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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编程按钮 
使用可编程按钮，您可以访问多个 IP Office 系统功能。其中一些功能是默认提供的，另外一些功能则只能由

系统管理员编程。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您的系统管理员。 
Admin 和 ProgA 这两个函数可让您根据 DSS 按键，编写常用函数。Admin 和 ProgA 提供的可编程功能包

括： 
Admin 名称 说明  Admin 名称 说明 
Acct 帐号输入  Park 呼叫驻留到其他分机 
AD 缩位拨号  Prog 缩位拨号程序 
Admin 自我管理  SAC 发出所有呼叫 
AutCB 自动回呼  Spres AD 抑制 
CFrwd 全部呼叫前转  Timer 计时器 
CPark 呼叫驻留  TmDay 每日时间 
CPkUp 呼叫代接  ProgA 名称 说明 
Dir 电话簿  Park 驻留 
DPkUp 直接呼叫代接  <User> 用户 
GrpPg 组寻呼  <Group> 组 
HfAns 内部自动应答  <Number> 拨打预设号码 
HGNS+ 设置寻线组夜间服务    

默认功能代码 
您可以通过拨打短代码来访问各项系统功能。下表显示了默认的功能代码。有关电话默认功能代码的完整列

表，请参见《IP Office 4400 系列用户指南》。 
用相应号码替换此处显示的 N。例如 *07*N#，这里的 N 表示打开呼叫前转功能时，您希望呼叫前转到的分

机。 

短代码 说明  短代码 说明 
*01 打开无条件前转  *15 打开呼叫等待 
*02 关闭无条件前转  *16 关闭呼叫等待 
*03 打开遇忙前转  *17 语音邮件收集 
*04 关闭遇忙前转  *18 打开语音邮件 
*05 打开无应答前转  *19  关闭语音邮件 
*06 关闭无应答前转  *26 清除呼叫等待 
*07*N# 前转到号码  *27*N# 保持呼叫等待 
*08 打开免打扰  *30 全部呼叫代接 
*09 关闭免打扰  *31 呼叫代接组 
*10*N# 添加免打扰特例  *32*N# 呼叫代接分机 
*11*N# 删除免打扰特例  *33*N# 呼叫队列 
*12*N# 按我的指示操作  *48 打开语音邮件回叫 
*13*N# 取消按我的指示操作  *49 关闭语音邮件回叫 
*14*N# 按我的指示  *57*N# 遇忙前转号码 
   

 

 

 

有关 Avaya IP Office 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avaya.com/support 和 
http://www.avaya.com/ipoffice/knowledge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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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介绍 IP Office 4400 系列电话的基本功能。  
有关电话设置和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IP Office 4400 系列用户指南》。  
下图显示了主要电话功能： 

 

注意：该图显示 4424D 及其文字按钮。 
 

1   软键/显示屏 8  Conf 会议 

2 
  Redial 重拨 9   拨号键盘 

3  Spkr 扬声器 10   留言指示灯 

4   Mute 静音 11   功能按钮 

5    音量 12  Exit 退出 

6  Hold 保持 13    向左翻页/向右翻页 

7  Trnsfr 转移 14  Menu 菜单* 

 

* 4406D 和 TransTalk MDW 9040 上无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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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答来电 
• 拿起听筒并开始通话。 

• 处于耳机模式下时，请按与振铃呼叫关联的 。 

发出呼叫 

1. 拿起听筒或按  Spkr（不拿起听筒）。 

2. 拨打号码，包括任何外线号码和/或区号。  

检索语音邮件 
• 要检索语音邮件，请拨 *17。 

保持 
• 要将呼叫置于保持状态，请按  Hold。屏幕上即会显示 H。 

• 要检索保持呼叫，请按相应保持呼叫的  。 

转移呼叫 

1. 在呼叫进行过程中，按  Trnsfer。该呼叫将会被置于保持状态。 
2. 拨打您希望呼叫转移到的目标号码： 

• 如果分机占线或无人应答，请按相应保持呼叫的 。 

• 如果分机应答并接受该转移，请再按  Trnsfer。 

• 不通告就直接转移时（如果线路空闲），则挂断。 

会议 

1. 在现有呼叫或会议期间，按  Conf。听到拨号音时，拨叫对方。 
2. 如果无应答，请按  Hold，然后按  Conf。 

 
或者 
 
如果已应答，请再按  Conf。原来被置于保持状态的任何呼叫，都将进入会议。  

 
 
 
 
 
 
 
 
 
 
 
 
 
注意：本指南中提到的短代码仅指使用默认短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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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打扰 
• 要打开¡°免打扰¡±，请拨 *08。一个 N 将会显示。要关闭“免打扰”，请拨 *09。 

静音 

• 要防止通话对方听到您的说话，请按  Mute。  

• 要恢复双向通话，请再按  Mute。 

重拨 

1. 要重拨以前拨过的号码，请按  Redial。显示屏将显示您 近拨过的号码。 
2. 按  和  浏览存储的号码。 

3. 按该号码下的按键重拨或按  Exit 在不拨出呼叫的情况下退出显示屏。 

转接呼叫 
• 要将呼叫转接到其他分机，请拨 *12*N#（其中 N 表示您的分机号）。所有到达您分机的呼叫都会被转

接到您现在使用的分机。 
 
要将呼叫重新定向到您自己的分机，请拨 *13*N#。 

• 要将呼叫转接到您自己的分机，请拨 *14*N#（其中 N 表示您希望呼叫转接到的分机）。 
 
要取消将呼叫转接到您自己的分机，请拨 *14*#。 

呼叫前转 
• 要设置呼叫前转的号码，请拨 *07*201#（此示例表示前转到 201）。 

• 要打开无条件前转，请拨 *01。 屏幕上即会显示 D。要关闭此项功能，请拨 *02。 

• 要打开遇忙前转，请拨 *03。要关闭此项功能，请拨 *04。 

• 要打开无应答前转，请拨 *05。要关闭此项功能，请拨 *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