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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之前…… 

该《指南》包含如何设置与使用带 BeoLine 2 底座的手持话机。 

您也可使用带其他底座的手持话机，如 BeoLine 底座或 BeoLine PSTN 底

座。但是，请注意，在使用此类底座时，某些功能可能会有所不同或不可用。 

如何使用本《指南》 
以下示例将帮助您了解说明序列中的按键或状态的显示情况。 

手持话机上的按键示例 

滚轮 

滚轮中间的按键 

开始或结束通话的免提键 

数字键 

手持话机显示 

如果选择使用两条电话线，显示将以水印 1 或 2 来

显示当前使用的线路。 

箭头表示，如果您逆时针旋转滚轮，将出现更多的

可用选项。 

555 123 4567 

Store number 

Call 

Edit 

Primary 

OK

0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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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技术规格、功能与使用若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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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开始操作，7 

看看如何使用手持话机的按键与显示来连接并设置手持话机。您还能够找

到与维护有关的信息。 

日常使用，21 

找出如何打电话或接电话、调整手持话机音量、从 Phonebook、通话列表中

打电话、呼叫后在 Phonebook 储存号码、如何静音铃声以及锁定键盘。 

双线路的使用，35 

找出如何在同一线路上同时进行二个呼叫的方法、如何在两条线路上同时进

行呼叫、如何在两条线路上进行会议呼叫以及如何在同一线路上进行三方

呼叫。 

高级操作，41 

找出如何在 Phonebook 中输入、编辑或删除姓名与号码、如何储存通话列

表中的号码，如何删除通话列表内容*1，如何拨打和储存分机号码以及如何

调整 Bang & Olufsen 视频或音频产品的音量。本章还提供了有关 Settings 

菜单的概述。例如，试着找出如何将手持话机在底座上注册、设置时间与日

期，以及铃声的选择等内容。

通过多个手持话机使用系统，59 

找出如何将手持话机设置为个人或公用、如何呼叫其它手持话机、如何转接

外部呼叫，以及如何进行内部会议呼叫。 

菜单概述，64 

手持话机与底座的兼容性，65 

与手持话机相关的重要信息，66 

索引，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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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仅在使用带 BeoLine 2 或 BeoLine 

底座的手持话机时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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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操作 

电池，8 

	 •	 为手持话机电池充电 

	 •	 电池状态 

手持话机，10 

	 •	 手持话机显示 

	 •	 手持话机按键 

	 •	 显示屏与键盘背光 

手持话机与底座的匹配注册，14 

	 •	 手持话机与底座的初次匹配注册 

	 •	 选择手持话机的颜色 

	 •	 为手持话机命名 

	 •	 设置时间和日期 

	 •	 使用单线路或双线路设置手持话机 

摆放、环境与清洁，20 

快速入门

开始后，请按照该步骤进行： 

1	按照充电器或 Speaker Phone 指
南中所述 的方法 将充电器或 
Speaker Phone 与电源连接； 

2	为手持话机电池充电； 

3	按照 BeoLine 2 底座指南中的描

述连接 BeoLine 2 底座； 

4	手持话机与底座的匹配注册。请参

见第 14 页。 

本章节描述了首次设置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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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手持话机电池充电 

如果手持话机需要充电，将手持话机置于充电器或 Speaker Phone 中，即

可自动充电。为安全起见，在发货前，电池未充电。我们建议对手持话机进行

首次注册前，为手持话机至少充电一小时。 

关于充电…… 

–	充电器或 Speaker Phone 需与电源相连。 

–	电池充满电需要约四小时。 

–	通话时长最长为 12 小时。 

–	待机时长最长为 100 小时。 

>> 开始操作 8

手持话机控制着电池的充电，因此您

可在使用后，将手持话机一直放在充

电器或 Speaker Phone 上，即使电池

不需充电。将手持话机放在充电器或 
Speaker Phone 上不会减少电池的寿命。 



电池状态 

显示屏中的电池指示灯显示手持话机电池的充电状态。如果电池需要充电，

您将会在显示屏上看到一条提示信息，以及一个声音信号。 

如果要显示电池状态…… 

在手持话机待机时按下 

旋转滚轮，直到 Battery status 被突出显示，然后按 

OK。将在显示屏上显示当前的电量 

根据剩余电量，电池符号将显示 0、	

10、25、50、75 或 100% 的电池状态。 

OK

Battery statu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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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话机显示 

打开显示屏…… 

>	拿起手持话机。 

>	在手持话机处于闲置模式时按 OK。 

>	旋转滚轮以查看显示屏中的选项。 

>	按 OK 来选择选项。 

主菜单中的选项…… 
–	 Lock keypad ... 锁定手持话机的键盘。请参见第 23 页。

–	 Silence ... 静音手持话机的铃声与电池警告。请参见第 24 页。

–	 Battery status ... 查看电池的电量。请参见第 9 页。

–	Delete Calls list ... 删除 Calls list 的内容。请参见第 45 页。 

–	 Settings ... 启用、调整或禁用各功能。请参见第 54 页。

显示新的未接来电 
在手持话机处于启用但未操作的状态时，显示屏会为您提示所有的未接来电。 

在您看过后，该菜单将消失，其信息被转至 Calls list。 

显示屏上出现 ‘3 new calls’ …… 

>		按 OK 来查看最近通话的号码、时间与日期。如果 Phonebook 中已保存有

该姓名，将显示其姓名与号码类型*1，并非只显示号码。如果您有两条线路，

您还能看到接收呼叫的是哪条线路（以背景中的水印为标志*2） 

>	旋转滚轮以查看其它通话。 

>	看过新的通话后，按  退出目录，或…… 

>	……按  来呼叫突出显示的号码。 

>> 开始操作 

最新通话相关信息的示例。 

*1 “Delete Calls list” 与号码类型仅

在使用带 BeoLine 2 或 BeoLine 底座

的手持话机时可用。 

*2 如果已选择主线路，仅仅只显示来

自该线路的最新来电。 

如果不想查看最新来电信息，请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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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ew calls 

98765432

10:17

Wed 2 Jan

3 calls



通过显示屏排除故障 
如果出现妨碍或影响话机最佳使用的情况，在手持话机待机时，将在显示屏

出现警告提示，直到问题被解决。 

显示屏显示警告*3 …… 

>	旋转滚轮以突出显示出现的其他情况。 

>	按 OK 来调整可用的相关设置。 

>	旋转滚轮来调整设置，并按 OK 来储存。 

闲置模式下的消息： 

手持话机未与底座注册。按 OK 来进行初次设置步

骤 

底座和手持话机间无联系 

底座和电话线路间无联系。该警告仅在使用带 

BeoLine 2 或 BeoLine 底座的手持话机时可用

电池需要充电 

系统中未设置时钟。按 OK 调出 Time and date 菜单 

在闲置模式下出现该标志，表示线路

正忙。

Register handset 

to base? 

Base not found 

No dial tone 

Recharge battery 

The clock is not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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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不想查看最新的警告信息，请

按 。 



OK/MENU（滚轮中央）

–	接受并储存在显示屏中的条目或所

做的选择。 

–	根据手持话机的状态，按 OK 键即

可访问额外的功能或选项，您可旋

转滚轮查看它们。 

–	按住以关闭手持话机，再按则开启

话机。 

 Calls list 

访问 Calls list。 

C 

在编辑姓名、浏览 Phonebook 或列

表时，删除最后输入的数字或字母，

或列表中的当前条目。在闲置模式，

按住以进入静音模式。 

 免提键 

按该键以呼出或结束通话。 

 返回键 

按该键返回上一级。按住以退出某个

功能。 

 

旋转滚轮以进入 Phonebook，以及

在	Phonebook、Calls list	与电话菜单

系统中进行搜索。在通话中，旋转滚

轮来调节音量。 

[L1]，[L2] 

在通话前或通话中，按 [L1] 或 [L2] 来

选择线路。如果仅有一条线路，可为

各按钮储存偏好的号码。	

HOLD

如果有两条线路，或是在有一条线

路的情况下开关麦克风，通话将被挂

起。 

0 – 9 (A-Z) 

用于输入电话号码的数字键。 

  

用于电话号码中的呼叫转移或其它自

动服务。 

手持话机按键 

>> 开始操作 

HOLD

ABC DEF

FLASH

TUV WXYZPQRS

JKLJKL MNOGHI

21 3

54 6

87 9

0

RAV INT

L1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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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手持话机采用了独特的“反面”

设计，麦克风和扬声器都位于没有显

示屏的另一面。



显示屏与键盘背光 

手持话机的背光 

–	 在手持话机处于休眠模式时，所有背光均为关闭。 

–	 操作时，所有背光全亮。 

–	 正常通话时，所有背光均变暗。 

–	 免提通话时，当手持话机置于 Speaker Phone 上并充电时，所有背光的亮

度将减弱。 

–	 手持话机置于充电器上时，显示屏背光减弱，键盘背光关闭。 

此外，在按键、拿起手持话机或手持话机响铃时，背光将亮起。 

AV  

按该键可调节 Bang & Olufsen 音频

与视频系统的音量。 

R (FLASH) 

用于呼叫转移、呼叫等待与其它自动

服务。 

欲了解更多 R (FLASH) 服务信息及

使用方法，请联系您当地的服务供应

商。

INT 

按该键以呼叫内部话机。可使用滚轮

来浏览手持话机列表，或按话机的

数字键 (1-8) 来选择手持话机。*1 

可关闭手持话机的未接来电显示。请

参阅第 54 页“优先选择的设置”来了

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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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使用的是 BeoLine PSTN 底座，

则您仅可注册六部手持话机。 



手持话机与底座的初次匹配注册  

为了使手持话机与底座能够通信，手持话机与底座需匹配注册。同一底座可

最多与八部手持话机匹配注册。*1 不可将一部手持话机与多个底座匹配注

册。 

如果需要将多个手持话机与一个底座匹配注册，且此类手持话机为 

BeoCom 6000 或 BeoCom 2，则需首先注册最早的型号。此时的功能操作

仅限于匹配所注册的最早型号手持话机的操作。 

>	将底座与电源断开至少二小时，然后重新连接。指示灯将闪烁，底座将有五

分钟时间用于注册。 

当底座处于可注册状态时，按下页中的步骤进行注册。 

BeoLine 2 底座。 

您不可在销售标准型号的市场中使用 

BeoLine 2 US 型号，您也无法在 US 

型号上使用 BeoLine 2 标准型。 

*1 如果使用的是 BeoLine PSTN 底座，

则您仅可注册六部手持话机。 

>> 开始操作 14

指示灯 



如果要将手持话机与底座匹配注册…… 

按下即可接通手持话机。将显示 Language 菜单。

旋转滚轮以选择所需的菜单语言，然后按 OK

显示屏上出现 Register handset to base?的消息

按 OK。手持话机将搜索开启的底座 

找到底座后，显示屏上出现底座的 PARK 编号*2。 

将该编号与底座上的编号进行对比 

如果编号不符，旋转滚轮寻找可用的底座（如果底

座多于一个）。如果未显示底座，再次打开底座进

行注册，并重复该步骤 

如果编号相符，按下以将手持话机与底座匹配注册 

如果提示输入密码，则输入密码后按下 OK。显示屏

将在注册完成后给您提示。您可按照 16 页的描述

为手持话机设置颜色 

请参阅底座中附带的《指南》，以	

了解更多有关操作、摆放与连接 

BeoLine 2 底座的信息。 

如果要打开 BeoLine 2 或 BeoLine 以

在之后注册更多手持话机，请参见 

57 页。 

*2 根据所使用的底座不同，您可在插

槽盖后的标签、插槽盖或底座底部

找到 PARK 编号。 

OK

OK

Register handset 

to base? 

OK

Base found 

36.000077123456 

Base found 

36.000077234567 

OK

0 – 9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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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手持话机的颜色 

完成注册后，显示屏将提示您为手持话机的显示分配色彩主题。这在您有多

部手持话机时十分有用。您可在任何时间输入此设置。 

Colour 菜单将出现在显示屏上。旋转滚轮以突出显

示某个色彩 

按 OK 即可保存设置 

按 OK 继续初次设置，并命名手持话机 

>> 开始操作 

例如，您可为该手持话机的话机显示

分配色彩主题，以便您记住各房间内

放置的话机，或是记住最频繁使用

该话机的人员。 

您可通过 Settings 菜单查看这些页面

所描述的功能。请参阅第 54 页“优

先选择的设置”来了解更多信息。 

Colour 

Yellow 

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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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手持话机命名 

当手持话机的显示屏分配了色彩主题后，显示屏将提示您为手持话机命名。 

这在您有多部手持话机时十分有用。如果需要，您可在之后输入该设置。  

显示屏提示您输入命名。按 OK 键来完成此操作，

或按 ，如果您想跳过此步骤 

旋转滚轮以选择命名对应的字母。可使用大写与小

写字母*1 

按 OK 储存选定的字母 

完成命名后，旋转滚轮，将光标移至  符号。store 

出现在显示屏上 

按 OK 即可保存该命名。现在，您可以设置时间与日

期 

您可命名手持话机，比如按其放置的

房间命名，或按最频繁使用该话机人

员的名称来命名。 

如果您将某个已命名的手持话机与

底座匹配注册，将在完成注册时于显

示屏上显示命名。如果使用相同的命

名，请将光标移至  符号并按 OK。 

*1 当拼写行中的  被突出显示时按 

OK，如果使用 BeoLine 2 或 BeoLine 

底座，可在大小写字母间切换。 

Enter handset 

name? 

OK

Kitchen 

    ABCDEFGHIJ 

OK

store 

    ABCDEFGHIJ 

OK
Kitchen 

St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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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操作 

设置时间与日期 

注册完第一个手持话机后，为其分配色彩主题并命名，显示屏将提示您设置

时间与日期。在手持话机未使用和无新信息时，将显示时间。将在来电显示

与重拨信息中显示时间与日期。 

将显示 Set time and date? 

按 OK 键来设置时间与日期，或按 ，如果您想跳

过此步骤 

旋转滚轮以选择时间格式，然后按 OK 

旋转滚轮来设置小时与分钟，然后按 OK 

旋转滚轮来设置年月日，然后按 OK。现在，您可以

选择需要的线路数量 

当手持话机处于闲置模式且无新来电

时，将显示时钟。时钟可以两种方式

显示，数字形式或圆圈形式。小圈显

示小时，大圈显示分钟。上图中的时间

是 17:45、上午 5:45 或下午 5:45。详
情请参阅第 55 页。

Set time and date? 

OK

OK

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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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单线路或双线路设置手持话机 

设置完时间和日期后，手持话机将提示您选择所需使用的线路数量。 

Phone lines 将出现在显示屏上*1 

旋转滚轮以选择线路的数量，然后按 OK 来储存 

设置完线路数量后，手持话机将提示您注册更多

的手持话机*2 

如果需注册更多手持话机，按 OK。底座将为注册

自动开启。如果无需注册其它手持话机，按 。注册

完成，底座将为注册关闭 

Phone lines 

1 

2 

OK

Register more 

handsets? 

OK
Base is open 

for 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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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目录步骤仅在使用 BeoLine 2 时

出现。如果使用其它底座，请跳过此

步骤，直接进入下一步。 

*2 只有配合 BeoLine 2 或 BeoLine 底

座使用手持话机时，方可按这种方法

注册额外的手持话机。 



摆放与环境 

电话不可放置于潮湿、多灰、或遭受污染的环境中，且不可直接接触阳光或

液体。请勿使手持话机的充电触点与金属或油腻物件接触。 

清洁手持话机 

将一块软布浸入含有几滴温和清洁剂的水中，然后拧干水分，即可用它清洁

您的手持话机。如果要清洁充电器的充电触点、 Speaker Phone 及手持话

机 - 仅限这些部分 – 使用棉签和酒精来清洁它们。切勿使用酒精清洁充

电器、 Speaker Phone 或手持话机的任何其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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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使用 

拨打电话与接听电话，22 

	 •	 打电话 

	 •	 接听电话 

	 •	 手持话机振铃静音 

锁定手持话机的键盘，23 

手持话机振铃与电池电量警告静音，24 

音量与麦克风，25 

使用可选的 BeoCom 5 Speaker Phone，26 

通话后储存号码，27 

在 Phonebook 搜索并呼叫，29 

使用 Calls list，30 

储存并拨打常用号码，32 

本章为您介绍手持话机的日常使用，如

打电话与接电话，呼叫后在 Phonebook 

中储存号码，以及 Calls list 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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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打电话与接听电话 

手持话机上的  键用于开始通话或结束通话。通话期间，手持话机将显示通

话时间长度、通话对象的号码或名称，以及在您使用两条线路时，当前启用

的线路。如果不想接听呼叫，可按 C 键静音铃音信号。 

如果要拨打电话…… 

如果您有两条线路，显示屏上将出现该页插图中的

显示，指示用于呼出的当前线路。如果希望使用另一

条线路，请按对应的线路按键 

输入电话号码

如果要纠正数字，旋转滚轮，将光标移至该数字，

然后按 C 删除 

按下以拨打电话。将显示呼叫的时间，且如果 

Phonebook 中储存有该姓名，也将显示 

按下以结束通话。也可将手持话机放入充电器以结

束通话 

如果要接听电话…… 

按下以接听电话 

按下以结束通话。也可将手持话机放入充电器以结

束通话 

如果要静音手持话机的铃音…… 

按下以静音呼入通话的铃音信号 

>> 日常使用 

如果您按照 40 页中的描述，拥有两

条线路，且选择其中一条作为主线路，

在您按  时，将使用该线路。如果未

选择主线路，将使用最后一次呼出所

使用的线路。 

如果您结束了 Phonebook 中未包含号

码的通话（无论来电或去电），显示屏

将提示您进行此操作。参见 27 页的	

“通话后储存号码”以了解更多信息。 

如果要在输入号码前获得拨号音，请

按 。 

L 1 或 L 2

0 – 9
98765432|

98765|432

C

98765432

0:19

23456789 

0:0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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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手持话机的键盘 

您可锁定手持话机的键盘，以避免在将手持话机放在口袋中等情况下，不小

心碰到按键。如果您锁定了手持话机的键盘，您仍可接听电话，但需要解锁

键盘才能拨打电话。 

如果要锁定手持话机的键盘…… 

按下以调出主菜单。Lock keypad 高亮显示 

按下以锁定键盘 

如果要解锁话机的键盘……	

按住，将显示 Unlock keypad? 之后立即按下 OK 

来解锁键盘 

您也可通过在手持话机处于闲置模

式时按住  来锁定键盘。 

您可将手持话机设置为在不使用时

自动锁定。可通过 Settings 菜单来启

用或禁用该功能。请参见第 56 页以了

解更多信息。 

Unlock keypad? 

OK 

OK
Lock keypad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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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话机振铃与电池电量警告静音 

如果您不想受到打扰，您可以静音手持话机的振铃。当手持话机处于静音状

态时，将禁用振铃，但仍会按照第 10 页中的描述，在 New calls 中仍会记

录呼入电话，并显示于显示屏上。 

如果要静音手持话机的振铃…… 

按下以调出主菜单 

旋转滚轮以突出显示 Silence，然后按 OK。显示屏

上将出现水印图标 

如果要重新启用手持话机的振铃…… 

按下以调出主菜单 

旋转滚轮以突出显示 Silence off，然后按 OK。水印

图标将消失，显示屏上将快速显示一下 Silence off 

您也可通过在手持话机处于闲置模

式时按住 C 键来锁定键盘。 

>> 日常使用 

OK

Silence 

OK

OK

Silence off 

OK
Silence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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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量与麦克风 

在通话中，您可使用滚轮来调节音量。如果您想在房间内和别人交谈，您也可

以关闭麦克风，以保证隐私。 

如果要调高或调低手持话机的音量…… 

旋转滚轮以调节手持话机的音量 

如果要在通话中开启或关闭麦克风…… 

按下便可关闭麦克风。Microphone off 将在显示屏

中高亮显示 

按 OK, MIC. OFF 将出现在显示屏上，且手持话机

将在麦克风再次开启前发出短促的哔哔声 

如果要开启麦克风，按两次 OK 

选定的音量设置 – 除两个最高的设

置外 – 适用于之后所有的通话，直

到您再次调整音量。 

如果您关闭麦克风并使呼叫等待，麦

克风将会在继续通话时，再次开启。 

如果仅使用一条线路，您也可将 

HOLD 按钮作为开启或关闭麦克风

的按钮。 

OK
Microphone off 

OK
MIC. OFF

OK
Microphone on 

OK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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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可选的 BeoCom 5 Speaker Phone 

假如您正在开会，而您和其他的与会者需要让某位不在场的人士加入会议，

您可使用可选的 Speaker Phone 来进行电话会议，使在场的所有与会者都

能与外部的人员交谈。您也可以在需要解放您的双手去进行书面等工作时使

用此功能。 

>	将手持话机按图示放入 Speaker Phone ，然后按正常方式操作。 

当手持话机被置于 Speaker Phone ，且您关闭麦克风时，手持话机在麦克风

重新开启前将发出短促的哔哔声。请参见 25 页的“音量与麦克风”以了解更

多信息。 

您可在诸如要去其它房间等情况下断开 Speaker Phone 的电源，此时您仍可

继续电话会议。在断开 Speaker Phone 电源的情况下，通话时长最多为 5 小时。

>> 日常使用 26



通话后储存号码 

通话后，如果 Phonebook 中无该号码，将询问您是否需要在 Phonebook 

中储存该号码。您可储存号码的类型 – 宅电、工作电话或手机*1 – 还可为该

号码输入名称。*2 您还可在 Phonebook 中为已有的姓名添加号码。*1 

通话后…… 

显示屏 将显示 号码，并提示 您 将其 储存至 

Phonebook。如果某姓名有 Caller ID 信息，将显示

其姓名 

按 OK 键即可储存该号码。New name 将在显示屏

中高亮显示。*2如果该号码在 Phonebook 已有的号

码中不存在，再次按 OK。如果希望为 Phonebook 

已储存的姓名添加号码，请参见下页*1 

显示屏上将显示拼写行 

旋转滚轮以选择姓名，然后按 OK 来储存所选的字

母。可使用大写与小写字母，以及符号与数字*3 

旋转滚轮，将光标移至  符号。store 出现在显示屏

上 

按该键即可保存名称。显示屏将提示您为其选择号

码类型*1 

旋转滚轮以选择 home，mobile 或 work，然后按 

OK 储存 

98765432 

Store number? 

OK
98765432 

New name 

OK

_

    ABCDEFGHIJ 

OK

store 

    ABCDEFGHIJ 

OK
home 

mobile 

work 

OK

27

*1 只有在使用 BeoLine 2 或 BeoLine 

底座时才能输入号码类型并为姓名添

加号码。 

*2 New name 仅在使用带 BeoLine 2 

或 BeoLine 底座的手持话机时才可

行。如果使用 BeoLine PSTN 底座，请

直接进行下一步骤。 

*3 当拼写行中的  被突出显示时按 

OK，如果使用 BeoLine 2 或 BeoLine 

底座，可在大小写字母间切换。  



如果在 Phonebook 中为姓名添加号码…… 

在显示屏提示您储存新名称时，旋转滚轮以选择 

Add to name?，然后按 OK。将显示在 Phonebook 

中已储存姓名的首字母 

旋转滚轮，选择某个姓名的首字母，然后按 OK。将

显示以选定字母开头的姓名 

旋转滚轮，选择姓名，然后按 OK 来选择号码类型 

旋转滚轮以选择号码，然后按 OK 来储存 

>> 日常使用 

方便 Phonebook 条目使用的小诀窍： 

在输入夫妻的姓名时，将其名以字母

顺序排列；  

在输入同事的姓名时，将公司名放在

最前面；  

在输入孩子朋友的名字时，将孩子名

字的缩写放在最前面。 

98765432 

Add to name 

OK

OK

David Jones 

OK
David Jones 

98765432 

home 

work 

OK

Mary & Robert 

B&O Michael 

L Jane 

28



在 Phonebook 中搜索并呼叫 

在手持话机处于未使用状态时，可旋转滚轮，在 Phonebook 中通过姓名的

首字母进行搜索。 

当手持话机处于未使用状态时…… 

旋转滚轮，在 Phonebook 中搜索按首字母储存的

姓名 

按 OK 即可搜索所选字母开头的姓名 

旋转滚轮，在这些姓名间搜索 

按下以选择需要呼叫的号码类型*1 如果该姓名仅

存有一个号码类型，显示屏将提示您是否进行呼叫。 

否则…… 

……旋转滚轮，选择号码类型，然后按 OK*2 

如果有两条线路，将在显示屏上显示当前使用的线

路。如果希望使用另一条线路，在 Phonebook 的

任意一层按对应的线路键 

按下以拨打电话 

比显示宽度长的名称将被缩短显示。

在较长的姓名处停留将滚动显示其完

整的姓名。 

*1 号码类型仅在使用带BeoLine 2 或 

BeoLine 底座的手持话机时才可用。 

*2 如果已选定主号码，将会在输入姓

名条目时以高亮显示。在高亮显示名

称处，按 OK 从姓名列表中进行呼叫

时，被呼叫的号码也是如此。参见 43 

页的“如果要在 Phonebook 中选择

姓名的主号码”。 

OK

OK
Dan Smith 

home 

OK

L 1 或 L 2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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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alls list 

Calls list 中的重拨与 Caller ID 功能可储存 24 个最近接听与拨叫的号码。

除这些号码外，您还可查看通话类型、时间、日期以及通话时长。如果在 

Phonebook 中输入了姓名，将显示该姓名，而非号码（即使您的服务提供

商提供了呼入电话的 Caller ID 姓名信息）。相同的号码仅会在列表中储存一

次–最近的呼叫。 

如果从 Calls list 中进行通话…… 

按下以进入 Calls list 

旋转滚轮来选择姓名或号码 

按下打开呼叫条目 

如果有两条线路，将在显示屏上显示当前使用的线

路。如果希望使用另一条线路，请按对应的线路按

键 

按下以拨打电话。如果某姓名中储存有多个号码类

型，显示屏将提示您选择所希望呼叫的号码类型*1 

旋转滚轮以选择号码类型，然后按 OK 来呼叫 

>> 日常使用 

可在 Calls list 中的任意层级按  来直

接呼叫所显示号码或姓名。 

如果按  40 页所述，已选择了主线

路，Calls list 将仅显示主线路上接听

与拨打的电话。在 Calls list 打开时，

按对应的线路键查看另一线路上已

接听和已拨打的电话。如果未选择主

线路，Calls list 将包含两条线路上的

全部接听与拨打电话。 

仅在手持话机设置为 common 时，

各手持话机才能共享重拨功能。参见

第 61 页 设置手持话机为 “personal”

或 “common” 来了解更多信息。 

*1 号码类型仅在使用带手持话机的 

BeoLine 2 或 BeoLine 底座时可用。 

David Jones 

OK 

L 1 或 L 2

OK 

David Jones 

hom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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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查看选定通话的通话信息…… 

按下以查看选项 

旋转滚轮以在显示屏中突出显示 Details 

按 OK。将显示通话类型、姓名、号码类型*1、时间、

日期以及通话时长 

如果从列表中删除某个号码……

按下以进入 Calls list 

旋转滚轮来选择姓名或号码 

按下以查看选项 

旋转滚轮以在显示屏中突出显示 Delete call 

按下以删除选定的条目 

您可直接将 Calls list 中的电话号码

储存至 Phonebook。参见 48 页的	

“从 Calls list 中储存号码”以了解更多

信息。 

Caller ID 功能需要您向服务提供商订

购 Caller ID 服务。 

即使您订购了 Caller ID 服务，对于某

些通话，呼叫者的信息仍不可用。下

列是在来电时可能会出现在显示屏上

的信息示例： 

–	Anonymous ... 未存入号码列表的

来电； 

–	Caller ID not possible ... 服务提供

商不支持的 Caller ID； 

–	 International ... 无法获得国际通

话信息。 

OK
David Jones 

Call 

David Jones 

Details 

OK

12345678 

OK
12345678 

Call 

12345678 

Delete call 

OK
12345678 

Call del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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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并拨打常用号码 

如果您仅有一条线路，您可将 Phonebook 中储存的两个号码设置为常用号

码。 

储存常用号码…… 

旋转滚轮以突出显示 Settings*1，然后按 OK 

旋转滚轮以突出显示 Favourties，然后按 OK 

旋转滚轮以突出显示 L 1 或 L 2，然后按 OK 

再次按 OK，然后旋转滚轮，在 Phonebook 中搜索

按首字母储存的姓名 

按 OK 即可搜索所选字母开头的姓名 

旋转滚轮以突出显示所需的姓名，然后按 OK 

旋转滚轮以选择号码类型*2，然后按 OK 来储存 

拨打常用号码…… 

根据需要拨打的常用号码，按 L 1 或 L 2，然后按  

>> 日常使用 

L 1 或 L 2 
 

OK

 
OK

 
OK

OK 
 

OK 

OK 

OK 

32

*¹ 如果您还没有储存常用号码，您可

以先按 L1 或 L2 作为快捷键来储存常

用号码。

*2 号码类型仅在使用带手持话机的 

BeoLine 2 或 BeoLine 底座时可用。 



删除常用号码…… 

旋转滚轮以突出显示 Settings，然后按 OK 

旋转滚轮以突出显示 Favourties，然后按 OK 

旋转滚轮以突出显示 L 1 或 L 2，然后按 OK 

旋转滚轮以突出显示 Remove，然后按 OK 删除常

用号码

OK

 
OK

 
OK

 
OK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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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来电间切换，36 

	 •	 不同线路上的通话 

	 •	 同一线路上的多个来电 – 呼叫等待 

电话会议，38 

	 •	 双线路电话会议 

	 •	 单线路上的电话会议 – 三方通话 

选择主线路，40 

使用双线路 

配合 BeoLine 2 底座使用，手持话机

为双线路电话，可最多同时处理四个

通话 – 每条线路二个。 

双线路系统的另一优点是能够将来

电按目标分类，比如，您可以将私人

通话与工作相关的通话分开。选择主

线路即可达到此目的。选择主线路还

能让您保持独立的 Calls list。 

本章旨在告诉您如何在来电间进行

切换，如何进行呼叫等待，如何使电

话会议或三方通话同时显示，以及如

何为手持话机选择主线路。 

35



不同线路间的通话切换 

手持话机使您能够同时处理不同线路上的来电。显示屏会显示当前使用的线

路以及在其它线路上是否有等待接听的来电。 

如果要同时处理不同线路上的两个来电…… 

您在线路 1 上有正在通话的来电 

手持话机的显示屏和扬声器中被降低的铃音信号表

示您在线路 2 上有来电 

按下以挂断正在通话的来电。在该示例中，显示屏

显示线路 1 上有等待接听的来电，且线路 2 上有来

电。如果希望在接听来电前结束正在通话的来电，

请跳过此步骤 

接听线路 2 上的来电 

按该键以结束正在的通话来电 

您可按对应的线路键来继续等待接听的来电 

>> 使用双线路 

John Smith 

work 

0:35 

David Jones 

5551212 

CALLING 

HOLD 
John Smith 

work 

ON HOLD 

David Jones 

5551212 

CALLING 

L 2 

 

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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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如果您未将当前进行的呼叫

等待切换至无通话的线路，当前进

行的通话将终止！ 

如果在两条线路上同时有来电，接听

前请按线路键以选择线路。 

如果呼叫等待超过三分钟，手持话机

将每 30 秒会发出一次提示，提醒您

有呼叫等待。呼叫等待达 10 分钟的

来电将自动结束。 

将手持话机放入充电器不会结束等

待接听的来电。 

John Smith

work

3:46

David Jones

home

CALLING



同一线路上的多个来电间的切换 – 呼叫等待 

使用 OK 键，在接听来电时挂起另一等待接听的来电，然后按 R / FLASH 键

在两个来电间切换。 

如果要同时处理同一线路上的两个来电…… 

您在线路 1 上有正在通话的来电 

手持话机的显示屏与嘟声提示您在同一线路上有来

电 

如果不想接听来电，请按下。否则…… 

……按下以挂起等待接听的第一个来电，并接听正

在呼入的来电。首先建立的通话将始终显示于显示

屏的顶部。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需要按 R / FLASH 

键，而不是 OK 键 

按下以在来电间切换 

按下以结束通话 

John Smith 

home 

0:35 

David Jones 

work 

Answer? 

 

OK 
John Smith 

David Jones 

R / 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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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这种方法来挂起等待接听的而

来电需要您向电话服务提供商订购

基本的呼叫等待服务。 

请参阅服务提供商为您提供的说明

来了解进一步的操作信息。 



双线路电话会议 

在线路 1 和 2 上同时有来电时，您可将来电进行连接并建立电话会议。 

同时在两条线路上有来电…… 

显示屏将显示正在线路 1 上进行的来电，以及线

路 2 上挂起等待接听的来电 

按下即可建立电话会议 

按下以确认 

如果要分开电话会议中的来电…… 

按下以分开电话会议中的来电 

如果结束电话会议中的单个来电…… 

按下需要继续通话的线路键 

如果要结束电话会议…… 

按下以结束电话会议 

>> 使用双线路 

John Smith 

0:35 

David Jones 

ON HOLD 

OK 
Conference 

OK 
John Smith 

0:40 

David Jones 

 

L 1 或 L 2 

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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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进行电话会议时，如果外部

人员离电话交换机较远，他们将无法

清晰地听到彼此在讲什么。这一公共

网络问题可通过向服务提供商订购

三方通话服务来解决。 

John Smith

3:46

David Jones



单线路上的电话会议 – 三方通话 

在建立三方通话时，首次通话可为打进或打出的电话，但第二次通话必须要

打给自己。联系您的服务提供商以了解更多有关三方通话服务的信息。 

线路 1 上来电…… 

按下以挂起当前通话

通过拨号来呼叫三方通话中的第三方 

第三方接听来电后，按键以建立三方通话

按下以完全结束通话 

R / FLASH
John Smith 

| 

0 – 9

R / FLASH
John Smith 

98765432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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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同一条线路上同时显示多个

来电，您需要向您的服务提供商订购

该线路的三方通话服务。 

如果您打算使三方通话加入一个大

型会议，请注意，您必须启动三方通

话中的所有通话。 

请参阅服务提供商为您提供的说明

来了解进一步的操作信息。

John Smith

David Jones

3:46



选择主线路

为呼出通话选择主线路会为您带来一些好处。您可将各线路按目标分类，将

其中一条线路作为私人专用，另一条则作为与工作相关通话线路。您也会获

得独立的 Calls list。最终仅会提示您主线路上的新来电与未接来电。 

如果要选择主线路……

按下以调出主菜单 

旋转滚轮以突出显示 Settings，然后按 OK 

旋转滚轮以突出显示 Primary line，然后按 OK 

旋转滚轮，选择 Line 1、Line 2 或 None 

按下以保存设置 

>> 使用双线路 

OK

Settings 

OK

Primary line 

OK

Line 2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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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选择主线 路，而是选择 

None，那么 Calls list 将包含两条线

路上的所有已接来电与已拨电话。 



高级操作 

在 Phonebook 中输入新姓名与号码，42 

在 Phonebook 中删除姓名与号码，44 

删除 Calls list 的内容，45 

在 Phonebook 中编辑姓名或号码，46 

在 Calls list 中储存号码，48 

调节音频/视频产品的音量，49 

在 Phonebook 中拨打并储存分机号码，50 

优先选择的设置，54 

本章旨在告诉您如何使用手持话机

中更多的高级功能，这些功能您可能

不会经常用到，但是它们会让手持话

机变得更有用有趣。 

例 如 ，可 以 试 着 找 出 如 何 在 

Phonebook 中编辑条目，在 Calls list 

中储存号码，以及如何调节 Bang & 

Olufsen 音频与视频产品音量的方法。 

您可启用、调节或禁用许多手持话机

的功能，使您能够更方便按您的喜好

来使用手持话机。这些操作主要通

过 Settings 菜单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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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honebook 中输入新姓名与号码 

任何时候您都可以在 Phonebook 中储存新的姓名与号码，或为已有姓名添

加新的号码。号码可最多储存 48 位数，姓名最多可包含 25 个字符。*1 您可

最多储存 400 个条目。*2 

如果要输入新的姓名与号码…… 

输入电话号码，然后按 OK 即可储存该号码。Store 

number 将在显示屏中高亮显示 

按下即可储存号码。New name 将在显示屏中高亮

显示。如果希望为 Phonebook 已储存的姓名添加

号码，请参见下页*1 

按下即可储存新的姓名。显示屏上将显示拼写行 

旋转滚轮以选择姓名，然后按 OK 来储存所选的字

母。可使用大写与小写字母*3 

包含数字时，请按数字键 

旋转滚轮，将光标移至  符号。store 出现在显示屏上 

	

按该键即可保存名称。显示屏将提示您为其选择号

码类型*1 

旋转滚轮以选择 home，mobile 或 work，然后按 

OK 储存 

>> 高级操作 

0 – 9 
OK 

98765432 

Store number 

OK 
98765432 

New name 

OK 
    ABCDEFGHIJ 

 
OK 

D| 
    abcdefghijkl 

0 – 9 

 
David Jones| 

store 

OK 
David Jones 

hom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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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置为 common 时，所有手持话

机均可共享姓名与号码。参见第 61 

页设置手持话机为  “personal” 或 

“common” 来了解更多信息。 

*1 如果您使用 BeoLine 2 或 BeoLine 

之外的底座…… 

–	姓名中最多可包含 16 个字符 

–	不可使用号码类型 

–	您不可在 Phonebook 中为所储存

的姓名添加号码 

*2 如果您使用 BeoLine 2 之外的底

座…… 

–	 Phonebook 仅有 200 个条目 

*3 当拼写行中的  被突出显示时按 

OK，如果使用 BeoLine 2 或 BeoLine 

底座，可在大小写字母间切换。  



如果在 Phonebook 中为姓名添加号码…… 

在显示屏提示您储存新名称时，旋转滚轮选择 Add 

to name，然后按 OK。将显示在 Phonebook 中已

储存姓名的首字母 

旋转滚轮，选择某个姓名的首字母，然后按 OK。将

显示以选定字母开头的姓名 

旋转滚轮，选择姓名，然后按 OK 来选择号码类型 

旋转滚轮以选择号码，然后按 OK 来储存 

如果在 Phonebook 中为姓名选择主号码…… 

在 Phonebook 中选择姓名后，旋转滚轮，突出显示

希望作为该姓名主号码的电话号码，然后按 OK 

旋转滚轮以突出显示 Primary，然后按 OK 

 
98765432 

Add to name 

OK 

 
OK 

 
David Jones 

OK 
David Jones 

home 

 
work 

OK 
David Jones 

98765432 

work 

Stored 

 
mobile 

OK 

 
Primary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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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已选定主号码，将会在输入姓名

条目时高亮显示。在高亮显示名称处，

按  从姓名列表中进行呼叫时，被呼

叫的号码也是如此。 



>> 高级操作 

在 Phonebook 中删除姓名与号码 

您可删除储存在 Phonebook 中的姓名与号码。 

旋转滚轮，进入 Phonebook，选择首字母，然后按 

OK 

旋转滚轮来选择姓名，然后按 OK 

旋转滚轮来选择条目，然后按 OK*1 

旋转滚轮，显示屏中突出显示  Delete，然后按 OK 

来删除条目 

 
OK 

 
David Jones 

OK 

 
David Jones 

mobile 

OK 

 
David Jones 

mobile 

Delet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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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使用的是配合 BeoLine 2 底

座或 BeoLine 底座使用的手持话机，

选择 Delete 仅会删除号码 – home、	

mobile 或 work – 您所选中的号码类

型。相同姓名下储存的其它号码与姓

名本身不受影响。但是，如果姓名下

仅储存了一个号码，删除该号码也将

删除该姓名。 

您也可通过按 C 键后再按 OK 来删

除突出显示的号码。 

*1 如果使用的是 BeoLine 2 或 BeoLine 

以外的底座，您将无法进行这一步，

请进行下一步。 



删除 Calls list 的内容 

如果手持话机是配合 BeoLine 2 或 BeoLine 底座使用，您可在任意时间删

除 Calls list 的内容。 

如果要删除列表的内容…… 

按下以调出主菜单 

旋转滚轮以突出显示 Delete Calls list，然后按 OK 

如果您有两条线路，且已选择主线路，您就得选择

需要删除的 Calls list。旋转滚轮以选中 Line 1 或 

Line 2，然后按 OK 

Delete? 出现在显示屏上。按 OK 来删除列表的内

容*2 

OK 

 
Delete Calls list 

OK 

 
Line 1 

OK 

Delet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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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第 61 页所述，将手持话机设

置为 personal，删除列表内容的操作

将仅在该手持话机上适用。如果将手

持话机设置为 common，将删除所

有设置为 common 话机上的列表。 

*2 删除 Calls list 时，将会同样删除 

New Calls 的列表。 



 在 Phonebook 中编辑姓名或号码 

您可在任意时间编辑 Phonebook 条目 – 通常包含一个姓名及至少一个号

码。*1 

在 Phonebook 中编辑号码……

旋转滚轮来选择姓名，然后按 OK  

旋转滚轮以选择号码类型，然后按 OK 

按下以查看选项 

旋转滚轮，突出显示 Edit，然后按 OK 即可编辑号

码 

旋转滚轮，将光标移至需要编辑的数字后 

按下以删除该数字 

输入一个数字来替代被删除的数字 

对于需要编辑的数字，重复以上三个步骤 

在完成号码编辑后，按 OK，然后旋转滚轮，突出显

示号码类型 

按下以储存 

>> 高级操作 

 
OK 

 
David Jones 

home 

OK 
Call 

 
Edit 

OK 
98768432| 

 
98768|432 

C 

0 – 9 
98765432 

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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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页上的菜单顺序只有在使用 

BeoLine 2 或 BeoLine 底座时可用。 

如果使用其它底座，Phonebook 条目

中的 Edit 菜单将允许您首先编辑号码，

接着编辑姓名。 

*1 只有配合 BeoLine 2 或 BeoLine 底

座使用的手持话机才能储存号码类

型，并可在同一姓名下储存多个号码。



如果要编辑姓名…… 

旋转滚轮来选择姓名，然后按 OK  

旋转滚轮以突出显示姓名，然后按 OK

旋转滚轮以突出显示 Rename，然后按 OK 

旋转滚轮以选择名称对应的字母 

按 OK 储存选定的字母，或…… 

……按下以删除字母 

完成姓名的编辑 

旋转滚轮，将光标移至  符号，然后按 OK 储存姓名 

 
OK 

 
OK 

David Jones 

Rename 

OK 

 
David Jones| 

    abcdefghijkl 

OK 

C 

 
David Jones| 

stor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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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拼写行中的  被突出显示时按 OK，

如果使用 BeoLine 2 或 BeoLine 底座，

可在大小写字母间切换。 



在 Calls list 中储存号码 

您可将 Calls list 中的电话号码储存并命名在 Phonebook 中。 

如果您有二条线路，且已选择主线路，请先按 L 1 

或 L 2 来选择需要访问哪条线路的 Calls list 

按下调出 Calls list 列表上的最后一个号码出现在

显示屏上 

旋转滚轮来选择所需的号码 

按下以查看选项 

旋转滚轮以突出显示 Store number，然后按 OK 

New name 将在显示屏中高亮显示，按 OK*1 

旋转滚轮以选择名称的字符，然后按 OK 来储存所

选的字符 

旋转滚轮，将光标移至  符号，然后按 OK 储存姓名 

	

旋转滚轮以选择号码类型*2，然后按 OK 来储存 

>> 高级操作 

L 1 或 L 2 

 

 
76543210 

OK 
76543210 

Call 

 
Store number 

OK 

OK 

 
enter name 

76543210 

    ABCDEFGHIJ 

OK 

 
store 

OK 

 
wor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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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拼写行中的  被突出显示时按 OK，

如果使用 BeoLine 2 或 BeoLine 底座，

可在大小写字母间切换。 

*1 如果希望为 Phonebook 中已有的

姓名添加号码，请选择 ‘Add to name’，

然后选择字母，接着选择姓名与号码

类型。 

*2 仅仅配合 BeoLine 2 或 BeoLine 底

座使用的手持话机才可储存号码类

型。 



调节音频/视频产品的音量 

您可使用手持话机直接调节您的 Bang & Olufsen 音频与视频产品的音量

（如果您将 Settings 菜单中的 AV 设置为 Volume）。*3 首先，选择需要调

整的声源、音频或视频。 

如果要调节音频或视频系统的音量…… 

重复按，直到需要调整的系统出现在显示屏上 

旋转滚轮来调节音量的大小 

A.V
Audio

A.V
Video

A.V
Link audio

A.V
Link video

Link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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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响铃时，您可调节  Bang & 

Olufsen 产品的音量，而无需先按 AV 

按钮。只需旋转滚轮。该产品需与您

上次使用手持话机调节音量的产品相

同。 

*3 如果 ‘Settings’ 菜单中的 ‘AV’ 设置

为某个 AV 设备类型，而非 ‘Volume’，

那么该设备在按 AV 时会被静音。 

Audio



在 Phonebook 中拨打并储存分机号码 

使用对象为银行或其它使用交换台的业务，在分机号码前需加入一段暂停。 

在 Phonebook 中储存主号码、暂停以及分机号码。您之后可从 Phonebook 

呼叫该号码。 

如果需要直接拨打分机号码…… 

输入主要电话号码 

按 OK 即可插入暂停，旋转滚轮以突出显示 Insert 

pause 并按 OK 

 

输入分机号码 

按  呼叫该号码，然后在暂停后按 OK 

按下以结束通话 

>> 高级操作 

0 – 9 

OK 
 

Insert pause 

OK 

0 – 9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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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从 Phonebook 中储存分机号码…… 

输入主要电话号码 

按下即可插入暂停 

旋转滚轮以突出显示 Insert pause，然后按 OK 

输入分机号码 

按两次即可储存该条目。您可按照第 42 页的描述

为号码命名并选择类型 

0 – 9 
98765432 

OK 
98765432 

Store number 

 
98765432 

Insert pause 

OK 
98765432-

0 – 9 
98765432-123 

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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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从 Phonebook 中呼叫分机号码…… 

旋转滚轮，在 Phonebook 中搜索按首字母储存的

姓名 

按 OK 即可搜索所选字母开头的姓名 

旋转滚轮，在这些姓名间搜索 

按下即可选择需要呼叫的号码类型。如果姓名中仅

有一种号码类型，显示屏将提示您进行呼叫。	

否则…… 

……旋转滚轮以选择号码类型，然后按 OK 

如果有两条线路，将在显示屏上显示当前使用的线

路。如果希望使用另一条线路，在 Phonebook 的

任意一层按对应的线路键 

按下以拨打电话。将拨打主要号码 

显示屏将提提示您继续。按 OK 来呼叫分机号码 

>> 高级操作 

 

OK 

 

OK 
Dan Smith 

home 

 
OK 

L 1 或 L 2 

OK 

Continue? 

OK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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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选择的设置 

Settings 菜单包含了一些选项，用于调节手持话机的功能。 

如果要在菜单中选择设置…… 

按下以调出主菜单 

转动滚轮突出显示 Settings，然后按 OK 即可调出

菜单 

旋转滚轮，直到所需的选项出现，如  Time and 

date 

按下以调出菜单 

	

旋转滚轮，直到所需的选项出现，如 Time 

按下以调出菜单 

旋转滚轮来选择设置，并按 OK 来储存 

>> 高级操作 

OK 

 
Settings 

OK 

 
Time and date 

OK 
Time and date 

Time 

Date 

Time format 

Clock display

 
Time 

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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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将多个手持话机与一个底

座匹配注册，且此类手持话机为 

BeoCom 6000 或 BeoCom 2，则需

首先注册最早的型号。此时的功能操

作仅限于匹配所注册的最早型号手

持话机的操作。参见第  14 页上的	

“手持话机与底座的初次匹配注册”。 

如果使用的是 BeoLine PSTN 底座，

则您仅可注册六部手持话机。 

Lock keypad 

Silence 

Battery status 

Delete call list 

Settings 



Settings 菜单选项 
Ringer ... 根据所有的电话线路数量，该菜单包含二至三个子菜单：Line（两

条电话线路的 Line 1 和 Line 2）和 Intercom。这些菜单包含三个独立的铃声

设置： 

–	 Ringer on/off 您可在此开启或关闭铃声，并设置电话无铃声的时间长度。 

如果关闭铃声，电话将不会振铃，但仍会在 Calls list 中记录呼入的来电。 

在您更改设置前不会振铃。

–	 Ringer level 您可在此设置铃声的音量。将在一定时间后播放选定的铃声信

号。 

–	 Ringer melody 您可在此从八个铃声中选择您喜欢的。将在一定时间后播

放选定的铃声信号。 

Time and date ... 该菜单包含四个独立设置： 

–	 Time 在此输入时间。 

–	Date 在此输入日期。 

–	 Time format 在此选择时间格式。选项为 12 和 24。 

–	您可以选择如第 18 页所示的 Clock Display 格式。

Favourites ... 在仅使用一条线路时，您可在此设置 L 1 和 L 2 按钮对应的

二个常用号码。L 1 和 L 2 菜单包含二个设置。

–	Add/Change 在此添加或更改常用号码。 

–	 Remove 在此删除常用号码。 

Handset ... Handset 菜单包含四个子菜单：

–	Colour 可让您使用滚轮与 OK 键为手持话机设置色彩主题。 

–	 Enter name 可让您使用滚轮与 OK 键为手持话机输入新的名称。注意：	

第一次更改手持话机的名称后，将变为 Change name 菜单。 

–	 Register 可让您对手持话机与 BeoLine 2 底座匹配注册。 

–	Handset type 可让您将手持话机设置为 Personal 或 Common，如第 61 

页所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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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电话系统中有一部或多部手持

话机设置为 personal，而其他手持

话机设置为 common，则请注意以下

事项： 

–	将某手持话机的设置由 Personal 

更改为 Common 会使普通列表对

个人 Phonebook 和 Calls list 进行

替换而非增补。 



Phonebook … 通过此菜单可在两种布局选项之间选择：

–	在 Standard 选项中，您可以翻滚字母列表。屏幕上仅会显示您已储存有姓

名的字母。

–	在 Large 选项中，您一次只能查看一个字母。屏幕上仅会显示您已储存有

姓名的字母。

Primary line ... 如果您有两条线路，您可为手持话机选择主线路。*1 

Auto lock ... 选项为 On 和 Off。锁定手持话机的键盘可避免不慎触碰到按

键。您仍可接听通话，但在通话结束后，键盘将再次自动锁上。 

AV ... 选项为 Volume、Mute audio、Mute video、Mute link audio 和 Mute 

link video。当 Volume 被选中时，按 AV 可调节 Bang & Olufsen 设备的音量。

当选中其它的选项时，按 AV 可静音选定的 AV 设备类型。参见第 49 页的	

“调节音频/视频产品的音量”。 

Battery alert ... 在手持话机的电池需要充电时发出声音提示。选项为 

On、Off 和 Timed off。如果您选择了 Timed off，您可使用滚轮来选择每天

的哪些时间段内不发出声音提示 – 例如在晚上。 

Auto off-hook ... 将 Auto off-hook 调整为 On，如果您希望从充电器上拿

起手持话机后就尽快接听 – 即不需按 。在您购买电话时，Auto off-hook 

设置为 Off。只有在手持话机置于充电器上时才能使用 Auto off-hook。如果

手持话机未置于充电器上，您需按  来接听电话。 

News indicator ... 消息指示 - 显示提示新来电与未接来电的消息 – 出厂设

置为 On，因此您可查看您有多少新的来电。选项为 On 和 Off。 

>> 高级操作 56

*1 该菜单仅在使用带 BeoLine 2 底座

的手持话机时才可访问。如果选择了

主线路，显示屏上仅提示您该线路上

的新来电及未接来电。 



Language ... 选择显示文本的语言。 

Area Codes ... 选择这些选项来满足服务提供商的要求。Area Codes 包含

两个子目录：Dial 和 Area code。*2 

–	Dial 表示是否需要在进行本地通话时加上区号。选项为 Yes 和 No。 

–	Area code 1 可在此输入 10 个区号。输入第一个区号后，Area code 2 将出

现，以此类推。 

Base ... 该菜单包含三个子菜单：

–	 Remove handset 取消手持话机与底座的匹配注册。 

–	Open base 可让您打开底座为其他手持话机注册。*3 

–	Change pincode 可在此输入新的底座密码并更改这个密码。使用数字键

来输入密码，然后按 OK 键储存。默认密码为 0000。如果三次输入的密码

均错误，手持话机将回到闲置模式。 

Phone lines ... 电话有两条线路，但您可设置为仅使用一条线路。选项为  

1 和 2。*4 

Flash time ... 选择 Long、Short 或 Customized。*3 正确的闪烁时间根据电

话的连接方式而定。几秒后，突出显示设置所对应的毫秒将出现。欲了解更多 

“Flash time” 服务信息及使用方法，请联系您当地的服务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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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区号： 
电话公司对如何进行本地通话有不同

的要求。在 Area Codes 菜单中选择

的设置由特殊服务提供商的要求而定。

如果服务提供商要求您这样拨号： 

–	对 于所有呼 叫 1 + 区号 + 电话

号……	将	Dial	设置为	Yes	且不

要为	Area code 选项输入区号； 

–	对 于本 地 呼 叫区号 + 电 话 号

码……	将 Dial 设置为	Yes。对于 

Area	code，您可输入最多 10 个本

地通话范围内的区号； 

–	本地呼叫既没有  1  也没有区

号……	将 Dial 设置为	No 并在 

Area code 中输入自己的区号。 

*2 一般来说，该选项与区号在所有国

家均不可用。 

*3 ‘Base’ 菜单中的 'Open base' 和 

‘Flash time’ 菜单中 ‘Customized’ 仅在

手持话机配合 BeoLine 2 或 BeoLine 

底座使用时才可用。 

*4 菜单 ‘Phone lines’ 仅在手持话机

配合 BeoLine 2 底座使用时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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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多部手持话机使用的系统  

拨打另一部手持话机，60 

将手持话机设置为 ”personal” 或 ”common”，61 

转接外部来电，62 

进行内部电话会议，63 

如果一个底座已与几部手持话机匹

配注册，您便可制作自己的电话系

统。所有手持话机都可接听外部来

电，同时两部手持话机间也可进行内

部通话。但是，内部通话不能进行呼

叫等待。系统中的手持话机从 1 至 8  

进行了编号并且还可对其命名。 

您或许希望将系统中的私人电话与工

作电话分开。选择一条主线路可完成

以上任务。选择一条主线路还可让您

将 Calls lists 分隔开。欲了解更多信

息，请参阅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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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另一部手持话机

您可呼叫一部手持话机或同时呼叫所有手持话机。如果您呼叫所有手持话

机，则首先接到来电的即为那部手持话机。如果无法进行内部通话，您将会

听到忙音。 

如果要呼叫手持话机 ……

按下以进行内部通话

按 手持 话机的数字键，通话将自动进行。	

或者……

转动滚轮，搜索手持话机的内部列表并按  进行通

话

如果要呼叫所有手持话机 ……

按下进行内部通话

按下呼叫所有手持话机

如果要结束通话……

按下结束通话

>> 配合多部手持话机使用的系统

INT 

1 – 8 

 
3 Kitchen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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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您使用的线路数的情况（一条

或两条），电话系统可让一个内部通话

和一个或两个外部来电同时进行。 

另外最多可允许四部手持话机同时

进行通话。 

您可使用三种不同的振铃信号来识

别线路 1 上的来电，线路 2 上的来电

以及内部来电。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参阅第 54 页“优先选择的设置”。 

如果某部手持话机放错地方，您可通

过呼叫此手持话机来找到它。 



将手持话机设置为 "personal" 或 "common" 

您可将手持话机设置为 "personal"，而不是 "common"。个人手持话机的 

Phonebook 和 Calls list 是在手持话机中，而不是在底座上。 

按下即可调出主菜单

转动滚轮选择 Settings 菜单，然后按 OK 即可调出

菜单

转动滚轮选择 Handset 菜单，然后按 OK 即可调出

菜单

转动滚轮选择 Handset type，然后按 OK

转动滚轮选择 Personal 或 Common，然后按 OK 

以便保存设置

OK 

 
Settings 

OK 

 
Handset 

OK 

 
Handset type 

OK 

 
Commo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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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部手持话机最初都设置为 

common。这也就是说 Phonebook 

和 Calls list 都通过底座更新，且在

系统中与其他手持话机共享。如果您

希望在单独的手持话机中储存独立

的 Phonebook 和 Calls list，则应将

手持话机设置为 personal。 

	

如果电话系统中有一部或多部手持话

机设置为 personal，而其他手持话

机设置为 common，则请注意以下

事项：

–	将某手持话机的设置由 Personal 

更改为 Common，会使普通列表

对个人 Phonebook 和 Calls list 进

行 替 换 ，而 非 增 补 。更 新 

Phonebook 和 Calls list 可能需要

几分钟时间。 



>> 配合多部手持话机使用的系统

转接外部来电

您可将外部来电转移到另外一部手持话机或所有手持话机。转接来电之前，

您可与正在接听内部手持话机的人进行通话。如果您将外部来电转移到所有

手持话机，则通话会在最先响应的那部手持话机上进行。 

如果要转接外部来电……

按下进行内部通话

按 手持 话机的数字键，通话将自动进行。	

或者……

转动滚轮，搜索手持话机的内部列表并按  进行呼

叫，如果无法进行内部通话，您将会听到忙音

如果内部来电已接听*1 ……

显示屏将提示您转接来电

按下输入您的选择

如果内部来电未接听，则外部来电将恢复…… 

按 OK 或  即可恢复等待接听的外部来电

INT 

1 – 8 

 
3 Living Room 

 

Transfer 

OK 

Retriev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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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当前正在通话，而此时系统中

的另一部手持话机也有来电呼入，您

的手持话机会发出一个信号，并发出

短促的蜂鸣声以提示您有第三方呼入

来电。然而，这种情况只会在系统手

持话机与其同时使用一条线路时发

生。如果第一部手持话机挂断，则来

电将转移到挂断的这部手持话机。

如果来电在另一部手持话机上等待

接听，则按 ，然后按 OK 即可使任意

一部手持话机都可接听来电。 

*1 接听内部来电后，按 OK 或  也可

使被呼叫的手持话机终止内部呼叫。 



进行内部电话会议

在接听外部来电的过程中，您可呼叫系统中的另一部手持话机以建立电话会

议。如果某一成员挂断电话，将不影响其他成员继续进行电话会议。 

开始电话会议，会议中应有一方内部成员和一方外部成员…… 

在接听外部来电的过程中，按下进行内部呼叫

按手持话机的数字键，通话将自动进行。或者……

转动滚轮，搜索手持话机的内部列表并按  进行呼

叫 如果无法进行内部通话，您将会听到忙音

如果内部呼叫已接听……

转动滚轮选择 Conference，然后按 OK 即可开始

电话会议

按下结束电话会议

如果内部来电未接听，则外部来电将恢复…… 

按 OK 或  即可恢复等待接听的外部来电

 
Conference 

OK 
 

Retrieve? 

OK 

INT 

1 – 8 

 
3 Kit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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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使用 BeoLine 2 或 BeoLine 

底座，您也可通过“挂断”正在进行

的通话建立内部电话会议。从闲置模

式按 ，然后按 OK。详情请参阅第 

11 页。



菜单概述

	 Lock keypad 

 Silence/Silence off 

 Battery status 

 Delete Calls list 

  Line 1*1 

  Line 2*1 

 Settings 

  Ringer 

   Line 1*2 

   Line 2*2 

   Intercom 

  Time and date 

   Time 

   Date 

   Time format 

   Clock display

  Favourites*3 

   L1 

   L2 

  Handset 

   Colour 

   Enter/Change name 

   Register 

   Handset type 

  Phonebook

  Primary line*4 

  Auto lock 

  AV 

  Battery alert 

  Auto off-hook 

  News indicator 

  Language 

  Base 

   Remove handset 

   Open base 

   Change pincode 

  Phone lines 

  Flash time 

	

	 Lock keypad 

 Silence/Silence off 

 Battery status

 Delete Calls list 

  Line 1*1 

  Line 2*1 

 Settings 

  Ringer 

   Line 1*2 

   Line 2*2 

   Intercom 

  Time and date 

   Time 

   Date 

   Time format 

   Clock display

  Favourites*3 

   L1 

   L2 

  Handset 

   Colour 

   Enter/Change name 

   Register 

   Handset type 

  Phonebook

  Primary line*4 

  Auto lock 

  AV 

  Battery alert 

  Auto off-hook 

  News indicator 

  Area Codes 

   Dial 

   Area code 1*5 

   … 

   Area code 10

  Language 

  Base 

   Remove handset 

   Open base 

   Change pincode 

  Phone lines 

  Flash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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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版本 US 版本

*1 当您拥有两条电话线路且主线路

已设置好时，此菜单才适用。 

*2 如果只有一条电话线路，则选

项  “L ine” 可用，选项  “L ine  1”

和 “Line 2” 不可用。 

*3 “Favourites” 菜单仅在您拥有一条

电话线路时可用。 

*4 此菜单仅在您选择了两条电话线

路时才可用。 

*5 如果 “Dial” 设置为 “No”，“Area 

code 1” 称为  “Area code”，那

么 “Area code 2” 至 “Area code 10”

在此菜单中便不可用。 



手持话机与底座的兼容性

在使用 BeoLine 2 底座标准型号的欧洲市场和非美国市场，您还可以将不同类型的手持话机和底座混合使用。在

本页的表中，您可看到哪些底座可以和 BeoCom 5 搭配使用，哪些手持话机可以和 BeoLine 2 搭配使用。请注意，

这些菜单和功能不适用于已与某一底座匹配注册了的最早型号的手持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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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将手持话机与不同的  Bang & 

Olufsen 底座搭配使用。但是，请注

意如果您将手持话机与其他非 

BeoLine 2 的底座一同使用，其功能

可能会受到某些限制。

您可将  BeoLine 2 底座与不同的 

Bang & Olufsen 手持话机搭配使用。 

但是，请注意如果您将 BeoLine 2 与

其他非 BeoCom 5 的手持话机一同

使用，其功能可能会受到某些限制。

BeoCom 5 – 与 Bang & Olufsen 底座的兼容性：

功能完善。 

仅有一条线路，手持话机处于包括 

BeoCom 6000 MKII 或 BeoCom 2 MKII 手持

话机的系统中。 

仅有一条线路。 功能受到限制。 

仅有一条线路。 功能受到限制。  

BeoLine 2 – 与 Bang & Olufsen 手持话机的兼容性：

功能完善。 

仅有一条线路，手持话机处于包括 

BeoCom 6000 MKII 或 BeoCom 2 MKII 手持

话机的系统中。 

仅有一条线路。 功能受到限制。 

仅有一条线路。 

仅有一条线路。 功能受到限制。 

仅有一条线路。 

BeoLine 2

BeoLine

BeoLine PSTN 

BeoCom 5

BeoCom 6000 MKI

BeoCom 6000 MKII

BeoCom 2 MKI

BeoCom 2 MKII



每部底座手持话机的编号：8 

每次充电的通话时间：最长 12 小时

每次充电的待机时间：最长 100 小时

充电时间：4 小时

范围：手持话机的室内范围大约为 50 米（165 英尺），室外范围大约为 

300 米（1000 英尺）。但是，两组数字都会因环境而不同

系统：标准：DECT 1,9 GHz，US：DECT 6.0 1,92 GHz

电源：锂离子电池，830 mAh

输出功率：(EIRP) 250 mW/10 mW

温度和湿度：手持话机应放置在周围温度为 5–40° C (40–105° F)，相对

湿度为 15–95% 的环境中

显示屏：176 × 220 像素。全彩色液晶屏

FCC 规定的 SAR 限值：1.6 mW/g。DECT（欧洲）规定的 SAR 最大值为 

0,043 mW/g，DECT 6.0（美国）规定的 SAR 最大值为：机身部分是 0,015 

mW/g，顶部为 0.012mW/g。

此电话专门用于公共模拟网络。只要

您订购了合适的服务，它会支持  

Caller ID。不同的服务商提供的附加	

服务并非适用于所有国家。 

电话只能在其生产国发挥功能，因为

每个国家的传输系统、法定要求和自

动化服务都有所不同。包装将标明您

的手持话机的生产国。标签上最下端

的条形码上方可找到国家识别字母。 

如果您对手持话机有任何疑问，请联

系您的零售商了解更多信息。 

如果使用的是 BeoLine PSTN 底座，

则您仅可注册六部手持话机。 

重要信息

技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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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BeoLink 

调节音频/视频产品的音量，49 

Caller ID 

从 Calls list 中呼叫，30 

从列表中删除某个号码，31 

在 Calls list 中储存号码，48 

删除 Calls list 的内容，45 

使用 Calls list，30 

Favourites 

Favourites 菜单，55 

删除常用号码，33 

拨打常用号码，32 

储存常用号码，32 

Intercom 

进行内部电话会议，63 

拨打另一部手持话机，60 

转接外部来电，62 

Phonebook 

在 Calls list 中储存号码，48

在 Phonebook 中为姓名选择主号码，43 

在 Phonebook 中删除姓名与号码，44 

在 Phonebook 中拨打并储存分机号码，50 

在 Phonebook 中编辑姓名或号码，46 

在 Phonebook 中输入新姓名与号码，42 

在 Phonebook 搜索并呼叫，29 

选择 Phonebook 布局，56

通话后储存号码，27 

 

PIN 码 

更改底座 PIN 码，57 

Speaker Phone 

使用可选的	Speaker Phone，26

分机号码 

在 Phonebook 中拨打并储存分机号码，50 

手持话机 

Handset 菜单，55 

为手持话机电池充电，8 

为手持话机命名，17 

开启或关闭，10 

手持话机与底座的初次匹配注册，14 

手持话机与底座的兼容性，65 

手持话机显示屏，10 

手持话机按键，12 

手持话机振铃与电池电量警告静音，24 

设置时间和日期，18 

拨打另一部手持话机，60 

将手持话机设置为 “personal” 或 “common”，61 

显示屏与键盘背光，13 

选择手持话机的颜色，16 

锁定手持话机的键盘，23 

电池 

Battery Alert 菜单，56 

为手持话机电池充电，8 

手持话机振铃与电池电量警告静音，24 

电池状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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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会议 

双线路电话会议，38 

进行内部电话会议，63 

单线路上的电话会议 – 三方通话，39 

充电 

为手持话机电池充电，8 

电池状态，9 

交换台 

Flash Time 菜单，57 

在 Phonebook 中拨打并储存分机号码，50 

设置 

Area Codes 菜单，57 

Auto lock 菜单，56 

Auto off-hook 菜单，56 

AV 菜单，56 

Base 菜单，57 

Battery Alert 菜单，56 

Favourites 菜单，55 

Flash Time 菜单，57 

Handset 菜单，55 

Language 菜单，57 

News Indicator 菜单，56 

Phone lines 菜单，57 

Primary line 菜单，56 

Ringer 菜单，55 

Time and date 菜单，55 

为手持话机命名，17 

手持话机振铃与电池电量警告静音，24 

设置时间和日期，18 

使用单线路或双线路设置手持话机，19 

将手持话机设置为 “personal” 或 “common”，61 

选择手持话机的颜色，16 

选择主线路，40 

音量与麦克风，25

调节音频/视频产品的音量，49 

锁定手持话机的键盘，23 

技术数据 

手持话机规格，66  

麦克风 

音量与麦克风，25 

时钟

设置时间和日期，18

选择时钟显示模式，18，55

删除 

从列表中删除某个号码，31 

在 Phonebook 中删除姓名与号码，44 

删除 Calls list 的内容，45 

系统 

进行内部电话会议，63 

拨打另一部手持话机，60 

转接外部来电，62 

将手持话机设置为 “personal” 或 “common”，61 

>> 索引 68



呼叫 

从 Calls list 中呼叫，30 

在 Phonebook 中拨打并储存分机号码，50 

在 Phonebook 搜索并呼叫，29 

双线路电话会议，38 

不同线路间的通话切换，36 

同一线路上的多个来电间的切换 – 呼叫等待，37 

进行内部电话会议，63 

拨打另一部手持话机，60 

拨打电话与接听电话，22 

单线路上的电话会议 – 三方通话，39 

转接外部来电，62 

通话后储存号码，27 

新的 Calls list，10 

注册 

PARK 编号，15 

手动注册手持话机，14 

手持话机与底座的初次匹配注册，14 

打开底座进行注册，57 

取消手持话机注册，57 

呼叫等待 

同一线路上的多个来电间的切换 – 呼叫等待，37 

底座 

Base 菜单，57 

BeoLine 2 底座，14 

PARK 编号，15 

手动注册手持话机，14 

手持话机与底座的初次匹配注册，14 

手持话机与底座的兼容性，65 

打开底座进行注册，57 

取消手持话机注册，57 

将手持话机设置为 “personal” 或 “common”，61 

转接来电 

转接外部来电，62 

显示和菜单 

手持话机显示屏，10 

电池状态，9 

主菜单中的选项，10 

显示屏与键盘背光，13 

显示新的未接来电，10 

查看所选呼出电话的通话信息，31 

通过显示屏排除故障，11 

菜单概述，64 

背光

显示屏与键盘背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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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拨 

从 Calls list 中呼叫，30 

从列表中删除某个号码，31 

在 Calls list 中储存号码，48 

删除 Calls list 的内容，45 

使用 Calls list，30 

查看所选呼出电话的通话信息，31 

音量 

音量与麦克风，25 

调节音频/视频产品的音量，49 

搜寻 

从 Calls list 中呼叫，30 

在 Phonebook 搜索并呼叫，29 

铃音信号 

Ringer 菜单，55 

手持话机振铃与电池电量警告静音，24 

维护 

清洁手持话机，20 

编辑 

在 Phonebook 中为姓名选择主号码，43 

在 Phonebook 中删除姓名与号码，44 

在 Phonebook 中编辑姓名或号码，46 

在 Phonebook 中输入新姓名与号码，42 

键盘 

手持话机按键，12 

显示屏与键盘背光，13 

锁定手持话机的键盘，23 

摆放方式 

摆放与环境，20 

>>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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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符合  EC 指令  1999/5 和 

2006/95 的规定。 

请循环使用废弃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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