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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NeoGate TE100 — E1/T1/J1网关  

     NeoGate TE100 是为企业量身定做支持 30 路并发的单口 E1/T1/J1 网关，用于连接

E1/T1/J1 线路和 VoIP 线路，TE100为企业提供最为高效的解决方案，可为带有 E1/T1/J1
接口的 PABX 拓展 SIP 外线，降低通讯成本。也可以用于连接软交换系统，为软系统扩展

E1/T1/J1 线路。 

1.1 硬件规格 

1.1.1 外观 

 
图1-1 NeoGate TE100前面板 

 
表1-1 LED&端口说明 

代码. 指示含义 
① 恢复出厂设置按键，连续按住6秒钟，直到指示灯变成橙色，重置成功 
② 电源指示灯：绿色常亮表示电源正常 

运行指示灯：绿色闪烁表示系统运作正常 
③ USB 2.0 口 
④ WAN 口(10/100M) 

LAN 口(10/100M) 
⑤ 串口 (RJ45)，用于修复损坏的系统镜像 
⑥ E1/T1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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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连接 
2.1 以太网的连接 

NeoGate TE100提供两个RJ45 接口的10/100M 以太网口以及网口工作状态指示

LED。除了可以传输语音信息外，还可以传输管理、维护和操作NeoGate TE100 的相关

内容。 
将以太网线的一端插入NeoGate TE100的以太网口，然后将另一端与集线器、交换机、

路由器，LAN口或WAN口相连。再确认LED指示灯的状态，黄色灯表示端口正在连接，绿

色灯表示端口正在工作。  

2.2 电源的连接 

请按以下步骤来连接电源插座: 
1. 将适配电源线的一端插入NeoGate TE100 后面板上的电源输入端口，将另一端插入

100~240伏的电源插座上。 
2. 在接通电源后，请确认NeoGate TE100前面板上的电源LED指示灯是否点亮。如果指

示灯亮起，表示电源操作正确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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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员登陆 

双击桌面上的  图标，打开 IE 浏览器，并输入 TE100 的 IP 地址。 

如果用户是首次通过WEB 为 TE100 进行配置，请使用 TE100 的默认 IP 地址来登陆（用

来登陆的电脑必须和 TE100 在同一个局域网）：http://192.168.5.150 
默认的用户名是 “admin”，密码是 “password” 

 
图 3-1 NeoGate TE100登录界面 

 
下图为成功登陆后的欢迎界面 

 
图 3-2 TE100管理员操作界面 

 
 
 
 

http://192.168.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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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状态 

点击  进入状态查看界面，这个页面中，我们可以查看系统状态信息，以及 TE100

的通话报告和系统日志信息。 

4.1 系统状态 

4.1.1 中继状态 

本页面中可以查看 SIP 中继状态。 

 
图 4-1 中继状态 

 
表 4-1 SIP 类型中继状态说明 

状态 说明 
未注册 表示中继注册失败。 
已注册 表示中继注册成功。 
请求发送 表示中继正在注册中。 
等候中 表示正在等待对方授权。 

 
表 4-1 SP-SIP 类型中继状态说明 

状态 说明 
OK 中继连接 ok，可以使用。 
无法到达 中继无法到达。 
注册失败 中继连接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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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E1/T1 状态 

 
图 4-2 E1/T1 状态 

E1 中继: 
状态 注释 

 表示硬件数据流正确（E1 线上的数据流正常，但并不表

示 E1 口可以使用，有可能在 E1 通信协议出问题） 
 E1 线路已经连接，硬件数据流有问题，通信异常。 
 端口没有连接 E1 线路。 

E1 通道状态： 
 

Status Comment 
 未连接 通道未连接 
 空闲 通道空闲，可以使用 
 通话中 通道正在通话中 
 振铃状态 通道接受了对方的呼叫，但是话机还未接受（即振铃状态） 
 呼叫 通道正在往外呼叫 
 接收呼叫 通道正在接受对方的呼叫 
 请求挂断 通道正在请求挂断，但是对方还未释放线路 
 被阻塞 通道两端至少有一端被阻塞 
 Unknown 通道处于非通话的使用状态或者不知名状态 
 DChan D 通道承载控制和信号通知 

4.1.3 网络状态 

该页面中将显示 WAN 口和 LAN 口的网络状态信息，如果没有启用 WAN 口，则只能看到

LAN 口的状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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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网络状态 

4.1.4 系统信息 

通过这个页面可以查询硬件版本，固件版本，以及系统的磁盘使用状态等。 

 
图 4-4 系统信息 

4.2 报告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页面下载系统的报告信息，用于诊断使用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导出通话记

录。 

4.2.1 通话记录 

话记录为每一通电话都记录了通话时间、呼叫方号码、对方号码、类型、通话时间等信息。 
管理员可以通过日期，主被叫号码，中继等信息查找过滤通话记录。 
本页面支持搜索和导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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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通话记录 

 

4.2.2 系统日志 

 
图 4-6 系统日志 

 
你可以下载或者删除 TE100 系统日志。 
 
日志选项 
 
·启用硬件日志 
保存硬件信息；最多保存 4 个日志文件。 
·启用系统日志 
保存设备提示信息；最多保存 16 个日志文件。 
·启用网页事件日志 
保存网页操作记录；最多保存 2 个日志文件。 
·启用调试日志 
保存设备调试信息；最多保存 2 个日志文件。设备重启后，该日志将自动删除。 
 
抓包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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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Gate TE 支持网页抓包，用户可用抓包工具对实时的通话进行抓包，直接点击“开始”，
系统就开始抓包，点击“停止”，系统停止抓包，点击“下载”可以下载抓到的包，查询具体信

息。 
 
 
 
 
 
 
 
 
 

5. 系统 

点击  图标来进入系统页面 。 

这个页面中，我们可以设置网络信息、防火墙、以及其他系统参数的设置，例如更新固件版

本和备份与还原等。 

5.1 网络参数 

5.1.1 LAN 设置 

 

图 5-1 LAN 设置 

 
·DHCP 
如设置为是，TE100系统将从您本地网络中自动获取一个可用的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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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SSH 
当启用了SSH，用户可以使用Putty等软件，通过SSH连接到设备，进行一些高级设置。 
 
·端口： 
默认端口8022。 
 
·主机名字 
为 TE100 设置主机名字。 
 
·IP 地址 
为 TE100 设置IP地址。 
 
·子网掩码 
为 TE100 设置子网掩码。 
 
·网关 
为TE100 设置网关。 
 
·首选DNS 
为TE100 设置首选的DNS。 
 
·备用DNS 
为TE100 设置备用的DNS。 
 
·IP 地址2 
为 TE100 设置第二个IP地址。 
 
·子网掩码2 
为 TE100 设置第二个子网掩码。 

5.1.2 WAN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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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WAN 设置 

 
注：支持三种连接类型：DHCP（动态分配IP地址），PPPoE，固定IP地址。 
 
·DHCP（动态分配IP地址） 
如果您是通过DHCP方式来连接到ISP供应商的话。具体配置如下： 
第一步：选择“DHCP”当作连接类型。 
第二步：点击“保存”按钮，保存设置。 
第三步：重新启动设备。 
第四步：检查WAN口的连接状态（状态网络状态）。 
 
 
·静态IP地址 
如果您是通过固定IP地址方式来连接到ISP供应商的话。具体配置如下： 
第一步：选择“静态P地址”当作连接类型。 
第二步：输入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首选DNS和备用DNS。 
第三步：点击“保存”按钮，保存设置。 
第四步：重新启动设备。 
第五步：检查WAN口的连接状态（状态网络状态）。 
 
·PPPoE 
如果您是通过PPPoE拨号方式来连接到ISP供应商的话。具体配置如下： 
第一步：选择“PPPoE”当作连接类型。 
第二步：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第三步：点击“保存”按钮，保存设置。 
第四步：重新启动设备。 
第五步：检查 WAN 口的连接状态（状态网络状态）。 
 

5.1.3 DDNS 设置 

DDNS（Dynamic Domain Name Server）是动态域名服务的缩写。DDNS 是将

用户的动态 IP 地址映射到一个固定的域名解析服务器上，用户每次连接网络的时候

客户端程序就会通过信息传递把该主机的动态 IP 地址传送给位于服务商主机上的服

务器程序，服务器程序负责提供 DNS 服务并实现动态域名解析。就是说 DDNS 捕获

用户每次变化的 IP 地址，然后将其与域名相对应，这样其他上网用户就可以通过域

名来进行通信。 

http://baike.baidu.com/view/6162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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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DDNS设置 

·DDNS服务提供商 
选择用户注册服务的DDNS服务提供商。 
 
·用户名 
DDNS服务提供商提供的用户名。 
 
·密码 
DDNS账户的用户密码。 
 
·主机名 
 
注意：动态域名解析允许用户通过访问域名代替 IP 地址来访问网络。服务器会管理变化的

IP 地址并自动更新用户域名信息。用户必须从 dyndns.org, freedns.afraid.org, 
www.no-ip.com,注册服务。 
 

5.1.4 静态路由  

当 TE100 访问局域网以外的网络时，需要通过 TE100 的网关。由于 TE100 只有一个默认

网关，所以当 TE100 需要通过两个以上的网关访问不同的网络时，就需要设置静态路由。 

 
图 5-4 静态路由设置 

1） 路由表 
TE100 现有路由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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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IP 地址 
TE100 将要访问的目的网络 IP。 
 
·子网掩码 
设置子网掩码确定目的网络的网段。 
 
·网关 
设置 TE100 访问目的网络将使用的网关。 
 
·跃点 
用以确定到达目的网络的最佳路径，一般可不设置。 
 
·网口 
设定通过 TE100 的哪个网口到达设置的网关并访问目的网络。 
 
2） 静态路由规则 
在此处可以新建 TE100 的静态路由规则。 

5.2 防火墙设置 

防火墙主要用来保护设备不受外部攻击，这样可以保证系统的稳定运行。 

5.2.1 防火墙规则 

 
图 5-5 防火墙设置 

1) 启用防火墙 
启用防火墙，并添加相应的规则，将使TE100更加安全。启用或者禁用防火墙时需要重

启设备生效。 
·禁止其他机器使用ping来探测本机 
启用该选项后，系统将禁止别人使用ping命令来探测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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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截所有与以上规则不匹配的连接或数据包 
启用该功能后，当有数据包或TCP连接到来时，系统将自动匹配防火墙规则，如果所有防火

墙规则都无法匹配上，系统将丢弃该数据包或TCP连接。 
注：请慎用该功能。以免造成网页、FTP和SSH功能无法使用。 
 
2) 防御规则 
点击“添加规则”，进入配置界面。  

图 5-6 防御规则 

·名称 
规则名称，例如：接收从80端口的TCP连接。 
 
·描述 
规则描述，例如：该设置将允许通过浏览器登陆到TE100网页界面，进行修改相关配置。  
 
·协议 
该规则所用的协议。 
 
·端口 
起始端口和结束端口分别在左右两个输入框中。结束端口必须大于或等于起始端口。 
 
·IP地址 
该规则所针对的IP地址。IP地址的格式为：IP地址/子网掩码 
例1：192.168.5.100/255.255.255.255只针对IP地址192.168.5.100。 
例2：216.207.245.47/255.255.255.255只针对IP地址216.207.245.47。 
例3：192.168.5.0/255.255.255.0 针对从192.168.5.0到192.168.5.255之间的IP
地址。 
 
·MAC地址 
MAC地址格式必须为XX:XX:XX:XX:XX:XX， 其中X（以16进制表示）表示0~9或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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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字母不区分大小写。 
 
·动作 
接受：接受目标地址到本机的数据包或者TCP连接。 
拦截：拦截目标地址到本机的数据包或者TCP连接。 
忽略：不启用该规则。 

 

 

3) 自动防御规则 
点击“添加规则”，进入配置界面。 

 
图 5-7 自动防御规则 

 
·端口 
输入需要自动防御的端口，例如：8022。 
 
·协议 
选择需要防御的协议，例如：UDP。  
 
·速率 
允许在指定时间内发送到该端口的数据包数量或连接到该端口的TCP连接数。 
例如：（端口：8022，协议：TCP，速率：10/分）表示在一分钟内最多允许 10 个 TCP
连接，连接到端口 8022。第十一个连接将会被拒绝。 
 

5.2.2 IP 黑名单  

 
可以设置端口接收数据包的速率，当某个没有在防御规则内设置允许的 IP 往 TE100 端

口发送数据包的速率超过设定值时，该 IP 地址将会被自动列入黑名单，TE100 将丢弃

所有从该 IP 地址到达的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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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IP黑名单 

1) 添加规则 
在这个页面中，可以对 IP 黑名单中设置过滤规则。 

 

图 5-9 自动黑名单规则 

·端口 
自动防御的端口。 
 
·协议 
自动防御的协议类型。TCP或者UDP。 
 
·IP数据包 
指定时间内允许的数据包量。 
 
·时间间隔 
允许接受指定数据包量的时间间隔。例如，IP数据包为90，时间间隔为60，则表示系

统在60秒内只接受90个数据包。. 
 
2) IP黑名单管理 
点击‘IP 黑名单管理’可以管理被自动拉黑的 IP 黑名单。 

5.3 系统参数 

这个页面中，可以设置系统的参数信息，例如管理员密码、系统时间、升级固件版本、备份

与还原、以及重启重置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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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密码设置 

本页面中可以修改管理员的登陆密码。 

 
图 5-10 密码设置 

默认的密码是 “password”, 用户需要首先修改此密码。 
输入新的密码，点击“保存”键。系统将提示您使用新的密码再登陆一次。 

5.3.2 日期与时间 

 
给TE100 设置日期和时间。 
注：当修改了相关配置，请重新启动服务器，来使配置生效。 

 
图 5-11 日期与时间 

5.3.3 备份与还原 

 
备份/还原 TE100 的配置，  
注1 ：该备份只有备份系统配置信息，没有备份通话记录。 
注 2：如果在升级了版本之后，在旧版本上的备份文件不宜导入到新的版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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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备份和还原 

 
 
 

5.3.4 重置和重启 

这个页面中，我们可以在网页上进行重启或者恢复出厂设置。 

 
图 5-13 重启和重置 

·重启TE100 
警告: 重新启动设备将终止所有通话。  
 
·重置出厂默认值 
警告: 一旦重新设置为出厂默认设置，所有配置均会丢失。在重置的过程中，请不要关闭

电源，否则将会重置失败。 
 

5.3.5 固件升级 

 
当有新的版本时，用户可以通过TFTP服务器或是HTTP链接升级系统固件。 
输入您的 TFTP 服务器 IP 地址以及固件名称，点击“开始”，用户就可以很容易地升级固件。 
 

更多升级意见，请见



 
  

NeoGate TE100 用户手册 
 

                 21/41 

http://www.yeastar.cn/download/NeoGate_TE100_FirmwareUpgrade_cn.pdf 
 
注：如果勾选了‘恢复出厂设置’，系统在升级之后将自动重置。 

 
图 5-14 固件升级 

 

6. 网关 

点击 进入网关配置界面，本页面中，我们可以修改中继(E1和 SIP),以及网关的路由。 

6.1 数字中继 

TE100 支持 1 个 E1 接口。 

图 6-1 E1/T1 中继 

 
本页面中，我们可以配置 E1 中继的具体信令信息，配置之前，请确保中继线路正常，并且

跟提供商确认过中继信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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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E1/T1 中继编辑页面 

 
1) 基本设置 
 
·模式类型 
E1 / T1 / J1  
 
·信令 
 PRI, MFC/R2, SS7 
 
·编码类型 
HDB3, B8ZS, AMI 
 
·Cod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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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A-LAW，U-LAW 
 
·回音消除 
该选项主要用来停用或启用回音消除。 
 
·CRC 
是否启用CRC校验。 
 
2) PR 基本选项 
 
.转换类型 
national: National ISDN type2 (common in the US)  
ni1: National ISDN type 1  
dms100: Nortel DMS100  
4ess: AT&T 4ESS 
5ess: Lucent 5ESS 
euroisdn: 欧洲标准 
qsig: Q 信令（QSING）是一个基于 ISDN Q.931 标准的公共信道信令协议。 
 
.Switch Side 
User, Network 
 
3) PRI 高级选项 
 
·启用设备  
是否启用线路的一些额外服务，例如呼入名称服务等。 
 
·重叠拨号 
如果需要直接呼入（DDI)，请启用该功能。 
 
.重设间隔 
设置重新启动不可用的通道的时间间隔。 
如果您是在以色列，最好配置该选项为“never”。 
 
·PRI Indication 
Inband 或 Outofband。 
 
.远程拨号方案 
被叫号码拨号方案 
 
.远程拨号类型 
被叫号码类型 
 
.源号码拨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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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叫号码拨号方案 
 
.源号码类型 
主叫号码类型 
 
.Screen Indicator (SI) 
屏蔽指示 
 
.Presentation Indicator (PI) 
显示指示 
 
.Nsf 
主要是配合 AT&T PRI 使用。 当呼出的电话是因为某些信息丢了或者是 0x20 丢失，需要

配置该选项。 
 
4) 来电显示前缀 
 
·国际来电前缀 
当有国际电话从该 E1 中继呼入时，在来电号码前加上设定的国际来电前缀，这样就可以在

接听电话前知道这通电话是国际长途。 
 
·国内来电前缀 
当有国内长途电话从该 E1 中继呼入时，在来电号码前加上设定的国内来电前缀，这样就可

以在接听电话前知道这通电话是国内电话。 
 
·本地来电前缀 
当有本地电话电话从该 E1 中继呼入时，在来电号码前加上设定的本地来电前缀，这样就可

以在接听电话前知道这通电话是本地电话。 
 
·私人来电前缀 
当有私人电话电话从该 E1 中继呼入时，在来电号码前加上设定的私人来电前缀，这样就可

以在接听电话前知道这通电话是私人电话。 
 
·未知来电前缀 
当有未知号码的电话从该 E1 中继呼入时，来电显示显示为设定的未知来电前缀 
，这样就可以在接听电话前知道这通电话是未知号码的来电。 
 
5) DOD 设置 
 
·呼出显示号码 
全局呼出显示号码，需要运营商支持。 
·DOD  
呼出显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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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定分机 
呼出显示号码绑定的分机号。 

6.2 VOIP 设置 

6.2.1 VOIP 中继 

 

 

图 6-3 VoIP 中继 

在 VoIP 中继中，有 3 种类型，分别为账号、VoIP 外线和服务提供商，这种点对点的线路

仅仅用 IP 来进行认证，而没有额外的用户名和密码，如果购买的线路的时候，提供商仅仅

提供 IP 注册，请配置‘服务提供商’类型中继。 
 
 
1) 账号 
这种外线类型用于 TE100 提供账号和密码，其他的 PBX 注册这个账号连接到 TE100。 

 
图 6-4 SIP账号常规设置 

 
·名称 
自定义这条外线的名称。 
 
·账号 
自定义用于注册的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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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 
自定义用于注册的密码。 
 

 
图 6-5 SIP账号高级设置 

 
·呼出显示号码 
设置这条外线呼出显示的号码。 
 
·语音加密 SRTP 
启用中继的 SRTP 服务。 
 
·Qualify 
发送包到注册端获取实时在线状态。 
 
· 协议 
SIP 中继所使用的传输协议。此传输方式由 SIP 中继提供商定义，主要包括 UDP(默认)、
TCP 和 TLS 三种方式。 
 
·DTMF 模式 – RFC2833，Info，Inband，Auto。 
 
2) VoIP 中继 
这种外线用于提供商提供了带用户名和密码的注册账号，通过该配置，TE100 注册到提供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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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VoIP 中继常规设置 

 
 
· 提供商名称 
这是一个独特的标签，可以帮助你在呼出路由和呼入路由列表中区分中继端口，比如：

“yeastar” 。 
 
· 域名/IP 地址 
服务提供商的域名或IP地址； 
端口5060: SIP协议的标准端口（如无特别要求请勿更改）。 
 
. 主域服务器 
VoIP 运营商的服务器域名。 
 
· 用户名 
SIP 帐户，用于注册SIP通道。 
 
. 认证名称 
用于SIP认证。 如无特别要求，此栏请留白。 
 
· 密码 
SIP 帐户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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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VoIP 中继高级设置 

 
· 来自用户 
所有由此中继出局的呼叫将会以把此名字应用于SIP INVITE信令的From头域中。 
 
· 在线号码 
在线号码主要是配合Skype的Skype for SIP 业务使用。如果用户已经在Skype申请了在

线号码，同时想通过TE100的分机来接听来自在线号码的呼叫。那么就只要在该文本框内

填入Skype的在线号码。 
 
· 最大通道数 
SIP服务器允许的最大并发呼叫数量。设置为0表示TE100上不做限制。 
 
·呼出显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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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当您在呼出电话时，该中继将使用该号码呼出。有些运营商不支持该功能，那么这里就

不要设置。 
如果以下选项都有配置，那么在呼出电话时将遵循以下规则来确定使用哪个呼出号码呼出： 
首先：将使用用户在分机配置里面的呼出显示号码当做呼出号码。 
其次：使用在“中继”上配置的呼出显示号码当呼出号码。 
 
·Qualify 
发送包到注册端获取实时在线状态。 
 
· 呼出代理服务器 
代理服务器IP地址，由SIP 中继服务提供商提供的URL。 
 
· 编码 
选择适当的编码以及顺序优先级 
注：该选项需要新建好中继之后重新编辑才会显示 。 
 
· 协议 
SIP 中继所使用的传输协议。此传输方式由 SIP 中继提供商定义，主要包括 UDP(默认)、
TCP 和 TLS 三种方式。 
 
·DTMF 模式 – RFC2833，Info，Inband，Auto。 
 
3) 服务提供商 
这种点对点的外线，仅仅用 IP 来认证，没有用户名和密码。 

 
图 6-8 服务提供商 SIP 中继常规设置 

 
· 提供商名称 
这是一个独特的标签可以帮助你在呼出路由和呼入路由列表中区分中继端口，比

如：’yeastar’ 。 
 
· 域名/IP 地址 
服务提供商的域名或IP地址。 
注： 
端口5060: SIP协议的标准端口（如无特别要求请勿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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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 服务提供商 SIP 中继常规设置 

 
·Qualify 
发送包到注册端获取实时在线状态。 
 
· 最大通道数 
SIP 服务器允许的最大并发呼叫数量 
 
· 编码 
选择适当的编码以及顺序优先级。 
 
· 协议 
SIP中继所使用的传输协议。此传输方式由SIP中继提供商定义，主要包括UDP(默认)，TCP
和TLS三种方式。 
 
·DTMF 模式 – RFC2833，Info，Inband，Auto 
 
·呼出显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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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全局呼出显示号码 
 
· DOD 
设置DOD号码 
 
·绑定号码：与呼出号码对应的号码. 

6.2.2 SIP 设置 

1) 常规设置 

 
图 6-10 SIP 常规设置 

 
表 6-1 SIP 常规设置参数 
项目 注释 
UDP 端口 默认用于注册的 UDP 端口，默认 5060。 
TCP 端口 设置用于注册的 TCP 端口，默认禁用。端口 5060。 
TLS 端口 设置用于注册的 TLS 端口，默认禁用。端口 5061。 

验证 TLS 服务器 
当 NeoGate TA 作为 TLS 客户端时候，设置是否验证服务端

证书，如果没有此服务器的 CA 证书，请禁用此项。 

验证 TLS 客户端 
当 NeoGate TA 作为 TLS 服务器时候，设置是否验证客户端

证书，如果启用此项，则将请求并验证客户端证书。默认为否。 

TLS 忽略通用名 
证书合法性验证时候‘common name’必须和 IP 地址/域
名保持一致。默认启用。 

TLS 客户端方法 
指定 TA 作为 TLS 客户端时候发起的 TLS 连接协议，包括

tlsv1,sslv3,sslv2。默认 sslv2。 
RTP 起始端口 RTP 即为语音包，设置语音通道的起始端口，默认 10000。 
RTP 结束端口 RTP 即为语音包，设置语音通道的结束端口，默认 12000。 
DMTF 模式 设定全局 DTMF 模式，可选 RFC2833,info,inband。 
最大注册时间周期 设置注册 SIP 中继的最大周期，默认 3600 秒。 
最小注册时间周期 设置注册 SIP 中继的最小周期，默认 6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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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的呼入/呼出时间周期 设置默认注册 SIP 中继的周期，默认 120 秒。 
注册尝试次数 设置在注册周期内注册尝试的最大次数，0 表示无限制。 
注册超时 设置注册超时时间，默认 20 毫秒。 
优先呼叫通道语音编码 设置是否优先使用 SIP 中继中设定的编码优先级。默认启用。 
DNS SRV Look Up 是否启用 DNS SRV Look Up。 
用户代理 允许修改 user agent 字段。 
 
2) NAT 

 
STUN（Simple Traversal of UDP over NATs，NAT 的 UDP 简单穿越）是一种网络协

议，它允许位于 NAT（或多重 NAT）后的客户端找出自己的公网地址，查出自己位于哪种

类型的 NAT 之后以及 NAT 为某一 个本地端口所绑定的 Internet 端端口。这些信息被用

来在两个同时处于NAT 路由器之后的主机之间建立UDP通信。该协议由RFC 3489定义。 
 

注意： 
NAT 设置有 3 种可选，此三种设置一项即可。 
1. 公网 IP 地址：如果有固定的公网 IP，推荐输入此项。 
2. 本地网络的域名地址：如果没有固定的公网 IP，但有动态域名，可以输入此项。 
3. STUN：既无公网 IP，也无动态域名地址，则选择此项。 
NAT 设置组合为以上三种之一加上‘本地网络地址’。因此设置 NAT，本地网络地址为必填

项。 

 
图 6-11 NAT 设置 

 
表 6-2 NAT 设置 
项目 注释 

启用STUN 
是否启用STUN，如果禁用的时候，建议清除STUN里面设置

的内容。 
STUN地址 输入STUN服务器的地址，可在网络上查找公共免费的服务器。 
STUN端口 输入STUN服务器对应的开放端口。 
公网IP地址 TA所在网络的固定公网IP地址。 

域名 
如果TA所在网络无固定公网，则可以申请动态域名指向到此网

络，并填写在此处。 
刷新时间 输入动态域名的刷新时间，推荐20，单位为秒。 
本地网络地址 输入本地 IP 地址识别段，例如本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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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68.1.0~192.168.1.255，则输入

192.168.1.0/255.255.255.0.即可。 

NAT模式 

是否启用NAT，默认为yes(推荐) 
Yes:总是忽略信息并启用NAT 
No：只根据RFC3581使用NAT 
Never：从不使用NAT 
Route:启用NAT，但不发送rport 

允许重新邀请RTP 
系统默认将RTP媒体流从主叫重定向到被叫，有一些设备不支

持这种功能，特别是在防火墙NAT之后。建议No。 
注： 设备位于内网 NAT 后，当其他设备远程注册过来时候，请配置此项。 
 
3) 语音编码(codecs) 
 

 
图 6-12 语音编码设置 

 
语音编码是一种对语音运行的压缩或解压缩算法，因为它是在模拟和数字（ VoIP ）之间

移动的。 
TE100支持的语音编码有： 
u-law，a-law，GSM，SPEEX，G.722，G.726，ADPCM，G.729A，H261，H263，
H263p，H264，MPEG4。 
 
4) QoS 

 

图 6-13 QoS 设置 

 
服务质量QoS(Quality of Service)，QoS是网络的一种安全机制，主要用来解决网络

延迟和阻塞。当网络容量不足时，可以通过配置QOS来保证语音通信不被干扰、延迟

或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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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38 设置 
NeoGate TE 支持 T.38 传真，设置此页面的 T.38 参数，可以提高传真接收发送的成功率。 
 

 
图 6-14 T.38 设置 

 
6) 高级设置 

 
图 6-15 高级设置 

 
表 6-3 SIP 高级设置 

项目 注释 

From Field 
设置从哪一个字段来获取来电显示，可选From，Contact，
Remote-party-ID。 

To Field 设置从哪一个字段来获取并匹配DID(呼入直通号码)。 

180 Ringing 
此设置用于提供商不发送180 ringing时候用，此时，

NeoGate将发送180ringing。 

Remote Party ID 
设置是否发送remote party ID信息，默认是禁用。如果运营

商有从这个字段获取信息，可以启用此项。 
匿名认证 允许未经验证的用户的连接，默认不允许。建议保持默认。 

Pedantic 
启用该设置后，将通过检测SIP headers的标签，兼容多行的

SIP headers。默认不启用。 

总是验证拒绝 
对密码错误的任何注册和通话请求统一回复404响应，降低黑

客查找有效SIP用户能力。 
会话计时器 是否开启会话计时模式，开启之后，时间到了就发reinvite。 
最大刷新间隔 会话计时的最大时间间隔。 
最小刷新间隔 会话计时的最小时间间隔。 
刷新发起方 设定是由服务端还是客户端来发起reinv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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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中继组 

 
图 6-16 中继组 

 
在 TE100 中，我们可以将多个中继归类为一个组，用于设置通话路由。 

 

图 6-17 中继组设置 

 
·名称 
自定义中继组的名称： 
 
·可选中继 
所有的 SIP 中继都将在这里显示，供选择。 
 
·已选中继 
显示已经选择的中继，这些中继将同属一个中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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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常规设定 

 
图 6-18 常规设定 

·最大通话时长 
由于限定每通电话的最长通话时间。如设置为 0 则无限制。 
 
·网页访问端口（HTTP） 
HTTP会话绑定的端口，默认是80。 

6.3 路由配置 

TE100 拥有非常便捷的路由设置，在本页面中将显示默认的两条路由，用户可以自行更改

或者保持默认设置。 

 
图 6-19 路由设置 

6.3.1 路由列表 

该页面将显示具体的路由信息，同时支持两种配置模式。 
 
1) 简单模式 
该页面提供最简单的配置模式，用户仅需要定义路由名称，选择中继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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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0 简单模式路由  

·简单模式 
选择是否开启简单模式。 
 
·名称 
自定义路由名称。 
 
·呼入来源于 
选择电话呼入的中继线路 
 
·来电送往 
选择将呼入的电话从哪条中继送出 
 
2) 高级模式 
这个模式在简单模式的基础上将提供详细配置，可以实现一些高级特殊的配置。 
 



 
  

NeoGate TE100 用户手册 
 

                 38/41 

 

图 6-21 非简单模式路由 

 
·简单模式 
选择‘否’将显示高级模式配置界面 
 
·名称 
自定义路由名称。 
 
·呼入来源于 
选择电话呼入的中继线路。 
 
·呼入模式 
设置匹配的来电号码，若要匹配任何或没有来电号码，请将该设置留空。您还可以用模式匹

配来匹配特定范围的号码。 
注: 模式匹配 
定义匹配的来电号码，只有匹配的来电号码才能呼入。留白此项来匹配任何或是无CID 信
息。 
在模式中，有些字母带有特别的意义： 
X ... 匹配从0到9的任何数字 
Z ... 匹配从1到9的任何数字 
N ... 匹配从2到9的任何数字 
[12345-9] ... 在括号内的任一数字，在此例子中为数字 1,2,3,4,5,6,7,8,9 
. ... 通配符，匹配任何剩余的：比如 “9011.”匹配任何以9011开头的（不包含9011本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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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配符，结束匹配过程。当确定不需要继续匹配时，使用该通配符。比如你只需要匹

配四个号码，你可以在模式里面填写XXXX! 
举个例子, NXXXXXX 可以匹配一个正常的 7 位数拨号；而 1NXXNXXXXX，匹配 1 开

头，带 3 位数区号加电话号码。 
 
·DID号码 
定义该中继口的呼入直通号码。留空表示匹配所有的呼入直通号码。只有E1、BRI、VoIP
和服务供应商中继需要配置该项。 
匹配模式：在匹配模式中，有些字母带有特别的意义，您可以使用这些字母来设置DID号码：  
X ... 匹配从0到9的任何数字 
Z ... 匹配从1到9的任何数字 
N ... 匹配从2到9的任何数字 
[12345-9] ... 在括号内的任一数字，在此例子中为数字 1,2,3,4,5,6,7,8,9 
. ... 通配符，匹配任何剩余的：比如 “9011.”匹配任何以9011开头的（不包含9011本
身） 
! ... 通配符，结束匹配过程。当确定不需要继续匹配时，使用该通配符。比如你只需要匹

配四个号码，你可以在模式里面填写XXXX! 
对于 E1、BRI、VoIP、服务供应商等中继，如果您想设置一组连续的 DID 号码到一组连续

的分机号，您可以使用“-”和 DID 号码来表示，输入的格式必须为 xxx 或 xxx-xxx(xxx
表示一个 DID 号码，xxx-xxx 表示这个区间内的所有 DID 号码) 
 
·DID绑定号码 
用于设置DID号码对应的直通绑定号码。您可以使用绑定号码和“-”来表示，输入的格式

必须为xxx或xxx-xxx(xxx表示一个绑定号码，xxx-xxx表示这个区间内的所有绑定号码。 
注意：分机数量必须等于DID号码数量！ 
 
·来电送往 
选择将呼入的电话从哪条中继送出。 
 
·呼出模式 
在呼叫模式中，有些字母带有特别的意义： 
X ---- 从0到9的任何数字 
Z ---- 从1到9的任何数字 
N ---- 从2到9的任何数字 
[12345-9] ---- 在括号内的任一数字，在此例子中为数字 1,2,3,4,5,6,7,8,9 
. ---- 通配符，匹配任何剩余的：比如 “9011.”匹配任何以9011开头的（不包含9011
本身） 
! ---- 通配符，结束匹配过程。当确定不需要继续匹配时，使用该通配符。比如你只需要

匹配四个号码，你可以在模式里面填写XXXX! 
 
举个例子，NXXXXXX 可以匹配一个正常的7位数拨号；而1NXXNXXXXX，匹配1开头，

带3位数区号加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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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前缀位数 
用户可设置要删除号码前几位，例如设置删除前缀位数为1，在呼叫号码被送出之前，系统

将自动删除号码前1位。比方说用户拨打的号码是91234567，实际上系统只送出号码

1234567，第一位9将在号码送出前自动被删除。 
 
·增加前缀号码 
用户可设置要增加的前缀号码，例如设置前缀号码为17911，在呼叫号码被送出之前，系

统将自动在号码前加拨17911。比方说用户拨打号码是01012345678，实际上系统送出

的号码为1791101012345678。 
 

6.3.2 黑名单  

 
黑名单是一项简单易用的来电/去电拒绝功能，它会阻止名单里来电的呼入和呼出。 
如果来电号码在黑名单中，呼叫者将被提示：“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try 
again”，然后来电会自动挂断。 
 

 
图 6-22 黑名单设置 

 

7. 退出 

点击   来安全退出 TE100 网页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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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运用示例 
 

运用示例 1 

 
图 8-1 对接 TE100 和传统 PBX 

 
 

运用示例 2 

 

图 8-2 通过 TE100远程对接两台传统 PBX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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