法听到您的声音。当该功能激活时，该键亮红灯。 

 

进入语音邮箱 

当您收到新的语音留言或有未接来电时，该键会红灯闪烁 

 

按下此键会在免提模式下打开拨号盘(空闲状态)。 

按此键在免提模式下(空闲状态)应答来电。当通话进行中，按下此键可从免提模式切换到耳

机或手柄模式。当激活时，该键亮蓝灯。 

如果耳机模式未激活，请以免提模式挂断。 

 
在空闲状态或在收到来电时减少音量的铃声（9 级）。在通话过程中降低听筒、扬声器或耳机

的音量（7 级）。 

 
在空闲状态或在收到来电时增加音量的铃声（9 级）。在通话过程中增加听筒、扬声器或耳机

的音量(7 个步骤)。 

图标 

屏幕顶端的状态栏会显示一些话机的特殊配置或通话状态。图标与话机的主题（皮肤）相关联. 

 

SIP 账户（空闲）。灰色或打叉的图标表示 SIP 账户未注册，（请联系管理员）。 

账号键. 

 
来电图标. 

 
通话中. 

 
呼叫保持中.  

 

字母数字键盘  

话机具有字母/数字键盘. 

abc 当您处于文本输入区域时，可通过此键切换到字母键盘. 

123 当字母键盘被激活时，可通过此键切换到数字键盘. 

输入字母。  

数字键盘键可以输入字母，您可以连续按下显示。数字是系列中的最后一个字符。连续按键可显示一些特

殊字符: 
 

 
% $ / ~ & ( ) [ ] = * 

 
@ #          

 
space - _ 1      

 
+ . , ;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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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管理 

话簿 按下此键进入联系人管理。 

添加 新建一个联系人。 

删除 删除所选择的联系人。 

更多 进入更多功能。 

呼叫 对所选择的联系人发起呼叫。 

详情 打开联系人名片。 

全删 删除所有本地联系人。 

加组 新增一个组。 

进入 显示所选择组的所有联系人。 

返回 返回主界面。 
 

联系人名片 

话簿 按下此键进入联系人管理。 

详情 打开联系人名片。 

修改联系人信息。 

返回 返回主界面。 
 

管理呼叫日志(历史记录) 

历史 进入呼叫日志。 

删除 删除所选条目。注意：没有二次确认选项。 

呼叫 呼叫所选联系人。 

更多 进入更多功能。 

或详情 打开联系人信息：姓名、号码、时间、相关 SIP 账户、呼叫时长。 

全删 删除与所选联系人相关的所有记录。 

未接 仅显示未接来电 

加联系人 添加到本地话簿，如果联系人已存在，联系人信息会被更新。 

返回 返回主界面。 
 

发起呼叫 

 
选择要进行呼叫的 SIP 帐户。显示拨号区域和最后拨号的号码列表。 

 
输入号码 

abc  
姓名呼叫 

历史 从历史发起呼叫 

话簿 从本地通讯录发起呼叫。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按下“呼叫”键。使用当前激活设备发起呼叫：手柄、耳机（如果已连接）、或

者使用免提模式。 

 
按下 OK键开始呼叫。使用当前激活设备发起呼叫：手柄、耳机（如果已连

接）、或者使用免提模式。 

呼叫 l 按下呼叫按键开始呼叫。使用当前激活设备发起呼叫：手柄、耳机（如果已连

接）、或者使用免提模式。 

# 或 * 如果在设置中已定于，您可以使用这些按钮发起呼叫 （菜单� 功能� 送号键） 
 

 

 

 

Receiving a call  

 

拿起手柄接听电话 

 
使用耳机接电话。如果您的耳机没有摘/挂机键，使用话机上的按键来控制 ( ). 

 
按下扬声器/免提键，可以在免提模式下通话 

 
按下正在闪烁的与 SIP 账户关联的账号键 

接听 或  使用耳机接听，或在免提模式下接听。 

 或 挂断 
把电话转到你的语音信箱。 

前转 将电话转给另一个联系人 
 

通话中  

结束 结束通话 

保持 呼叫保持 

转移  呼叫转移 

恢复 接回一通电话（保持、寄存） 

新建 在通话过程中新建第二通电话 

交换 在两路电话中切换 

会议 建立三方会议 

结束会议 与所有与会方结束会议 

 
 对当前参与者静音/结束静音 

 

设置 

菜单 按下菜单软功能键 

基础设置� 语
音 -> 铃声 

选择旋律 

调整铃声音量 

配置铃声 

配置蜂鸣模式 

基础设置� 语
音 -> 按键音 

激活或停用按键音。 

 
 

调节铃声音量 

基础设置� 语
言 

选择语言 

基础设置� 显
示 

在话机使用种调节亮度。 

在话机空闲时，调节亮度。 

设置屏保等待时间 

状态 显示 IP 地址，MAC 地址和软件版本 

功能 进入话机功能，呼叫转移、免扰、自动应答、可编程键、匿名、送号键、热线、

默认账户、对讲 

语音邮件 定义语音信箱号码 

访问语音信箱 

基础设置� 蓝
牙 

管理蓝牙设备（M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