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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手册

朗视 S系列中小型 IPPBX 管理员配置手册。

关于本手册

本手册详细地描述了S系列中小型 IPPBX的所有功能和配置方法。

本手册适用于以下产品：

• S412
• S20
• S50
• S100
• S300

读者对象

本手册适用于有一定网络知识基础的 S系列中小型 IPPBX 系统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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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机

分机概述

分机是一串简短的内部号码。用户可以使用分机接听和拨打电话。你可以根据公司组织架构及规划，为员工分配分机
号码。

分机类型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三种分机类型：

SIP 分机

SIP 分机基于 SIP 协议。

使用 SIP 分机前，用户需要在 IP 话机或软电话注册该分机，填写分机注册信息。分机注册成功后，用户可以使用
SIP 分机拨打和接听电话。

IAX 分机

IAX 分机基于 IAX 协议。

使用 IAX 分机前，用户需要在 IP 话机或软电话注册该分机，填写分机注册信息。分机注册成功后，用户可以使用
IAX 分机拨打和接听电话。

模拟分机

模拟分机与模拟话机或传真机绑定在一起。使用模拟分机前，你需要将模拟话机或传真机连接到 PBX 的 FXS 端口，
并为模拟话机或传真机分配一个模拟分机。模拟分机绑定成功后，用户可以使用模拟分机或传真机拨打和接听电话。

分机格式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1-7位数的分机号码。系统默认的分机号码为4位数，默认范围为1000~5999。

你可以进入 配置→PBX→常规设置→分机范围设定→用户分机，修改分机格式和范围。

分机基本设置

创建分机

分机创建说明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一个分机号对应多种分机类型，如 SIP 分机、IAX 分机和模拟分机。当分机有来电时，用
户可以随时随地用任何一个终端接听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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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多机

办公座机、软电话和模拟电话可以共用同一个分机号。当分机有来电时，所有终端会同时响铃。

在分机编辑页面，你可以将分机号设置成多种分机类型，用户可以在多种类型的话机终端使用相同的分机号码。

SIP Forking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多个 SIP 终端注册同一个分机号。当分机有来电时，所有终端同时响铃，用户可以使用
任一终端接听电话。

要使用分机的 SIP Forking 功能，你需要在分机编辑页面，勾选 SIP 类型，并设置 同时注册数。同时注册数 表示
最多允许多少个 SIP 终端同时注册该分机。

 注:

• 最多支持5个 SIP 终端注册同一个分机。
• 默认情况下，当一个 SIP 终端在忙时，其它 SIP 终端仍然可以接听来电。如果你要限制其它 SIP 终端

接听来电，你需要启用 一号多机全忙模式（配置→PBX→常规设置→SIP→高级）。

创建单个 SIP 分机

注册 SIP 分机前，你需要先创建 SIP 账号并填写注册信息。

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PBX→分机，点击 添加。
2. 在 基本 页面的 常规 栏，填写分机的注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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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机类型：选择 SIP。
• 分机：填写分机号码。
• 显示号码：该用户拨打电话时，对方将看到的号码。
• 显示名称：该用户拨打电话时，对方将看到的来电名称。
• 注册名称：分机注册的验证名称。
• 注册密码：用于注册该分机的密码。系统会自动分配一个随机的安全密码。你可以使用默认密码或根

据需求修改注册密码。
• 同时注册数：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在多个话机终端注册同一个 SIP 分机。当分机有来电时，所有

终端同时响铃。最多支持在5个终端上注册同一个 SIP 分机。

3. 在 基本 页面的 用户信息 栏，填写用户信息。

• 邮箱地址：填写用户的邮箱地址。

该邮箱地址可用于找回网页登录密码、接收语音留言、接收传真附件和 PBX 的事件通知。

• 用户密码：分机用户登录 PBX 网页和 Linkus 客户端的密码。默认为随机密码。
• 提示音语言：语音提示的语言。默认跟随系统设定的语言。

 注: 如需为该用户选择其他提示音语言，你需要先进入 配置→PBX→提示音→系统提示音
页面下载语音包。

• 手机号码：填写用户的手机号码。

该号码可作为通话转移的目的地或用于接收 PBX 的事件通知。

4. 点击 在线状态、功能、高级 或 呼叫权限 更改 其他设置。
5. 点击 保存 并 应用。

注册 SIP 分机
自动配置话机

创建单个 IAX 分机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 IAX （Inter-Asterisk Exchange ）协议。IAX 协议应用于 VoIP 通信业务。注册 IAX 分
机前，你需要先创建 IAX 账号并填写注册信息。

 注: 支持 IAX 协议的话机较少，建议使用 SIP 分机。

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PBX→分机，点击 添加。
2. 在 基本 页面的 常规 栏，填写分机的注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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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机类型：选择 IAX。
• 分机：填写分机号码。
• 显示号码：该用户拨打电话时，对方将看到的号码。
• 显示名称：该用户拨打电话时，对方将看到的来电名称。
• 注册密码：用于注册该分机的密码。系统会自动分配一个随机的安全密码。你可以使用默认密码或根

据需求修改注册密码。

3. 在 基本 页面的 用户信息 栏，填写用户信息。

• 邮箱地址：填写用户的邮箱地址。

该邮箱地址可用于找回网页登录密码、接收语音留言、接收传真附件和 PBX 的事件通知。

• 用户密码：分机用户登录 PBX 网页和 Linkus 客户端的密码。默认为随机密码。
• 提示音语言：语音提示的语言。默认跟随系统设定的语言。

 注: 如需为该用户选择其他提示音语言，你需要先进入 配置→PBX→提示音→系统提示音
页面下载语音包。

• 手机号码：填写用户的手机号码。

该号码可作为通话转移的目的地或用于接收 PBX 的事件通知。

4. 点击 在线状态、功能、高级 或 呼叫权限 更改 其他设置。
5. 点击 保存 并 应用。

注册 IAX 分机

创建模拟分机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 FXS （Foreign Exchange Station ）端口。如需使用模拟话机或传真机，你可以在 PBX
上创建模拟分机，并将分机号码分配给模拟话机或传真机。

创建模拟分机前，你需要在 PBX 上安装 S2 模块或 SO 模块，然后将模拟话机或传真机连接在 PBX 的 FXS 口。

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PBX→分机，点击 添加。
2. 在 基本 页面的 常规 栏，填写分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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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机类型：选择 FXS。
• 分机：填写分机号码。
• 显示号码：该用户拨打电话时，对方将看到的号码。
• 显示名称：该用户拨打电话时，对方将看到的来电名称。

3. 在 基本 页面的 用户信息 栏，填写用户信息。

• 邮箱地址：填写用户的邮箱地址。

该邮箱地址可用于找回网页登录密码、接收语音留言、接收传真附件和 PBX 的事件通知。

• 用户密码：分机用户登录 PBX 网页和 Linkus 客户端的密码。默认为随机密码。
• 提示音语言：语音提示的语言。默认跟随系统设定的语言。

 注: 如需为该用户选择其他提示音语言，你需要先进入 配置→PBX→提示音→系统提示音
页面下载语音包。

• 手机号码：填写用户的手机号码。

该号码可作为通话转移的目的地或用于接收 PBX 的事件通知。

4. 点击 在线状态、功能、高级 或 呼叫权限 更改其他设置。
5. 点击 保存 并 应用。

批量创建分机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批量创建 SIP 分机和 IAX 分机。

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PBX→分机，点击 批量添加。
2. 在 基本 页面的 常规 栏，完成以下配置：

 注:

• 系统默认为分机分配安全系数较强的 注册密码 和 用户密码。
• 如果你需要批量编辑分机的 注册密码 和 用户密码，你需要先进入 配置→系统→安全中心→服

务， 勾选 启用弱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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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机类型：选择分机类型。
• 起始分机：填写起始分机号码。系统将以该号码开始，批量创建分机号码。
• 创建数量：填写要创建的分机数量。
• 同时注册数：PBX 支持在多个终端上注册同一个分机。当分机有来电时，所有终端同时响铃。
• 提示音语言：语音提示的语言。默认跟随系统设定的语言。

 注: 如需选择其他提示音语言，你需要先进入 配置→PBX→提示音→系统提示音 页面下载
语音包。

3. 点击 功能、高级 或 呼叫权限 更改其他设置。
4. 点击 保存 并 应用。

批量修改分机名称和邮箱
注册 SIP 分机

注册分机

注册 SIP 分机

创建 SIP 分机后，用户需要在 IP 话机或软电话上注册 SIP 分机，才能使用 SIP 分机接听和拨打电话。

1.获取分机注册信息

注册 S系列中小型 IPPBX 的 SIP 分机，通常需要获取以下信息：

• PBX 的IP 地址
• SIP 注册端口：默认端口5060
• 分机信息

◦ 分机
◦ 注册名称
◦ 注册密码
◦ 显示名称
◦ 传输协议

2.在话机上注册分机

登录话机网页，填写并保存分机注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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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看分机注册状态

选择以下任一方式，查看分机注册状态。

• 登录话机网页，查看分机状态是否已注册。

•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PBX 状态→分机，查看分机状态是否显示 。

在 Yealink 话机上注册分机
在 Htek 话机上注册分机
在 Cisco 话机上注册分机
在 Fanvil 话机上注册分机
在 Snom 话机上注册分机
在 Htek 话机上注册分机

注册 IAX 分机

创建 IAX 分机后，用户需要在 IP 话机或软电话上注册 IAX 分机，才能使用 IAX 分机接听和拨打电话。

 注:  支持 IAX 协议的话机较少，建议使用 SIP 分机。

在本文中，我们以 Zoiper 软电话为例，介绍如何注册 IAX 分机。

1.获取分机注册信息

注册 S系列中小型 IPPBX 的 IAX 分机，通常需要获取以下信息：

• PBX 的 IP 地址（e.g.192.168.5.30）
• 分机信息

◦ 分机（e.g.1001）
◦ 注册密码（e.g.Yeastar6041）
◦ 显示号码（e.g.1001）
◦ 显示名称（e.g.Ann）

2.在 Zoiper 软电话上注册分机

1. 运行 Zoiper.exe，进入 →IAX 账户→增加新的 IAX 账户。
2. 在 增加新的 IAX 账户 对话框中，填写分机号 1001，点击 确定。
3. 在 IAX 账户选项 页面，填写以下信息。

• 服务器名称/IP：192.168.5.30
• 用户：1001
• 密码：Yeastar6041
• 呼入名称：Ann
• 呼入号码：1001

4. 点击 确定 并 应用。

3.查看分机注册状态

选择以下任一方式，查看分机注册状态。

• 登录话机网页，查看分机状态是否已注册。

•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PBX 状态→分机，查看分机状态是否显示 .

17



注册远程分机

当你出差时，你可以在软电话上或IP话机上注册一个远程分机。

如下图所示，PBX和IP话机有自己的私有地址并且处在不同的网络中。

1. 在与PBX相连的路由器上设置映射的端口。

查看以下你想要映射在路由器2上的端口号，你可以在PBX→常规配置→SIP中修改默认端口号。

• SIP Register Port：UDP 5060

• RTP Port Range：UDP 10000-12000

2. 登录分机所在的PBX的网页界面，进入PBX→常规设置→SIP→NAT，根据你的网络环境设置NAT。

3. 启用该分机的NAT和远程注册功能。

4. 在IP话机上注册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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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使用分机所在的PBX的公网IP地址/域名和映射的SIP端口号注册远程分机。

管理分机

修改分机范围

PBX 默认的分机范围是1000-5999。创建分机前，你可以根据需要，修改 PBX 的分机范围。

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PBX→常规设置→分机范围设定→用户分机。
2. 修改 用户分机 的范围。
3. 点击 保存 并 应用。

修改分机信息

创建分机后，你可以根据需要，修改单个分机设置或批量修改分机的设置。

修改单个分机信息

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PBX→分机。

2. 在 分机 页面下，点击分机旁边的 。
3. 根据需要，修改分机信息。
4. 点击 保存 并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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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修改分机信息

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PBX→分机。
2. 在 分机 页面下，勾选要编辑的分机，点击 编辑。
3. 根据需要，修改分机信息。
4. 点击 保存 并 应用。

批量修改分机名称和邮箱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批量修改分机名称和邮箱。你可以先导出分机信息，以导出的 CSV 文件为模板，修改分
机名称和邮箱，再重新导入该文件。

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PBX→分机，点击 导出，导出所有分机信息。
2. 打开 CSV 文件，修改分机名称和邮箱并保存修改。

• fullname：填写用户名。用户名即 PBX 分机信息中的 显示名称。
• email：填写分机用户的邮箱地址。

3. 导入 CSV 文件。

a.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PBX→分机，点击 导入。
b.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浏览，选择 CSV 文件。
c. 点击 导入。

 注: 你可能看到如下报错。

d. 点击 是，查看替换结果。

 注: 如果报错原因显示“username[1000]: The imported record is existing, the record
has been overwritten”，忽略此报错。

4. 查看导入的分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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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分机

当员工离职或不再使用此分机，你可以删除分机。

删除单个分机

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PBX→分机。

2. 在 分机 页面下，点击分机旁边的 。
3. 点击 保存 并 应用。

批量删除分机

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PBX→分机。
2. 在 分机 页面下，勾选要删除的分机，点击 删除。
3. 点击 保存 并 应用。

导入/导出分机信息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导入、导出分机信息。你可以先导出分机信息，以导出的 CSV 文件为模板，编辑分机信
息，再重新导入该文件。

导出分机信息

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PBX→分机。
2. 点击 导出，将分机信息导出为 CSV 格式的文件。

导入分机信息

 提示: 你可以先导出分机信息，以导出的 CSV 文件为模板，编辑分机信息。

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PBX→分机。
2. 根据 分机-导入参数说明，编辑分机信息。
3. 点击 导入。
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浏览 选择 CSV 文件。
5. 点击 导入。

分机-导入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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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机组

创建分机组

你可以根据企业内部组织架构，将分机按部门分组。在配置呼出路由、响铃组、队列时，你可以直接选择分机组，
无需逐个选择分机。

1. 进入 配置→PBX→分机→分机组，点击 添加。
2. 在 名称 栏填写标识分机组的名称。

3. 在 可选择 框中，选择分组成员分机添加到 已选择 框中。
4. 点击 保存 和应用。

管理分机组

编辑分机组

你可以修改分组机名称，添加或移除分机组成员。

1. 进入 配置→PBX→分机→分机组，搜索并查找到要编辑的分机组，点击 。
2. 根据需要编辑分机组。
3.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删除分机组

1. 进入 配置→PBX→分机→分机组，搜索并查找到要编辑的分机组，点击 。
2. 点击 确定 删除分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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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机组应用

在配置呼出路由、响铃组、或队列的成员时，你可以选择已创建的分机组，节省配置时间。

例如，在设置出站路由时，只允许技术支持成员通过此路由进行外线呼叫。 你可以直接添加技术支持分机组，而不
需要逐个添加技术支持成员分机。 如此，既方便成员管理，也直接简化了配置过程。

分机状态

分机状态概述

本文介绍什么是在线状态，并说明在线状态的办公应用场景。

在线状态是什么？

分机在线状态用于显示该分机用户的办公状态。分机在线状态功能与 呼叫转移 和 Linkus响铃策略 相关联。每一个
分机在线状态可以对应不同的呼叫转移规则和响铃策略。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五种分机状态：

• 空闲：用于指示该用户当前处于办公状态，可以接听来电。
• 离开：用于指示该用户当前不在办公室，可能无法及时接听来电。
• 免打扰：用于指示该用户当前不想被打扰，无法来电。
• 午餐中：用于指示该用户当前正在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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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差中：用户指示该用户正在出差中。

办公场景

分机用户可以在 Linkus 客户端上查看同事的状态及状态信息，实时了解同事的状态空闲、忙碌、或离开；也可以
更改自己的分机状态快速转移来电到预先设置的目的地。

例如，分机用户在开会时无法及时接听电话，但是又不想错过重要电话时，分机用户可以将分机状态设置为 离开，
将来电转移到语音信箱。会议结束后，分机用户可以重新将分机状态切换为 空闲。

如何更改在线状态

3 种更改分机状态的方式：

• 分机用户可以直接在 Linkus 客户端上修改各自的分机状态。
• 分机用户可以登录自己分机的网页界面，修改各自的分机状态。
• 管理员可以登录 PBX 网页界面，修改所有分机的状态。

设置呼叫转移规则 & 分机状态

你可以为每个在线状态设置不同的呼叫转移规则。切换在分机线状态之后，系统会根据当前状态预先设置的呼叫转
移规则，将来电转移到语音信箱、其他分机、或你的手机。

1. 进入 配置→PBX→分机，搜索并查找到要编辑的分机组，点击 。
2. 点击 在线状态 标签。
3. 在 状态 下拉列表中，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分机状态。
4. 在 状态信息 栏中，填写自定义的状态说明，该信息在 Linkus 客户端上显示。

Linkus 用户可以实时看到你的动态，判断你当前是否方便接听电话。

5. 设置该状态下的呼叫转移规则。

a. 选择呼叫转移条件：

• 总是：所有来电将被转移到指定的目的地。
• 无应答：仅未接听的来电会被转移到指定的目的地。
• 忙时：仅当前处于一路通话中的来电会被转移到指定的目的地。

b. 在已选择的呼叫转移条件旁边，设置相关的转移目的地。

6. 设置该状态下的响铃策略。

• 先响铃：设置收到来电时，先响铃的终端。
• 后响铃：设置来电未在 先响铃 上接听时， 后响铃的终端。

7.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设置呼叫转移提示音

默认情况下，当来电被转移时，PBX 会播放呼叫转移提示音，再播放等待音乐。如果分机用户不想让来电呼叫者发
现电话正在被转移，你可以关掉 播放呼叫转移提示音，并设置 呼叫转移等待音乐 为回铃声。

1. 进入 配置→PBX→提示音→提示音选项。
2. 取消勾选 播放呼叫转移提示音。
3. 设置 呼叫转移等待音乐 为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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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启用/取消‘呼叫转移’

分机用户可以拨打特征码启用或取消呼叫转移。

进入配置→PBX→常规设置→特征码，可以更改呼叫转移的特征码。

以下表格列出默认的呼叫转移特征码，并说明如何使用特征码启用或取消呼叫转移功能。

特征码 描述 示例

*71 启用无条件呼叫转移 • 拨打 *71 将所有来电转移到语音信箱中。

• 拨打*716000 将所有来电转移到分机6000。

*071 取消无条件呼叫转移 • 拨打*071取消无条件呼叫转移。

*72 启用忙时转移 • 拨打 *72，当分机忙时，将来电转移到语音信箱。

• 拨打 *726000，当分机忙时，将来电转移到分机
6000。

*072 取消忙时转移 • 拨打*072 取消忙时转移。

*73 启用无应答转移 • 拨打*73 ，当分机无应答时，将来电转移到语音信
箱。

• 拨打*736000，当分机无应答时，将来电转移到分机
6000。

*073 取消无应答转移 • 拨打*073 取消无应答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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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信箱

语音信箱概述

S系列中小型 IPPBX 内置一个免费的语音信箱系统。语音信箱业务是一种基于多种网络、以语音信息交互为主要功
能的业务,为用户提供存储、转发和提取语音信息等服务。

启用/禁用语音信箱

每个分机默认开启语音信箱，如果分机用户不需要该功能，你可以关闭该用户分机的语音信箱功能。

启用/禁用语音信箱

1. 进入配置→PBX→分机，搜索并查找到要设置的分机，点击 。
2. 在分机编辑页面，点击功能 标签。
3. 更改 语音信箱 设置。

• 勾选 启用语音信箱 启用分机的语音信箱功能。
• 取消勾选 启用语音信箱，禁用分机的语音信箱功能。

4.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修改语音信箱 PIN 码/密码

分机用户可以拨打语音信箱特征码（默认*2）查听语音留言。为了确保分机安全，我们建议你修改语音信箱 PIN
码/密码。

1. 进入 配置→PBX→分机，搜索并查找到要编辑的分机，点击 。
2. 点击 功能 标签。
3. 在 语音信箱密码 栏，填写新的 PIN 码/密码。
4.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设置‘语音留言到邮箱’

语音留言到邮箱 功能允许分机用户通过邮件接收语言留言，如此，即便不在办公室，也能快速处理语言留言。

启用语音留言到邮箱功能

默认禁用语音留言到邮箱功能。如果分机用户希望使用邮箱接收语音留言，你可以为这些分机用户开启语音留言到
信箱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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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确保该分机已绑定邮箱地址，且 PBX 的系统邮箱设置正确，否则“语音留言到邮箱”无法正常工
作。

1. 进入配置→PBX→分机，搜索并查找到要设置的分机，点击 。
2. 在分机编辑页面，点击功能 标签。
3. 在 发送语音留言到邮箱 下拉列表中，选择语音留言到信箱的类型。

• 发送到用户邮箱：发送到分机用户设置的邮箱。

分机用户邮箱可以在 基本 标签页面配置。

• 发送到自定义邮箱：发送到自定义的邮箱。

4.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设置‘语音留言到邮箱’邮件模板

1. 进入配置→系统→邮件模板，点击 发送语音留言到邮箱 旁边的 。

 注: 邮件中的 模板变量 名称不能修改；你可以根据内容需要，更改变量的位置。

2. 编辑主题和内容。
3. 点击保存和应用。

查看语音留言

分机用户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查看语音留言。

通过 Linkus 查看留言

登录 Linkus，进入 我的→语音信箱 ，查看语音留言。

通过机查看留言

• 拨打特征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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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在自己的话机上按*2 查看语音留言。

• 拨打特征码 *02：

用户可以在其他分机用户的话机上按*02 进入语音信箱主菜单，输入自己的分机号和语音信箱密码，查看自己
的语音留言。

通过网页查看留言

分机用户可以登录PBX网页，进入Me→语音留言管理，查看自己的语音留言。

• 用户名： 分机绑定的邮箱地址或分机号码。
• 密码：分机的 用户密码。

通过电子邮件查看语音留言

如果分机用户启用了“语音留言到邮箱”功能，那么该用户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查看语音留言。

通过IVR查看语音留言

如果IVR启用了允许查阅语音留言功能，那么出差在外的用户呼入PBX，进入IVR，可以拨*02 查看语音留言。

 提示:  如果用户正在使用Linkus客户端，可以直接在Linkus客户端查看语音留言。

更改'语音信箱问候语'

管理员可以为所有分机用户设置全局“语音信箱问候语”，也可以为指定分机用户设置独立的“语音信箱问候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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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信箱问候语内容

当分机不可用时，语音信箱问候语由 3 部分组成：分机不可用提示音 + 留言提示音 + “嘀”。

当分机忙线时，语音信箱问候语由 3 部分组成：忙线提示音 + 留言提示音 + “嘀”。

• 默认的忙线提示音：分机 XXXX 正忙。
• 默认的分机不可用提示音：分机 XXXX 无法接通。
• 默认的留言提示音：请在嘀的一声后留言，留言完毕请按 # 号键或直接挂掉电话。

设置全局“语音信箱问候语”

1. 进入配置→PBX→常规设置→语音信箱→ 问候选项。
2. 修改全局语音信箱问候语。

• 忙线提示音：选择分机忙时播放的提示音。
• 分机不可用提示音：选择分机不可用时播放的提示音。
• 留言提示音：选择在分机忙线提示音或不可用提示音后播放的提示音。

3.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设置分机"语音信箱问候语"

默认情况下，全局设置的忙线提示音和分机不可用提示音对所有分机号生效。如果某个分机用户想要自定义问候
语，你可以为该分机单独设置提示音。

 注:

语音文件格式要求：".wav", ".WAV" 或 ".gsm"。文件大小不能超过 8 M。

语音编码要求：PCM: 8K、16bit、128kbps; A-law(g.711): 8k、8bit、64kbps; u-law (g.711): 8k、
8bit、64kbps; gsm: 6.10、8k、13kbps。

1. 进入配置→PBX→分机，搜索并查找到要编辑的分机，点击 。
2. 点击功能 标签。
3. 点击 浏览，上传自定的语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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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集中管理语音留言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提供两种方式帮助你集中管理多个分机用户的语音留言信息：在话机上订阅 BLF 按键监控多个
分机的语音留言状态；通过一个邮箱集中接收多个分机用户的语音留言文件。

BLF 监控语音留言状态

默认情况下，分机的语言留言状态无法被其他用户监控。如果你需要监控分机的语言留言状态，你需要先开启分机
的 共享语音留言状态 设置。

下面以 Yealink T27G v69.82.0.20 为例，介绍如何使用分机 1000 的话机监控分机 4000 的语音留言状态。

1. 启用分机 4000 的共享语音留言状态设置。

a.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PBX→分机，编辑分机 4000。
b. 点击 功能 页签，勾选 共享语音留言状态。

c.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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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置 BLF 按键监控分机 4000 的语音留言状态。

a. 登录已注册分机 1000 的话机，进入 Dsskey。
b. 设置 BLF 按键监控分机 4000 的语音留言状态。

• Type：选择 BLF。
• Value：填写 *2{ext_num}。本例中，填写 *24000。
• Line：选择分机 1000 注册的话机账号线路。

c. 点击 Confirm。

Result:

• BLF 灯显示绿色：分机 4000 没有未读语音留言。
• BLF 灯显示红色：分机 4000 有未读语音留言。

统一邮箱接收语音留言

你可以将多个分机的“语音留言到邮箱” 设置到同一个邮箱地址，从而集中管理这些分机的语音留言文件。

例如：使用统一的邮箱地址 voicemial@yeastar.com 接收多个分机的语音留言文件。

将分机的 发送语音留言到邮箱 设置到同一个自定义邮箱地址 voicemial@yeastar.com。这些分机收到的语音留言
文件都会被转发到同一个邮箱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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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语音信箱’设置

根据实际应用需求，更改系统的语音信箱设置，包括留言设置、问候语设置和留言收听设置。

进入 配置→PBX→常规设置→语音信箱， 更改系统的语音信箱设置。

留言选项

每个文件夹最大语音留言数 设置分机的各个文件夹中最多可以保存多少条语音留言。

最长留言时间 设置每条语音留言的最长留言时间。

最短留言时间 设置每条语音留言的最短留言时间。

删除语音留言 启用后，系统自动删除已发送到邮箱的语音留言，默认不启用。

按5留言 如果启用此选项，用户必须在按 5 之后才能给对应的分机留言。

退出语音信箱 如果启用此选项，主叫方可以在进入语音留言后通过拨 0 跳出语音
留言到达设置的目的地。

问候选项

设置系统的全局问候语。分机用户也可以自定义问候语。

忙线提示音 当分机用户忙线时，PBX 会播放这个提示音。

分机不可用提示音 当分机不可用时，PBX 会播放这个提示音。

留言提示音 选择用户留言前的提示音。

收听选项

播放留言者的号码 如果启用此选项，用户在收听语音留言内容之前，系统将先播放语音
留言者的号码。

播放留言时长 如果启用此选项，用户在收听语音留言内容之前，系统将先播放该语
音留言持续的时间，单位为分钟。

播放留言接收时间 如果启用此选项，用户在收听语音留言内容之前，系统将先播放该语
音留言接收到的时间。

允许用户重新浏览 是否允许用户进行语音留言时，重新浏览语音留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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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信箱功能菜单

分机用户在话机上拨打*2，输入语音信箱密码，可进入语音信箱功能主菜单。语音信箱详细菜单如下图所示。

移动分机

移动分机功能可以让分机用户的手机变为随身携带的移动分机，随时随地接听来电、与企业其他分机免费互拨、通过
公司电话线路外呼。

应用场景

朗视移动分机功能，使用户的手机轻松成为“移动座机”，用户可以随时随地用手机呼叫同事、客户或接听分机来
电。

当用户下班或出差时，使用分机绑定的手机号呼入 PBX，用户的手机将拥有该分机的所有权限，用户可以随时用手
机呼叫同事或客户。你还可以为用户启用同时响铃功能，当同事或客户拨打用户的分机号时，用户的办公座机、手机
会同时响铃，用户可以使用任一设备接听来电。

使用移动分机，用户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 企业内部分机免费互打。
• 使用 PBX 的中继拨打外线号码。
• 随时随地用手机接听分机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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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移动分机

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分机，点击分机旁边的 。
2. 在 编辑分机 页面，点击 功能 页签。
3. 在 移动分机 区域，勾选 启用移动分机。
4. 填写手机号及呼出路由的前缀。

• 设置手机号：填写手机号，手机号将和分机号关联。
• 前缀：可选。 填写 呼出路由的拨号前缀，PBX 会将来电从匹配的呼出路由送往用户的手机。

5. 勾选 同时响铃。

当有人呼叫用户的分机号时，用户的办公座机、手机会同时响铃。用户可以使用任一设备接听来电。

6. 点击 保存 并 应用。

使用移动分机

配置移动分机后，用户可以根据以下操作，用手机呼入 PBX，随时随地使用公司外线拨打分机号或外线号码

。

1. 拨打 PBX 中继的外线号码。

用户将听到一段语音，提示用户输入要拨打的电话号码。

2. 拨打分机号或外线号码。

• 拨打分机号

被叫方将看到来电显示“mobile_number <extension_number>”。

mobile_number：手机号码

extension_number：分机号码

• 拨打外线号码

被叫方将看到来电显示“手机号”。

 注:

◦ 如果 PBX 的呼出路由要求用户在外线号码前面加拨数字，那么你需要填写相应的呼出前缀。

◦ PBX 至少要有两条可用的中继。当用户用手机呼入 PBX，将会占用 PBX 的一条中继，PBX 需
要使用其它中继拨打外线号码。

监听

监听概述

拥有监听权限的监听者可以在话机上按“监听特征码”+“要监听的分机号码”，实时监听用户的通话。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PBX→常规设置，点击 特征码 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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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监听 栏中，你可以设置监听模式并修改监听模式对应的特征码。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以下三种监听模式：

• 普通监听（特征码：*90）

选择此模式，监听者只能听，不能与通话中的任意一方对话。

• 密语监听（特征码：*91）

选择此模式，监听者能够与被监听者对话。但通话中的另一方听不见监听者的声音。

• 强插监听（特征码：*92）

选择此模式，监听者可以加入通话，即进入三方通话。

设置监听功能

为保证监听功能正常使用，你需要同时设置监听者和被监听者双方的监听功能。

1. 设置监听者的监听权限和监听模式。

a.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PBX→分机，点击分机旁边的 。
b. 在分机编辑页面，点击 功能 页签。
c. 在 监听模式 下拉菜单中，选择一种监听模式。.

• 无

禁止监听其他用户的通话。

• 通用模式

监听者可以选择以下任意一种监听模式进行监听。

• 普通监听（默认特征码：*90）

监听者只能听，不能与通话中的任意一方对话。

• 密语监听（默认特征码：*91）

监听者能够与被监听者对话。但通话中的另一方听不见监听者的声音。

• 强插监听（默认特征码：*92）

监听者可以加入通话，即进入三方通话。

d. 点击 保存 并 应用。

2. 设置哪些分机可以被监听。

a.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PBX→分机，点击分机旁边的 。
b. 在分机编辑页面，点击 功能 页签。
c. 在 监听设置 栏，勾选 允许被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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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点击 保存 并 应用。

呼叫权限

分机呼叫权限

创建或编辑分机时，你可以为分机分配呼出路由。你也可以在呼出路由配置界面，设置分机的呼叫权限。

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PBX→分机，点击分机旁边的 。
2. 在分机编辑页面，点击 呼叫权限 页签。
3. 在 可选择 的呼出路由列表中，为该分机分配呼出路由。

呼出路由权限

将呼出路由选到 已选择 框内，该分机用户有权限通过已选择的呼出路由拨打外线电话。

外呼限制

• 禁止分机外呼

勾选 外呼限制，该分机将无法拨打任何外线电话。

如果该分机被限制外呼，分机页面会显示该分机的状态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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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如果分机拨打外线电话违反系统设置的呼出限制规则，那么该分机也会被锁定，不能再拨打外
线电话。

• 解除外呼限制

双击图标  或者取消勾选 外呼权限 设置，可以解除分机的外呼限制。

解除限制后，分机用户可以通过管理员分配的呼出路由拨打外线电话。

分机配置

SIP 分机配置

本文提供 SIP 分机配置项的说明。

基本设置

路径：配置→PBX→分机，选择一个 SIP 分机，进入分机编辑的 基本 页面。

常规设置

设置 说明

类型 选择 SIP。

分机 填写分机号码。

显示号码 该用户拨打电话时，对方将看到的号码。

注册名称 分机注册的验证名称。

显示名称 该用户拨打电话时，对方将看到的来电名称。

同时注册数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在多个话机终端注册同一个
SIP 分机。当分机有来电时，所有终端同时响铃。

注册密码 用于注册该分机的密码。系统会自动分配一个随机的
安全密码。你可以使用默认密码或根据需求修改注册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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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信息设置

设置 说明

邮箱地址 填写用户的邮箱地址。

该邮箱地址可用于找回网页登录密码、接收语音留
言、接收传真附件和 PBX 的事件通知。

用户密码 分机用户登录 PBX 网页和 Linkus 客户端的密码。默
认为随机密码。

提示音语言 语音提示的语言。默认跟随系统设定的语言。

 注: 如需为该用户选择其他提示音语言，你
需要先进入 配置→PBX→提示音→系统提示音
页面下载语音包。

手机号码 填写用户的手机号码。

该号码可作为通话转移的目的地或用于接收 PBX 的事
件通知。

状态设置

分机在线状态用于显示该分机用户的办公状态。分机在线状态功能与 呼叫转移 和 Linkus响铃策略 相关联。每一个
分机在线状态可以对应不同的呼叫转移规则和响铃策略。

路径：配置→PBX→分机，选择一个 SIP 分机，进入分机编辑的 在线状态 页面。

在线状态

设置 说明

状态 设置分机状态。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5种分机状态：

• 空闲：用于指示该用户当前处于办公状态，可以接听来电。

• 离开：用于指示该用户当前不在办公室，可能无法及时接听
来电。

• 免打扰：用于指示该用户当前不想被打扰，无法来电。

• 午餐中：用于指示该用户当前正在用餐。

• 出差中：用户指示该用户正在出差中。

状态信息 对当前在线状态增加详细说明。

呼叫转移设置

你可以为每个在线状态设置不同的呼叫转移规则。切换分机在线状态之后，系统会根据当前状态预先设置的呼叫转
移规则，将来电转移到语音信箱、其他分机或用户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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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总是 所有呼叫该分机的来电，都会被转移到设置的目的地。

无应答 当分机无应答时，来电被转移到设置的目的地。

忙时 当分机正在忙时，来电被转移到设置的目的地。

响铃策略设置

你可以为此分机注册的以下终端设置响铃策略。

• 话机端
• Linkus 手机端
• Linkus 电脑端

设置 说明

先响铃 设置收到来电时，先响铃的终端。

后响铃 设置来电未在 先响铃 上接听时， 后响铃的终端。

功能设置

点击 功能 页签，你可以配置语音信箱、移动分机、监听功能和其他功能。

路径： 配置→PBX→分机，选择一个 SIP 分机，进入分机编辑的 功能 页面。

语音信箱设置

设置 说明

启用语音信箱 是否启用语音信箱。

语音信箱密码 分机登录语音信箱的密码。

共享语音留言状态 是否允许其他分机查看此分机的语音留言状态。

发送语音留言到邮箱 是否发送语音留言到指定的邮箱地址。

• 禁用：不发送语音留言到指定的邮箱地址。

• 发送到用户邮箱：发送语音留言到此分机用户绑定
的邮箱地址。

• 发送到自定义邮箱：自定义邮箱地址，PBX 会发送
语言留言到此邮箱地址。

忙线提示音 分机忙时，播放的提示音。

你可以设置系统的全局忙线提示音，也可以单独设置分
机的忙线提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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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分机不可用提示音 分机不可用时，播放的提示音。

你可以设置系统的全局不可用提示音，也可以单独设置
分机的不可用提示音。

移动分机设置

移动分机功能可以让分机用户的手机变为随身携带的移动分机，随时随地接听来电、与企业其他分机免费互拨、通
过公司电话线路外呼。

设置 说明

同时响铃 当有人呼叫用户的分机号时，用户的办公座机、手机会同时
响铃。

启用移动分机 启用移动分机功能时，当用户使用该号码呼入到 PBX，手机
将拥有该分机的所有权限，如拨打其他分机号码、听取语音
留言等。

移动分机 • 设置手机号：填写手机号，手机号将和分机号关联。

• 前缀：可选。

 注: 如果 PBX 的呼出路由要求用户在外线号
码前面加拨数字，那么你需要填写相应的呼出前
缀。

监听设置

监听功能允许有监听权限的用户实时监听其他分机的通话。

设置 说明

允许被监听 启用后，该用户的通话将允许被监听。

监听模式 选择该用户的监听模式。

• 无：不能监听别人的通话。

• 通用模式：可以使用任意一种监听模式，监听其
他分机的通话。

• 监听模式：监听者只能听，不能与通话中的任意
一方对话。(特征码默认为*90)。

• 密语监听：监听者能够与被监听者对话。但通话
中的另一方听不见监听者的声音。（特征码默认
为*91）。

• 强插监听：监听者可以加入通话，即进入三方通
话。（特征码默认为*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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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设置

设置 说明

响铃超时 选择收到来电时，该分机响铃超时的时间。

最大通话时长 该分机上每个通话的最长通话时间。

 注:

分机设置与全局设置的关系：

• 内部分机通话：最大通话时长 为主叫分机设
置的时间。

• 分机拨打外线电话：最大通话时长 为分机设
置的时间。

• 外线电话呼入分机：最大通话时长 为全局设
置的时间。

用户密码改变时发送邮件通知 更改分机的用户密码后，是否发送邮件通知该用户。

高级设置

创建分机时，我们建议你保留分机默认的高级设置。你也可以根据环境需要，更改分机的高级设置。更改分机高级
设置之前，你需要熟悉 SIP 协议，错误的配置可能导致通话失败。

路径：配置→PBX→分机，选择一个 SIP 分机，进入分机编辑的 高级 页面。

VoIP 设置

设置 说明

NAT 如果 PBX 是通过路由器端口映射到外网，当你需要注册远程
分机时，你需要启用本设置。

 提示: 当远程分机出现单通或者无法注册的问题时，有
可能跟 NAT 设置或者路由器防火墙设置错误有关。

Qualify 勾选此项，PBX 会定期发送 SIP OPTIONS 包给话机，验证话
机是否在线。

远程注册 如果你需要在外网注册该分机，勾选此项。

语音加密 是否启用语音加密。

T.38 Support 启用后，该分机支持 T.38 传真。

 注: SIP 分机用于对接 FXS 语音网关时，启用该选
项，支持T.38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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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DTMF Mode 设置发送的 DTMF 模式。有以下选项：

• RFC4733：通过单独 RTP 包传输的 DTMF。

• Info：用 SIP 信令的 Info 方法携带的 DTMF信号。

• Inband：与语音包一起通过 RTP 传输的 DTMF。

• Auto：自动检测是否支持 RFC4733，支持则使用
RFC4733，不支持则使用 Inband 。

协议 选择传输的协议。

• UDP

• TCP

• TLS

启用用户代理注册认证

设置 说明

启用用户代理注册认证 是否限制 user agent 注册到该分机。

用户代理 填写 user agent 名称。

当 SIP 话机发送注册包到 PBX 时，注册包中会包含
useragent 字段，如果话机本身所带的 useragent 前
缀与 PBX 所设置的 useragent 前缀不匹配（大小写不
敏感），则注册失败。

IP地址限制

设置 说明

启用IP地址限制 本设置为 IP 访问限制，你可以通过启用本项提高账户
安全性。启用后，只有符合设置的 IP 地址或网段才能
注册该分机。

允许的IP/子网掩码 输入格式为 IP 地址/掩码。例如：

• 192.168.5.100/255.255.255.255

允许 IP 192.168.5.100 注册使用该分机。

• 192.168.5.0/255.255.255.0

允许网段 192.168.5.0 内的所有 IP 地址注册使用
该分机。

呼叫权限设置

你可以为 SIP 分机配置呼出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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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配置→PBX→分机，选择一个 SIP 分机，进入分机编辑的 呼叫权限 页面。

设置 说明

呼出路由 选择此分机可以使用的呼出路由。

外呼限制 勾选此项，该分机无法通过外线呼出。

IAX 分机配置

本文提供 IAX 分机配置项的说明。

基本设置

路径：配置→PBX→分机，选择一个 IAX 分机，进入分机编辑的 基本 页面。

常规设置

设置 说明

类型 选择 IAX。

分机 填写分机号码。

显示号码 该用户拨打电话时，对方将看到的号码。

显示名称 该用户拨打电话时，对方将看到的来电名称。

注册密码 用于注册该分机的密码。系统会自动分配一个随机的
安全密码。你可以使用默认密码或根据需求修改注册
密码。

用户信息设置

设置 说明

邮箱地址 填写用户的邮箱地址。

该邮箱地址可用于找回网页登录密码、接收语音留
言、接收传真附件和 PBX 的事件通知。

用户密码 分机用户登录 PBX 网页和 Linkus 客户端的密码。默
认为随机密码。

提示音语言 语音提示的语言。默认跟随系统设定的语言。

 注: 如需为该用户选择其他提示音语言，你
需要先进入 配置→PBX→提示音→系统提示音
页面下载语音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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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手机号码 填写用户的手机号码。

该号码可作为通话转移的目的地或用于接收 PBX 的事
件通知。

状态设置

分机在线状态用于显示该分机用户的办公状态。分机在线状态功能与 呼叫转移 和 Linkus响铃策略 相关联。每一个
分机在线状态可以对应不同的呼叫转移规则和响铃策略。

路径：配置→PBX→分机，选择一个 IAX 分机，进入分机编辑的 在线状态 页面。

设置 说明

状态 设置分机状态。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5种分机状态：

• 空闲：用于指示该用户当前处于办公状态，可以接听来电。

• 离开：用于指示该用户当前不在办公室，可能无法及时接听
来电。

• 免打扰：用于指示该用户当前不想被打扰，无法来电。

• 午餐中：用于指示该用户当前正在用餐。

• 出差中：用户指示该用户正在出差中。

状态信息 对当前在线状态增加详细说明。

呼叫转移设置

你可以为每个在线状态设置不同的呼叫转移规则。切换分机在线状态之后，系统会根据当前状态预先设置的呼叫转
移规则，将来电转移到语音信箱、其他分机或用户的手机。

设置 说明

总是 所有呼叫该分机的来电，都会被转移到设置的目的地。

无应答 当分机无应答时，来电被转移到设置的目的地。

忙时 当分机正在忙时，来电被转移到设置的目的地。

响铃策略设置

你可以为此分机注册的以下终端设置响铃策略。

• 话机端
• Linkus 手机端
• Linkus 电脑端

设置 说明

先响铃 设置收到来电时，先响铃的终端。

后响铃 设置来电未在 先响铃 上接听时， 后响铃的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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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设置

点击 功能 页签，你可以配置语音信箱、移动分机、监听功能和其他功能。

路径： 配置→PBX→分机，选择一个 IAX 分机，进入分机编辑的 功能 页面。

语音信箱设置

设置 说明

启用语音信箱 是否启用语音信箱。

语音信箱密码 分机登录语音信箱的密码。

共享语音留言状态 是否允许其他分机查看此分机的语音留言状态。

发送语音留言到邮箱 是否发送语音留言到指定的邮箱地址。

• 禁用：不发送语音留言到指定的邮箱地址。

• 发送到用户邮箱：发送语音留言到此分机用户绑定
的邮箱地址。

• 发送到自定义邮箱：自定义邮箱地址，PBX 会发送
语言留言到此邮箱地址。

忙线提示音 分机忙时，播放的提示音。

你可以设置系统的全局忙线提示音，也可以单独设置分
机的忙线提示音。

分机不可用提示音 分机不可用时，播放的提示音。

你可以设置系统的全局不可用提示音，也可以单独设置
分机的不可用提示音。

移动分机设置

移动分机功能可以让分机用户的手机变为随身携带的移动分机，随时随地接听来电、与企业其他分机免费互拨、通
过公司电话线路外呼。

设置 说明

同时响铃 当有人呼叫用户的分机号时，用户的办公座机、手机会同时
响铃。

启用移动分机 启用移动分机功能时，当用户使用该号码呼入到 PBX，手机
将拥有该分机的所有权限，如拨打其他分机号码、听取语音
留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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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移动分机 • 设置手机号：填写手机号，手机号将和分机号关联。

• 前缀：可选。

 注: 如果 PBX 的呼出路由要求用户在外线号
码前面加拨数字，那么你需要填写相应的呼出前
缀。

监听设置

监听功能允许有监听权限的用户实时监听其他分机的通话。

设置 说明

允许被监听 启用后，该用户的通话将允许被监听。

监听模式 选择该用户的监听模式。

• 无：不能监听别人的通话。

• 通用模式：可以使用任意一种监听模式，监听其
他分机的通话。

• 监听模式：监听者只能听，不能与通话中的任意
一方对话。(特征码默认为*90)。

• 密语监听：监听者能够与被监听者对话。但通话
中的另一方听不见监听者的声音。（特征码默认
为*91）。

• 强插监听：监听者可以加入通话，即进入三方通
话。（特征码默认为*92）。

其他设置

设置 说明

响铃超时 选择收到来电时，该分机响铃超时的时间。

最大通话时长 该分机上每个通话的最长通话时间。

 注:

分机设置与全局设置的关系：

• 内部分机通话：最大通话时长 为主叫分机设
置的时间。

• 分机拨打外线电话：最大通话时长 为分机设
置的时间。

• 外线电话呼入分机：最大通话时长 为全局设
置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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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用户密码改变时发送邮件通知 更改分机的用户密码后，是否发送邮件通知该用户。

高级设置

路径：配置→PBX→分机，选择一个 IAX 分机，进入分机编辑的 高级 页面。

IP地址限制

设置 说明

启用IP地址限制 本设置为 IP 访问限制，你可以通过启用本项提高账户
安全性。启用后，只有符合设置的 IP 地址或网段才能
注册该分机。

允许的IP/子网掩码 输入格式为 IP 地址/掩码。例如：

• 192.168.5.100/255.255.255.255

允许 IP 192.168.5.100 注册使用该分机。

• 192.168.5.0/255.255.255.0

允许网段 192.168.5.0 内的所有 IP 地址注册使用
该分机。

呼叫权限设置

你可以为 IAX 分机配置呼出权限。

路径：配置→PBX→分机，选择一个 IAX 分机，进入分机编辑的 呼叫权限 页面。

设置 说明

呼出路由 选择此分机可以使用的呼出路由。

外呼限制 勾选此项，该分机无法通过外线呼出。

FXS 分机配置

本文提供 FXS 分机配置项的说明。

基本设置

路径：配置→PBX→分机，选择一个 FXS 分机，进入分机编辑的 基本 页面。

常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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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类型 选择 FXS。

分机 填写分机号码。

显示号码 该用户拨打电话时，对方将看到的号码。

显示名称 该用户拨打电话时，对方将看到的来电名称。

用户信息设置

设置 说明

邮箱地址 填写用户的邮箱地址。

该邮箱地址可用于找回网页登录密码、接收语音留
言、接收传真附件和 PBX 的事件通知。

用户密码 分机用户登录 PBX 网页和 Linkus 客户端的密码。默
认为随机密码。

提示音语言 语音提示的语言。默认跟随系统设定的语言。

 注: 如需为该用户选择其他提示音语言，你
需要先进入 配置→PBX→提示音→系统提示音
页面下载语音包。

手机号码 填写用户的手机号码。

该号码可作为通话转移的目的地或用于接收 PBX 的事
件通知。

状态设置

分机在线状态用于显示该分机用户的办公状态。分机在线状态功能与 呼叫转移 和 Linkus响铃策略 相关联。每一个
分机在线状态可以对应不同的呼叫转移规则和响铃策略。

路径：配置→PBX→分机，选择一个 FXS 分机，进入分机编辑的 在线状态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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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状态 设置分机状态。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5种分机状态：

• 空闲：用于指示该用户当前处于办公状态，可以接听来电。

• 离开：用于指示该用户当前不在办公室，可能无法及时接听
来电。

• 免打扰：用于指示该用户当前不想被打扰，无法来电。

• 午餐中：用于指示该用户当前正在用餐。

• 出差中：用户指示该用户正在出差中。

状态信息 对当前在线状态增加详细说明。

呼叫转移设置

你可以为每个在线状态设置不同的呼叫转移规则。切换分机在线状态之后，系统会根据当前状态预先设置的呼叫转
移规则，将来电转移到语音信箱、其他分机或用户的手机。

设置 说明

总是 所有呼叫该分机的来电，都会被转移到设置的目的地。

无应答 当分机无应答时，来电被转移到设置的目的地。

忙时 当分机正在忙时，来电被转移到设置的目的地。

响铃策略设置

你可以为此分机注册的以下终端设置响铃策略。

• 话机端
• Linkus 手机端
• Linkus 电脑端

设置 说明

先响铃 设置收到来电时，先响铃的终端。

后响铃 设置来电未在 先响铃 上接听时， 后响铃的终端。

功能设置

点击 功能 页签，你可以配置语音信箱、移动分机、监听功能和其他功能。

路径： 配置→PBX→分机，选择一个 FXS 分机，进入分机编辑的 功能 页面。

语音信箱设置

设置 说明

启用语音信箱 是否启用语音信箱。

语音信箱密码 分机登录语音信箱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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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共享语音留言状态 是否允许其他分机查看此分机的语音留言状态。

发送语音留言到邮箱 是否发送语音留言到指定的邮箱地址。

• 禁用：不发送语音留言到指定的邮箱地址。

• 发送到用户邮箱：发送语音留言到此分机用户绑定
的邮箱地址。

• 发送到自定义邮箱：自定义邮箱地址，PBX 会发送
语言留言到此邮箱地址。

忙线提示音 分机忙时，播放的提示音。

你可以设置系统的全局忙线提示音，也可以单独设置分
机的忙线提示音。

分机不可用提示音 分机不可用时，播放的提示音。

你可以设置系统的全局不可用提示音，也可以单独设置
分机的不可用提示音。

移动分机设置

移动分机功能可以让分机用户的手机变为随身携带的移动分机，随时随地接听来电、与企业其他分机免费互拨、通
过公司电话线路外呼。

设置 说明

同时响铃 当有人呼叫用户的分机号时，用户的办公座机、手机会同时
响铃。

启用移动分机 启用移动分机功能时，当用户使用该号码呼入到 PBX，手机
将拥有该分机的所有权限，如拨打其他分机号码、听取语音
留言等。

移动分机 • 设置手机号：填写手机号，手机号将和分机号关联。

• 前缀：可选。

 注: 如果 PBX 的呼出路由要求用户在外线号
码前面加拨数字，那么你需要填写相应的呼出前
缀。

监听设置

监听功能允许有监听权限的用户实时监听其他分机的通话。

设置 说明

允许被监听 启用后，该用户的通话将允许被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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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监听模式 选择该用户的监听模式。

• 无：不能监听别人的通话。

• 通用模式：可以使用任意一种监听模式，监听其
他分机的通话。

• 监听模式：监听者只能听，不能与通话中的任意
一方对话。(特征码默认为*90)。

• 密语监听：监听者能够与被监听者对话。但通话
中的另一方听不见监听者的声音。（特征码默认
为*91）。

• 强插监听：监听者可以加入通话，即进入三方通
话。（特征码默认为*92）。

其他设置

设置 说明

响铃超时 收到来电时，该分机响铃超时的时间。

最大通话时长 选择该分机每通呼出电话的最长通话时间。单位为秒。如
需自定义，请直接在文本框中输入值。

 注:

• 本设置只对外线呼出有效。

• 选择 系统默认值，该分机使用系统全局 最大
通话时长 （配置→PBX→常规）。

用户密码改变时发送邮件通知 更改分机的用户密码后，是否发送邮件通知该用户。

呼叫等待 是否启用呼叫等待。启用该项，呼叫转移 中的 忙时 功能
将会失效。

高级设置

路径：配置→PBX→分机，选择一个 FXS 分机，进入分机编辑的 高级 页面。

模拟账号设置

设置 说明

最小闪断时间 (ms) 设置最小闪断时间，单位为毫秒。默认为300ms。

 注: 如需自定义，请直接在文本框中输入值。

51



设置 说明

最大闪断时间 (ms) 设置最大闪断时间，单位为毫秒。默认为1000ms。

 注: 如需自定义，请直接在文本框中输入值。

回音消除 设置是否启用回音消除。

 注: 如果该分机用于 POS 机，不要启用回音消除。

接收音量 设置 PBX 模拟端口接收通道的音量，即模拟话机向 PBX 模拟端口发送的
音量。

 注: 如需自定义，请选择自定义，设置接收增益值。

发送音量 设置 PBX 模拟端口发送通道的音量，即 PBX 模拟端口向模拟话机发送的
音量。

 注: 如需自定义，请选择自定义，设置发送增益值。

启用 DTMF 透传 启用 DTMF 透传，则话机通话过程中不检测按键信号，默认不启用。

呼叫权限设置

你可以为 FXS 分机配置呼出权限。

路径：配置→PBX→分机，选择一个 FXS 分机，进入分机编辑的 呼叫权限 页面。

设置 说明

呼出路由 选择此分机可以使用的呼出路由。

外呼限制 勾选此项，该分机无法通过外线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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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继

中继概述

你需要在PBX配置至少一条中继，允许分机用户拨打外线电话和接听外线来电。

VoIP 中继

VoIP 中继概述

VoIP 中继是通过 IP 实现的电话线路中继。 VoIP提供商可以给一个或多个城市或国家分配本地号码，并将其路由到
PBX 电话系统。 通常 VoIP 中继比传统 PSTN 中继便宜。

SIP协议 & IAX2协议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 SIP 协议和 IAX2 协议的 VoIP 中继。

• SIP 协议

SIP（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会话初始协议）是由 IETF（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因特网工
程任务组）制定的多媒体通信协议。它是一个基于文本的应用层控制协议，用于创建、修改和释放一个或多个
参与者的会话。

• IAX2 协议

IAX2 是由 Asterisk 创始人开发。IAX2 最大的优点就是占用带宽小，对 NAT 支持可能也相对好一些。IAX2
不是通信行业的标准协议，很少有第三方支持。一般较少使用 IAX2 协议。

VoIP 中继类型

S系列中小型 IPPBX支持以下几种类型的 VoIP 中继：

• 注册中继：基于注册的中继。中继使用用户名和密码注册到 VoIP 提供商。

• 点对点中继：基于IP的中继。PBX 通过公网 IP 地址或者域名连接到 VoIP 提供商。

• 账号中继：账号中继一般用于对接 PBX 与其他设备。你可以在 PBX 创建一个账号，其他设备通过注册该账号
连接到 P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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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VoIP 中继

VoIP 中继创建方式

本文介绍创建创建 VoIP 中继的两种方式。

VoIP 中继创建方式

S系列中小型 IPPBX支持两种创建 VoIP 中继的方式：

使用模板创建 VoIP 中继
S系列中小型 IPPBX支持市场上主流的 VoIP 服务提供商，你可以使用 PBX 预先配置的 VoIP 中继模板，
快速配置 VoIP 中继。

查看经过测试和认证的 VoIP 服务提供商列表。

更多信息，请参阅通过模板创建 VoIP 中继。

创建通用型 VoIP 中继
如果你的 VoIP 服务提供商还未通过 Yeastar 认证，你可以创建通用型的中继。
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文章：

• 创建 VoIP 注册中继
• 创建 VoIP 点对点中继
• 创建 VoIP 账号中继

通过模板创建VoIP中继

如果你的 VoIP 服务提供商已经过 Yeastar 测试和认证，你可以使用 PBX 预先配置的 VoIP 中继模板，快速配置
VoIP 中继。

 注: 中国地区，仅提供移动 IMS 中继模板。

1. 进入 配置→PBX→中继，点击 添加。
2. 在名称 栏填写中继名称。
3. 在 选择国家 下拉列表中，选择 VoIP 服务提供商所在的国家。
4. 在SIP运营商下拉列表中，选择 VoIP 服务提供商。

所选的VoIP 服务提供商直接应用预置的模板信息。

5. 如果你使用的是注册中继，完成下列配置：

a. 在 基本 页面，完成下列配置：

• 域名/IP地址：填写 VoIP 服务提供商提供的 IP 地址或域名。
• 主域服务器：填写 VoIP 服务提供商提供的域名地址。
• 用户名：填写 VoIP 服务提供商的中继注册名称。
• 密码：填写与用户名匹配的密码。
• 认证名称：填写 VoIP 服务提供商的中继认证名称。
• From 头域：填写与 用户名 相同的名称。

b. 如果需要设置中继的 DID 号码，点击 高级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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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 DID 号码 栏，填写服务提供商提供的 DID 号码。
b. 勾选 DNIS名称 设置，并绑定 DNIS 名称到 DID 号码。

当外部用户拨打该 DID 号码进入 PBX 时，被叫话机将会显示 DNIS 名称。

c. 点击 ，重复以上步骤添加多个 DID 号码。

6. 如果你使用的是点对点中继，完成下列配置：

• 域名/IP地址：填写 VoIP 服务提供商提供的 IP 地址或域名。
• 主域服务器：填写 VoIP 服务提供商提供的域名地址。

7. 根据需要，修改其它 VoIP 中继配置。
8.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点击进入 PBX状态→中继，查看中继的状态。如果中继注册成功，状态显示 。

创建 VoIP 注册中继 - 通用

如果你的 VoIP 服务提供商不在 PBX 支持列表中，且提供商提供了 VoIP 账号和密码，你需要在S系列中小型
IPPBX 创建一条通用类型的 VoIP 注册中继。

假设你从服务提供商购买了一条 SIP 中继，中继信息如下表所示。本文介绍如何根据这条 SIP 中继信息，在S系列
中小型 IPPBX 注册 VoIP 中继。

服务提供商的域名 abc.provider.com

协议 SIP

SIP 端口 5060

传输协议 UDP

用户名 254258255

认证名称 254258255

密码 05JsOmsIS54SYh

DID 号码 5503301 / 5503302 / 5503303

1. 进入 配置→PBX→中继。
2. 在 名称 栏填写中继名称。
3. 在 选择国家 下拉列表中，选择 常规。
4. 在 中继类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注册中继。
5. 根据 VoIP 服务提供商提供的信息，完成下列配置：

• 域名/IP地址： 填写 VoIP 服务提供商提供的 IP 地址或域名 （如，abc.provider.com）。
• 主域服务器： 填写 VoIP 服务提供商提供的域名地址 （如，abc.provider.com）。
• 用户名：填写 VoIP 服务提供商的中继注册名称 （如，254258255）。
• 密码：填写与用户名匹配的密码 （如，05JsOmsIS54SYh)。
• 认证名称：填写 VoIP 服务提供商的中继认证名称 （如，254258255）。
• From 头域：填写与用户名相同的名称。

6. 如果中继注册名称与 DID 号码不一致，你需要设置中继的 DID 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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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点击 高级 标签。
b. 在 DID 号码 栏，填写服务提供商提供的 DID 号码 （如，5503301）。
c. 勾选 DNIS名称 设置，并绑定 DNIS 名称到 DID 号码。

当外部用户拨打该 DID 号码进入 PBX 时，被叫话机将会显示 DNIS 名称。

d. 点击 ，重复步骤b-c添加多个 DID 号码。

7. 设置DID号码：

a. DID 号码：填写服务提供商提供的 DID 号码。
b. DNIS名称：勾选 DNIS名称，并绑定 DNIS 名称到 DID 号码。

当外部用户拨打该 DID 号码进入 PBX 时，被叫话机将会显示 DNIS 名称。

c. 点击 ，重复步骤 a-b 添加多个 DID 号码。

8. 根据需要，修改其它 VoIP 中继配置。
9.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点击进入 PBX状态→中继，查看中继的状态。如果中继注册成功，状态显示 。

创建呼出路由
创建呼入路由

创建 VoIP 点对点中继 - 通用

如果你的 VoIP 服务提供商不在 PBX 支持列表中，且提供商仅提供了域名或 IP 地址，你可以在S系列中小型
IPPBX 创建一条通用类型的点对点中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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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从服务提供商购买了一条 SIP 中继，中继信息如下表所示。本文介绍如何根据这条 SIP 中继信息，在S系列
中小型 IPPBX 配置 VoIP 点对点中继。

服务提供商的域名 peer.sip.com

协议 SIP

SIP 端口 5060

传输协议 UDP

1. 进入 配置→PBX→中继，点击 添加。
2. 在 名称 栏填写中继名称。
3. 在 选择国家 下拉列表中，选择 常规。
4. 在 中继类型 下拉列表重，选择点对点中继。
5. 根据 VoIP 服务提供商提供的信息，完成下列配置：

a. 在域名/IP地址 栏，填写 VoIP 服务提供商提供的 IP 地址或域名 （如，peer.sip.com）。
b. 在主域服务器 栏，填写 VoIP 服务提供商提供的域名地址（如，peer.sip.com）。

6. 如果需要设置中继的 DID 号码，点击 高级 标签。

a. 在 DID 号码 栏，填写服务提供商提供的 DID 号码。
b. 勾选 DNIS名称 设置，并绑定 DNIS 名称到 DID 号码。

当外部用户拨打该 DID 号码进入 PBX 时，被叫话机将会显示 DNIS 名称。

c. 点击 ，重复步骤 a-b 添加多个 DID 号码。

7. 根据需要，修改其它 VoIP 中继配置。
8. 点击保存和应用。

创建呼出路由
创建呼入路由
设置VoIP中继的DOD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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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VoIP 账号中继

你可以在S系列中小型 IPPBX创建一条 VoIP 账号中继，用于对接S系列中小型 IPPBX 和其他设备。

1. 进入 配置→PBX→中继，点击 添加。
2. 在 名称 栏中，填写中继名称。
3. 在 选择国家 下拉列表中，选择 常规。
4. 在 中继类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 账号中继。
5. 在 基本 配置页面，完成下列配置：

• 用户名：保留默认用户名或更改用户名。
• 密码：保留默认密码或更改密码。
• 认证名称：填写对接认证的用户名。一般与 用户名 设置一致。

 注: 其他设备通过注册该 VoIP 账号，连接到 S系列中小型 IPPBX。

6. 根据需要，修改其它 VoIP 中继配置。
7.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如果其它设备注册了该账号中继，你可以点击进入 PBX状态→中继，查看中继的状态。如果中继注状态显示

，即表示该中继已连接。

创建呼出路由
创建呼入路由

管理中继

导入注册中继

你可以通过导入 UTF-8 .csv 格式的文件，批量创建注册中继。

更多关于导入参数的限制，请参阅 中继-导入参数说明。

1. 进入 配置→PBX→中继，点击导入。
2. 在 导入 对话框中，点击 下载模板，在模板文件中添加中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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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 浏览， 上传模板文件。
4. 点击 导入。

编辑 VoIP 中继

1. 进入 配置→PBX→中继。

2. 搜索并查找到要编辑的 VoIP 中继，点击 。
3. 点击相应的标签页，根据需要修改 VoIP 中继设置。
4.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删除 VoIP 中继

1. 进入 配置→PBX→中继。

2. 搜索并查找到要删除的 VoIP 中继，点击 。
3. 点击 是 确认删除。

VoIP 中继配置

配置 VoIP 中继时，你可能需要修改高级配置。本文介绍了 VoIP 中继的所有配置。

基本设置

设置路径：配置→PBX→中继，在 基本 页面编辑相应的中继。

设置 说明

名称 填写唯一标识的中继名称。

中继状态 启用或禁用中继。

选择国家 选择 VoIP 服务提供商所在的国家/地区。

中继类型 选择中继类型。

协议 选择 VoIP 服务提供商使用的协议类型。

传输协议 选择 VoIP 服务提供商使用的传输协议。

域名/IP地址 填写 VoIP 服务提供商提供的中继域名/IP 地址。

主域服务器 填写 VoIP 服务提供商提供的中继服务器域名。

用户名 填写注册中继的账号名称。

认证名称 填写中继注册时，认证 SIP 的名称。一般与用户名一致。

密码 填写与用户名匹配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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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From 头域 输入名称。所有使用该中继呼出的通话，发送的 SIP INVITE 信令的 FROM 头域的
Username 字段将使用该名称。

DID 号码 填写中继的 DID 号码，用于区分来电呼叫的是该中继的哪一个号码。

DNIS 名称 呼入号码识别服务。DNIS 名称与 DID 号码绑定。当外部用户拨打该 DID 号码进
入 PBX 时，被叫话机将会显示 DNIS 名称。

去电显示号码 当用户使用该中继拨打外线电话时，被叫会显示该号码，而不是显示拨号人的分机
号。

该功能需要 VoIP 服务提供商支持。

去电显示名称 当用户使用该中继拨打外线时，被叫会显示该名称，而不是显示拨号人的名称。

该功能需要 VoIP 服务提供商支持。

启用呼出代理服务器 根据 VoIP 服务提供商提供的 URL 设置代理服务器。

启用 SLA 启用 SLA 后， 分机用户可以共享这条中继，通过 BLF 按键抓取外线拨打外线电话
和接听外线来电。启用 SLA 后，该条中继不受呼入路由和呼出路由设置的控制。

高级设置

一般情况下，你不需要更改VoIP中继高级设置。VoIP中继高级设置前，你需要熟悉SIP协议，错误的配置可能会导
致VoIP中继连接失败或通话失败。

设置路径：配置→PBX→中继，在 高级 页面编辑相应的中继。

VoIP 设置

设置 说明

DTMF 模式 设置发送的DTMF模式。

• RFC4733(RFC2833)：通过单独RTP包传输的DTMF。

• Info：用SIP信令的Info方法携带的DTMF信号。

• Inband：与语音包一起通过RTP传输的DTMF。

• Auto：PBX 将会自动检测是否支持RFC4733(RFC2833)。

支持时，则使用RFC4733(RFC2833)，不支持则使用Inband。

发送 Privacy ID 是否在SIP头域中发送Privacy ID。

语音加密（SRTP） 该中继是否启用语音加密。

支持 T.38 是否启用本中继的T.38支持。启用后，将会消耗部分性能。当通话并发较大
时，不建议开启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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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User Phone 设置在INVITE包的SIP头域中，是否在request line中增加user=phone的参
数。

启用用户代理认证 此选项为VoIP账号中继的设置，用于限制其他设备注册VoIP账号中继。

用户代理 当对接设备发送注册包到PBX时，注册包中会包含 useragent 字段，如果对
接设备所带的useragent前缀与PBX所设置的useragent前缀与不匹配时（大
小写不敏感），则注册失败。

例如：设置一个useragent为yeastar，则只有useragent前缀为yeastar的设
备来注册该账号时才能注册成功，否则注册失败。

启用IP地址限制 此选项为VoIP账号中继的设置，本设置为IP访问限制，你可以通过启用本项
提高PBX的安全性。启用后，只有符合设置的IP地址或网段才被允许注册该
账号中继。

允许的IP/子网掩码 输入格式为IP地址/掩码。

例如：

• 192.168.5.100/255.255.255.255 将允许IP 192.168.5.100 注册使用该分
机；

• 216.207.245.47/255.255.255.255 将允许IP 216.207.245.47 注册使用该
分机；

• 192.168.1.0/255.255.255.0 将允许网段192.168.1.0 内的所有IP地址注册
使用该分机。

Qualify 勾选此项，则系统会定期发送 SIP OPTIONS包，以验证中继是否在线。

DID 设置

设置 说明

DID号码 DID为中继提供商提供的号码。DID号码用于区分通话从同一条中继的哪一
个号码呼入。

 注: 对于VoIP注册中继，如果中继的DID号码与注册号码不一
致，中继的DID号码必填；否则，中继可能无法接收到来电。

DNIS名称 呼入号码识别服务，用于识别通话从哪条中继呼入。当通话从本条中继的指
定DID号码呼入时，被叫话机上将会显示DNIS名称。

呼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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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DID获取 设置本条中继从哪里获取 DID。

• [Follow System]

使用 DID获取 设置的方式获取 DID。

• TO

• INVITE

• Remote-Party-ID

 注: 选择 Remote Party ID，但线路不支持 Remote Party
ID 时，系统将会从 INVITE 头域获取 DID 号码。

• P Asserted Identify

• Diversion

• P-Called-Party-ID

• P-Preferred-Identity

CallerID获取 设置本条中继从哪里获取 CallerID。

• [Follow System]

跟随系统的 CallerID获取 设置。

• From

• Contact

• Remote-Party-ID

• P Asserted Identify

• P-Preferred-Identity

呼出参数

设置常规呼叫时，SIP 信令携带的参数：

• 默认值：与呼叫时，From 携带的值相同。
• 中继用户名：使用中继配置的用户名。
• 分机号：分机号码，如1000。
• DOD 号码：当分机绑定了 DOD 号码，则携带分机的 DOD 号码，则携带中继配置的 去电显示号

码。
• From 头域：中继配置的 From 头域。
• 无：不携带本参数。

设置 说明

Remote Party ID 通过该中继呼出时，INVITE 包的 SIP 头域携带的 Remote Party ID 值。

P Asserted Identify 通过该中继呼出时，INVITE 包的 SIP 头域携带的 P Asserted Identify 值。

Diversion 通过该中继呼出时，INVITE 包的 SIP 头域携带的 Diversion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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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P-Preferred-Identity 通过该中继呼出时，INVITE 包的 SIP 头域携带的 P-Preferred-Identity
值。

转移参数

设置转移呼叫时，SIP 信令携带的参数：

• 默认值：与呼叫时，From 携带的值相同。
• 中继用户名：使用中继配置的用户名。
• 分机号：分机号码，如1000。
• DOD 号码：当分机绑定了 DOD 号码，则携带分机的 DOD 号码，则携带中继配置的 去电显示号

码。
• From 头域：中继配置的 From 头域。
• 无：不携带本参数。

设置 说明

From 通话转移时，INVITE 包的 SIP 头域携带的 From 值。

Diversion 通话转移时，INVITE 包的 SIP 头域携带的 Diversion 值。

Remote Party ID 通话转移时，INVITE 包的 SIP 头域携带的 Remote Party ID 值。

P Asserted Identify 通话转移时，INVITE 包的 SIP 头域携带的 P Asserted Identify 值。

P-Preferred-Identity 通话转移时，INVITE 包的 SIP 头域携带的 P-Preferred-Identity 值。

其它设置

设置 说明

最大并发数 设置该中继所允许的最大通话并发数。

Realm Realm 字串单独定义被保护的区域。

 注: 默认无需填写，如需填写请与VoIP提供商确认。

Inband Progress Inband Progress 配置项仅对使用该中继进行拨号的分机有效。

 注:  如需设置全局 Inband Progress，你需要联系朗 视技术支持
配置自定义的配置文件。

• 启用 Inband Progress：启用 Inband Progress：PBX 会发 送 183
Session Progress 作为响铃指示给分机，且立即传输 语音流，即彩
铃。

• 禁用 Inband Progress：PBX 会发送 180 Ringing 作为响铃 指示给分
机，不传输语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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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设置

新建的VoIP中继会使用PBX默认的编码偏好设置。默认的编码偏好设置可能与VoIP服务提供商的编码设置不一致。
为保证通话正常，最大限度地提高通话质量和通话使用的带宽量，你需要更改VoIP中继的编码设置以匹配VoIP提供
商的编码设置。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以下几种编码：

默认禁用 默认启用

GSM, G722, G726, ADPCM, H261, H263,
H263P, H264, MPEG4, iLBC

G729, G711 a-law, G711 u-law

配置路径：配置→PBX→中继，在 编码 页面编辑相应的中继。

选择编码

• 选择所有编码

点击  选择所有的编码到 已选择 框内。

• 选择单个编码

双击 可选择 框内的编码，可快速选择编码到 已选择 框内。

• 取消选择所有编码

点击  取消选择所有编码。

• 取消选择单个编码

双击 已选择 框内的编码，可快速取消选择编码。

设置编码优先级

选中 已选择 框内的编码，点击 、 、 、  调整该编码的优先级。

64



改编来电号码

根据中继运营商的拨号要求，你可能需要对外部来电号码进行修改，才能成功呼叫该外部用户。你可以预先在中继
上设置改变来电号码的规则，当分机通过该中继回拨给外部用户时，可以按回拨键或者从通话记录中直接呼叫，无
需在话机上输入改编后的号码。

更多信息，请参阅 改编来电号码。

配置路径：配置→PBX→中继，在 改编来电号码 页面编辑相应的中继。

设置 说明

匹配模式 特殊字符定义如下:

• X 代表从 0 到 9 的任意数字；

• Z 代表从 1 到 9 的任意数字；

• N 代表从 2 到9 的任意数字；

• [12345-9] 代表括内任一数字，例如在此例子中代表号码：
1、2、3、4、5、6、7、8、9；

• 通配符“.” 代表匹配 1 到多个数字。例如：“9011.” 代表匹配任何以 9011 开头的
号码，但不包含 9011；

• 通配符“!” 代表匹配0到多个数字。例如：“9011!” 代表匹配任何以 9011 开头的号
码，包含 9011；

删除前缀位 删除前缀位数：用户可设置要删除来电号码的前几位。如：来电号码为 059299999，设置
删除前缀位数为 1，则当来电呼入到分机时，来电显示为 59299999。

前置 用户可设置要增加的前缀号码。例如：来电号码为 59299999， 设置前缀号码为 0，则当来
电呼入分机时，来电号码显示为 0592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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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N 模拟中继

PSTN 模拟中继介绍

PSTN 中继也称为 FXO 模拟线路或 CO 线路。公共交换电话网（PSTN）是最初设计用于全球电路交换语音通信。
PSTN 为住宅和许多其他场所提供传统的普通老式电话服务（POTS） - 也称为固定电话服务。

创建 PSTN 模拟中继

要在 PBX 上配置 PSTN 中继，你需要安装 O2 或 SO 物理模块。

1. 安装 O2 或 SO 物理模块。

a. 关闭 PBX 的电源。
b. 打开 PBX 上盖板。
c. 将 O2 模块或 S2 模块放在主板上方，将每个针脚对准插槽慢慢插入。

2. 使用 RJ11 电话线连接 PBX 的 FXO 端口和 PSTN 提供商的 FXS 端口。
3. 登录 PBX 网页界面，前往 PBX状态→中继，查看中继状态。

如果中继状态显示为 ，表明该中继已正常连接。更多中继状态信息，请参阅 PSTN 中继状态。

4. 前往设置→ PBX→ 中继，修改中继基本配置。

• 名称：设置该中继的名称。
• 接收音量：设置模拟 FXO 端口接收通道的音量。
• 发送音量：设置模拟 FXO 端口发送通道的音量。

5. 根据需要，修改其它 PSTN 模拟中继配置。
6.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PSTN 模拟中继设置

配置 PSTN 模拟中继时，你可能需要修改高级配置。本节介绍了 PSTN 模拟中继的所有配置。

基本设置

配置路径： 设置→ PBX→ 中继，在 基本 页面编辑相应的中继。

设置 说明

名称 设置该中继的名称。

接收音量 设置模拟 FXO 端口接收通道的音量。

如需自定义，选择 自定义，设置接收增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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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发送音量 设置模拟 FXO 端口发送通道的音量。

如需自定义，请选择 自定义，设置接收增益值。

启用 SLA 启用 SLA后， 分机用户可以共享这条中继，通过 BLF 按键抓取外线拨打外线电话和接听
外线来电。启用 SLA 后，该条中继不受呼入路由和呼出路由设置的控制。

允许强插 是否允许该线路上的其它工作站强插。

保持电话接入方式 设置该条线路上被保持电话的接入方式：

• 开放：启用该选项，该线路所有的工作站可以接起被挂起的电话。

• 私有：启用该选项，该线路的工作站只可以接起被自己挂起的电话。

无人接听时转接 如果该呼叫无人接听，则该呼叫将会被转移到设置的目的地。

挂断检测设置

挂断检测帮助 PBX 系统检测一个通话是否被挂断。如果你发现 PSTN 线路上有一通电话无法断开连接，那么你可
以更改 挂断检测 的配置。

配置路径： 设置→ PBX→ 中继，在 高级 页面编辑相应的中继。

Table 1:

设置 说明

挂断检测类型 选择挂断检测类型：

• 忙音（默认）：通过检测忙音信号判断通话是否挂断。

• 挂断反极：根据反极信号判断通话是否挂断。

• 回路电流断开：根据呼叫断开时产生的电流减小判断电话是否挂断。

忙音次数 如果选择忙音检测，可以指定挂断通话前需要检测多少次忙音信号。默认次数
是 4，但如果设为 6 或 8 的话，可以得到更准确的结果。这个次数越多，释
放这个通道所需的时间就越长。但次数如果过多的话，可能会造成忙音检测失
败。

忙音模式 如果选择了忙音检测，可以设置忙音模式。在很多国家，忙音模式为：500毫秒
信号音时间，500 毫秒静音时间。

• 如果没有指定的忙音模式，系统会将任何有规律的重复“信号音时间，静
音时间”的声音模式判断为忙音。

• 如果你设置了忙音模式，系统会进一步检查信号音和静音的时长，有助于
提高忙音检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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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频率检测 用于频率检测（启用或禁止检测忙音信号频率）。

忙音频率 如果勾选了频率检测，必须设置忙音频率。

应答检测

配置路径： 设置→ PBX→ 中继，在 高级 页面编辑相应的中继。

设置 说明

应答检测类型 应答检测有助于系统准确的计算你的通话时间。

• 无（默认）：一旦你使用 PSTN 中继呼出，无论呼叫是否应答，PBX 都会开
始计算时间。

• 反极检测：如果 PSTN 中继支持反极信号，那么你可以选择 反极检测。当被
叫者应答后，供应商会发送一个反极信号，然后系统开始计算通话时间。

DID 号码 如果你要使用呼入转呼出的功能，从外线呼入 PBX， 再使用该 PSTN 中继呼出，
你需要为该 PSTN 中继设置一个 DID 号码，保证呼入转呼出能够成功。

来电号码设置

来电号码设置 用于帮助系统检测来电号码。

如果从 PSTN 中继呼入的通话没有显示来电号码，首先，你需要向你的服务提供商确认这条 PSTN 中继是否开启
了来电显示功能。如果提供商已经开启了该功能，那么你需要设置来电号码设置。

配置路径： 设置→ PBX→ 中继，在 高级 页面编辑相应的中继。

Table 2:

设置 说明

检测来电号码 启用/禁用来电检测。

来电检测模式
• 振铃后：振铃后开始检测来电号码（来电显示信号：Bell_USA，DTMF）。

• 反极后：反极后检测来电号码（来电显示信号：V23_UK, V23_JP，DTMF）。

• 振铃前：振铃前检测来电号码（来电显示信号：DT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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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来电制式 这个选项指定了来电显示信号类型。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 Bell202：美国使用的信号类型。

• DTMF

• v23-Japan：日本使用的信号类型。

• ETSI-V23

其他设置

配置路径： 设置→ PBX→ 中继，在 高级 页面编辑相应的中继。

设置 说明

响铃检测超时 FXO 设备需要设置一个超时时长，检测主叫方等待被叫方应答的时间。这个时
长的范围是 1000-8000 毫秒。 默认设置的时长是 8000 毫秒。

回音消除 设置是否启用回音消除。

释放中继 若启用释放中继，将会挂断该中继上的所有线路。

DNIS

DNIS 名称

呼入号码识别服务，用于识别通话从哪条中继呼入。启用后可设置 DNIS 名称
来代替呼入号码，即当对应中继上有来电时，话机上将会显示 DNIS 名称。

改编来电号码

根据中继运营商的拨号要求，你可能需要对外部来电号码进行修改，才能成功呼叫该外部用户。你可以预先在中继
上设置改变来电号码的规则，当分机通过该中继回拨给外部用户时，可以按回拨键或者从通话记录中直接呼叫，无
需在话机上输入改编后的号码。

更多信息，请参阅 改编来电号码。

配置路径：配置→PBX→中继，在 改编来电号码 页面编辑相应的中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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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匹配模式 特殊字符定义如下:

• X 代表从 0 到 9 的任意数字；

• Z 代表从 1 到 9 的任意数字；

• N 代表从 2 到9 的任意数字；

• [12345-9] 代表括内任一数字，例如在此例子中代表号码：
1、2、3、4、5、6、7、8、9；

• 通配符“.” 代表匹配 1 到多个数字。例如：“9011.” 代表匹配任何以 9011 开头的
号码，但不包含 9011；

• 通配符“!” 代表匹配0到多个数字。例如：“9011!” 代表匹配任何以 9011 开头的号
码，包含 9011；

删除前缀位 删除前缀位数：用户可设置要删除来电号码的前几位。如：来电号码为 059299999，设置
删除前缀位数为 1，则当来电呼入到分机时，来电显示为 59299999。

前置 用户可设置要增加的前缀号码。例如：来电号码为 59299999， 设置前缀号码为 0，则当来
电呼入分机时，来电号码显示为 059299999。

GSM/3G/4G 中继

GSM/3G/4G 中继介绍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 GSM/3G/4G 无线中继。

各个 PBX 型号支持的 GSM/3G/4G 模块数量

Table 3:

PBX 型号 GSM/3G 模块 4G 模块 (用于数据上网) 4G 模块 (用于语音通话)

S412 2 1 2

S20 1 1 1

S50 4 1 4

S100 6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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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X 型号 GSM/3G 模块 4G 模块 (用于数据上网) 4G 模块 (用于语音通话)

S300 6 1 6

创建 4G 中继

如需使用 4G 无线中继，你需要先在 PBX 安装相关的 4G 模块。

4G 模块需要安装在指定的插槽位置，才能正常工作。

PBX 型号 4G 模块 (用于数据上网) 4G Module (For Audio Calls)
S412 T_Slot3 T_Slot3 或者 T_Slot4

S20 Slot1 任意插槽

S50 Slot1 任意插槽

S100 第一个扩展板的 Slot1 任意插槽

S300 第一个扩展板的 Slot1 任意插槽

1. 安装 4G 模块。

a. 关闭 PBX 的电源。
b. 打开 PBX 上盖板。
c. 将 4G 模块放在主板上方，将每个针脚对准插槽慢慢插入。

2. 登录 PBX 网页界面，前往 PBX状态→中继，查看中继状态。

如果中继状态显示为 ,  或 ，表明该中继已正常连接。更多中继状态信息，请参阅 4G 中继状态。

3. 前往设置→ PBX→ 中继，修改中继基本配置。

• 名称：设置该中继的名称。
• PIN码：输出 SIM 卡的 PIN 码。
• 接收音量：设置模拟 GSM 端口接收通道的音量。
• 发送音量：设置模拟 GSM 端口发送通道的音量。

4. 如果需要使用 4G 中继网络，点击 高级 标签，设置 中继模式。

• 语音：不可用于数据上网，仅能用于语音通话。
• 语音和数据：既可用于语音通话，也可用于数据上网。

5. 根据需要，修改其它 GSM/3G/4G 中继设置。
6.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创建 GSM/3G 中继

如需使用 GMS/3G 无线中继，你需要先在 PBX 安装相关的 GMS/3G 模块。

1. 安装 GSM/3G 模块。

a. 关闭 PBX 的电源。
b. 打开 PBX 上盖板。
c. 将 GSM/3G 模块放在主板上方，将每个针脚对准插槽慢慢插入。

2. 登录 PBX 网页界面，前往 PBX状态→中继，查看中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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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继状态显示为 、  或 ，表明该中继已正常连接。更多中继状态信息，请参阅 GSM/3G 中继
状态。

3. 前往设置→ PBX→ 中继，修改中继基本配置。

• 名称：设置该中继的名称。
• PIN码：输出 SIM 卡的 PIN 码。
• 接收音量：设置模拟 GSM 端口接收通道的音量。
• 发送音量：设置模拟 GSM 端口发送通道的音量。

4. 根据需要，修改其它 GSM/3G/4G 中继设置。
5.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GSM/3G/4G 中继设置

配置 GSM/3G/4G 中继时，你可能需要修改高级配置。本文介绍GSM/3G/4G 中继的所有配置。

基本设置 - GSM/3G/4G 中继

配置路径： 设置→ PBX→ 中继，在 基本 页面编辑相应的中继。

设置 说明

名称 设置该中继的名称。

PIN 码 手机卡的密码。如果手机卡有密码，请输入该密码，如没有密码，则无需输入。

 注: PIN 码输入三次错误，SIM 卡将会上锁。

接收音量 设置GSM/3G/4G 端口接收通道的音量。如需自定义，请选择自定义，设置接收增益
值。

发送音量 设置GSM/3G/4G 端口发送通道的音量。如需自定义，请选择自定义，设置发送增益
值。

回音消除 设置是否启用回音消除。

DNIS

DNIS 名称

呼入号码识别服务，用于识别通话从哪条中继呼入。启用后可设置 DNIS 名称来代替
呼入号码，即当对应中继上有来电时，话机上将会显示 DNIS 名称。

DID 号码 运营商提供的 GSM/3G/4G 中继无 DID 号码。

如果你要使用呼入转呼出的功能，从外线呼入 PBX， 再使用该中继呼出，你需要为该
中继设置一个 DID 号码，保证呼入转呼出能够成功。

启用 SLA 启用 SLA后， 分机用户可以共享这条中继，通过 BLF 按键抓取外线拨打外线电话和
接听外线来电。启用 SLA 后，该条中继不受呼入路由和呼出路由设置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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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设置 - 4G 中继

配置路径： 设置→ PBX→ 中继，在 高级 页面编辑相应的中继。

设置 说明

运营商 选择运营商。

• 自动：系统将会自动选择一个适合的运营商。

• 手动：系统会获取可用的运营商，可在获取的运营商列表中自行选择需要
的。

中继模式 选择中继模式。

• 语音和数据：既可用于语音通话，也可用于数据上网。

• 语音：不可用于数据上网，仅能用于语音通话。

网络模式 设置网络模式。默认为 仅LTE。

• 仅LTE：仅使用4G LTE 网络；选择本项时，可开启VoLTE，使用高清语音通
话。

• 仅WCDMA：仅使用3G网络。

VoLTE 是否启用VoLTE 高清语音通话功能。

 注:

• 如需使用 VoLTE 功能，你需要先向运营商确认是否已开启该 SIM 卡
的 VoLTE 业务。

• 更改该设置，需重启 PBX 生效。

改编来电号码

根据中继运营商的拨号要求，你可能需要对外部来电号码进行修改，才能成功呼叫该外部用户。你可以预先在中继
上设置改变来电号码的规则，当分机通过该中继回拨给外部用户时，可以按回拨键或者从通话记录中直接呼叫，无
需在话机上输入改编后的号码。

更多信息，请参阅 改编来电号码。

配置路径：配置→PBX→中继，在 改编来电号码 页面编辑相应的中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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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匹配模式 特殊字符定义如下:

• X 代表从 0 到 9 的任意数字；

• Z 代表从 1 到 9 的任意数字；

• N 代表从 2 到9 的任意数字；

• [12345-9] 代表括内任一数字，例如在此例子中代表号码：
1、2、3、4、5、6、7、8、9；

• 通配符“.” 代表匹配 1 到多个数字。例如：“9011.” 代表匹配任何以 9011 开头的
号码，但不包含 9011；

• 通配符“!” 代表匹配0到多个数字。例如：“9011!” 代表匹配任何以 9011 开头的号
码，包含 9011；

删除前缀位 删除前缀位数：用户可设置要删除来电号码的前几位。如：来电号码为 059299999，设置
删除前缀位数为 1，则当来电呼入到分机时，来电显示为 59299999。

前置 用户可设置要增加的前缀号码。例如：来电号码为 59299999， 设置前缀号码为 0，则当来
电呼入分机时，来电号码显示为 059299999。

GSM/3G/4G 模块频段

朗视 GSM/3G/4G 模块支持的国家区域及频段。

4G LTE 模块频段

请在购买 SIM 卡前确认所属运营商及对应的频段在支持的列表中。

Table 4:

4G 模块类型 国家/区域 运营商 频段

中国香港 / B3, B38

泰国
True Move

DTAC

B1

B1

4G LTE Module-E

韩国

SKT

KT

LGU+

B3, B5

B3, B8

B5, 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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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 模块类型 国家/区域 运营商 频段

亚洲其他地区 / /

意大利
TIM, VF

H3G

B3, B7, B20

B3, B7, B20, B38

英国 / B3

西班牙 Telefonica, VF B3, B7

法国 / B3, B7, B20

俄罗斯

VimpelCom

MTS, MegaFon

Rostelcom

Vainakh Telecom

B7, B20

B7, B20, B38

B40

B40

欧洲其他地区 / B1, B3, B7, B8, B20

南非

MTN

Neo Tel

Telekom/8ta

Vodacom

B3

B3

B40

B3

美国

AT&T

Verizon

T-Mobile

Sprint

B2, B4, B5, B12, B17

B2, B4, B13

B2, B4. B12

B25, B26. B41
4G LTE Module-A

加拿大

Rogers

Bell

Telus

B2, B4, B5, B7, B12, B17

B4, B7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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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 模块类型 国家/区域 运营商 频段

中国台湾

APT

Chunghwa Telecom

FarEas Tone

Taiwan Mobile

TSTAR

B3, B8, B28

B3, B7, B8

B3, B6, B28

B3, B28

B7, B8

澳大利亚

Telstra

Optus

Vodafone

TPG

NBN & Co

B3, B7, B28

B3, B7, B28, B40

B1, B3, B5, B28

B7

B3, B40

新西兰

2degress

Spark

Vodafone

B3

B3, B7, B28

B3, B7, B28

4G LTE Module-AU

阿根廷

Claro AR

Nextel AR

Telecom Personal

Movistar AR

B4

巴西

Claro, Oi, Vivo

Tim

Nextel

On Telecom

SKY Brazil

B7

B3, B7

B3

B38

B38

智利 Claro, Entel, Movistar B7

墨西哥 Telcel, Movistar, Nextel B2, B4

4G LTE Module-AU

南美其他地区
/ B2, B3, B4, B7, B13, B17,

B28, B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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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 模块类型 国家/区域 运营商 频段

4G LTE Module-J 日本

NTT DoCoMo

Softbank

KDDI

B1, B3, B19, B21

B1, B3, B8, B41

B1, B11, B18, B26, B28

B41

4G LTE Module-CE 中国内地

CMCC

Unicom

Telecom

B38, B39, B40, B41

B1, B3

B1, B3

4G LTE Module-CE 印度
Aircel

Bharti Airtel

B3, B40

B3, B40

3G & WCDMA 模块频段

请在购买 SIM 卡前确认所属运营商及对应的频段在支持的列表中。

 注: 部分国家已停用 2G GSM 网络，并且越来越多的运营商计划逐步淘汰 GSM 网络。建议你提前 与当
地运营商核实 GSM 支持和关停计划。

模块类型 国家/地区 运营商 频段

GSM Module 所有GSM支持的国家和地区
所有 GSM 支持的运营商 850/900/1800/1900

MHz

美国 AT&T 850/1900MHZ

加拿大

Rogers

Bell

Telcus

850/1900MHz

墨西哥 Telcel 850/1900MHz

WCDMA Module-A

南美洲其他地区
/ 850/1900MHz or

1900MHz only

WCDMA-Module-E 中国 联通 2100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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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类型 国家/地区 运营商 频段

中国台湾

Chunghwa Telecom

Taiwan Mobile

FETnet

TSTAR

2100MHz

中国香港 / 2100MHz

泰国 AIS 900/2100MHz

韩国
SKT

KT
2100MHz

日本 Softbank 900/1500/2100MHz

亚洲其他地区
/ 2100MHz or

900/2100MHz

乌克兰 / 2100MHz

俄罗斯 / 900/2100MHz

欧洲其他地区
/ 2100MHz or

900/2100MHz

巴西 Nextel 2100MHz

南非
Wodacom

MTN
2100MHz

澳大利亚
Vodafone

Optus
900/2100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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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类型 国家/地区 运营商 频段

泰国
True Move

DTAC
850/2100MHz

Claro

Teleming

Vivo

850/1900/2100MHz

TIM 850/2100MHz

巴西

Nextel 2100MHz

WCDMA Module-T

澳大利亚 Telstra 850/2100 MHz

ISDN BRI 数字中继

ISDN BRI 数字中继介绍

BRI（Basic rate interface），即基本速率接口，是一种综合业务数字网 （ISDN）接入方法，通常用于家庭和小型
办公室。

BRI 由两个 B 信道（每个 B 信道的速率为 64kbit/s ）和一个 D 信道（速率为16kbit/s）组成，简称 2B+D。B 信
道为用户信道，用于传输数据、语音、图像等用户信息；D 信道为控制信道，用来传送公共信道信令，控制同一接
口的 B 信道上的呼叫。

BRI 物理线

BRI 物理线一般由运营商提供。如果运营商没有提供 BRI 物理线，你可以根据以下指示自己制作 BRI 物理线。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提供 RJ11 类型的 BRI 接口，支持 TE 模式和 NT 模式。

下表为 BRI 接口的线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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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BRI 中继

创建 BRI 中继，你需要先在 PBX 安装 B2 模块，并使用 BRI 专用物理线 连接 PBX 的 BRI 接口和运营商设备的 BRI
接口。

1. 安装 B2 物理模块。

a. 关闭PBX的电源。
b. 打开 PBX 上盖板。
c. 将 B2 模块放在主板上方，将每个针脚对准插槽慢慢插入。

2. 使用 BRI 专用物理线 连接 PBX 的 BRI 接口和运营商设备的 BRI 接口。
3. 登录 PBX 网页，前往 PBX状态→中继，查看中继状态。

如果中继状态显示为 ，表示该中继线路连接正常。

如果中继状态显示为 ，表示该中继线路连接不正常，请检查 BRI 线路或联系朗视技术支持。

更多中继状态信息，请参阅 BRI/E1/T1 中继状态。

4. 进入 配置→PBX→中继，根据运营商提供的信息更改 BRI 中继设置。

• 名称：设置中继的名称。
• 信令：根据中继对端设置选择信令。 例如：运营商中继对端设置为点对点模式， PBX 则选择信

令为点对点。
• 接口属性：根据运营商的角色设置该接口的属性。
• 转换类型：选择与运营商相同的转换类型。

5. 根据需要，修改其它 BRI 数字中继配置。
6. 点击 保存，重启 PBX 生效。

BRI 数字中继配置

配置 BRI 数字中继时，你可能需要修改高级配置。本文介绍了 BRI 数字中继的所有配置。

BRI 中继 - 基本设置

配置路径： 设置→ PBX→ 中继，在 基本 页面编辑相应的中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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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设置 说明

名称 设置中继的名称。

信令 根据中继对端设置选择信令。 例如：运营商中继对端设置为点对点模
式， PBX 则选择信令为点对点。

• 点对点

• 点对多点

接口属性 根据对端的角色设置该接口的属性。

• 用户端

• 网络端

如果对端设置为网络端， 则 PBX 需要设置为用户端；

如果对端设置为用户端， 则 PBX 要设置为网络端。

转换类型 选择与对端相同的转换类型。

• EuroISDN：EuroISDN

• National 2 ：National ISDN type 1

• National 1 ：National ISDN type 2

• DMS100 ：Nortel DMS100

• AT&T 4ess ：AT&T 4ESS

• Lucent 5ess ：Lucent 5ESS

• Q.SIG：由欧洲计算机写 ECMA 提出的在专网内的各交换机节点
间采用符合 Q.931 标准的一种信令标准。

BRI 中继 - 高级设置

配置路径： 设置→ PBX→ 中继，在 高级 页面编辑相应的中继。

Table 6:

设置 说明

回音消除 是否启用回音消除。

 提示: 如果在通话中出现回音，可尝试开启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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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语音编码 选择该中继的语音编码。

• a-law

• u-law

基于设备的ISDN补充性服务 开启设备基于 ISDN 的补充服务的传输（如通过 CPE 设备得到的主叫名称）。
重载时不变。

重叠拨号 设置是否启用重叠拨号，启用后将会逐位收取来电号码。如果需要直接呼入
（DDI)，请启用该功能。默认为禁用。

重叠间隔 设置未使用 B 通道的重置间隔，单位为秒。默认为 Never。

 注: 如不希望通道被重置，请设置间隔为Never。

PRI 标识 该标识用于指示通道是否忙碌或者堵塞。默认为 Out-of-Band。

• Inband：带内标识。

• Out-of-Band：带外标识。

运营商挂断提示音检测 • 勾选：对方挂机后，您将听见运营商给您播放的挂断提示音。

 注: 先确认运营商是否发送挂断提示音。

• 未勾选：对方挂机后，您将听见系统播放的挂断提示音。

隐藏呼出号码 是否隐藏呼出号码。默认为禁用。

 注: 该设置适用于需要隐藏主叫号码的用户。

启用 DNIS 呼入号码识别服务,用于识别通话从哪条中继呼入。启用后可设置自定义的名字
来代替呼入号码，即当对应中继上有来电时，话机上将会显示 DNIS 名称。

DID 号码 一条 BRI 中继有两个 DID 号码。设置 DID 号码可以用于区分来电从该中继的
哪一个号码呼入。

DNIS 名称 设置该 DID 号码绑定的 DNIS 名称。

忽略远端保持标志 如果你想忽略远端保持标志并且使用由数据通道提供的通话保持等待音乐，请
开启此选项。

BRI 中继 - 拨号方案

根据运营商或对接方的要求设置， 如果不匹配可能导致无法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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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路径： 设置→ PBX→ 中继，在 高级 页面编辑相应的中继。

Table 7:

设置 说明

主叫号码类型 选择主叫号码的类型。

被叫号码拨号方案 选择被叫号码的拨号方案。

被叫号码类型 选择被叫号码的类型。

Presentation Indicator 本设置用于指示是否显示主叫号码。

Screen Indicator 本设置用于提供源信息是来自用户还是网络侧，以及相关主叫信息。

ISDN 拨号方案 是否启用 ISDN 拨号方案。

国际来电前缀 Dialplan: '(Called Party Numbering Plan:ISDN +)Called Party
Numbering Type:International'

国内来电前缀 Dialplan: '(Called Party Numbering Plan:ISDN +) Called Party
Numbering Type:National'

本地来电前缀 Dialplan: '(Called Party Numbering Plan:ISDN +) Called Party
Numbering Type:Subscriber'

私人来电前缀 Dialplan: '(Called Party Numbering Plan:private +) Called Party
Numbering Typee:subscriber'

未知来电前缀 Dialplan: '(Called Party Numbering Plan:ISDN +) Called Party
Numbering Type:Unknown'

主叫号码拨号方案 选择主叫号码的拨号方案。

改编来电号码

根据中继运营商的拨号要求，你可能需要对外部来电号码进行修改，才能成功呼叫该外部用户。你可以预先在中继
上设置改变来电号码的规则，当分机通过该中继回拨给外部用户时，可以按回拨键或者从通话记录中直接呼叫，无
需在话机上输入改编后的号码。

更多信息，请参阅 改编来电号码。

配置路径：配置→PBX→中继，在 改编来电号码 页面编辑相应的中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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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匹配模式 特殊字符定义如下:

• X 代表从 0 到 9 的任意数字；

• Z 代表从 1 到 9 的任意数字；

• N 代表从 2 到9 的任意数字；

• [12345-9] 代表括内任一数字，例如在此例子中代表号码：
1、2、3、4、5、6、7、8、9；

• 通配符“.” 代表匹配 1 到多个数字。例如：“9011.” 代表匹配任何以 9011 开头的
号码，但不包含 9011；

• 通配符“!” 代表匹配0到多个数字。例如：“9011!” 代表匹配任何以 9011 开头的号
码，包含 9011；

删除前缀位 删除前缀位数：用户可设置要删除来电号码的前几位。如：来电号码为 059299999，设置
删除前缀位数为 1，则当来电呼入到分机时，来电显示为 59299999。

前置 用户可设置要增加的前缀号码。例如：来电号码为 59299999， 设置前缀号码为 0，则当来
电呼入分机时，来电号码显示为 059299999。

ISDN E1/T1 数字中继

E1/T1 数字中继介绍

E1/T1 统称为基群速率接口（PRI），是一种综合业务数字网 （ISDN）接入方法，可使传统电话线承载语音，数据
和视频流量等。

 注: 朗视 S100 和 S300 支持安装 EX30 扩展板扩展 PRI 接口。EX30 扩展板提供一个 PRI 接口，支持
E1、T1、和 J1 类型（J1 为 T1 的变种）。

PRI 由 B 信道（每个 B 信道的速率为 64kbit/s ）和 D 信道（每个 D 信道的速率为 64kbit/s ）组成。B 信道为用
户信道，用于传输数据、语音、图像等用户信息，D 信道为控制信道，用来传送公共信道信令，控制同一接口的 B
信道上的呼叫。

根据 B 通道和 D 通道的数量，PRI 有三种类型：E1、T1 和 J1 。

Table 8: E1、T1 和 J1 的区别

PRI 接口类型 说明

E1 E1 接口为 30B+2D。主要在欧洲，中国，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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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 接口类型 说明

T1 T1 接口为 23B+D。主要在北美，加拿大，和香港等地

J1 J1 接口为 T1 接口的变种，主要用于日本。

E1 物理线

E1 物理线一般由运营商提供。如果运营商没有提供 E1 物理线，你可以根据以下指示自己制作 E1 物理线。

使用网线，更改线序制作 E1 物理线。 E1 物理线的线序如下图所示。

创建 E1/T1 中继

要使用 E1/T1 中继，你需要先在 PBX 安装 EX30 扩展板，并使用 E1/T1 专用物理线连接 PBX 的 PRI 接口和运营
商设备的接口。

1. 安装EX30 扩展板。

a. 关闭PBX的电源。
b. 打开 PBX 上盖板。
c. 从设备内部往外顶出空模块板，推入 EX30 扩展板。

2. 使用 E1 专用物理线 连接 PBX 的 PRI 接口和运营商设备的接口。
3. 登录 PBX 网页，前往 PBX状态→中继，查看中继状态。

如果中继状态显示为 ，表示该中继线路连接正常。

如果中继状态显示为 ，表示该中继线路连接不正常，请检查 PRI 线路或联系朗视技术支持。

更多中继状态信息，请参阅 E1/T1 数字中继状态。

4.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PBX→中继，根据运营商提供的信息更改中继设置。

• 名称：设置中继的名称。
• 接口类型：根据电话提供商的信息选择该中继的接口类型。

85



• 信令：根据电话提供商的信息选择该中继使用的信令。

5. 根据需要，修改其它 E1/T1 数字中继配置。
6. 点击 保存，重启 PBX 生效。

E1/T1 数字中继配置

配置 E1/T1 数字中继时，你可能需要修改高级配置。本文介绍 E1/T1 数字中继的所有配置。

E1/T1 中继信令类型

朗视 S100 和 S300 支持以下几种 ISDN 信令。你需要根据电话提供商的信息选择 E1/T1 中继的信令，并做相关的
配置。

• PRI
• MFC/R2
• SS7
• E&M

E1/T1 中继设置 - PRI 信令

下面表格为 E1/T1 中继（PRI 信令类型）的网页设置参数说明。

Table 9:

设置 说明

基本设置

名称 设置中继的名称。

接口类型 根据电话提供商的信息选择该中继的接口类型。

• E1

• T1

• J1

信令 选择 PRI 信令。

86



设置 说明

基本设置

帧格式 根据所在国家地区和运营商（或对接方） 的要求选择帧格式。PBX 的帧格式
必须与运营商（或对接方）一致，否则可能导致链路无法建立该中继的帧格
式。

• 如果 接口类型 为 E1，可以设置以下两种帧格式：

◦ 启用 CRC4

◦ 禁用 CRC4

 注: CRC4(循环冗余校验) 被用于E1信令数据传输时数据查错
校验。

• 如果 接口类型 为 T1 或 J1，可以设置以下两种帧格式：

◦ ESF

◦ D4

线路编码 根据所在国家地区和运营商（或对接方） 的要求，选择该中继的线路编码。

• 如果接口类型 为 E1，可以设置以下两种线路编码：

◦ HDB3：三阶高密度双性码

◦ AMI：交替反转码

• 如果 接口类型 为 T1 或 J1，可以设置以下两种线路编码：

◦ B8ZS：8 阶双极性码

◦ AMI：交替反转码

语音编码 选择该中继的语音编码。

• a-law

• u-law

回音消除 是否启用回音消除。

 提示: 如果在通话中出现回音，可尝试开启该设置。

D 通道 设置用于携带控制信令及信令信息的通道。

• 当接口类型为 E1 时，可输入1-31中的通道。

• 当接口类型为 T1 或者 J1 时，可输入1-24 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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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基本设置

转换类型 请根据运营商或对端的属性设置， 需同为一种转换类型。

• 当接口类型为 E1 时， 支持以下转换类型：

◦ EuroISDN

◦ Q.SIG

• 当接口类型为 J1 或 T1 时，支持以下转换类型：

◦ EuroISDN

◦ National 2

◦ National 1

◦ DMS100

◦ AT&T 4ess

◦ Lucent 5ess

◦ Q.SIG

接口属性 根据对端的角色设置该接口的属性。

• 用户端

• 网络端

如果对端设置为网络端， 则 PBX 需要设置为用户端；

如果对端设置为用户端， 则 PBX 要设置为网络端。

重叠拨号 设置是否启用重叠拨号，启用后将会逐位收取来电号码。如果需要直接呼入
（DDI)，请启用该功能。默认为禁用。

高级设置

基于设备的 ISDN 补充性服务 开启设备基于 ISDN 的补充服务的传输（如通过 CPE 设备得到的主叫名
称）。重载时不变。

运营商挂断提示音检测 • 勾选：对方挂机后，你将听见运营商给您播放的挂断提示音（请先确认
运营商是否发送挂断提示音）。

• 未勾选：对方挂机后，你将听见系统播放的挂断提示音。

PRI 标识 该标识用于指示通道是否忙碌或者堵塞。默认为 Out-of-Band。

• Inband：带内标识。

• Out-of-Band：带外标识。

88



设置 说明

基本设置

重叠间隔 设置未使用 B 通道的重置间隔，单位为秒。

 注: 如不希望通道被重置，请设置间隔为 Never。

启用 DNIS 呼入号码识别服务,用于识别通话从哪条中继呼入。启用后可设置自定义的
名字来代替呼入号码，即当对应中继上有来电时，话机上将会显示 DNIS 名
称。

DID 号码 一条 E1/T1 中继支持多个 DID 号码。设置 DID 号码可以用于区分来电从该
中继的哪一个号码呼入。

DNIS 名称 呼入号码识别服务，用于识别通话从哪条中继呼入。启用本功能并且设置
DID 对应的显示名称后，当通话从本条中继的指定 DID 号码呼入时，话机上
将会显示 DNIS 名称。

拨号方案

根据运营商或对接方的要求设置， 如果不匹配可能导致无法呼出。

主叫号码拨号方案 选择主叫号码的拨号方案。

主叫号码类型 选择主叫号码的类型。

被叫号码拨号方案 选择被叫号码的拨号方案。

被叫号码类型 选择被叫号码的类型。

Presentation Indicator 本设置用于指示是否显示主叫号码。

Screen Indicator 本设置用于提供源信息是来自用户还是网络侧，以及相关主叫信息。

ISDN 拨号方案 是否启用 ISDN 拨号方案。

国际来电前缀 Dialplan: '(Called Party Numbering Plan:ISDN +)Called Party
Numbering Type:International'

国内来电前缀 Dialplan: '(Called Party Numbering Plan:ISDN +) Called Party
Numbering Type:National'

本地来电前缀 Dialplan: '(Called Party Numbering Plan:ISDN +) Called Party
Numbering Type:Subscr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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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基本设置

私人来电前缀 Dialplan: '(Called Party Numbering Plan:private +) Called Party
Numbering Typee:subscriber'

未知来电前缀 Dialplan: '(Called Party Numbering Plan:ISDN +) Called Party
Numbering Type:Unknown'

E1/T1 中继设置 - MFC/R2 信令

下面表格为 E1/T1 中继 （MFC/R2 信令类型）的网页设置参数说明。

设置 说明

基本设置

名称 设置该中继的名称。

信令 选择 MFC/R2 信令。

帧格式 根据所在国家地区和运营商（或对接方） 的要求选择帧格式。PBX 的帧格
式必须与运营商（或对接方）一致，否则可能导致链路无法建立该中继的帧
格式。

• 启用 CRC4

• 禁用 CRC4

 注: CRC4（循环冗余校验）被用于E1信令数据传输时数据
查错校验。

回音消除 是否启用回音消除。

 提示: 如果在通话中出现回音，可尝试开启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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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协议标准 选择协议标准。

• Argentina

• Brazil

• China

• Czech

• Colombia

• Ecuador

• Indonesia

• ITU

• Mexico

• Philippines

• Venezuela

主叫用户类别 选择主叫用户的类别。

• National

• National priority

• International

• International Priority

• Collect Call

被叫号码最大长度 选择被叫号码的最大长度。

 注: 如需自定义，请直接在文本框中输入值。

主叫号码最大长度 选择主叫号码的最大长度。

 注: 如需自定义，请直接在文本框中输入值。

高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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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启用 DNIS 呼入号码识别服务,用于识别通话从哪条中继呼入。启用后可设置自定义的
名字来代替呼入号码，即当对应中继上有来电时，话机上将会显示 DNIS
名称。

DID 号码 一条 E1/T1 中继支持多个 DID 号码。设置 DID 号码可以用于区分来电从
该中继的哪一个号码呼入。

DNIS 名称 设置该 DID 号码绑定的 DNIS 名称。

强制释放 设置是否启用强制释放通道。默认为禁用。

 注: 通话无法正常挂断时，可启用该设置。

立即接听 是否跳过 B 组或 II 组信令，直接应答通话。默认为禁用。

双应答 设置是否启用双应答功能。本功能主要用于处理计费电话中状态被阻塞的情
况。本项功能会将应答信号变为ANSWER->后向CLEAR->ANSWER。默
认为禁用。

通话收费 设置是否对通话收费。

接受付费电话 设置是否接受付费电话。

后向信令超时时间（ms） 选择后向信令超时的时间，超时后，则认为交互中断，呼叫停止，单位为毫
秒。默认为无。

计费脉冲超时时间（ms） 计费脉冲超时的时间，单位为毫秒。输入 -1 代表使用系统默认值。

入局 DTMF 模式 设置对方发送的号码类型。

出局 DTMF 模式 设置拨号时送出号码的类型。

优先获取的号码 选择优先获取的号码。

• DNIS

接收主叫和被叫号码时顺序是先收到完整的 DNIS 再收到 ANI 号码。

• ANI

接收主叫和被叫号码时顺序是先收到 DNIS 的第一位数，再收到ANI
号码，最后收到剩余的 DNIS 数字。

E1/T1 中继设置 - SS7 信令

下面表格为 E1/T1 中继 （SS7 信令类型）的网页设置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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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基本设置

名称 设置中继的名称。

帧格式 根据所在国家地区和运营商（或对接方） 的要求选择帧格式。PBX 的帧格式必
须与运营商（或对接方）一致，否则可能导致链路无法建立该中继的帧格式。

• 启用 CRC4

• 禁用 CRC4

 注: CRC4 （循环冗余校验）被用于 E1 信令数据传输时数据查错校
验。

线路编码 根据所在国家地区和运营商（或对接方） 的要求，选择该中继的线路编码。

• HDB3：三阶高密度双性码

• AMI：交替反转码

语音编码 选择该中继的语音编码。

• a-law

• u-law

回音消除 是否启用回音消除。

 提示: 如果在通话中出现回音，可尝试开启该设置。

D 通道 设置用于携带控制信令及信令信息的通道。可输入1-31中的通道。

协议标准 选择 SS7 协议标准。

• ITU：14位编码

• ANSI：24位编码

• China：24位编码

信令链路集 显示本中继的序号。

网络标识 用于显示网络特性，根据物理环境选择网络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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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信令链路编码（SLC） 在 SS7 网路里的信令链路编码值。

源信令点编码（OPC） 源信令点编码 (Originating Point Code)，为本端设备信令点编码，通常由运
营商分配。

目的信令点编码（DPC） 目的信令点编码 (Destination Point Code)，为远端设备信令点编码，通常由
运营商分配。

高级设置

启用 DNIS 呼入号码识别服务,用于识别通话从哪条中继呼入。启用后可设置自定义的名字
来代替呼入号码，即当对应中继上有来电时，话机上将会显示 DNIS 名称。

DID 号码 一条 E1/T1 中继支持多个 DID 号码。设置 DID 号码可以用于区分来电从该中
继的哪一个号码呼入。

DNIS 名称 设置该 DID 号码绑定的 DNIS 名称。

起始电路识别码 起始电路地址 (Circuit Identification Code)，为E1中继第一个B通道的起始
CIC 编号，需要本端与远端保持一致。

 注: 建议输入值为32的整数倍+1，如：1,33,65。

主叫号码类型 选择主叫号码类型。

• National

• International

• Subscriber

• 未知

被叫号码类型 选择被叫号码类型。

• National

• International

• Subscriber

• 未知

E1/T1 中继设置 - E&M 信令

下面表格为 E1/T1 中继 （E&M 信令类型）的网页设置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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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基本设置

名称 设置中继的名称。

接口类型 根据电话提供商的信息选择该中继的接口类型。

• E1

• T1

• J1

帧格式 根据所在国家地区和运营商（或对接方） 的要求选择帧格式。PBX 的帧格式
必须与运营商（或对接方）一致，否则可能导致链路无法建立该中继的帧格
式。

• 启用 CRC4

• 禁用 CRC4

 注: CRC4（循环冗余校验)）被用于E1信令数据传输时数据查错校
验。

线路编码 根据所在国家地区和运营商（或对接方） 的要求，选择该中继的线路编码。

• HDB3：三阶高密度双性码

• AMI：交替反转码

语音编码 选择该中继的语音编码。

• a-law

• u-law

回音消除 是否启用回音消除。

 提示: 如果在通话中出现回音，可尝试开启该设置。

高级设置

启用 DNIS 呼入号码识别服务,用于识别通话从哪条中继呼入。启用后可设置自定义的名字
来代替呼入号码，即当对应中继上有来电时，话机上将会显示 DNIS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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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DID 号码 一条 E1/T1 中继支持多个 DID 号码。设置 DID 号码可以用于区分来电从该中
继的哪一个号码呼入。

DNIS 名称 设置该 DID 号码绑定的 DNIS 名称。

改编来电号码

根据中继运营商的拨号要求，你可能需要对外部来电号码进行修改，才能成功呼叫该外部用户。你可以预先在中继
上设置改变来电号码的规则，当分机通过该中继回拨给外部用户时，可以按回拨键或者从通话记录中直接呼叫，无
需在话机上输入改编后的号码。

更多信息，请参阅 改编来电号码。

配置路径：配置→PBX→中继，在 改编来电号码 页面编辑相应的中继。

设置 说明

匹配模式 特殊字符定义如下:

• X 代表从 0 到 9 的任意数字；

• Z 代表从 1 到 9 的任意数字；

• N 代表从 2 到9 的任意数字；

• [12345-9] 代表括内任一数字，例如在此例子中代表号码：
1、2、3、4、5、6、7、8、9；

• 通配符“.” 代表匹配 1 到多个数字。例如：“9011.” 代表匹配任何以 9011 开头的
号码，但不包含 9011；

• 通配符“!” 代表匹配0到多个数字。例如：“9011!” 代表匹配任何以 9011 开头的号
码，包含 9011；

删除前缀位 删除前缀位数：用户可设置要删除来电号码的前几位。如：来电号码为 059299999，设置
删除前缀位数为 1，则当来电呼入到分机时，来电显示为 59299999。

前置 用户可设置要增加的前缀号码。例如：来电号码为 59299999， 设置前缀号码为 0，则当来
电呼入分机时，来电号码显示为 059299999。

BLF 抓线呼出

用户可以在话机上设置 BLF 按键监控中继状态，也可以按 BLF 按键快速抓取中继，拨打外线号码。

 注:

• BLF 按键监控中继状态，仅支持监控 FXO 中继、GSM/3G/4G 中继和 SIP 中继，不支持监控 E1/T1 中
继和 BRI 中继。

• BLF 抓线呼出功能不支持 SIP 中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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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认要监控或抓取的中继已在呼出路由选中。

 注: 如果你没有在呼出路由选择中继，将无法使用 BLF 按键抓线呼出。

a. 进入 配置→PBX→呼叫控制→呼出路由，查看和编辑呼出路由。
b. 检查要监控或抓取的中继是否已选中。

2. 设置抓线呼出权限。

默认情况，PBX 允许所有分机用户抓线呼出。如需限制分机用户抓线呼出的权限，启用 抓线呼出匹配呼出路
由权限 设置。

 注: 启用后，当用户抓线呼出时，需要匹配呼出路由的呼出权限，才可正常呼出。

a. 进入配置→PBX→常规设置→常规设置，勾选 抓线呼出匹配呼出路由权限。
b.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3. 在中继配置页面，查看中继的名称。

4. 登录话机网页，设置 BLF 按键监控中继。

 注: 以下配置以 Yealink T28 话机为例。

a. 进入 可编程按键→记忆键，设置一个 BLF 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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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 选择 BLF。
• 值： 填写中继的名称。
• 线路： 选择已注册 PBX 分机的话机账号。

b. 点击 提交。

• BLF LED 显示绿灯，表示中继空闲。
• BLF LED 显示红灯，表示中继正在使用中。

5. 中继空闲时，用户按 BLF 按键抓线呼出。

按 BLF 按键，听到拨号音后，直接拨打目的地号码即可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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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控制

紧急号码

添加紧急号码

为确保出现事故时，分机用户可以随时拨打紧急电话寻求帮助，你需要在 S系列中小型 IPPBX 上添加紧急号码。你
还可以设置事件通知，当分机用户紧急呼叫时，PBX 会及时通知紧急联系人。

 注: 紧急呼叫具有最高优先级。当分机用户拨打紧急号码时，如果用于紧急呼叫的中继被占用，那么
PBX 会挂断当前通话，保证紧急号码顺利呼出。

1. 进入 配置→PBX→紧急号码，点击 添加。
2. 在 紧急号码 栏中，填写紧急号码。
3. 在 中继 栏中，设置中继。用户可以通过这条中继紧急呼叫。

a. 在 中继 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一条中继。
b. 如果选择的中继要求在紧急号码前添加前置号码才能顺利呼出，你需要在 前置 栏中填写前置号码。

例如：如果中继提供商要求用户在紧急号码 110 前加拨 0， 那么用户紧急呼叫时需要拨打 0110。为
了更贴近用户的拨号习惯，你可以设置 前置 为 0。这样，用户紧急呼叫时便可直接拨打110。

c. 点击 ，添加另一条中继。

 注: 如果第一条中继无法正常使用，PBX 会使用第二条中继拨打紧急号码。

4. 在 通知 栏中，选择联系人。

当用户通过 PBX 紧急呼叫时，该联系人分机会收到系统的来电提醒。

a.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联系人。

b. 点击 ， 添加其他联系人。

5.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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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紧急号码

添加紧急号码后，你可以根据需要，编辑或删除紧急号码。

编辑紧急号码

1. 进入 配置→PBX→紧急号码，点击紧急号码旁边的 。
2. 编辑紧急号码信息。
3.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删除紧急号码

1. 进入 配置→PBX→紧急号码，点击紧急号码旁边的 。
2. 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 是，删除紧急号码。
3. 点击 应用。

时间条件

时间条件概述

时间条件即一系列的时间组。你可以将时间组应用到呼入路由和呼出路由，S系列中小型 IPPBX 将根据时间组来处
理来电、控制用户呼出外线电话。

时间条件的作用

一个时间条件包含一个时间组。

• 在呼入路由中应用时间条件

PBX 会根据来电时间，将来电引导到相应的呼入目的地。

你可以在呼入路由中启用并选择一个时间条件，为此时间条件选择一个目的地。如果 PBX 在时间条件规定的时
间段内收到来电，PBX 会将来电送往指定目的地。

• 在呼出路由中应用时间条件

你可以在呼出路由中应用时间条件，分机用户只能在该时间条件规定的时间段内，通过此路由拨打外线电话。

设置时间条件

一个时间条件即一个时间组。你可以将时间组应用到呼入路由和呼出路由。本文介绍如何在 S系列中小型 IPPBX 上
设置办公时间、非办公时间及假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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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办公时间

根据你的办公时间，添加一个时间条件，然后将该时间条件应用到呼入路由，将办公时间的来电引导到合适的目的
地。

1. 进入配置→PBX→呼叫控制→时间条件→时间条件，点击 添加。
2. 在 名称 栏中，填写时间条件名称。
3. 在 时间 栏中，根据你的办公时间，设置时间。

4. 点击 ，添加其他时间段。
5. 在 星期 栏中，选择工作日。

6. 如果这个时间条件仅适用于特定的日期，勾选 高级选项，设置月份及日期。

 注: 高级选项 默认禁用，表示此时间条件全年适用。

7.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设置非办公时间

PBX 内置一条默认的时间条件 其他时间。通常情况下，配置呼入路由时，你可以为办公时间选择一个目的地，为
其他时间 选择另一个目的地，所有办公时间以外的来电都会被引导到此目的地。

但根据公司业务需求，你可能需要额外配置时间段，将来电引导到不同的目的地。例如，你希望午休时间的来电被
引导到前台，这样，休息时间不会打扰到公司人员，也可以保证不漏接重要电话。

根据以上场景，你可以设置时间条件如下：

1. 进入配置→PBX→呼叫控制→时间条件→时间条件，点击 添加。
2. 在 名称 栏中，填写时间条件名称。
3. 在 时间 栏中，根据你的午休时间，设置时间。

4. 点击 ，添加其他时间段。
5. 在 星期 栏中，选择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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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这个时间条件仅适用于特定的日期，勾选 高级选项，设置月份及日期。

 注: 高级选项 默认禁用，表示此时间条件全年适用。

7.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设置假期时间

你可以添加多个假期，并在呼入路由上设置假期的目的地，例如：IVR。当客户在假期时间呼入 PBX 时，PBX 会通
过 IVR 语音告知客户企业正在休假。

1. 进入 配置→PBX→呼叫控制→时间条件→假期，点击 添加。
2. 在 名称 栏中，填写时间条件名称。
3. 在 类型 栏中，选择假期类型。

• 按日期：如果这个假期每年都是不固定的日期，则选择按日期，并选择具体的日期。例如：春节。
• 按月份：如果这个假期每年都是固定的日期，则选择按月份，并选择具体的日期。例如：国庆节。
• 按星期：如果这个假期每年都是固定的第几个月的第几个星期，则选择按星期。例如：母亲节。

4. 在 开始日期 栏中，选择假期开始的日期。
5. 在 结束日期 栏中，选择假期结束的日期。
6.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管理时间条件

创建时间条件后，你可以将时间条件应用到呼入路由和呼出路由。你也可以根据需要，编辑和删除时间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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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呼入路由中应用时间条件

你可以在呼入路由中应用时间条件，根据办公时间和日程安排，将来电引导到不同的目的地。

1. 进入 配置→PBX→呼叫控制→呼入路由，点击呼入路由旁边的 。
2. 在呼入路由配置页面，勾选 启用时间条件。

3. 点击 ，从 时间条件 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时间条件。
4. 从 目的地 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目的地。

当 PBX 收到来电时，如果来电时间匹配此时间条件对应的时间段，PBX 会将来电送往指定目的地。

5.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在呼出路由中应用时间条件

你可以在呼出路由中应用时间条件。分机用户只能在该时间条件规定的时间段内，通过此路由拨打外线电话。

1. 进入 配置→PBX→呼叫控制→呼出路由，点击呼出路由旁边的 。
2. 在呼出路由配置页面，选择要应用到此呼出路由的时间条件。

分机用户只能在该时间条件规定的时间段内，通过此路由拨打外线电话。

3.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编辑时间条件

1. 进入 配置→PBX→呼叫控制→时间条件，点击时间条件旁边的 。
2. 根据你的需要，修改时间条件。
3.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删除时间条件

删除时间条件后，呼入路由和呼出路由相关的时间条件设置将会自动删除。

1. 进入 配置→PBX→呼叫控制→时间条件，点击时间条件旁边的 。
2. 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 是 和 应用。

时间条件配置示例

本文提供时间条件配置示例，帮助你理解如何设置办公时间、非办公时间和假期时间，并将这些时间条件应用到呼
入路由和呼出路由。

办公/非办公时间配置示例

企业的办公时间为星期一到星期五，9:00-12:00，13:00-18:00。午休时间为12:00-13:00。

根据企业的办公时间，设置两个时间条件如下：

• 办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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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休时间

假期时间配置示例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以下三种假期类型。

• 按日期设置假期时间

如果这个假期每年都是不固定的日期，你可以选择按日期设置假期时间。

例如：2018年春节放假时间为2月15日至2月21日。你可以设置如下假期时间：

• 按月份设置假期时间

如果这个假期每年都是固定的日期，你可以选择按月份设置假期时间。

例如：圣诞节为每年的12月25日，你可以设置如下假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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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星期设置假期时间

如果这个假期每年都是固定的第几个月的第几个星期，你可以选择按星期设置假期时间。

例如：感恩节为每年11月的第4个星期四，你可以设置如下假期时间：

根据时间条件引导来电

在呼入路由编辑页面，启用 时间条件，点击  添加时间条件，并设置相应的目的地。

例如：以下是某公司关于时间条件的安排表。

时间条件 目的地

办公时间 IVR

午休时间 前台分机1000

假期 假期 IVR

其他时间 语音信箱

 注: PBX 会将所有的假期时间集合为一个整体“假期”，你无需在呼入路由选择具体的假期时间。

你可以设置呼入路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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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用户何时可拨打外线电话

在呼出路由编辑页面，勾选时间条件，表示只有在这个时间段，用户才能通过该呼出路由拨打外线电话。

时间条件切换

时间条件切换功能用于切换呼入路由的目的地。用户可以在话机上拨打时间条件的特征码，强制切换S系列中小型
IPPBX 当前的呼入目的地。

应用场景

A 公司的一条呼入路由应用了两个时间条件：白天时间条件和晚上时间条件，且两个时间条件分别指向不同的目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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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员工因故提前下班或因故需要手动启用晚上的时间条件时，员工可以拨打时间条件的特征码，切换时间条件。

时间条件特征码

在呼入路由编辑页面，启用时间条件功能并添加时间条件后，每个时间条件默认生成对应的特征码。如果你要禁用
时间条件切换功能，你可以拨打时间条件重置特征码*800。

你可以进入 配置→PBX→常规设置→特征码→时间条件 ，修改切换时间条件的特征码前缀。

切换时间条件的权限

为避免企业内部员工因误操作，将时间条件切换到非办公时间，导致业务损失，默认不允许所有的分机用户切换时
间条件。

如有切换时间条件的需要，你需要启用特定分机用户的权限。

1. 进入 配置→常规设置→特征码→时间条件，点击 设置分机权限。

2. 在 设置分机权限 页面，选择分机。
3.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监控时间条件状态

你可以在话机上设置 BLF 按键来切换时间条件和监控时间条件状态。

本文以 Yealink T53W v95.0.0.0.0.0.1 话机为例，介绍如何设置并使用 BLF 键监控时间条件的应用状态。

1. 启用分机的 时间条件切换 权限。

a. 登录 PBX 网页，进入配置→PBX→常规设置→特征码→时间条件，点击 设置分机权限。

b. 在 设置分机权限 页面，选择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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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2. 设置分机的 BLF 键。

a. 登录话机网页，进入可编程按键→账号键。

b. 设置 类型 为 BLF。
c. 设置 值 为时间条件的特征码。
d. 设置 账号 为该分机注册的账号。
e. 在 分机号 栏中，填写按键名称，方便识别按键。
f. 点击 提交。

如果配置正确，BLF 键的 LED 灯会显示时间条件的应用状态。

• 红灯：该时间条件正应用于 PBX，PBX 会将来电引导到当前时间条件的目的地。
• 绿灯：该时间条件未应用于 PBX。

3. 按 BLF 键切换时间条件， BLF 键 LED 灯显示红色。

你也可以登录 PBX 网页，在呼入路由编辑页面查看时间条件的应用状态。如果时间条件前面状态显示

，表示系统当前强制使用这个时间条件，系统将会把所有来电都引导到这个时间条件设置的目的地。

呼入路由

呼入路由概述

呼入路由用于指导 PBX 根据主叫拨打的 DID 号码或主叫的电话号码，引导来电通过匹配的路由到达呼入目的地。
呼入路由常与时间条件或 IVR 结合使用。

DID 路由和 Caller ID 路由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两种呼入路由：DID 路由和 Caller ID 路由。你可以将一条呼入路由同时设置为 DID 路由
和 Caller ID 路由，你也可以只设置其中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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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没有为呼入路由设置 DID 匹配模式或来电匹配模式，PBX 会引导所有通过此路由的来电到预先设置的目的
地。

呼入路由可将来电引导到以下目的地：

• 挂机
• 分机
• 分机范围
• 语音信箱
• IVR
• 响铃组
• 队列
• 会议室
• DISA
• 回拨
• 呼出路由
• 传真到邮件

创建呼入路由

你需要在 S系列中小型 IPPBX 上创建至少一条呼入路由，引导外部来电到指定的目的地。

PBX 内置一条默认的呼入路由。当用户拨打此条呼入路由使用的中继的号码时，PBX 会将来电引导到 IVR。你可以
删除默认的呼入路由，并根据需要，添加新的呼入路由。

1. 进入 配置→PBX→呼叫控制→呼入路由，点击 添加。
2. 在 名称 栏中，填写呼入路由的名称。
3. 如果你希望 PBX 根据 DID 号码引导来电，你需要在 DID 匹配模式 一栏中，填写 DID 匹配模式。

只有当外部用户拨打符合规则的 DID 号码时，PBX 才会引导来电通过此路由到达呼入目的地。

 注: 留空表示匹配任意 DID 号码。

4. 如果你希望 PBX 根据来电号码引导来电，你需要在 来电匹配模式 栏中，填写来电号码。

只有当外部用户的来电号码符合 来电匹配模式，PBX 才会引导来电通过此路由到达呼入目的地。

 注: 留空表示匹配任意来电号码。

5. 在 中继 栏中，选择中继。

选择需要匹配该路由的中继，该中继上的来电如果符合此路由规则，PBX 会引导来电到指定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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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你希望 PBX 不判断时间条件，总是将所有来电引导到同一个目的地，你需要设置如下：

a. 取消勾选 启用时间条件。
b. 在 目的地 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呼入路由的目的地。

7. 如果你希望 PBX 根据时间条件，引导不同时间的来电到不同的目的地，你需要设置如下：

a. 勾选 启用时间条件。

b. 点击 ，选择一个时间条件和目的地。

如果用户来电时间在此时间段内，PBX 会引导来电到指定的目的地。

c. 点击 ，添加其他时间条件和目的地。
d. 选择 其他时间 的目的地。

如果用户来电时间不在以上时间条件规定的时间段内，PBX 会引导来电到 其他时间 的目的地。

8. 在 特色响铃 一栏中，填写特色响铃名称。特色响铃功能能够帮助用户识别来电。

 注: 特色响铃功能需要话机支持。

例如：在话机上配置铃声的名称为“Family”，同时在呼入路由特色响铃中填写该名称。当来电通过该呼
入路由到达用户的话机时，话机就会响起该名称对应的铃声。

9. 勾选 启用传真检测，当检测到传真音时，PBX 会将传真发送到指定的 传真目的地。

• 分机：当检测到传真时，PBX 将传真发送到指定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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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接 PBX 与模拟网关，将此分机注册到模拟网关的 FXS 口，连接传真机到 FXS，接收传真。

• 传真到邮件：当检测到传真时，PBX 将传真以附件的形式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地址，邮箱地址可以是分
机的邮箱也可以是自定义的邮箱。

 注: 如果需要将传真发送到邮箱，请确定系统邮箱 设置正确。

10.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管理呼入路由

创建呼入路由之后，你可以调整呼入路由的优先级，更改呼入路由的配置或删除呼入路由。

调整呼入路由的优先级

多条呼入路由可以应用于同一条中继。当该中继上的来电匹配到相应的呼入路由时，PBX 会使用优先级较高的呼入
路由，引导来电到对应的目的地。你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呼入路由的优先级。

1. 进入 配置→PBX→呼叫控制→呼入路由。

2. 点击  调整呼入路由的优先级。

编辑呼入路由

1. 进入 配置→PBX→呼叫控制→呼入路由。

2. 点击呼入路由旁边的 。
3. 更改呼入路由的配置。
4.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删除呼入路由

1. 进入 配置→PBX→呼叫控制→呼入路由。

2. 点击呼入路由旁边的  。
3. 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 是 并 应用。

导入呼入路由

你可以在 S系列中小型 IPPBX 上导入呼入路由文件，快速批量创建呼入路由。

1. 进入 配置→PBX→呼叫控制→呼入路由，点击 导入。
2. 点击 下载模板，在模板文件中添加呼入路由信息。

 注:

• 导入文件格式：使用 UTF-8 编码的 .csv 文件。
• 更多关于导入参数的限制，请参阅 呼入路由-导入参数说明。

3. 点击 浏览，上传模板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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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 导入。

改编来电号码

S系列中小型 IPPBX 默认显示主叫方的电话号码。你可以使用改编来电号码功能，修改外部来电号码。

所有中继都支持改编来电号码功能。你可以进入 配置→PBX→中继，在中继编辑页面点击 改编来电号码 页签，为
该中继添加改编来电号码的规则。

示例1

A 公司希望在以1开头的11位来电号码前添加数字0，以便员工可以直接回拨号码。

例如：A 公司希望来电号码显示012345678910，而不是12345678910。

你可以设置中继1的改编规则如下：

• 匹配模式：1.
• 删除前缀位数：放空
• 前置：0

示例2

B 公司希望厦门本地号码呼入中继2时，来电不显示厦门本地区号0592。

例如：B 公司希望来电号码显示5503301而不是05925503301。

你可以设置中继2的改编规则如下：

• 匹配模式：0592.
• 删除前缀位数：放空
• 前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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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入路由配置示例

呼入路由配置示例

本文提供呼入路由配置示例，帮助你理解 S系列中小型 IPPBX 呼入路由的两种来电匹配模式：DID 号码匹配和
Caller ID 号码匹配。

 注: 以下配置示例不涉及时间条件，你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时间条件。

不限制 DID 号码和 Caller ID 号码

外部用户只要拨打了呼入路由选中的中继号码，即可通过该呼入路由呼入。你可以根据以下指导设置呼入路由：

• 名称：填写呼入路由的名称。
• 中继：选择中继。
• 目的地：选择目的地。

其他参数放空。

一个 DID 号码绑定一个目的地

如果一条中继有多个 DID 号码，你可以添加多条呼入路由，并为不同的呼入路由分配不同的 DID 号码和呼入目的
地。当外部用户拨打 DID 号码，PBX 会根据不同的 DID 号码，将来电引导到不同的呼入目的地。

假设 DID 号码为5503301，你可以根据以下指导配置呼入路由：

• 名称：填写呼入路由的名称。你可以将 DID 号码作为呼入路由的名称，帮助你快速识别此路由。
• DID 匹配模式：5503301
• 中继：选择绑定这个 DID 号码的中继。
• 目的地：选择目的地。

其他参数放空。

DID 号码段一一对应分机号码

如果一条中继的 DID 号码为连续的 DID 号码段，你可以设置呼入路由的 DID 匹配模式和呼入目的地，将 DID 号
码段与 PBX 的分机一一对应。当外部用户拨打其中一个 DID 号码，来电直接呼入对应的分机号码。

假设 DID 号码段为5503301-5503305，对应的 PBX 的分机范围为1001-1005。你可以根据以下指导配置呼入路
由：

• 名称：填写呼入路由的名称。
• DID 匹配模式：5503301-5503305。
• 中继：选择绑定 DID 号码段的中继。
• 目的地：选择 分机范围，并填写分机范围 1001-1005。

其他参数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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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来电号码呼入

默认情况下，PBX 不限制外部来电号码呼入。如果呼入路由设置了 来电匹配模式，只有符合来电匹配模式的来电
号码才能通过该呼入路由呼入。

在以下配置示例中，外部用户的号码必须以1开头，才能通过该呼入路由呼入。类似“532352584”不以1开头的
来电号码无法通过此呼入路由呼入。

• 名称：填写呼入路由的名称。

• 来电匹配模式：1.

• 中继：选择中继。

• 目的地：选择目的地。

其他参数放空。

同时限制 DID 号码和来电号码

如果呼入路由同时设置了DID 匹配模式 和 来电匹配模式，PBX 会检测外部用户拨打的号码以及来电号码是否符合
呼入路由的设置。只有符合 DID 匹配模式和来电匹配模式的来电，才能通过该呼入路由呼入。

在以下配置示例中，外部用户的号码必须以1开头，同时外部用户必须拨打号码5503301，才能通过该呼入路由到
达呼入目的地。

• 名称：填写呼入路由的名称。
• 来电匹配模式：1. 。
• DID 匹配模式：5503301。
• 中继：选择中继。
• 目的地：选择目的地。

其他参数放空。

根据 DID 号码匹配来电

本文介绍什么是 DID 号码以及如何在 S系列中小型 IPPBX 上配置呼入路由，使 PBX 能够根据 DID 号码，引导来
电通过相应的路由到达目的地。

DID 号码

直接拨入（DID）是运营商提供的一种电话服务。外部用户通过拨打 DID 号码，可以直接呼叫 PBX 的内部分机，
无需通过前台转接，节省队列等待时间、免去再次拨号的麻烦。

DID 号码是中继提供商提供的业务。以下几种类型的中继支持 DID 号码：

• VoIP
• BRI
• E1/T1/J1

 注: PSTN 中继和 GSM 中继不支持 DID 号码。

通常情况下，中继提供商会提供一个 DID 号码段，绑定到 VoIP 中继或物理中继。提供商可能会对 DID 号码业务
收取额外费用。你可以联系提供商获取更多关于 DID 号码业务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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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DID 路由 - 一对一

一对一，即一个 DID 号码绑定一个呼入目的地。

示例1：

SIP 提供商提供了两个 DID 号码：5503301 和 5503302。

如果你希望 PBX 可以根据不同的 DID 号码，引导来电到不同的呼入目的地，你需要添加两条呼入路由并设置不同
的 DID 匹配模式和呼入目的地。

1. 添加呼入路由 销售组，绑定 DID 号码 550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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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填写呼入路由名称。
• DID 匹配模式：填写 DID 号码 5503301。
• 来电匹配模式：放空，表示不对来电用户的 Caller ID 作限制。
• 中继：选择绑定该 DID 号码的中继。
• 目的地：选择目的地。当外部用户拨打 DID 号码 5503301，PBX 会把来电引导到这个目的地。

2. 添加呼入路由 技术支持组，绑定 DID 号码 550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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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填写呼入路由名称。
• DID 匹配模式：填写 DID 号码 5503302。
• 来电匹配模式：放空，表示不对来电用户的 Caller ID 作限制。
• 中继：选择绑定该 DID 号码的中继。
• 目的地：选择目的地。当外部用户拨打 DID 号码 5503302，PBX 会把来电引导到这个目的地。

配置 DID 路由 - 多对多

多对多，即多个 DID 号码分别对应多个分机。当外部用户拨打其中一个 DID 号码，来电直接呼入对应的分机号
码。

 注: DID 号码必须是连续的号码段。

示例：

SIP 提供商提供了 DID 号码段：8823201-882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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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希望 DID 号码段8823201-8823210与分机范围1001-1010一一对应，你可以根据以下指导配置呼入路
由。

• 名称：填写呼入路由名称。
• DID 匹配模式：填写 DID 号码段 8823201-882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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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电匹配模式：放空，表示不对来电用户的 Caller ID 作限制。
• 中继：选择绑定该 DID 号码段的中继。
• 目的地：选择 分机范围，并填写分机号码范围 1001-1010。

 注: 分机号码的个数必须与 DID 号码的个数一致。

根据 Caller ID 匹配来电

本文介绍什么是 Caller ID 路由以及如何在 S系列中小型 IPPBX 上配置呼入路由，使 PBX 能够根据 Caller ID，引
导来电通过相应的路由到达呼入目的地。

Caller ID 路由

Caller ID (Caller Identification) 是运营商提供的一种电话服务。接通来电前，被叫话机上显示的主叫号码即
Caller ID。

使用 Caller ID 路由时，PBX 会检测外部用户的来电号码是否符合来电匹配模式的设置。符合设置的来电会被引导
到指定的呼入目的地。不符合设置的来电无法与内部分机建立通话。

应用场景

某公司针对不同地区提供特色销售服务。该公司希望 PBX 能识别来电来自哪一地区，并将来电送往负责此地区业
务的员工。针对此需求，你可以设置呼入路由的来电匹配模式。

配置示例

A 公司安排员工 Rose 负责法国地区的售前咨询业务，Mike 负责美国地区的售前咨询业务。你可以参考以下表格
信息，根据如下指导配置 A 公司的呼入路由。

员工姓名 分机 负责地区 区号

Rose 1000 法国 0033

Mike 2000 美国 001

为员工 Rose 设置来电匹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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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填写呼入路由的名称。
• 来电匹配模式：填写 0033.。
• 中继：选择绑定这个来电匹配模式的中继。
• 目的地：选择目的地。当外部用户拨打本条中继号码，且来电显示号码以0033开头，PBX 会把来电引导到分

机1000。

为员工 Mike 设置来电匹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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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填写呼入路由的名称。
• 来电匹配模式：填写 001.。
• 中继：选择绑定这个来电匹配模式的中继。
• 目的地：选择目的地。当外部用户拨打本条中继号码，且来电显示号码以001开头，PBX 会把来电引导到分机

2000。

来电识别

通过铃声识别来电

特色响铃功能用于识别来电从哪一条呼入路由呼入。你可以根据需要，提前设定不同的铃声来表示不同的来电意
图，并在呼入路由中应用这些来电铃声。当外部用户呼入 PBX 时，PBX 分机用户可以通过铃声识别主叫来电意
图。

 注: 特色响铃功能需要话机的支持。本文以 Yealink 话机为例，介绍如何设置特色响铃。

1. 登录话机网页界面，进入设置→响铃，填写铃声名称并选择铃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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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 内置铃声名称 栏，填写铃声名称。
b. 在 内置铃声文件 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铃声文件。
c. 点击 提交。

2. 登录 PBX 网页界面，进入配置→PBX→呼叫控制→呼入路由，点击呼入路由旁边的 。

a. 在 特色响铃 栏，填写在话机设置的铃声名称。
b.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当分机用户接收到从该呼入路由进来的来电，话机将会播放指定的铃声。

通过 DNIS 名称识别来电

拨号识别服务（DNIS）用于识别通话的呼入来源。你可以设置不同中继的 DNIS 名称或为同一条中继设置不同的
DID 号码和 DNIS 名称。当外部用户呼入 PBX 时，分机用户可以通过 DNIS 名称识别来电。

1. 进入 配置→PBX→中继，点击中继旁边的  。
2. 在中继编辑页面，点击 高级 页签。
3. 在 其他设置 项，勾选 启用 DNIS 并设置 DNIS 名称。

4. 如果中继有其他 DID 号码，点击  添加 DID 号码并设置 DNIS 名称。

例如：一条 VoIP 中继有三个 DID 号码， 5503301为技术支持热线，5503302为销售热线，5503303为
市场部热线。外部用户拨打不同的 DID 号码，分机用户查看话机屏幕即可知道用户来电意图。

5.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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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打 PBX 的中继号码，被叫方会看到来电号码和中继的 DNIS 名

称。

通过来电显示识别来电

你可以根据企业内部组织结构，设置响铃组、队列或 IVR 的名称。当外部用户通过响铃组、队列或 IVR 呼入到分
机时，分机用户的话机会显示相应的名称。用户可以通过查看话机上的名称识别主叫的来电意图。

例如：

根据企业内部组织架构，设置两个响铃组，一个响铃组名称为“销售”，另外一个响铃组名称为“技术支持”。

你可以设置两条呼入路由，将不同中继的来电引导到不同的响铃组，然后启用PBX的 特色来电显示 功能。

• 当外部用户呼入PBX，响铃 “销售” 响铃组的成员时，该成员的话机上会显示来电名称为 “销售”。
• 当外部用户呼入PBX，响铃“技术支持” 响铃组成员时，该成员的话机上会显示来电名称为 “技术支持”。

1. 进入配置→PBX→常规设置，勾选 特色来电显示。

2.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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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出路由

呼出路由概述

呼出路由用于告诉 S系列中小型 IPPBX 哪些分机可以使用此呼出路由以及使用哪条中继呼出。

呼出路由是如何工作的？

当分机用户拨打号码时，PBX 会严格执行以下操作：

1. 检查分机用户拨打的号码。
2. 比较呼出号码和第一条呼出路由的呼出模式是否匹配。

• 如果匹配，PBX 会通过这条呼出路由关联的中继呼出。
• 如果不匹配，PBX 会比较呼出号码和第二条呼出路由的呼出模式是否匹配，以此类推。

拨号模式设置

本文介绍 S系列中小型 IPPBX 呼出路由的拨号模式，帮助你理解并正确配置呼出路由的拨号模式。

呼出模式

呼出模式是一种根据分机用户拨打的数字来引导去电的路由规则。PBX 通过匹配拨打的号码和呼出路由的呼出模
式，将号码通过匹配的呼出路由送出。

呼出模式 说明

X 代表从0到9的任意数字。

Z 代表从1到9的任意数字。

N 代表从2到9的任意数字。

[###] 代表中括号内的任一数字。例如：[123] 匹配以1、2、3开头的号码。

如果要设置数字范围，你可以用 - 隔开。例如：[136-8] 匹配以1、3、6、7、8开头的
号码。

. 通配符 . 匹配1个到多个数字。

例如：9011. 匹配所有以9011开头的号码（不包括9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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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出模式 说明

! 对于 SIP 分机和 FXS 分机，通配符 ! 所指意义不同。

• 如果主叫方是 SIP 分机， ! 匹配1个到多个数字。

例如：9011! 匹配所有以9011开头的号码（包括9011）。

• 如果主叫方是 FXS 分机，! 限制分机用户拨打的号码及号码的位数。

例如：设置 呼出模式 为9011!，只有当分机用户拨打 9011 时，PBX 才会送出号
码。

删除前缀位数

删除前缀位数 为可选项。删除前缀位数 规定了 PBX 送出号码前，需要删除用户拨打的号码的前几位数。

示例：

设置 呼出模式 为 9.，设置 删除前缀位数 为 1。

如果用户要拨打号码1588902923，用户应拨打91588902923。PBX 会删除前缀9，拨打号码1588902923。

前置

前置 为可选项。如果用户拨打的号码符合 呼出模式， PBX 会先在号码前添加前置，再将号码送出。

示例：

如果运营商提供的中继要求用户拨打的号码必须是十位数，但是用户更倾向七位数的拨号习惯，那么你可以在所有
七位数的电话号码前，添加三位数的区号。PBX 会送出十位号码。

拨号模式与前缀

设置 移动分机 和事件 通知联系人 时，你需要根据呼出路由的拨号模式设置手机号码的 前缀 。如果 前缀 设置错
误，PBX 无法成功呼出手机号码。

• 不需要在手机号码前添加前缀：

如果呼出路由没有设置 删除前缀位数，则不需要在手机号码前面添加前缀。

• 需要在手机号码前添加前缀：

如果呼出路由设置了 删除前缀位数，你需要根据 呼出模式 的设置填写手机号码的前缀。

如下图所示，你需要在手机号码前添加前缀 9，并且要拨打的手机号码的第一位数字必须是 1。

例如：如果要通过这条呼出路由拨打号码125451，你需要拨打9125451。

你无法通过这条呼出路由拨打号码652412，因为号码652412不以1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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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出路由配置示例

创建呼出路由

你需要创建至少一条呼出路由，S系列中小型 IPPBX 的分机用户才能拨打外线电话。

S系列中小型 IPPBX 内置一条默认的呼出路由，呼出模式为 X.，允许用户拨打任意外线号码。你可以根据需要，删
除默认呼出路由，创建新的呼出路由。

1. 进入 配置→PBX→呼叫控制→呼出路由，点击 添加。
2. 在呼出路由编辑页面，配置呼出路由。

• 名称：填写呼出路由的名称。
• 拨号模式：用于匹配用户拨打的号码。当用户拨打的号码符合拨号模式的设置时，将会从该呼出路由呼

出。

呼出模式 说明

X 代表从0到9的任意数字。

Z 代表从1到9的任意数字。

N 代表从2到9的任意数字。

[###] 代表中括号内的任一数字。

. 通配符 . 匹配1个到多个数字。

! 对于SIP 分机和 FXS 分机，通配符 ! 所指意义不同。

◦ 如果主叫方是 SIP 分机， ! 匹配1个或多个数字。

◦ 如果主叫方是 FXS 分机，! 限制分机用户拨打的号码及号码的位数。

• 中继：选择呼出中继。如果用户拨打的号码匹配该呼出路由的拨号模式，电话将从 已选择 的中继呼
出。

• 分机：选择哪些分机可以使用该呼出路由。
• 密码：可选项。设置呼出路由密码。如果设置密码，在通过该路由拨打电话时，用户必须输入密码才可

以呼出。

◦ 无：不设置密码。
◦ PIN 码列表：选择一个 PIN 列表，用户通过该路由呼出前，需输入 PIN 列表中的密码。
◦ 单独密码：输入一个密码，用户通过该路由呼出前，需输入该密码。

• 循环抓取：可选项。

◦ 启用：PBX 会记录上一次呼出时使用的中继，下一次呼出时将抓取下一条中继呼出。如：本次呼
出使用第一条中继呼出，下一次呼出将使用第二条中继呼出。

◦ 禁用：PBX 每次都会按顺序抓取可用中继呼出。

• 时间条件：可选项。设置用户可以在哪些时间段使用该呼出路由。默认情况下，用户随时可用该呼出路
由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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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注: 设置呼出路由之后，你需要检查并调整呼出路由的优先级，以保证 PBX 能够匹配到正确的呼出路
由。

拨号模式设置
呼出路由配置示例

呼出路由配置示例

本文提供呼出路由的配置示例，帮助你理解呼出路由的拨号模式。

路由名称：国内电话

厦门本地电话号码：号码位数为7位数，且号码不以0开头， 例如5503305。

长途电话号码：需要在号码前面加拨当地区号，例如0595-5503305。区号格式为0ZXX，区号位数为四位数，且第
一个数字为0，第二个数字不为0。

呼出模式 删除前缀位数 前置 说明

90ZXX. 1 放空 长途电话的拨号模式。

长途电话号码以0开头，用户需要在号码前加拨9。

 注: PBX 会先删除前缀9，再将号码送出。

例如：如果要呼叫05955503303，用户需要拨打
905955503303。

9ZXXXXXX 1 放空 本地电话的拨号模式。

本地号码以1-9开头，用户需要在号码前加拨9。

 注: PBX 会先删除前缀9，再将号码送出。

如果要呼叫5503301，用户需拨打 95503301。

路由名称：移动电话

手机号码都是以1开头的11位数，比如15880260666。

呼出模式 删除前缀位数 前置 说明

1XXXXXXXXXX 放空 放空 用户可以直接拨打要呼叫的号码。

例如：如果要呼叫15880260666，用户直接拨打
1588026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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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名称：国际电话

所有的国际号码都以 00 开头。

呼出模式 删除前缀位数 前置 说明

00. 放空 放空 用户拨打以00 开头的号码会从该呼出路由呼出。

例如：如果要呼叫16262023379，用户需要拨打
001626202379。

导入呼出路由

你可以在 S系列中小型 IPPBX 上导入呼出路由文件，快速批量创建呼出路由。

1. 进入 配置→PBX→呼叫控制→呼出路由，点击 导入。
2. 点击 下载模板，在模板文件中添加呼出路由信息。

 注:

• 导入文件格式：使用 UTF-8 编码的 .csv 文件。
• 更多关于导入参数的限制，请参阅 呼出路由-导入参数说明。

3. 点击 浏览，上传模板文件。
4. 点击 导入。

管理呼出路由

创建呼出路由之后，你可以调整呼出路由的优先级，更改呼出路由的配置或删除呼出路由。

调整呼出路由的优先级

用户拨打外线电话时，如果用户拨打的号码匹配多个呼出路由的拨号模式，PBX 会使用优先级最高的呼出路由，从
相应的中继呼出。你可以调整呼出路由的优先级，指导 PBX 通过合适的呼出路由和中继呼出外线电话，达到节省企
业通话成本的目的。

 注: 呼出路由的优先级至关重要，特别是当用户拨打的号码符合多个拨号模式时。例如：号码5503305
同时符合拨号模式 ZXXXXXX 和 X.，PBX 会使用优先级较高的呼出路由，通过相应的中继呼出。

示例

用户拨打号码 05503301，以下两条呼出路由都能匹配到该号码：

• 呼出路由- 长途电话：呼出规则为 0XXXXXXX，使用中继 1。
• 呼出路由- 本地电话：呼出规则为X.，使用中继 2。

如果要让 PBX 使用中继 1 呼出电话号码 5503301，你需要将“长途电话”的呼出路由调整到前面；否则，如果
PBX 优先匹配到“本地电话”的呼出路由，将会使用中继 2 呼出。

1. 进入 配置→PBX→呼叫控制→呼出路由。

2. 点击     按钮，调整呼出路由的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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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PBX 由上到下开始匹配呼出路由。

• ：置顶

• ：上移

• ：下移

• ：置底

编辑呼出路由

1. 进入 配置→PBX→呼叫控制→呼出路由。

2. 点击呼出路由旁边的 。
3. 更改呼出路由的配置信息。
4.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删除呼出路由

1. 进入 配置→PBX→呼叫控制→呼出路由。

2. 点击呼出路由旁边的 。
3. 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 是 和 应用。

 注: 删除呼出路由后，分机用户无法通过这条呼出路由呼出。

呼出限制

呼出限制概述

S系列中小型 IPPBX 的呼出限制规则限定分机用户拨打外线电话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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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

防止盗打电话

盗打电话的行为多是由外部引起的。黑客经常通过注册分机、拨打外线电话入侵系统。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设置呼出限制规则。如果用户呼叫外线的频率超过设定值，分机将被锁定，无法再拨打外线
电话。

默认的呼出限制规则

PBX 内置一条默认的呼出限制规则，限制用户1分钟内最多只能呼出5通外线电话。你可以根据需要，添加其他呼出
限制规则。

 注: 建议保留默认的呼出限制规则。

取消呼出限制

如果用户呼叫外线的频率超过设定值，分机将被锁定，不能呼出到外线。在 分机 页面，分机状态会显示 。

双击  取消呼出限制，分机用户可以再次拨打外线电话。

添加规则限制呼出频率

S系列中小型 IPPBX 内置一条默认的呼出限制规则，限定分机用户1分钟内最多只能拨打5通外线电话。你可以添加
其他呼出限制规则，规定分机用户在限定时间内的最大外线呼叫数。

1. 进入 配置→PBX→呼叫控制→呼出限制，点击 添加。
2. 在呼出限制配置页面，配置呼出限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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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填写该呼出限制规则的名称。
• 限定时间：限制此限定时间内的通话，单位为分钟。
• 通话数：在限定时间内的通话数。例如，限定时间设置为5，通话数设置为10，则表示如果被选中的分机

在5分钟内呼出外线通话数超过10通，分机将被锁定，不能呼出到外线。
• 分机成员：选择该呼出限制规则适用的分机成员。

3.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管理呼出限制规则

添加呼出限制规则后，你可以根据需要，编辑或删除呼出限制规则。

编辑呼出限制规则

1. 进入 配置→PBX→呼叫控制→呼出限制。

2. 点击呼出限制规则旁边的 。
3. 更改呼出限制规则。
4.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删除呼出限制规则

1. 进入 配置→PBX→呼叫控制→呼出限制。

2. 点击呼出限制规则旁边的 。
3. 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 是 和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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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CLIP 路由

AutoCLIP 概述

AutoCLIP (Auto Calling Line Identity Presentation) 是一种智能呼入匹配功能。分机用户通过 S系列中小型
IPPBX 的外线拨打电话给客户，当客户回拨这条线路的号码时，PBX 会自动将来电引导到之前拨打电话的分机用
户。通过智能呼入匹配，可以提升客户满意度，提高企业业务效率。

应用场景

某公司的销售代表经常需要打电话给客户推销产品或业务，但是有时候会出现客户没有及时接到电话的情况。当客
户回拨过来，接听电话的却是前台或公司总机。前台和公司总机都不知道是哪个同事拨打的电话。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配置 AutoCLIP 功能，当客户回拨时，PBX 会将来电引导到之前拨打电话的分机用户。

PBX 如何实现智能呼入匹配？

1. 分机用户拨打外线电话给客户，PBX 会把这条通话记录保存在 AutoCLIP 列表。
2. 当客户呼入 PBX 时，PBX 会先从 AutoCLIP 列表查询是否有匹配的记录。

• 如果找到匹配的记录，PBX 会将来电引导到对应的分机。
• 如果没有找到匹配的记录，PBX 会根据呼入路由的设置，将来电引导到相应的目的地。

配置 AutoCLIP 智能匹配来电

通过配置 S系列中小型 IPPBX的 AutoCLIP 路由，实现智能呼入匹配，将客户来电引导到相关的分机用户，提升业
务效率和客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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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 使用 AutoCLIP 路由的中继必须启用来电显示服务，否则 PBX 无法识别来电号码，无法实现智能呼入匹
配。

• 如果多个分机用户都呼叫过同一个外部用户，当这个外部用户回拨到 PBX 时，PBX 会匹配来电到最后
一个呼叫该外部用户的分机。

1. 进入配置→呼叫控制→AutoCLIP 路由。
2. 在 中继 栏，将中继从 可选择 框选择到 已选择框。

3. 根据需求，更改 AutoCLIP 路由的其他设置。

• 删除使用过的记录：勾选此项后，PBX 会根据以下流程进行智能来电匹配：

a. 外部用户 A 来电，PBX 从 AutoCLIP 列表中匹配到相关记录，并将来电引导到对应的分机。
b. PBX 会把这条 AutoCLIP 记录删除。
c. 外部用户 A 再次来电，PBX 不会再对这个用户来电进行智能匹配，而是根据呼入路由的设置引导

来电到相应的目的地。
d. 如果 PBX 的分机用户再次呼叫外部用户 A，PBX 会再次生成相关的 AutoCLIP 记录。

 提示: 如果你不希望 PBX 总是将某个外部用户的来电匹配到同一个分机，则勾选此项。

• 记录保留时间：设置 PBX 保留 AutoCLIP 记录的时间，即来电智能匹配的时效性。当 AutoCLIP 记录
保留的时间超过这个设定值，PBX 将会自动删除记录。

• 只记录未接电话：勾选此项后，系统只记录未被应答的呼出电话到 AutoCLIP 列表中。

 注: 如果启用了PSTN 中继的 AutoCLIP 功能，分机用户通过 PSTN 中继呼出，不管对方是
否有接听，系统都将该通话记录记录在 AutoCLIP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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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匹配位数：默认值为 7，表示如果外线来电号码位数小于等于7位，则进行完全匹配；如果外线来电号
码位数大于7位，则匹配号码后7位。

例如：

a. 分机2000呼叫外部用户15880270666，产生 AutoCLIP 记录。
b. 当该用户呼入 PBX 时，显示的来电号码为+8615880270666，其中+86为国家代码。为了让 PBX

完全匹配这个来电，你可以设置 匹配位数 为11。
c. 来电号码+8615880270666的后面11位数与 AutoCLIP 记录的号码完全匹配，PBX 会将来电智能

匹配到分机2000。

• 匹配呼出中继：勾选此项后，PBX 会严格匹配 AutoCLIP 记录中的中继信息。只有当外部用户呼入的
中继号码与分机外呼时使用的中继号码一致时，PBX 才会进行智能匹配。

例如：分机用户1000使用中继1，拨打电话15880273600；只有当用户15880273600回拨中继1的号
码，PBX 才会智能匹配来电到分机1000。

4. 点击保存 和 应用。
5. 测试 AutoCLIP 路由。

分机用户通过已启用 AutoCLIP 功能的中继呼叫外部用户。

分机用户通过已启用 AutoCLIP 功能的中继呼叫外部用户，PBX 会产生 AutoCLIP 记录。在 AutoCLIP 路由页面，
点击 查看AutoCLIP列表，可以查看 AutoCLIP 记录。

SLA 工作站

SLA 介绍

SLA (Shared Line Appearance) 功能帮助用户监控和共享PSTN 中继和SIP 中继。启用中继的 SLA 功能后，该中
继作为 SLA 工作站人员的专用线路，不受 PBX 的呼入路由和呼出路由的控制。

启用 SLA 功能的中继称为 SLA 中继；关联 SLA 中继的分机称为 SLA 工作站。

• 当 SLA 工作站的用户通过 SLA 中继呼出电话时，其他关联这条 SLA 中继的分机用户可以通过话机上 BLF 按
键的 LED 灯监控该线路的状态。

• 当外部用户呼入 SLA 中继时，所有监控该线路的工作站话机都会响铃。

 注: 如果该 SLA 中继启用强插功能，该 SLA 工作站的成员能够进行多方通话。

配置 SLA 工作站

在老板与秘书的办公场景中，秘书经常需要代老板接听电话。因此老板和秘书需要共享一条中继。本文基于老板与
秘书的办公场景，介绍如何在 S系列中小型 IPPBX 设置 SLA 中继和 SLA 工作站。

假设老板的分机为2000，秘书的分机为1000。老板和秘书共享的中继名称为 “sipabc”，中继号码为550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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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SLA 功能需要和话机上的 BLF 按键配合使用。

你可以根据以下指导配置共享中继。

1. 启用中继的 SLA 功能。

a. 进入 配置→PBX→中继，点击中继旁边的 。
b. 在 基本 配置页面，设置中继的 SLA 功能。

• 启用 SLA：勾选该项，启用 SLA 功能。
• 允许强插：可选。当该中继有 SLA 工作站人员正在通话时，是否允许其他工作站人员加入，进

行多方通话。
• 保持电话接入方式：当该线路的电话被保持后，是否允许任意工作站人员恢复该通话。

◦ 开放：允许该中继的任意工作站人员恢复被保持的通话。
◦ 私有：只有保持该通电话的工作站人员才有权限恢复通话。

• 无人接听时转移到：设置无人接听该中继来电时，将来电转移到哪个目的地。

◦ 挂机
◦ 分机
◦ 语音信箱
◦ IVR
◦ 响铃组
◦ 队列

c.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2. 添加两个 SLA 工作站，关联同一条中继。两个工作站分别关联到老板的分机2000和秘书的分机1000。

a. 进入 配置→PBX→呼叫控制→SLA，点击 添加。
b. 在 SLA 工作站编辑页面，为老板设置 SLA 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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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站名称：填写工作站名称。
• 工作站：选择老板的分机2000。
• 关联的 SLA 中继：选择 SLA 中继到 已选择 框。
• 响铃超时：收到来电时，该工作站的响铃超时时间。单位为秒。默认为30秒。
• 响铃延时：收到来电时，该工作站的响铃延时时间，该值不能大于 响铃超时 的时间值。单位

为秒。默认为0秒。
• 保持电话接入方式：当该线路的电话被保持后，是否允许任意工作站人员恢复该通话。

◦ 开放：允许该中继的任意工作站人员恢复被保持的通话。
◦ 私有：只有保持该通电话的工作站人员才有权限恢复通话。

c.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d. 重复步骤 a 到步骤 c，为秘书设置 SLA 工作站。

 注: 工作站 选择秘书的分机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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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老板的话机（分机2000）设置 BLF 按键，监控 SLA 中继。

 注: 下面以 Yealink 话机为例，介绍如何设置 BLF 按键。

a. 登录话机网页，进入 可编程按键→记忆键。
b. 选择按键进行设置。

• 类型：选择 BLF。
• 值：填写 ｛ext_num｝_{trunk_name}。本例中，填写 2000_sipabc。

 注:

◦ {ext_num} 表示分机号码。
◦ {trunk_name} 表示中继名称。

• 线路：选择该分机注册的线路。
• 分机号：可选。填写按键的名称，方便你识别按键。

c. 点击 确认。

4. 在秘书的话机（分机1000）设置 BLF 按键，监控 SLA 中继。

 注: 下面以 Yealink 话机为例，介绍如何设置 BLF 按键。

a. 登录话机网页，进入 可编程按键→记忆键。
b. 选择按键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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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选择 BLF。
• 值：填写 ｛ext_num｝_{trunk_name}。本例中，填写 1000_sipabc。

 注:

◦ {ext_num} 表示分机号码。
◦ {trunk_name} 表示中继名称。

• 线路：选择该分机注册的线路。
• 分机号：可选。填写按键的名称，方便你识别按键。

c. 点击 确认。

如果配置正确，BLF 按键灯会亮起。

• 绿灯：该中继空闲可用。
• 红灯：该中继正在忙。

接下来，老板和秘书可以通过 SLA 工作站共享中继。

通过 SLA 共享中继

通过 SLA 共享中继

在 S系列中小型 IPPBX 上配置 SLA 工作站并在话机上配置 BLF 按键后，SLA 工作站的人员就可以监控 SLA 中继、
接听中继的来电、使用中继拨打外线电话。

拨打外线电话

工作站人员可根据 BLF 按键灯的状态，监控 SLA 中继的状态。

 注: 不同品牌的话机，BLF 按键灯状态可能有差异。

• 监控 SLA 中继的 BLF 按键显示绿灯，表示中继空闲可用。

关联 SLA 中继的工作站人员都可以按话机上的按键，通过这条中继呼出外线号码。

工作站人员按 BLF 按键后，听到拨号音，再输入外线号码，即可呼出。

• 监控 SLA 中继的 BLF 按键显示红灯，表示某个工作站人员正在使用这条中继。其他工作站人员当前无法使用
这条中继。

处理来电

当有来电呼入 SLA 中继时，所有关联该中继的 SLA 工作站的话机都会响铃，并且话机 BLF 按键的红灯会闪烁。工
作站人员按 BLF 按键可接听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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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通话

如果 SLA 中继启用了允许强插 功能，则该中继允许多个工作站人员进入多方通话。

当某个工作站人员正在使用该中继通话时，其他工作站人员可以按 BLF 按键，加入该通通话。

保持和恢复通话

通话过程中，工作站人员可以按 BLF 按键保持和恢复通话。根据 保持电话接入方式 的设置，恢复通话的工作站权
限不同。

 注: SLA 工作站的 保持电话接入方式 设置优先级高于中继的 保持电话接入方式 设置。

• 如果 保持电话接入方式 设置为 开放，则所有工作站都可以恢复当前被保持的通话。
• 如果 保持电话接入方式 设置为 私有，则只有保持该通电话的工作站才有权限恢复通话。

配置 SLA 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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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功能

S系列中小型 IPPBX 具有丰富实用的电话功能，操作简单快捷，有效促进企业内部信息交流共享，加强对外商务沟
通，创造更高的企业价值。

自动话务员IVR

交互式语音应答（IVR），也叫作自动话务员。当来电引导到IVR语音，可以根据语音操作进行拨号。例如，听到IVR
语音“欢迎致电厦门朗视信息有限公司，技术支持请按1，销售业务请按2”，根据语音提示操作。

配置IVR

在配置IVR之前，你需要根据先了解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以及电话线路分配情况，设计IVR的层级、按键目的地、无
效按键的目的地、准备相关提示语音。

PBX 内置默认的 IVR 提示音，如果你想用自定义提示音，你需要先上传符合格式要求的自定义提示音 到 PBX。

1. 进入 配置→PBX→呼叫功能→IVR，点击 添加。
2. 在 IVR 的 基本 配置界面，更改以下设置：

设置 描述

号码 内部分机用户可拨打该号码进入该自动话务员 (IVR)。

名称 设置 IVR 的名称。

提示音 定义当有用户进入自动话务员时，系统自动播放的提示音。

播放次数 定义系统自动播放提示音的次数。

响应超时时间 定义系统播放完提示音后，等待用户输入按键的时间。如果没有按键输
入，则会根据设置的次数重复播放提示音。如果最终超时，则该通话会进
入超时目的地。

按键超时时间 定义用户输入一个按键跟下一个按键之间的最大间隔时间，默认为3秒。

允许拨打分机号码 是否允许呼叫者直接拨打分机号码。

允许从呼出路由拨出 是否允许呼叫者从呼出路由拨出外线号码。

 注: 在两台 PBX 互联的场景下，此设置可以允许呼叫者直拨对
接 PBX 的分机。此场景应用，你需要设置好两台 PBX 的呼入呼出
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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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允许查阅语音留言 如启用，则允许呼叫者通过拨打 *02 查询语音信箱。

 注: 此功能适用于在外出差的员工。在外出差的员工可以拨打
PBX 的中继号码，进入 IVR，查询自己的语音信箱。

3. 点击 按键事件，设置 IVR 的按键目的地。

PBX 支持以下几种按键目的地：

• 挂机
• 分机
• 语音信箱
• IVR
• 响铃组
• 队列
• 会议室
• DISA

• 回拨

• 通过名字呼叫
• 提示音

4. 下拉滚动 按键事件 页面，设置 超时 目的地和 无效按键 的目的地。

设置 描述

超时 定义超时后的动作。当呼叫者在自动话务员播放规定次数的提示音后，在超
时时间内未进行任何按键操作，系统将触发该事件。

 注: 一般设置 超时 目的地为 提示音，提醒呼叫者按键超时后挂
机。

无效按键 定义输入无效按键后的动作。当呼叫者输入已定义为无效的按键，系统将触
发该事件。

 注: 一般设置 无效按键 目的地为 提示音，提醒呼叫者当前输入的
按键为无效按键。

5.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更改 IVR 提示音片段

如果你的需要根据节假日或者其他因素，频繁更改你的 IVR 提示音的某个声音片段，其他声音片段都是一样的。你
可以将你的 IVR 提示音文件分成多个语音文件，并根据不同情境，录制需要变动的语音片段。在设置 IVR 提示音
时，添加多个语音文件，将多个语音片段组合起来。

例如，你公司的所有假期 IVR 语音内容都是下面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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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致电厦门朗视。现在是 {某个假期节日}， 我们将在 {某个日期} 恢复正常上班时间。如果你有紧急事情，请按
1 联系我们的技术支持或按 2 留言。"

其中，第二个句子需要根据不同的假期时间，录制不同的语音。因此，你可以将你的 IVR 语音分成三个片段：

• 片段 1：感谢您致电厦门朗视。
• 片段 2： 现在是 {某个假期节日}， 我们将在 {某个日期} 恢复正常上班时间。
• 片段 3：如果你有紧急事情，请按 1 联系我们的技术支持或按 2 留言。

1. 进入 配置→PBX→提示音→自定义提示音，点击 上传，上传你的提示音片段文件。

2. 进入 配置→PBX→呼叫功能→IVR，编辑你的 IVR。
3. 在 IVR 基础 配置界面，在 提示音 下拉列表选择第一个 IVR 语音片段文件。

4. 点击  添加提示音，在 提示音 下拉列表选择第二个 IVR 语音片段文件。

5. 点击  添加提示音，在 提示音 下拉列表选择第三个 IVR 语音片段文件。

6.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下一次，你只需要更改这个 IVR 的第二个提示音，而不需要更改整个 IVR 提示音。

通过名字呼叫

你可以设置 IVR 的按键事件为 通过名字呼叫，配合 IVR 提示音的配置，引导外部用户呼入 IVR 后，通过名字寻找
分机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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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通过名字呼叫'

PBX 系统仅支持查询英文字母，因此 通过名字呼叫 功能仅支持查询英文名称或拼音名称的分机用户。

如果 PBX 系统查询到匹配条件的分机名称，系统只会播放分机名称的拼写字母。你可以自己录制分机名字的语音，
提高 通过名字呼叫 功能的体验性。

1. 设置分机的名称。

 注: 通过名字呼叫 仅支持英文或拼音作为名称的分机用户。

a. 进入 配置→PBX→分机，编辑分机。
b. 在分机 基本 配置页面，设置 显示名称。

c.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2. 录制分机名称的语音。

a. 使用步骤 1 配置的分机，拨打语音信箱特征码（默认 *2），输入语音信箱的密码，进入语音信箱。
b. 进入语音信箱后，按 0 进入 问候语和密码管理。
c. 按 3 录制姓名，在"滴" 声后开始录音，录制完毕按 #。
d. 选择是否保存录音。

• 按 1 保存录音

• 按 2 听取录音
• 按 3 重新录音

3. 配置 IVR 的按键事件到 通过名字呼叫。

a. 进入 配置→PBX→呼叫功能→IVR，编辑 IVR。
b. 在 IVR 按键事件 页面，设置一个按键的事件为 通过名字呼叫。

 注: 你需要设置你的 IVR 提示音，引导用户根据提示音按相关的按键，进入 通过名字呼叫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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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如何通过名字呼叫？

1. 外部用户呼入 PBX，进入 IVR后，根据语音提示按相关的按键进入 通过名字呼叫 功能。

系统播放提示音："欢迎访问菜单，请输入名字的前三个字母。"

2. 外部用户在话机上输入名字的前三个字母，系统将播放已匹配到的分机名称和分机号码，询问外部用户："如果
这是你想要找的人，请按 1，否则请按 * 键。"

例如，要搜索名称为 "Carol" 的分机用户，在话机上按 2 2 7 表示前三个字母 C A R。

响铃组

响铃组允许呼叫方对任何一个组中的终端振铃。响铃组一般应用于同一个部门。例如，公司可以对技术支持部门设置
一个响铃组，所有技术支持部门的电话分机都定义在一个响铃组，如果有外部电话呼叫此部门，此部门人员的分机将
根据响铃组的策略振铃。

添加响铃组

1. 进入 配置→PBX→呼叫功能→响铃组，点击 添加。
2. 在响铃组配置界面，更改以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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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号码 内部分机用户可拨打该号码进入该响铃组。

名称 该名称可以帮助您在配置时区分不同的响铃组。

响铃策略 设置响铃策略。

• 同时振铃：响铃组中所有的可用分机同一时刻响铃直到呼叫被应答。

• 顺序振铃：响铃组中所有的可用分机按顺序响铃直到呼叫被应答。

响铃超时 设置接收到来电时，响铃组成员响铃的时间，单位为秒。

成员 选择响铃组的成员。

无人接听时转移到 如果超过设定的响铃超时时间，无人接听来电，电话将被转到未接听目的地。

3.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队列

S系列中小型 IPPBX 队列功能适用于小型呼叫中心。

呼叫队列负责将呼入系统的来电均衡分配，系统能够实时跟踪坐席状态并依此生成有效坐席队列，依据排队算法，将
呼叫接入到最合适的坐席上。呼入方需要等待一定的时间（同时系统播放语音，提示目前队列状态），接线员根据用
户在队列中的顺序来接听电话。

队列坐席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队列动态坐席和固定坐席。

• 固定坐席：固定坐席总是处于队列中，随时准备接听来电。
• 动态坐席：动态坐席可以在任意时间签入或签出队列。例如：休息时间，动态坐席可以选择签出队列；上班时

间，动态坐席可以选择签入队列。

在队列配置界面，选中的分机用户为固定坐席，未选中的分机用户为动态坐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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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队列

1. 进入 配置→PBX→呼叫功能→队列，点击 添加。
2. 在队列 基本 配置界面，更改以下设置：

设置 描述

号码 分机用户可以通过该号码来呼叫该队列。

名称 该名称可以帮助你区分不同的队列。

密码 可选项。坐席加入队列的密码。

响铃策略 设置队列的响铃策略。

• 全部响铃：系统将同时振铃所有在线坐席，直到来电被应答。

• 最近最少被叫响铃：系统将振铃最近最少被响铃的坐席。

• 最少接通响铃：系统将振铃通话最少的坐席。

• 随机响铃：系统将随机振铃某一坐席。

• 顺序响铃：系统将按顺序振铃坐席。

• 线性响铃：系统将按照配置文件的指定顺序振铃坐席。

呼入失败目的地 选择呼入失败目的地。

固定坐席 选择队列的固定坐席。

坐席响铃时间 坐席响铃超时的时间。单位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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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使用中振铃 如果选择 否，正在通话中的坐席将不会振铃。

坐席应答提示音 当坐席应答进入该队列的通话时，系统将自动播放该提示音给坐席。

重试时间间隔 设置当铃响完一个坐席后，继续响铃下一个坐席的时间间隔。

休息时间 坐席当与客户完成通话后，继续接听新的来电的时间间隔。单位为秒。

输入 0 表示当坐席结束通话后无需延时，可以继续接听新的来电。

3. 点击 呼入体验设置，更改以下设置：

设置 描述

呼入设置

等待音乐 设置队列的等待音乐。

最大等待时间 选择客户在队列中的最长等待时间,单位为秒。如需自定义，请直接在文本
框中输入值，输入0为无限制。

无坐席时结束等待 启用后，当前队列中没有有效坐席时，呼叫者将会被强制退出队列。

无坐席时允许呼入 启用后，当队列中没有有效坐席时，将会允许新的呼叫进入到队列。

进入队列提示音 当呼叫者进入队列时，系统将自动播放该提示音给呼叫者。

坐席播报工号提示音 选择播放坐席工号的提示音。

• 无：系统不播放提示音。

• 默认：系统将播放提示音：“XXXX号话务员为您服务，请稍
后”，XXXX为坐席的分机号。

• 自定义提示音：该提示音包含两部分“分机号+自定义提示音”，分
机号由系统自动播放，你需要录制自定义提示音，并上传到 PBX。

满意度调查提示音 当坐席挂断通话，系统会播报满意度调查提示音给呼叫者。

用户公告

公告当前位置 播报当前队列中在呼叫者之前还有多少个在等待坐席应答。

公告等待时间 设置是否周期性的公告呼叫者的预计等待时间。

 注: 如果时间小于1分钟，不管启用或者停用该选项，系统都将
不公告等待时间。

频率 系统播放提示音、公告的时间间隔。单位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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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系统公告

系统公告是系统向正在等待应答的呼叫者播放的语音。

提示音 该语音即可以当作系统公告语音，也可以当作 按键事件 提示音。

例如，系统公告提示音为“xxxxxx，按0 将有专人为你服务”；同时设置
按键 DTMF 为 0，按键目标 分机500。当呼叫者进入队列听到该公告语音
时，可以根据提示进行按键操作。

频率 播放系统公告的时间间隔。单位为秒。

按键事件

按键 DTMF 选择按键。

按键目标 设置按键目的地。

4.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签入/签出队列

队列里的动态坐席可以根据工作情景，签入或签出队列。

 注: 固定坐席无法签入或签出队列。如果固定坐席尝试签出队列，系统会提示成功签出队列，但实际
上，该固定坐席没有签出成功。

按特征码签入/签出队列

签入/签出队列特征码：*75{queue_num}

• 如果动态坐席当前不在队列，按 *75{queue_num}，表示签入队列。

例如：动态坐席 1000 在自己的话机上按 *756700，签入队列6700。

• 如果动态坐席当前已在队列，按 *75{queue_num}，表示签出队列。

例如：动态坐席 1000 在自己的话机上按 *756700，签出队列6700。

 注: 如果你的 PBX 版本低于30.8.0.8，使用以下特征码签入或签出队列。

签入队列

• {queue_num}*

例如：动态坐席 1000 在自己的话机上按 6700* 签入队列6700。

签出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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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动态坐席 1000 在自己的话机上按 6700** 签出队列6700。

使用 BLF 按键签入/签出队列

动态坐席可以在自己的话机上设置 BLF 按键，按 BLF 按键签入或签出队列。

下面以Htek UC912 话机（ v2.0.4.4.33）为例，介绍动态坐席如何设置 BLF 按键签入和签出队列。

1. 登录话机网页，进入 Function Keys→Line Key。
2. 设置一个 BLF 按键，用于签入和签出队列。

 注: 下面以签入签出队列6700为例。

• Type：选择 BLF。
• Value：BLF 按键值的格式为 *75{queue_num}。在本例中，填写 *756700。
• Account：选择注册该动态坐席分机的账号。

3. 点击 SaveSet。

现在，该动态坐席可以按 BLF 按键快速切换自己在队列的状态。.

监控动态坐席的状态

在小型呼叫中心的工作场景中，队列班长一般会在话机上设置多个 BLF 按键，监控动态坐席是否处于队列工作状
态。动态坐席也可以在自己的话机上设置 BLF 按键，查看自己在队列中的状态。

下面以Htek UC912 话机（ v2.0.4.4.33）为例，介绍如何监控动态坐席 1001 是否在队列6700。

 注: PBX 固件版本低于 30.8.0.8 不支持监控动态坐席的状态。

1. 登录话机网页，进入 Function Keys→Line Key。
2. 设置一个 BLF 按键监控坐席 1001在队列6700的状态。

• Type：选择 B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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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e：填写 *75{ext_num}*{queue_num}。本例中，填写 *7510016700。
• Account：选择注册 PBX 分机的账号。

3. 点击 SaveSet。

查看 BLF 按键灯的状态。

 注: 不同品牌的话机，BLF 按键灯的状态可能有所不同。

• 绿灯：坐席1001没有在队列6700。
• 红灯: 坐席1011在队列6700。
• 灯不亮: 检查 BLF 按键设置是否正确。

会议室

电话会议允许多方呼叫，进行多方通话。与会过程中，会议室成员可按 * 键，根据语音提示管理会议室。

添加会议室

在使用电话会议前，你需要先在 PBX 创建会议室。

1. 进入 配置→PBX→呼叫功能→会议室，点击 添加。
2. 在会议室配置界面，更改以下设置：

设置 说明

号码 分机用户可以通过拨打这个号码进入会议室。

名称 该名称可以帮助你区分不同的会议室。

与会者密码 可选项。与会者进入会议室的密码，放空则表示进入会议室无需密码，默认为
空。

等候管理员 若启用，当管理员登录后，其他成员才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

提示音 成员进入、退出会议室的提示音。

允许与会者邀请其
他成员

启用后，普通成员可按 # 键邀请其他成员进入会议室。

 注: 在邀请过程中，邀请者将会退出会议室，直到被邀请者进入会议
室或者拒绝邀请。

管理员密码 未被设定为管理员的分机若要以管理员身份进入会议室，可输入该密码，默认为
空。

管理员 为该会议室指定管理员，管理员进入会议室不需要密码。

3.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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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会议室

PBX 内部分机可以直接拨打会议室号码进入会议室，外部用户如果要进入会议室，需要设置呼入路由的目的地为相
应的会议室号码。

内部分机进入会议室

如果会议室的号码为 6500，内部分机用户可以直接在话机上拨打 6500，进入会议室，进行电话会议。

外部用户进入会议室

如果外部用户要进入会议室，你需要设置 PBX 的呼入路由目的地为会议室，并告知外部用户呼入会议室的外线号
码。

外部用户拨打外线号码，即可进入会议室，进行电话会议。

会议室语音菜单

与会过程中，会议室成员可按 * 键，进入会议室语音菜单，根据语音提示进行相关的操作。

管理员 - 语音菜单

1 静音或取消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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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 - 语音菜单

2 锁定或解除锁定会议室。

3 踢出最后一个加入会议室的用户。

4 调低会议室的音量。

6 调高会议室音量。

7 调低自己的音量。

8 退出语音菜单。

9 调高自己的音量。

非管理员 - 语音菜单

1 静音或取消静音。

4 调低会议室的音量。

6 调高会议室的音量。

7 调低自己的音量

8 退出语音菜单。

9 调高自己的音量。

呼叫截答

呼叫截答，也叫呼叫代答，允许某个用户应答其他用户电话上的传入呼叫的功能。如果其他话机正在振铃，用户可以
使用自己的话机来接听这个来电，无需亲自到正在振铃的话机那里去接听。

同组截答

同组截答适用于同一个部门或同一个工作组的人员。管理员可提前在 PBX 设置截答组，将相关人员的分机设置到同
一个组。当同组的人员有来电时，其他人员可以在话机上按 同组截答特征码截答来电。

Operation: 当同组同事的话机响铃时，在你的话机上拨打 *4 截答来电。

指定截答

如果你同事和你不在同一个解答组中，你可以通过拨打指定截答特征码和同事的分机号来截答来电。

Operation: 当你同事话机（分机 1000）响铃时，在你的话机上拨打 *041000 截答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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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组截答

同组截答适用于同一个部门或同一个工作组的人员。管理员可提前在 PBX 设置截答组，将相关人员的分机设置到同
一个组。当同组的人员有来电时，其他人员可以在话机上按 同组截答特征码截答来电。

添加同组截答

使用同组截答之前，需要先根据人员组织结构，添加截答组。

1. 进入 配置→PBX→呼叫功能→截答组，点击 添加。
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截答组。

• 名称：设置截答组的名称。
• 成员：将截答组成员移动到 已选择 框内。

3.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同组截答特征码

默认的同组截答特征码为 *4。

更改特征码

进入 配置→PBX→常规设置→特征码→截答，更改 同组截答 的特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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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同组截答

• 当同组人员的话机响铃时，其他人员可以在自己的话机上按特征码（默认*4），接听来电。
• 截答组人员也可以提前在话机上设置 BLF 按键，使用 BLF 按键实现同组截答。

使用 BLF 按键实现同组截答

同一个截答组的成员可以在自己的话机上设置一个 BLF 按键，当同组人员有来电时，可以按 BLF 按键快速接听来
电。

下面以 Yealink T27G v69.82.0.20 为例，介绍如何设置和使用 BLF 按键实现同组截答。

1. 登录话机网页，进入 可编程按键→记忆键，设置一个 BLF 按键。

• 类型：选择 BLF。
• 值：填写同组截答的特征码。默认*4。
• 标签：可选项。填写显示在话机屏幕的 BLF 按键标签。
• 线路：选择已注册 PBX 分机的话机账号。

2. 点击 提交。

BLF LED 显示绿灯：表示配置正确。

指定截答

如果非同组人员的话机响铃，用户也可以在自己的话机上截答该话机的来电。使用指定截答前，用户需要知道正在
响铃的分机号码是多少，才能成功截答来电。

指定截答特征码

默认的同组截答特征码为 *04。

更改特征码

进入 配置→PBX→常规设置→特征码→截答，更改 指定截答 的特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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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定截答

• 当非同组人员的话机响铃时，其他人员可以在自己的话机上按特征码（默认*04）+ 响铃分机的号码，接听来
电。

例如：正在响铃的分机号码为 1000，分机用户2000 可以在自己的话机上按 *041000，接听来电。

• 如果用户需要监控和截答指定分机的来电，也可以提前在话机上设置 BLF 按键，使用 BLF 按键实现指定截
答。

使用 BLF 按键实现指定截答

如果分机用户需要监控和帮忙接听指定分机的来电，可以在话机上设置 BLF 按键监控和截答指定分机的来电。

下面以 Yealink T27G v69.82.0.20 为例，介绍如何设置和使用 BLF 按键实现指定截答。

 注: 不同固件版本的话机的配置可能有差异。

1. 在话机上设置 BLF 按键监控指定分机的状态。

a. 登录话机网页，进入 可编程按键→记忆键，设置一个 BLF 按键。

• 类型： 选择 BLF。
• 值：填写要监控的分机号码。
• 线路：选择已注册 PBX 分机的话机账号。
• 分机号： 填写指定截答的特征码。默认*04 。

b. 点击 提交。

2. 你可以在话机上设置截答提示窗口和截答提示音，保证能够及时关注到监控分机的来电。

a. 在话机网页界面，进入 功能→呼叫截答。
b. 在 截答提示窗口 下拉菜单中，选择 启用。

当监控分机有来电时，你的话机屏幕会弹出窗口提示。

c. 在 截答提示音 下拉菜单中，选择 启用。

当监控分机有来电时，你的话机会有相应的提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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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点击 提交。

3. 如果你需要知道致电监控分机的来电号码，你需要启用 发送来电号码 设置。

 注: S系列固件版本 30.10.0.9 或更高版本支持 发送来电号码 设置。

a.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PBX→常规设置→SIP→高级。
b. 勾选 发送来电号码 设置。
c.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如果 BLF 按键配置正确，BLF LED 会显示绿灯。

当监控分机响铃时，你的话机会出现以下提醒，按 BLF 按键可以截答监控分机的来电。

• 话机播放提示音。
• BLF LED 显示红灯。
• 话机屏幕显示来电号码。

下面话机屏幕图片表示：监控分机 1008 有一个来电，来电号码为15882252201。

通话转接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盲转接和指定转接。分机用户在通话过程中，可以按相关的特征码将当前通话转接给其他用
户。

指定转接

简介
指定转接，也叫咨询转接，指的是分机用户先咨询第三方用户，取得第三方用户的同意再将当前的通话转接
给第三方用户。

特征码
默认特征码*3。进入 配置→PBX→常规设置→特征码，可更改特征码。

使用场景

1. 用户 A 与 B 通话过程中，分机用户 A 在话机拨 *3。
用户 A 将听到转接提示音和拨号音。

2. 用户 A 拨 用户 C 的号码。

用户 C 的电话响铃。用户 C 接听电话后，用户 A 与用户 C 的通话建立，同时，用户 A 与用户 B 的通
话被保持。

3. 用户 A挂断电话后，用户 B 与 用户 C 的通话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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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转接

简介
盲转接是指分机用户在没有咨询第三方用户，直接将当前通话转接给第三方。

特征码
默认特征码*03。进入 配置→PBX→常规设置→特征码，可更改特征码。

使用场景

1. 用户 A 与用户 B 正在通话中，用户A 在话机上拨 *03。

用户 A 将听到转接提示音和拨号音。

2. 用户 A 拨打用户 C 的号码。

用户 A 与 B 的通话自动挂断。用户 C 接听电话后，用户 B 与用户 C 的通话建立。

回拨

回拨功能允许用户打电话进入 PBX，挂断之后，系统自动回拨给用户，用户不会因接听这个电话付额外的费用，电
话费由 PBX 支付。这种应用一般用于出差人员外出办公打电话。管理员可以在呼入路由选择目的地为回拨，来启用
此功能。

前提条件

使用回拨功能之前，先确认 PBX 的中继是否开启来电显示。如果中继的来电显示服务没有开通，PBX 无法识别来电
号码，回拨就会失败。

设置回拨

1. 新建回拨规则。

a. 进入 配置→PBX→呼叫功能→回拨，点击 添加。
b.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回拨规则。

设置 说明

名称 设置回拨规则的名称。

回拨路线 选择通过哪条中继回拨电话。

 注:

• 请确保选择的中继设置了呼出路由，否则会导致回拨失败。

• 如果使用注册中继回拨电话，请确保该中继设置了 From 头域,
否则会导致回拨失败 。

回拨等待时间（s） 回拨前等待的时间（单位：秒）。

删除前缀 可选项。定义发起回拨时从主叫号码删除的数字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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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在回拨号码前增加 可选项。定义发起回拨时需要在回拨号码前添加的数字。

回拨目的地 用户接收到回拨电话后将被转到此目的地。

c.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2. 设置呼出路由的目的为 回拨。

a. 进入 配置→PBX→呼叫功能→呼入路由，编辑呼入路由。
b. 设置呼入路由的 目的地 为 回拨，并选择已创建的回拨规则。

c.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回拨规则示例

一般情况，你无需设置 删除前缀 和 在回拨号码前增加。下面示例介绍什么情况下需要设置 删除前缀 和 在回拨号码
前增加。

• 示例1：回拨前删除号码前缀

外部用户123456789 呼入 PBX 后， 来电显示号码为 0123456789。

要回拨给用户 123456789，需要删除来电号码的前面一位数字 0。

这种情况，你需要设置回拨规则的 删除前缀 为 1，表示删除来电号码的前面一位数。

• 示例2：回拨前在号码前面增加数字

外部用户123456789 呼入 PBX 后， 来电显示号码为 123456789，该号码为外地号码。

选择回拨路线为当地的 FXO 中继，中继运营商要求在号码前面加拨 0，才能成功呼叫用户123456789。

这种情况，你需要设置回拨规则的 在回拨号码前增加 为 0，表示在来电显示号码前面加拨数字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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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拨码

分机用户可能有一些电话号码需要经常拨打。你可以在 PBX 系统上设置速拨码，让分机用户更便捷地呼叫常用联系
人的号码。用户使用快速拨号功能需要添加速拨前缀（默认*99），例如速拨码为1，则需要拨打*991。

添加速拨码

1. 进入 配置→PBX→呼叫功能→特征码，点击 添加。
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速拨码。

设置 说明

速拨码 速拨码。

电话号码 目的地电话号码。

3.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速拨前缀

默认的速拨前缀为*99。进入 配置→PBX→呼叫功能→特征码 可更改速拨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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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拨码示例

速拨码的电话号码 设置必须配合 PBX 的呼出路由规则，否则快速拨号会失败。

假设 PBX 的呼出路由规则如下所示。该呼出路由规则表示要在号码前面加拨 9，才能呼出。因此，速拨码的电话号
码 也需要在目的地号码前面加数字 9。

• 呼出模式：9.
• 删除前缀位数：1

例如，要快速呼叫的目的地号码为 12345678，你需要设置 电话号码 为 912345678。

DISA

DISA (Direct Inward System Access) ，即直接拨入系统访问，允许用户从外线拨入 PBX，使用 PBX 中继，拨打外
线号码。DISA 功能一般适用于出差人员。例如，公司配置一条中继供出差人员呼入 PBX 后，再拨打客户电话，方
便出差员工在外与客户沟通。

配置 DISA

1. 创建 DISA 规则。

a. 进入 配置→PBX→呼叫功能→DISA，点击 添加。
b.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 DISA 规则。

设置 说明

名称 设置 DISA 的名称。

密码 设置用户使用该 DISA 时需要输入的密码。

 注: 为加强 PBX 电话系统的安全性，建议设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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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响应超时（s） 响应超时的时间，默认为10秒。

 注: 响应超时时间不要设置太短，否则用户使用 DISA 时，还未输
入所要拨打的号码通话就已经被挂断。

按键超时（s） 等待输入 DTMF 的超时时间，默认为5秒。

所使用的呼出路由 选择该 DISA 可以使用的呼出路由。

2. 设置呼出路由的目的为 DISA。

a. 进入 配置→PBX→呼叫功能→呼入路由，编辑呼入路由。
b. 设置呼入路由的 目的地 为 DISA，并选择已创建的 DISA 规则。

c.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当出差人员拨打呼入路由的中继号码时，将会听到拨号音，接着拨打外线号码，即可通过 DISA 指定的呼出路由
呼出。

 注: 用户拨打的外线号码必须符合 DISA 呼出路由的拨号规则，否则呼出失败。

SMS

发送短信到邮件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将系统收到的短信以邮件的形式转发到分机用户的邮箱。

使用短信到邮件功能，你需要确认以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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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PBX 安装 GSM/3G/4G 模块并且插入 SIM 卡。

• 检查 GSM/3G/4G 中继的状态是否正常。

• 系统邮箱配置正确，可用于转发邮件。

 注: S系列中小型 IPPBX 仅支持转发纯文本短信到邮箱。

1. 进入 配置→PBX→呼叫功能→SMS→启用短信到邮件，点击  编辑 GSM/3G/4G 中继。

 注: 如果该页面没有显示 GSM/3G/4G 中继，检查你是否已安装 GSM/3G/4G 模块。

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选择分机及其绑定的邮箱地址。

PBX 会将该中继收到的短信转发到设置的邮箱地址。

3. 点击  添加其他邮箱地址。
4.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当有人发送短信到 GSM/3G/4G 中继号码时，PBX 会将接收到的短信转发到预设置的邮箱地址。

发送邮件到短信

邮件到短信功能允许用户通过邮件发送短信到手机号码。使用邮件到短信功能，你需要发送指定格式的邮件主题到
PBX 的系统邮箱。PBX 收到该类型的邮件会将邮件内容转发为短信发送到指定的目的地号码。

前提准备

使用短信到邮件功能，你需要确认以下设置：

• 在 PBX 安装 GSM/3G/4G 模块并且插入 SIM 卡。

• 检查 GSM/3G/4G 中继的状态是否正常。

• 系统邮箱配置正确，可用于转发邮件。

邮件主题格式

发送邮件到短信，邮件主题必须符合以下格式，否则 PBX 无法转发邮件到短信。

S20/S50/S412 的邮件主题格式： num:{num};port:{port};code:{code};

S100/S300 的邮件主题格式： num:{num};port:{span}_｛port｝;code:{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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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 num 为必填参数，其他参数为可选参数。
• port 参数的信息可以在 PBX 网页 PBX 状态→网页 查看。

• {num} 表示短信发送的目的地号码。
• {span} 表示 GSM/3G/4G 模块安装在哪个扩展板。
• {port} 表示 GSM/3G/4G 模块的端口。
• {code} 表示在 PBX 设置的认证码。

邮件到短信示例

以下示例中，PBX 系统邮箱为spbx@yeastar.com，需要将邮件发送到系统邮箱，PBX 再转发邮件到短信。

• 通过默认可用的 GSM/3G/4G 中继发送短信

邮件主题格式： num:{num}

例如：邮件主题为：num:15880290900;，PBX 会通过第一条可用的 GSM/3G/4G 中继，发送短信到号码
15880290900。

• 通过指定的 GSM/3G/4G 中继发送短信

邮件主题格式： port:{port};num:{num};

例如：邮件主题为port:5;num:15880290900;，PBX 会使用端口号为5 的GSM/3G/4G 中继，发送短信到号码
15880290900。

• 通过默认可用的 GSM/3G/4G 中继发送短信，并设置认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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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主题格式： num:｛num｝;code:{code};

例如：网页上设置认证码为8293；发送邮件主题为num:15880290900;code:123;，PBX 将会使用第一条可用的
GSM/3G/4G 中继，发送短信到号码15880270900。

• 通过指定的 GSM/3G/4G 中继发送短信，并设置认证码。

邮件主题格式：num:｛num｝;code:{code};port:{port}

例如：网页上设置认证码为8293；发送邮件主题为num:15880290900;code:8293;port:5，PBX 会使用端口为 5
的GSM/3G/4G 中继，发送短信到号码15880270900。

对讲和广播

S系列中小型 IPPBX 的对讲和广播功能专为具有广播或对讲功能的话机而设计的，用户使用对讲和广播功能来发布公
告。要使用对讲和广播功能之前，必须先确认话机是否支持对讲和广播功能，才能配合 PBX 使用。

双向对讲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群呼对讲（对群组发起对讲）和单呼对讲（对单个用户发起对讲）。使用对讲功能，你可
以对单个用户或群组用户发起呼叫，对方的话机会自动摘机，并建立双方语音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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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呼对讲

管理员需要根据企业组织结构要求，提前为有需求的部门设置 双向对讲 类型的广播组。用户拨打该广播组号码，
广播组内的所有成员的电话都会自动摘机，并且与发起呼叫的人进行通话。

 注: 广播组内的所有成员都能听见彼此的声音。

配置群呼对讲：

1. 进入 配置→PBX→呼叫功能→对讲/广播，点击 添加。
2. 设置对讲群组。

• 号码：保留默认号码或更改号码。
• 名称：设置对讲群组的名称。
• 类型：选择 双向对讲。
• 按 * 应答：勾选此项后，群组人员在对讲过程中，可以按 * 单独与对讲发起者通话。

 注: 群组成员按 * 后，该成员将与发起者单独通话，其他成员自动挂断电话，停止对讲。

• 成员：将对讲组成员移动到 已选择 框。

3.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当你拨打该对讲群组的号码时，群组成员的话机将会自动摘机，并进入多方通话。

单呼对讲

使用单呼对讲，无需提前设置用户分组，直接拨打对讲特征码（默认*5）+ 分机号码即可。例如，要对分机用户
1000 发起对讲，拨打*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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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广播

单向广播功能用于对广播组成员发送广播通知，广播组成员的话机不会响铃，而是自动摘机接收广播。

 注: 广播功能为单向传呼，典型应用于发送通知公告。

配置单向广播组

1. 进入 配置→PBX→呼叫功能→/广播组，点击 添加。
2. 设置单向广播组。

• 号码：保留默认号码或更改号码。
• 名称：设置广播组的名称。
• 类型：选择 单向传呼。
• 按 * 应答：勾选此项后，群组人员在接听广播过程中，可以按 * 可以与广播发起者对话。

 注: 群组成员按 * 后，该成员将与广播发起者单独通话，其他成员自动挂断电话。

• 成员：将广播组成员移动到 已选择 框。

3.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用户拨打广播组号码，广播组成员的话机自动摘机，接听广播。

IP 组播

组播功能是发起方将语音信息发送到设置的组播地址，所有监听该组播地址的话机都可以接收发 起方的语音信息。
使用组播功能可以简单、便捷的发送公告给组播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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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 S系列中小型 IPPBX设置 IP 组播，并且在话机上设置相同的组播地址，监听该组播地址发送的 RTP 流（语
音流）。

 注:

• IP 组播功能为单向广播，监听组播地址的话机只能接听，不能应答。
• IP 组播与 SIP 注册没有关联，监听组播地址的话机无需注册分机，即可监听组播地址发送的 RTP 流。

设置 IP 组播

1. 在 PBX 设置组播地址。

a. 进入 配置→PBX→呼叫功能→广播组，点击 添加。
b. 设置 IP 组播。

• 号码：保留默认号码或更改号码。
• 名称：设置广播组的名称。
• 类型：选择 单向组播。
• 组播 IP：填写组播地址和端口。 (例如：224.255.255.255:1000)

 注: 组播地址的范围为 224.0.0.0 - 239.255.255.255。

c.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2. 在话机上设置相同的组播地址，监听组播地址的 RTP 流。

下面以 Yealink T42S 话机为例，介绍如何设置组播地址。

a. 登录话机网页，进入通讯录→组播地址。
b. 在 监听地址 一栏，填写与 PBX 相同的组播地址和端口。
c. 点击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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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拨打广播组号码，广播组成员的话机自动摘机，接听广播。

 注: 如果发送 IP 组播失败，你可以检查以下设置：

• 组播地址和端口是否在正确的范围。
• 如果话机和 PBX 在不同网段（例如：PBX IP 地址为192.168.5.100；话机 IP 地址为

192.168.3.100），检查路由器是否支持通过不同网段接收组播。

呼叫停泊

呼叫停泊功能用于将当前通话保持起来，然后通过另外一台话机取回原来的通话。

应用场景

当分机用户与客户沟通中，如果有需要到其他地方查阅资料再回复客户，分机用户可以将当前通话保持起来。当分机
用户查阅完资料后，可以就近使用其他话机恢复与客户的通话。

呼叫停泊设置

进入 配置→PBX→呼叫功能→特征码，可以更改呼叫停泊的特征码、停泊分机范围和停泊时间。

下面为默认的呼叫停泊设置。

设置 描述

呼叫停泊 默认特征码 *6。通话过程中按 *6，由系统自动分配停泊号码。

指定停泊 默认特征码 *06。通话过程中按 *06+停泊号码，将当前通话停泊到指定号码。

停泊分机范围 停泊的分机范围。默认范围为6900-6999。

 注: 停泊分机范围不能与 PBX 现有的分机范围重复（配置→PBX→常规设
置→分机范围设定）。

停泊时间(s) 设置使用停泊功能后，当前通话可以被保持的最长时间。默认停泊时间为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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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呼叫停泊

通话过程中，分机用户在话机上按 *6，将当前通话保持起来；系统会通知用户当前通话被停泊在哪个号码。该用户
可以在其他话机上拨打停泊号码，将之前的通话取回，继续通话。

使用示例：

1. 通话过程中，分机用户拨 *6；系统播放提示音“6900”，表示当前通话被停泊在号码 6900。
2. 该分机用户在其他话机上拨 6900，取回之前的通话。

使用指定停泊

分机用户向管理员获取停泊号码，可以将通话停泊在指定的号码。

使用示例：

1. 通话过程中，分机用户拨*066900，将当前通话停泊在号码 6900。
2. 该分机用户在其他话机上拨 6900，取回之前的通话。

配置呼叫停泊 BLF

分机用户可以在话机上配置 BLF 按键，用于监控停泊号码的状态。当停泊号码处于空闲状态时，可以按 BLF 按
键，快速实现呼叫停泊。

下面以 Yealink T27G v69.82.0.20 为例，介绍如何配置呼叫停泊 BLF。

1. 登录话机网页，进入 可编程按键 页面。
2. 设置呼叫停泊 BLF。

• 类型：选择 BLF。
• 值：填写呼叫停泊号码。
• 标签：选填。填写显示在话机上的标签。
• 账号：选择已注册 PBX 分机的话机账号。
• 分机号：填写指定停泊特征码。默认为 *06。

3. 点击 提交。

• BLF 灯显示绿色：停泊号码空闲可用。

通话过程中，直接按 BLF 键可以将当前通话保持。

• BLF 灯显示红色：停泊号码已被占用，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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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呼叫停泊 Caller ID

默认情况下，用户取回已停泊的通话时，话机上显示的号码为停泊号码（例如 6900）。如果用户希望可以在话机
上看到通话对方的来电号码，你需要在 PBX 更改 SIP 设置，从 SIP Remote- Party-ID 获取呼叫停泊的 Caller
ID。

1. 在 PBX上启用 发送 Remote Party ID 设置。

a. 进入 配置→PBX→常规设置→SIP→高级。
b. 勾选 发送 Remote Party ID 设置。
c.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2. 在用于取回停泊通话的话机上，设置注册账号的 来电显示域。

下面以 Yealink T42S 为例，介绍如何配置 来电显示域。

a. 登录话机网页，进入 账号→高级。
b. 在 账号 下拉菜单中，选择已注册 PBX 分机的话机账号。
c. 在 来电显示域，选择 RPID-FROM。
d. 点击 提交。

测试呼叫停泊功能。

用户使用已配置 来电显示域 的话机取回停泊通话时，话机屏幕会显示停泊号码（例如 6900）1秒或2秒，然后显示
通话对方的来电号码。

下面流程图说明话机如何获取呼叫停泊 Caller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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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户在话机（IP Phone）按 6900 取回被停泊的通话。
2. PBX 发送 Re-INVITE 包，Re-INVITE 包内含有 Remote-Party-ID 信息。
3. 话机收到 Re-INVITE 包，从 Remote-Party-ID 头域获取 Caller ID。

传真

S系列中小型 IPPBX支持 FoIP（Fax over IP）。你可以通过传真机收发传真，也可以通过网络接收传真。

什么是T.38 FoIP？

T.38 是一种通过 VoIP 或互联网实时发送传真的协议。

T.38 协议定义了两个终端之间的数据（传真）传输方式。其中包括：通过传真网关交互的两个 PSTN 传真终端，两
个网络传真终端，通过传真网关交互的PSTN传真终端和网络传真终端。T.38有时候又指FoIP（Fax over IP）。

PSTN传真终端通常使用T.30协议发送模拟数据。为通过互联网实现模拟传真机和PSTN终端的数据交互，进而应用
了T.38协议。T.38协议可以将模拟数据转化为数字数据。如果传真接收方是PSTN传真终端，那么T.38协议会先将数
据转换为模拟数据，再进行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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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8传真设置

如果FoIP无法正常运行，进入配置→PBX→常规设置→SIP→T.38，修改T.38的配置。

• Re-invite包不添加T.38属性

如果启用，SDP在Re-invite包不会添加T.38属性。

• 错误更正

传真错误校正。

• T.38最大比特率

T.38最大比特率。

传真到邮件

启用传真到邮件功能，你就可以在手机或电脑上接收邮件。朗视 S-Series VoIP PBX 将转换收到的传真，并转发到
分机用户的邮箱。

如何配置“传真到邮件”

1. 设置PBX的 系统邮箱。

请确保PBX的系统邮箱设置正确，否则PBX无法将收到的传真转发到分机用户的邮箱。

2. 检查是否设置分机用户的邮箱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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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呼入路由的目的地。

• 如果你想 通过传真检测接收传真，设置 目的地为 IVR，设置 传真目的地为 传真到邮件。

• 如果你想通过专用中继接收传真，设置 目的地为 传真到邮件。

从PBX发送传真

要从PBX上正常发送传真，你需要在PBX上安装S2模块或SO模块，并将传真机连到PBX的FXS口。

1. 将传真机连到PBX的FXS口。
2. 在PBX上配置FXS分机。

a. 登录PBX网页，进入配置→PBX→分机，设置 分机类型为 FXS，选择传真机接入的FXS口。

b. 点击 保存并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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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FXS分机配置呼出路由。

a. 进入配置→PBX→呼叫控制→呼出路由，配置已添加的呼出路由，或添加一条新的呼出路由。
b. 配置呼出路由的 呼出模式。
c. 选择用于发送传真的中继。

 注: 如果你选择用SIP中继发送传真，你需要进入SIP中继的编辑界面，点击 高级，启用
支持T.38。

d. 选择FXS分机。
e. 点击 保存并 应用。

根据呼出路由的呼出模式，在传真机上拨打号码。听到传真音后，你可以开始发送传真。

通过专用中继接收传真

你可以设置一条或多条中继来接收传真，并告诉客户将传真发送到专用中继号码。

要在PBX上正常接收传真，你需要在PBX上安装S2模块或SO模块，并将传真机连到PBX的FXS口。

1. 进入配置→PBX→呼叫控制→呼入路由，点击 添加。
2. 在编辑界面，选择用于接收传真的专用中继。选中的中继会出现在 已选择一栏中。

 注: 已选择的中继只能用来接收传真，用户无法通过传真专用中继进行正常的语音通话。

3. 设置 目的地为FXS分机或 传真到邮件。

如果你选择FXS分机，请确保传真机和PBX的FXS口连接。

4. 点击 保存并 应用。

用户可以拨打专用中继号码，发送传真到P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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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传真检测接收传真

在呼入路由配置传真检测功能，可以实现一条中继既能接听电话，也能接收邮件的功能。

1. 进入配置→PBX→呼叫控制→呼入路由，配置你的呼入路由。
2. 选择中继。已选的中继会出现在 已选择一栏中。
3. 设置 目的地为 IVR。
4. 勾选 启用传真检测。
5. 设置 传真目的地为FXS分机或 传真到邮件。

如果你选择FXS分机，请确保传真机和PBX的FXS口连接。

6. 点击 保存并 应用。

编辑“发送传真到邮箱”模板

S系列中小型 IPPBX 内置 发送传真到邮箱的默认邮件模板。你可以根据需要，编辑该模板。

1. 进入配置→系统→邮箱→邮件模板，点击 发送传真到邮箱右边的图标 。

你可以看到模板变量的描述和默认邮件的主题和内容。

 注:  邮件的模板变量无法更改。

2. 编辑邮件主题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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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 保存并 应用。

黑名单/白名单

黑名单用于过滤电话号码。如果一个电话号码被添加到黑名单，系统会拦截该号码的呼入或呼出。白名单则用于添加
信任的电话号码。白名单的优先级比黑名单高。

黑名单/白名单设置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系统全局黑名单和白名单。分机用户也可以登录自己的账号，设置个人黑名单和白名单。

系统黑名单/白名单
管理员进入 配置→PBX→呼叫功能→黑名单/白名单 可配置黑名单和白名单。

黑名单和白名单都支持三种类型的号码：

• 呼入：呼入 类型的黑名单号码无法呼入 PBX；呼入 类型的白名单号码可以呼入PBX。
• 呼出：分机用户无法呼叫 呼出 类型的黑名单号码；分机用户可以呼叫 呼出 类型的白名单号码。
• 呼入和呼出：呼入和呼出 类型的黑名单号码无法呼入系统或被分机用户呼叫；呼入和呼出 类型的白名

单号码可以呼入系统或被分机用户呼叫。

个人黑名单/白名单
分机用户登录 PBX 网页，可以查看到管理员设置的黑名单和白名单，但不可编辑；分机用户可根据需求为
自己的分机设置黑名单和白名单。

黑名单/白名单优先级
黑名单/白名单优先级顺序由高到低：系统白名单 > 系统黑名单 > 个人白名单 > 个人黑名单。

黑名单示例

下面为黑名单设置的示例。

禁止外部号码呼入
例如：禁止号码 10086 和 1008611 呼入 PBX。添加黑名单，设置如下：

禁止号码呼入和呼出
禁止分机用户呼叫指定的号码，且这些指定的号码无法呼入 PBX。
例如：禁止呼叫号码 10086 和 1008611，且这些号码无法呼入 P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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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分机或分机组呼出指定号码

• 禁止业务组的分机用户呼叫指定号码（例如：号码10086 和 1008611）。

 注: 你可以提前为分机设置分组，方便设置。

• 禁止所有分机呼出指定号码（例如：号码10086 和 100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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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分机呼叫匹配相关规则的号码。例如：业务组禁止研发人员的分机号码 ；研发人员的分机号码都
是 5XXX （5开头的四位数号码）。

白名单示例

白名单优先级比黑名单高，所以白名单的作用一般是从黑名单中筛选出可信任的号码，允许该号码呼入或呼出。例
如：黑名单中，限制业务组拨打研发组的号码 （5XXX），但又想让业务组人员可以拨打分机号码 5001；这种情况
下，可以设置白名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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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录音

录音模式

朗视通话录音功能分一键录音与自动录音模式。

一键录音

用户通话时拨打话机特征码（默认*1）开始录音，再次按特征码*1 停止录音。

自动录音

管理员启用自动录音并做好相关配置后，分机用户通话一应答系统即开始进行录音。

详细的自动录音配置，请参见自动录音

自动录音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自动录音功能，为用户提供高效率的通话录音服务。自动录音功能能够帮助企业考察员工的
话术技巧，记录重要的语音信息，甚至是为商务纠纷提供有效的法律证据。

产品型号

朗视每款 S系列 IPPBX 都支持自动录音功能，并能够通过外接设备来存储录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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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自动录音

朗视 S系列 IPPBX 支持对内部通话、外线通话、和会议通话进行录音。使用自动录音功能前，你需要先连接外部存
储设备到 PBX，并设置录音文件的存储路径。

设置录音文件存储位置

1. 连接外部存储设备 PBX 相应的硬件接口。
2. 格式化存储设备。

a. 进入 配置→系统→存储→常规→存储设备列表，选择你的外部存储设备，点击 。
b.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格式化。

 注: 外部存储设备的文件将被删除。

3. 选择录音文件的存储位置。

a. 进入 配置→系统→存储→常规→存储位置设置，在 录音 下拉菜单中，选择你的外部存储设备。

b.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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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内部通话录音

1. 进入 配置→PBX→录音，勾选启用内部通话录音。
2. 设置内部通话录音的提示音。

a. 通过 PBX录制自定义提示音或 上传自定义提示音到 PBX。
b. 在 内部通话录音的提示音 下拉菜单选择自定义提示音。 t

内部通话建立时，PBX 会播放提示音告知被叫用户，当前通话会被录音。

3. 在 要录音的分机 栏，把要录音的分机选到 已选择 框内。

 注: 被选中的分机的内部通话和外部通话都会被录音。

4.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设置外部通话录音

1. 进入 配置→PBX→录音，设置外部通话录音的提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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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通过 PBX录制自定义提示音或 上传自定义提示音到 PBX。
b. 在 外部通话录音的提示音 下拉菜单选择自定义提示音。

外线通话建立时，PBX 会播放提示音告知外部用户，当前通话会被录音。

2. 在 要录音的中继 栏，把要录音的中继选到 已选择 框内。

通过已选择的中继的通话将会被录音。

 注: 无论中继是否选中，已选中的要录音的分机进行内部通话或者外部通话都会被录音。

3.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设置会议室录音

1. 进入 配置→PBX→录音。
2. 要录音的会议室 栏，把要录音的会议室选到 已选择 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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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暂停/恢复录音

分机用户在与外部用户通话过程中，可以按特征码暂停和恢复自动录音，避免外部客户的私人敏感信息（如信用卡
信息或密码信息）被录音。

特征码

暂停/恢复录音的默认特征码为 *00。你可以在 配置→PBX→常规设置→特征码，更改 全局录音切换 的特征码。

具体操作

系统自动录音开启的情况下，分机用户可以执行以下操作进行暂停和恢复录音：

1. 在话机上拨 *00 暂停当前的录音。
2. 在话机上拨 *00 恢复当前的录音。

系统生成的录音文件中，被暂停的这段语音为空白语音。

监控录音状态

监控录音状态

分机用户可以在话机上设置 BLF 按键监控当前通话是否被录音。分机用户在进行暂停和恢复录音的操作之前，可以
配合 BLF 按键的状态显示，清晰定位当前的录音状态，避免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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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以 Yealink T41S v66.84.0.10 介绍如何分机用户 1000，如何设置 BLF 按键监控录音状态。

1. 登录话机网页，进入 可编程按键→账号键，设置一个 BLF 按键，监控用户自己的分机。

本例中，用户的分机号码为1000，注册在话机账号1。

• 类型：选择 BLF。
• 值：监控录音的格式为 *00{extension_number}

本例中，填写 *001000。

• 标签：可选项。填写显示在话机屏幕的 BLF 按键标签。
• 线路：选择已注册分机的话机账号。

2. 点击 提交。

BLF LED 显示绿灯：配置正确且该分机没有在通话或者该分机的通话录音被暂停。

BLF LED 显示红灯：该分机的通话正在被录音。

暂停/恢复录音

共享录音文件

启用自动录音并将录音存储在外部存储设备后，你有两种文件共享的方式可以及时查看和获取录音文件：通过 FTP
挂载的方式，将外部存储的录音文件挂载到 PBX；在 PBX 内部创建共享文件夹，同步外部存储的录音文件到共享
文件夹。

通过 FTP 访问录音文件

1. 通过FTP访问PBX。
2. 进入文件夹 ftp_media，查看共享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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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共享文件夹内根据存储设备类型，显示不同的子文件夹名称。

• mmc1 文件夹内包含存储在 SD 卡 或 Micro SD 卡内的文件。
• usb 文件夹内包含存储在 USB 的文件。
• harddisk 文件夹内包含存储在硬盘的文件。
• local PBX 本地存储文件。

设置录音文件共享

1. 设置外部存储文件共享，将外部存储设备的录音文件同步到共享文件。
2. 本地用户可以访问共享文件，查看和获取录音文件。

录音文件自动清理

默认情况下，如果外部存储设备的存储使用率超过70%时，PBX 会发送邮件通知相关的联系人。 当外部存储设备
的存储使用率超过 80% 时，PBX 自动删除最旧的录音文件。

自动清理录音文件

进入 配置→系统→存储→自动清理，根据录音使用情况，更改默认的 录音文件的自动清理 设置。

设置 说明

存储设备最大的使用率
（%）

录音文件保存最大占存储空间的百分比，默认为80%。超过则删除最旧的数据，始终
保存最新的数据。

保存的最大天数 录音文件保存的最大天数，超过则删除最旧的数据，始终保存最新的数据（0代表没
有限制）。

启用自动清理提醒

启用 自动清理提醒，可以帮助你实时获取系统自动清理的预警，及时作出相关的措施，避免文件遗漏。

 注: 自动清理提醒功能默认开启。

1. 进入 配置→事件中心→事件设置→系统，确认自动清理提醒 的通知和记录功能已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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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自动清理的提醒将会记录在事件记录中。
• 通知： 当 PBX 在执行自动清理的操作前，会发送通知给相关的联系人。

2. 如需更改通知邮件的内容，点击 。

查看录音使用率

进入 系统状态→存储使用率 查看外部存储设备的使用率。

管理录音文件

默认情况下，管理员可以管理系统的自动录音文件，分机用户可以查看自己的一键录音文件，没有权限管理自动录
音文件。

搜索录音文件

1. 登录 PBX 网页，选择 通话记录和录音。
2. 在 通话记录和录音 页面，设置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3. 勾选 存在录音文件 设置，筛选存在录音文件的通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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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置其他搜索条件。
5. 点击 搜索。

下载搜索到的录音文件

1. 在 通话记录和录音 页面搜索存在录音文件的通话记录。
2. 点击 下载录音 可以下载所有搜索到的录音文件。

 注:

• 一次最多只能下载 500MB 容量的录音。
• 一次最多只能下载 100 个录音文件。

超过限制的录音文件将不会被下载。

下载单个录音文件

点击  下载单个录音文件。

播放录音文件

点击  在网页播放录音文件或选择一个分机听取录音内容。

删除单个录音文件

在 录音选项 下面，点击  删除该录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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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管理权限设置

默认情况下，分机用户没有权限管理自动录音文件。管理员可以根据企业员工的职能需求，为分机用户分配自动录
音管理的权限。

1. 进入 配置→系统→用户权限，点击 添加。
2. 在用户权限配置界面，选择分机用户和分配权限。

a. 在 用户 下拉菜单中，选择要分配权限的分机用户。
b. 在 设置权限等级为 下拉菜单中，选择该用户的权限等级。

• 自定义：所有的权限默认禁用。你可以根据需求，为该用户勾选权限。
• 管理员：所有的权限默认启用。你可以根据需求，为该用户取消某些权限。

c. 点击 通话记录和录音 页签，为该用户勾选 录音权限 和设置 允许查看和下载 的分机录音。

• 所有分机：该用户可以查看和下载所有分机用户的录音文件。
• 已选分机：该用户只能查看和下载已选中分机的录音文件。

3. 点击 保存。

该分机用户使用分机账号登录 PBX 网页后，可以进入 通话记录和录音 页面，管理录音文件。

一键录音

分机用户在通话过程中可以按一键录音特征码（默认*1）启动录音功能，再次按一键录音特征码，可停止录音。

一键录音特征码

一键录音的默认特征码为*1。进入 配置→PBX→常规设置→特征码，可更改特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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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音

提示音选项

设置 S系列中小型 IPPBX 的提示音相关设置。

进入 配置→PBX→提示音→提示音选项，更改相关提示音的设置。

设置 描述

等待音乐 设置保持通话时，系统播放的等待音乐。

播放呼叫转移提示音 启用后，当该呼叫被转移时，用户将会听到提示音。默认为启用。

播放SLA拨号提示音 启用后，当用户通过 SLA 抓线拨号时，将会听到拨号提示音。默认为启用。

呼叫转移等待音乐 呼叫转移时播放的内容：

• 等待音乐：通话转移过程中将会播放等待音乐，该音乐为等待音乐中的
设置项；

• 铃声：通话转移过程中将会播放呼叫的铃声。

被叫号码无效提示音 设置当呼叫号码为空号时的提示音。当 SIP 外线回复603响应码时，系统将
会播放此提示音。

中继忙提示音 设置当中继处于忙线时的提示音。当 SIP 外线回复486响应码时，系统将会
播放此提示音。

呼叫失败提示音 设置当外线不可达或者其他异常导致无法呼出时播放的提示音。

事件中心提示音 设置当事件中心拨打告警电话给联系人时播放的提示音。

一键录音开始提示音 设置一键录音开始时的提示音。

一键录音结束提示音 设置一键录音结束时的提示音。

系统提示音

S系列中小型 IPPBX支持多种语言的系统提示音。你可以根据需求更改系统提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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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系统提示音

S系列中小型 IPPBX 的默认系统提示音是英文提示音。你可以在 PBX 网页界面，选择在线语音包，快速更改系统提
示音。

 注: 确保 PBX 能访问外网，否则无法下载在线语音包。

1. 进入配置→PBX→提示音→系统提示音。
2. 点击在线语音包下载。

3. 在在线语音包下载页面，选择你需要的系统提示音，点击  。
已下载的系统提示音会显示在语音包列表页面。

4. 在语音包列表页面，选择默认的系统提示音。

5. 点击保存和应用。

PBX 系统默认使用你选择的语音包。如果个别分机用户需要使用其他语言的提示音，你可以更改该分机的系统
提示音。

更改分机提示音

所有分机用户默认使用与系统相同的提示音语言。如果有分机用户需要使用不同语言的提示音，你可以单独为这个
分机用户更改提示音语言。

1. 根据分机用户需求，下载相应的语音包。

a. 进入配置→PBX→提示音→系统提示音。
b. 点击在线语音包下载。

c. 在在线语音包下载页面，选择你需要的系统提示音，点击  。
已下载的系统提示音会显示在语音包列表页面。

2. 更改分机的提示音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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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进入 配置→PBX→分机，选择要更改提示音的分机，点击 。
b. 在分机 基本 配置页面，更改 提示音语言。

c.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自定义系统提示音

如果你不想用朗视提供的系统提示音，你可以联系朗视，自定义系统提示音，然后上传系统语音包到 PBX。

1. 进入配置→PBX→提示音→系统提示音。
2. 在上传语音包 栏，点击 浏览，选择本地语音包文件。

 注: 语音包文件的格式为 .tar。

3. 点击 上传。

上传成功的语音包会显示在语音包列表页面。

4. 在语音包列表页面，选择默认的系统提示音。

5. 点击保存和应用。

等待音乐

当呼叫方进入语音等待以后，系统将会播放等待音乐。

系统有一个默认的等待音乐列表 default。

你可以添加等待音乐文件到 default 列表，也可以添加一个新的等待音乐列表，并上传音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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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等待音乐列表

系统有一个默认的等待音乐列表 default。你也可以新建等待音乐列表，并上传等待音乐文件到新建的列表。

1. 新建等待音乐列表

1. 进入 配置→PBX→提示音→等待音乐，点击 新建等待音乐列表。
2. 在弹出的窗口，更改以下设置，点击 保存。

• 名称：设置列表的名称。
• 播放顺序：选择播放音乐文件的顺序。

◦ 随机：随机播放音乐文件。
◦ 按英文字母：按文件名称的英文字母升序，播放音乐文件。

3. 上传音乐文件到新建的列表。

a. 在 选择等待音乐列表 下拉菜单中，选择新建的等待音乐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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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 上传新的等待音乐 项，点击 浏览，选择音乐文件。

 注: 上传的文件必须满足语音文件要求。

c. 点击 上传。

已上传的文件会显示在等待音乐列表里。

2. 应用等待音乐列表

PBX 默认播放默认的等待音乐列表，如果你要让系统播放新建的等待音乐列表，你需要更改系统的等待音乐列表。

1. 进入 配置→PBX→提示音→提示音选项，更改 等待音乐 为你需要的等待音乐列表。

2.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语音文件要求
使用 WavePad 转换语音格式
使用在线工具转换语音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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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提示音

你可以上传自定义提示音，语音提示音是系统用来对呼入方进行语音播放，例如当呼入方进入IVR， 分机随行，振铃
组，或者其他带语音提示的呼叫流程。语音提示的目的是对用户提供一个操作指导。经常使用的例子如 " 欢迎致电
XXX 公司，销售部，请按 1，技术支持部，请 按 2，或直接拨打分机号码。"

上传自定义提示音

1. 进入 配置→PBX→提示音→自定义提示音，点击 上传。
2. 在弹出的窗口，点击 浏览，选择语音文件。

 注: 上传的文件必须满足语音文件要求。

3. 点击 上传。

已上传到 PBX 的文件将会显示在 自定义提示音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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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自定义提示音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提供提示音录制功能，你可以使用分机录制自定义提示音，录制成功的提示音将自动存储在
PBX。

1. 进入 配置→PBX→提示音→自定义提示音，点击 录制新提示音。
2. 在弹出的窗口，更改以下设置：

• 名称：设置提示音的名称。
• 分机号：选择要录制音频的分机。

 注: 确保分机已注册上，否则无法录音。

3. 点击 录制.

选择的分机将会响铃。

4. 接听电话，开始录音。结束后，按 # 键或挂机。
5. 刷新自定义提示音页面，已录制的提示音将会出现在该页面。

• 点击  播放该录音文件。

• 点击  重新录制。

播放自定义提示音

播放自定义提示音

上传语音文件或录音语音后，你可以选择一个分机来播放该语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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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建议你在应用自定义提示音到 IVR 或其他功能前，先在 PBX 试播放语音文件，确保语音文件可以在
PBX 正常播放。

1. 进入 配置→PBX→提示音→自定义提示音。

2. 选择一个自定义提示音，点击 。
3. 在弹出的窗口，选择一个分机播放语音文件。

 注: 确保分机已注册上，否则无法播放。

4. 点击 播放。

选择的分机将会响铃。

5. 接听电话，收听语音。

上传自定义提示音
录制自定义提示音

使用 WavePad 转换语音格式

上传到 PBX 的语音文件必须符合 PBX 要求的格式。如果你的语音文件不符合要求，你可以使用 WavePad 转换语
音格式。

1. 下载安装 WavePad 软件，使用 WavePad 打开你的语音文件。
2. 点击 File→Save File As。

3. 设置 Save as type 为 .wav 或 .gsm，点击 Save。

198



4. 如果你选择的格式为 .wav，根据语音文件要求，更改音频格式。

5. 点击 OK.

使用在线工具转换语音格式

使用在线工具转换语音格式

上传到 PBX 的语音文件必须符合 PBX 要求的格式。如果你的语音文件不符合要求，你可以使用在线工具 G711
File Converter 转换语音格式。

1. 访问 g711.org。
2. 点击 Browse 上传你的语音文件。
3. 设置 Output Format。

建议设置为 BroadWorks Classic 或 Asterisk Standard。

4. 点击 Submit，开始转换语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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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文件要求

上传到 PBX 的语音文件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要求

文件格式 WAV、 wav、或者 gsm，且满足以下音频格式：

• gsm 6.10 8kHz, Mono, 1Kb/s

• alaw 8kHz, Mono, 1Kb/s

• ulaw 8kHz, Mono, 1Kb/s

• pcm 8kHz,Mono,16Kb/s

文件名称 不允许使用特殊字符

文件大小 小于 8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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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基本网络

网络概述

首次使用出厂 IP 地址登录 PBX 网页后，你需要根据 PBX 所在的网络环境，更改 PBX 的网络配置。

网络端口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 LAN 和 WAN 端口。LAN 端口默认启用， WAN 端口默认禁用。

根据你的网络环境，你可能需要使用双网口。

如果你使用双网卡模式，系统自动生成默认网口的静态路由，如需使用指定的网口进行路由通信，你需要设置静态
路由。

网络模式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 3种网络模式：

• 单网卡：只启用 LAN 口作为网络接口，WAN 口禁用。
• 桥接：LAN 口作为网络接口，WAN 口可桥接电脑。
• 双网卡：LAN 口和 WAN 口配置不同的网络。

如果使用 双网卡 模式，你需要指定默认的网络接口。

 注: 双网卡启用后，如果特定的 IP 或域名需要通过指定的网口进行数据通信，请配置静态路由。如
不配置，则通过默认网口进行数据通信。

IP 地址分配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三种 IP 地址分配方式：

• 分配静态 IP 地址：联系你的管理员为 PBX 分配一个 IP 地址。然后你可以在 PBX 上手动配置 IP 信息，如 IP
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 和 DNS 服务器。

• 从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PBX 启动后自动从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

 注: PBX 每次重启后分配的 IP 地址可能不一样。

• 从 PPPoE 客户端获取 IP 地址：你可以将 PBX 连接到 PPPoE 客户端，然后在 PBX 上设置 PPPoE 连接来获取
IP 地址。

 注: PBX 每次重启后分配的 IP 地址可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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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静态 IP 地址

本节介绍 PBX 单网卡模式下，如何为 PBX 配置静态 IP 地址。

1. 进入 配置→系统→网络→基本设置。
2. 在 主机名称 栏，填写主机名称。
3. 在 模式 栏，选择 单网卡 模式。
4. 选择 静态IP地址，填写如下网络信息。

 注: 咨询你的网络管理员获取网络信息。

• IP地址： 填写分配给 PBX 的 IP 地址。
• 子网掩码：填写子网掩码。
• 网关：填写网关地址。
• 首选DNS服务器：填写首选 DNS 服务器地址。
• 次选DNS服务器：可选。填写次选 DNS 服务器地址。
• IP地址2：可选。 填写第二个 IP 地址。

 注: 根据你的网络环境，你可能需要另外设置 IP 地址，使不在同一网段的用户也能访问 PBX。

• 子网掩码2：可选。填写第二个 IP 地址对应的子网掩码。

5. 点击 保存 并重启 P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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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

你可以配置 S系列中小型 IPPBX 从 DHCP 服务器自动获取 IP 地址。

 注: PBX 每次重启后分配的 IP 地址可能不一样。建议你为 PBX 分配静态 IP 地址。

1. 进入 配置→系统→网络→基本设置。
2. 在 主机名称 栏，填写主机名称。
3. 在 模式 栏，选择 单网卡 模式。
4. 选择 DHCP 模式，从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

5. 点击 保存 并重启 PBX。

你可以在路由器上查看 PBX 的 IP 地址。

配置 PPPoE 网络连接

本文介绍在双网卡模式下，如何在 S系列中小型 IPPBX上配置 PPPoE 连接来获取 IP 地址。

配置情景：

PPPoE 客户端为 PBX 分配动态 IP 地址，PBX 每次重启后可能获取到不同的 IP 地址。因此，通常在双网卡模式下
配置 PPPoE 连接。本文以 LAN 网口配置静态 IP 地址，WAN 网口配置 PPPoE 为例。

配置示例

如下，以 LAN 网口的静态 IP 地址，WAN 网口配置 PPPoE 为例。

1. 进入 配置→系统→网络→基本设置。
2. 在 主机名称 栏，填写主机名称。
3. 在 模式 栏，选择 双网卡 模式。
4. LAN 端口选择 静态IP 地址，填写如下网络信息。

• IP地址：填写分配给 PBX 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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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网掩码：填写子网掩码。
• 网关：填写网关地址。
• 首选DNS服务器：填写首选 DNS 服务器地址。
• 次选DNS服务器：可选。填写次选 DNS 服务器地址。
• IP 地址2：可选。 填写第二个 IP 地址。

 注: 根据你的网络环境，你可能需要另外设置 IP 地址，使不在同一网段的用户也能访问 PBX。

• 子网掩码2：可选。填写第二个 IP 地址对应的子网掩码。

5. WAN 端口选择 PPPoE，填写用户名和密码。

• 用户名：填写运营商提供的用户名。
• 密码： 填写运营商提供的密码。

6. 点击 保存 并重启 PBX。

蜂窝网络设置

配置 4G 中继的蜂窝网络

将 4G 中继模式设置为语音和数据，且将网络模式设置为仅 LTE。

1. 检查4G模块是否安装到指定的插槽位置：

• S412：插槽3
• S20：插槽1
• S50：插槽1
• S100：第一个扩展板的插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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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300：第一个扩展板的插槽1

2.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PBX→中继，编辑 4G LTE 中继。

• 中继模式：选择 语音和数据。
• 网络模式：根据 PBX 所在的网络环境选择 3G 或者 4G 网络。如：PBX 所在的环境，4G 信号比 3G

信号好，则选择 仅LTE。

3. 点击 保存，重启 PBX 生效。

启用 PBX 的蜂窝网络

默认情况下，PBX 使用有线网络（即 PBX 的 LAN 口网络），蜂窝网络未启用。确保 4G 模块的网络设置正确后，
你需要更改 PBX 的网络设置，才可以使用蜂窝网络。

1. 设置蜂窝网络通知事件。

当 PBX 的网络切换为蜂窝网络时，PBX 会发送通知给相关联系人，告知蜂窝网络的 IP 地址。

a. 进入 配置→事件中心→事件设置，勾选 启用蜂窝网络。
b. 点击 通知联系人 页签，添加接收通知的联系人。
c.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2. 设置蜂窝网络的优先级。

a. 进入 配置→系统→网络→基本设置，设置 蜂窝网络优先级。

• 蜂窝网络备份：当有线网络断开连接时，系统将会使用蜂窝网络；当有线网络重新连接时，系
统优先使用有线网络。

 注: 选择 蜂窝网络备份，必须启用 ICMP 探测。

• 蜂窝网络优先： 总是使用蜂窝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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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检查 LAN 网络的 DNS 服务器是否设置正确。

c. 点击 保存，重启 PBX 生效。

3. 启用 ICMP 探测。

如果设置蜂窝网络为 PBX 的备份网络，你需要启用 ICMP 探测。

a. 进入 配置→系统→网络→ICMP 探测，勾选 启用ICMP探测。
b. 选择一个 ICMP 探测服务器，点击 测试， 测试 PBX 能否访问该服务器。

c. 根据需求，更改 ICMP 的其他设置。

• ICMP 探测时间间隔：设置 ICMP 探测的时间间隔。
• ICMP 探测超时时间：设置 ICMP 探测的超时时间。
• ICMP 探测最大重试次数：设置 ICMP 探测失败后，最多可以重试多少次。

d.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4. 检查 PBX 的网络状态。

进入 系统状态→网络，查看 PBX 的网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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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 模块的拨号设置

拨号配置即一系列拨号参数，SIM 卡通过这一系列参数与运营商建立网络通讯。

一般情况下，你无需手动设置拨号参数。S系列中小型 IPPBX 可以自动识别 SIM 卡，拨号联网。

若遇到以下情况，你可以更改拨号设置：

• PBX 安装在运营商网络未覆盖的地区

先咨询运营商是否可以连接外地运营商的网络，并获取 APN 等拨号参数。

• 若运营商要求修改拨号参数，以便你可以接入特殊网络或其他运营商的网络。

 注: 根据运营商的建议修改拨号参数，否则可能无法上网。

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系统→网络→蜂窝网络。
2. 填写运营商提供的拨号参数。

3. 点击 保存，重启 PBX 生效。

使用蜂窝网络访问 PBX

只有当蜂窝网络 IP 地址为公网 IP 地址或域名时，你才可以使用蜂窝网络访问 PBX。

1. 启用 PBX 的蜂窝网络之后，联系运营商获取蜂窝网络的 IP 地址或域名，或登录 PBX 查看蜂窝网络地址。
2. 在浏览器输入蜂窝网络的地址，按回车键，访问 PBX 网页。

使用蜂窝网络注册中继或远程分机

根据蜂窝网络的类型的不同，蜂窝网络的用法也不同。

公共蜂窝网络

如果蜂窝网络的 IP 地址为公网 IP 地址，你可以通过蜂窝网络实现以下操作：

• 远程注册 PBX 分机。
• 创建注册中继。
• 创建点对点中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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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PBX 发送通知邮件。

私有蜂窝网络

由于因特网无法访问到私有蜂窝网络，所以无法通过该私有 IP 地址注册远程分机。但是 PBX 可以向公网发送数据
包。

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使用蜂窝网络进行以下操作：

• 在 PBX 上创建注册中继。
• 通过 PBX 发送通知邮件。

管理上网流量

为防止流量超额使用，你可以在 PBX 制定蜂窝流量使用计划，并设置流量提醒。

一般情况下，流量都是按月结算。下面我们介绍如何按月管理 SIM 卡流量。

假设每月的流量限额为2G，你需要根据以下步骤设置流量控制。

1. 进入 配置→系统→网络→蜂窝网络，根据 SIM 卡流量套餐，设置流量控制。

• 已使用流量：SIM 卡在 PBX 总共使用的流量，你可以根据 SIM 卡实际流量使用情况更改该值。如果
你设置每月定时清空流量，那么这里显示的就是每月已使用的流量。

• 流量阈值：当使用流量到达流量阈值时，系统将会发送警报给相关人员。本例中，填写 2048。
（2G=2*1024MB）

• 自动断开蜂窝网络：如果启用该设置，当使用流量超过流量阈值时，系统将会自动断开蜂窝网络。
• 定时清空流量：设置定时清空流量的频率和时间。本例中，设置时间为每月1号00:00，系统将会在每

个月这个时间，将已使用的流量值恢复为0，重新计算使用的流量。

2. 进入 配置→事件中心→事件设置，勾选 流量阈值预警。

当使用流量超过 流量阈值 的 90% 时，系统将会发送短信，邮件或者拨打电话给事件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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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VLAN 概述

本文介绍什么是 VLAN 以及 VLAN 的优势。

什么是 VLAN？

VLAN 允许你将物理网络划分为具有不同子网的虚拟网络。例如，一个部门使用一个网络，另一部门使用另一个网
络。

优势

VLAN 的优势：

• 提高性能：VLAN 可以实现对物理上分散的设备进行逻辑分组。同时，通过 VLAN 创建广播域，可节省路由器
部署需求和广播流量的转发，从而避免过多的网络延迟。

• 易于管理：VLAN 可以使你对物理上分散的设备进行集中配置和灵活管理。
• 增强安全性：网络分流可防止未经授权的用户和设备监听或接收私密数据，从而降低风险并保护私密数据。

配置 VLAN

为了确保 VoIP 通信安全，你可以在 S系列中小型 IPPBX 上配置 VLAN。

 注: S系列中小型 IPPBX 作为 VLAN 客户端，而不是服务端。

1. 在交换机或路由器上配置 VLAN，给 PBX 分配 VLAN 号码和 IP 地址。
2.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系统→网络→基本设置。
3. 在 模式 栏，选择相应的网络模式。
4. 配置 LAN 口或 WAN 口对应的 VLAN。

• 启用VLAN：勾选。
• VLAN号码：填写 PBX 分配的 VLAN 号码。

VLAN 号码作为 VLAN 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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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VLAN 号码 3，PBX 发送的数据包会携带 VLAN 号码3 的标签。因此，交换机收到数据包后，只会将
数据转发给 VLAN 3。

• VLAN优先级：填写 VLAN 号码对应的数据包发送优先级。

优先级的值为0-7。7 是最高级别。

5. 如果你需要连接其它 VLAN，勾选 启用VLAN子接口1或启用VLAN子接口2，配置其它 VLAN 信息。

• IP 地址：填写其它 VLAN 的 IP 地址。
• 子网掩码：填写 VLAN 对应的子网掩码。
• VLAN 号码：填写 PBX 分配的 VLAN 号码
• VLAN优先级：填写 VLAN 号码对应的数据包发送优先级。

6. 点击 保存 并重启。

OpenVPN 客户端

OpenVPN 客户端概述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 OpenVPN 2.0.5 版本。S系列中小型 IPPBX 可以作为 OpenVPN 客户端连接到
OpenVPN 服务器。PBX 可以使用 VPN 网络安全运行。

OpenVPN 客户端是基于 VPN 协议的软件。 它使用 VPN 技术来保护点对点和站点到站点的连接。 你可以使用
VPN 连接，通过隐藏真实 IP 地址的方式，绕过地理封锁和政府审查。 OpenVPN 还可以对你的网络数据和流量进
行加密，以使其不受监视，并且免受黑客攻击。

配置 OpenVPN 客户端

你可以在 PBX 网页上手动配置 OpenVPN 客户端，也可以直接上传 VPN 配置文件到 PBX。

• 手动配置：如果您的VPN提供商为您提供了OpenVPN服务器设置，认证文件和密钥文件的信息，则可以手动
配置S系列中小型 IPPBX 客户端并连接到OpenVPN 服务器。

• 上传配置文件：如果您的 OpenVPN 提供商为您提供了连接文件，认证文件和密钥文件，则可以压缩这些文
件，将软件包上传到 S系列中小型 IPPBX 并连接到 OpenVPN 服务器。

 注:

◦ 连接文件必须命名为 vpn.conf。
◦ 连接文件vpn.conf、证书和密钥文件必须放在根目录中，并压缩成 .tar格式的包。

◦

◦ S系列中小型 IPPBX 不支持 remote-cert-tls server，请手动修改为ns-cert-tls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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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配置 OpenVPN 客户端

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配置→系统→网络→OpenVPN，勾选 启用OpenVPN。
2. 在 配置方法 下拉框中，选择 手动配置。
3. 根据 OpenVPN 服务器上的配置，配置 OpenVPN 客户端。

• 服务器地址：填写 OpenVPN 服务器的 IP 地址。
• 服务器端口：填写 OpenVPN 服务器的端口。
• 传输协议：选择传输协议。需与服务器使用的协议一致。
• 设备模式：选择通信隧道类型，与服务器使用的类型保持一致。
• 用户名：用来访问 VPN 服务器的用户名。
• 密码：用来访问 VPN 服务器的密码。
• 加密方法：选择加密方法。需与服务器的使用的加密方法保持一致。
• 启用压缩：设置是否压缩数据流。需与服务器保持一致。
• 代理服务器：如果 PBX 通过 HTTP 代理与 OpenVPN 服务器连接，那么你需要在此设置代理服务器。
• 代理服务器端口：如果 PBX 通过 HTTP 代理与 OpenVPN 服务器连接，那么你需要在此设置代理服务器

端口。

4. 上传证书和密钥。

• CA证书：上传 CA 证书文件。
• 客户端证书：上传客户端证书文件。
• 客户端密钥：上传客户端密钥文件。
• TLS认证：设置是否启用 TLS 安全传输。
• TA密钥： 如果启用 TLS 认证，上传 TA 密钥文件。该密钥可用于防御恶意攻击。

5. 点击 保存。点击右上角的 ，查看 VPN 客户端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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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 OpenVPN 配置文件

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系统→网络→OpenVPN，勾选 启用OpenVPN。
2. 在 配置方法 下拉列表中，选择 上传配置文件。
3. 点击 浏览，选择 OpenVPN 配置文件。

4. 点击 保存。点击右上角的 ，查看 VPN 客户端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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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NS

DDNS 概述

动态域名服务（DDNS）用来动态更新 DNS 服务器上域名和 IP 地址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而保证通过域名访问到正
确的 IP 地址。

什么时候需要DDNS?

运营商提供动态 IP 地址，远程分机或其它远程设备无法与 PBX 连接。

正确的 DDNS 设置可以连接 PBX 和远程设备。DDNS 实时追踪 IP 地址，因此即使 IP 地址发生变化，远程设备也
能够访问 PBX。

支持的 DDNS 服务商

你可以在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或路由器上设置 DDNS。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如下服务商：

• dyndns.org

• freedns.afraid.org

• www.no-ip.com

• www.zoneed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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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oray.com

• 3322.org

在S系列中小型 IPPBX上配置 No-IP DDNS

如果运营商没有提供固定的公网 IP，你可以创建一个 No-IP 账号，并在 S系列中小型 IPPBX上配置 DDNS。

第一步：创建 No-IP 账号

1. 前往No-IP注册网站。
2. 在新账号列表中，填写以下信息。

• Email：填写邮箱地址，作为 No-IP 账号。
• Password：设置 No-IP 账号的密码。
• Hostname： 选择域名，填写主机名。

3. 点击页面底部的 Free Sign Up，注册 DDNS。

No-IP 会发送一封含有验证链接的邮件到注册邮箱。

第二步：确认 No-IP 账号

查看邮件，点击 Confirm Account，激活 No-IP 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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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在 PBX 上设置 No-IP 账号的 DDNS

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配置→系统→网络→DDNS设置。
2. 勾选 启用DDNS。
3. 选择 DDNS服务器为 www.no-ip.com。
4. 输入 No-I P 账号信息及域名。
5. 点击 保存并 应用。

第四步：设置端口映射和 NAT

• 如果 PBX 在 NAT 后面，你需要设置端口转发，使外部设备可以访问 PBX。
• 在 PBX 上设置NAT，使外部的数据包可以正确转发到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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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为增强 PBX 的安全性，建议修改默认端口。

Table 10: S系列中小型 IPPBX的常用端口

服务 默认端口

网页访问 TCP 8088

SIP UDP 5060

Linkus TCP&UDP 8111

RTP UDP 10000-12000

 提示: 你可以点击www.portchecktool.com，查看路由配置是否正确。

第五步：检查 DDNS 的连接

输入域名和端口，访问 PBX，检查外部设备是否可以正常联网。

示例：通过DDNS访问PBX

当电脑和 PBX 不在同一个网段内，输入域名和端口，访问PBX网页。

示例：通过DDNS注册远程分机

当 IP 话机和 PBX 不在同一个网段内，输入域名和 SIP 端口，注册远程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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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映射

端口映射

如果你想远程注册分机，或者在外想使用 Linkus 客户端，远程访问 PBX 网页，那么你需要在路由器上设置端口映
射。在路由器上转发相关端口后可以连接 PBX 和远程客户端。

远程分机端口

如果你想在PBX上远程注册分机，你需要在路由器上映射以下端口：

• SIP 注册端口：UDP & TCP 5060
• RTP 端口：UDP 10000 - 12000

Linkus 相关端口

当你在外想要使用 Linkus 时，你需要在路由器上转发 Linkus 相关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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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P 注册端口：UDP & TCP 5060
• RTP 端口：UDP 10000 - 12000
• Linkus 服务器端口：UDP&TCP 8111

远程网页登录端口

如果你想远程登录 PBX 网页，你需要转发以下端口：

• 网页访问端口：TCP 8088

Mikrotik 路由器映射端口

本文介绍如何在 Mikrotik 路由器做端口映射。

下面介绍如何映射 PBX 的SIP 注册端口 （默认 UDP 5060）和 RTP 端口 （默认 UDP 10000-12000）；PBX 的内
网 IP 地址为 192.168.5.150。

如果要修改默认端口，进入配置→PBX→常规设置→SIP→常规。

1. 在 S系列中小型 IPPBX 上查看 SIP 注册端口和RTP端口。

a. 登录 PBX 网页界面，前往配置→ PBX→ 常规设置→ SIP→ 常规。
b. 记下默认默认端口号或修改默认端口。

2. 在路由器映射 SIP 注册端口 5060。

如下图所示，将内部端口 5060 映射到外部端口 5566。

 注: 为增强 PBX 的安全性，外部端口不要设置与内部端口一样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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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路由器映射 RTP 端口 10000-12000。

如下图所示，内部RTP端口 10000-12000映射到外部端口 10000-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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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NAT 概述

网络地址转换（NAT）用来将内网地址和端口号转换成合法的公网地址和端口号，建立一个会话，与公网主机进行
通信。

什么时候需要配置NAT？

如果你的 PBX 需要通过一台路由器访问网络，并且你的 PBX 位于 NAT 后端。

通过正确的配置，使 NAT 设备将入站数据包转发到 PBX 服务器。以下两种情形需要配置 NAT：

• 在 PBX 上远程注册分机
• 通过 SIP 中继连接 PBX 和其它设备

 注: 常见的“单向音频”或“几秒后挂断电话”的通信问题，多是由于 NAT 配置错误。

NAT 类型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三种 NAT 类型的配置，你可以根据网络环境选择一种类型：

• 公网IP地址：如果你的 PBX 使用私有 IP 地址，并且连接的路由器使用静态 IP 地址，你可以设置 NAT 类型为
公网 IP 地址。

• 域名：如果你的 PBX 使用私有 IP 地址，并且连接的路由器没有配置静态 IP 地址，你可以设置 NAT 类型为域
名。

• STUN：如果你的 PBX 没有静态 IP 地址和域名，你可以设置 NAT 类型为 STUN (NAT会话穿越应用程
序)。STUN是用于发现公共IP地址的简单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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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公网 IP 地址配置 NAT

如果你的 PBX 有私网 IP 地址，与 PBX 相连的路由器有固定的公网 IP 地址，那么你可以用公网 IP 地址配置
NAT。

1. 在路由器上映射相关端口。
2. 登录 PBX 网页，进入配置→PBX→常规设置→SIP→NAT。
3. 从 NAT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 公网IP地址。
4. 根据你的网络环境配置 NAT。

• 公网IP地址：输入路由器的固定 IP 地址和 SIP 外部端口。
• 本地网络地址：输入本地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所有本地设备与 PBX 直接使用本地网络进行通

信。

 注: 如果你有多个本地网络地址，点击 添加其他 IP 地址。

• NAT模式：选择 Yes。

5. 点击 保存，重启 PBX 。

基于域名配置 NAT

如果与 PBX 相连的路由器没有固定的公网 IP 地址，那么你可以用域名配置 NAT。

1. 在PBX上配置DDNS 或在路由器上设置DDNS。
2. 在路由器上映射相关端口。
3. 登录 PBX 网页，进入配置→PBX→常规设置→SIP→NAT。
4. 在 NAT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域名。
5. 根据你的网络环境配置 NAT。

• 域名：输入 PBX 的域名和 SIP 外部端口。
• 本地网络地址：输入本地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所有本地设备与 PBX 直接使用本地网络进行通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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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如果你有多个本地网络地址，点击 添加其他 IP 地址。

• NAT模式：选择 Yes。

6. 点击 保存， 重启 PBX 。

基于 STUN 配置 NAT

如果你的 PBX 没有固定的公网 IP 地址且没有绑定域名，你可以用 STUN（ NAT 会话穿越应用程序）配置
NAT。STUN 是一种网络协议，它允许位于 NAT（或多重 NAT ）后方的客户端查找自己的公网地址。

1. 在路由器上映射相关端口。
2. 登录 PBX 网页，进入配置→PBX→常规设置→SIP→NAT。
3. 在 NAT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STUN。
4. 根据你的网络环境配置 NAT。

• NAT类型：选择 STUN。
• STUN地址：选择朗视 STUN，也可以选择 自定义，手动输入 STUN 地址和 STUN 端口。
• 本地网络地址：输入本地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所有本地设备与 PBX 直接使用本地网络进行通

信。

 注: 如果你有多个本地网络地址，点击 添加其他 IP 地址。

• NAT模式：选择 Yes。

5. 点击 保存， 重启 PBX 使配置生效。

静态路由

静态路由概述

配置 PBX 的 IP 地址后，S系列中小型 IPPBX 自动将默认路由项添加到路由表中。如果 PBX 的网络模式为 双网
卡，那么你需要添加静态路由，使特定的 IP 或域名通过指定的网口进行数据通信。

使用场景

静态路由通常用于 SIP 专线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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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默认路由项

配置 PBX 网口后，路由项默认添加到路由表中。

完成网络配置后，你可以在路由表中查看默认的路由规则：

• default：传输目的地未知的数据包将路由到默认网关。
• LAN 口或 WAN 口的 IP 地址：符合 IP 地址范围的数据包可以直接发送到目的地。
• 广播数据包：广播数据包可以直接路由到目的地。

 注: 路由表中的默认路由项无法删除。

例如：启用双网卡后，设置 LAN 口为默认网口。

进入配置→系统→网络→静态路由→路由表，查看路由项。

以下路由项默认添加到 PBX 路由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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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ault 为默认路由项。 默认所有数据包通过 LAN 口转发到 192.168.6.1。
• 10.0.0.0/255.255.255.0 为 WAN 口的默认路由。

访问  10.0.0.0/255.255.255.0 的数据包无需转发，数据包可以直接发送到目的地。

• 192.168.6.0/255.255.255.0 为 LAN 口的默认路由。

访问 192.168.6.0/255.255.255.0 的数据包无需转发，数据包可以直接发送到目的地。

• 224.0.0.0 为广播数据包的默认路由。广播数据包可以直接发送到目的地。

添加静态路由

如果设置 S系列中小型 IPPBX的网络模式为 双网卡，你可以添加静态路由，特定IP或域名可以通过指定的网口进行
数据通信。如不配置，则通过默认网口进行数据通信。

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配置→系统→网络→静态路由→静态路由，添加一条静态路由。
2. 根据如下列表，配置路由项。

• 目的 IP 地址：输入目的 IP 地址或 IP 子网。PBX 将通过这条静态路由到达目的 IP。
• 子网掩码：输入目的 IP 地址或 IP 子网。PBX 将通过这条静态路由到达目的 IP。
• 网关：输入目的 IP 或 IP 子网的网关地址。PBX 将通过这个网关到达目的 IP。
• 跃点：可选。跃点用来确定到达目的 IP 的最佳路径。一个路由为一个跃点。为路由指定所需跃点数的整

数值（范围是 1 ~ 9999），它用来在路由表里的多个路由中选择与转发包中的目标 IP 地址最为匹配的路
由。所选的路由具有最少的跃点数。

• 网口：选择网口。PBX 将通过该网口和这条静态路由到达目的 IP。

3. 点击保存并应用。

路由添加成功后，进入配置→系统→网络→静态路由→路由表，查看路由信息。

管理静态路由

在 S系列中小型 IPPBX 上添加静态路由后，你可以编辑或删除这些静态路由。

编辑静态路由

1. 进入 配置→系统→网络→静态路由→静态路由.

2. 点击要修改的静态路由旁边的 。
3. 修改静态路由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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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 保存。

删除静态路由

1. 进入 配置→系统→网络→静态路由→静态路由.

2. 点击要删除的静态路由旁边的 。
3. 点击 是 确认删除。

静态路由配置实例-SIP专线

如果运营商提供的 SIP 中继为 SIP 专线，该 SIP 专线只能在运营商指定的网络环境下使用，你需要将S系列中小型
IPPBX的网络模式设置为 双网卡，添加静态路由并配置 NAT 和防火墙，SIP 专线才能正常工作。

如下图：运营商提供了一条 SIP 专线和专用路由器，该路由器仅用于注册和使用SIP 中继，无法访问网络。本文根
据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在 PBX 配置 SIP 专线。

网络配置

1. 本地路由器连接 PBX 的 LAN 口；SIP 运营商路由器连接 PBX 的 WAN 口。
2. 登录 PBX 网页，进入配置→系统→网络→基本设置，配置 PBX 的网络。

a. 模式：选择双网卡。
b. 默认接口：选择 LAN。
c. 在 LAN 的菜单栏中，配置 LAN 口。
d. 在 WAN 的菜单栏中，填写运营商提供的网络信息。
e. 点击 保存，重启 PBX 使配置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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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路由配置

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配置→系统→网络→静态路由→静态路由，点击添加。
2. 设置 SIP 中继的路由规则，将 SIP 中继路由到运营商的路由器。

• 目的IP地址： 输入 SIP 中继的 IP 地址。

为确保 SIP 注册包和 SIP 媒体包可以路由到正确的目的地，这里可以填写 SIP中继的IP段。本例中，填写
191.8.88.0。

• 子网掩码：输入255.255.255.0。
• 网关：输入 WAN 口的网关 IP。
• 跃点：留空。
• 网口：选择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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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P中继配置

在 S系列中小型 IPPBX上注册 SIP 中继。

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PBX→中继，点击 添加。
2. 输入运营商的 域名/IP地址及 主域服务器。

3. 点击 保存并 应用。

NAT 配置

如果你在 PBX 配置了 NAT，你需要为 SIP 中继添加 本地网络地址，使 SIP 中继可以正常通信。

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配置→PBX→常规设置→SIP→NAT。

2. 点击 ，添加 本地网络地址，输入 SIP 中继的IP 地址段。

本例中，填写 191.8.88.0/255.255.255.0。

3. 点击 保存，重启 PBX 使配置生效。

防火墙配置

为避免 PBX 意外拦截 SIP 中继的 IP 数据包，请添加防火墙规则，使 SIP 中继可以正常接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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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配置→系统→安全中心→防火墙规则，点击添加。
2. .配置防火墙规则，使SIP中继可以正常接收数据。

• 名称：设置规则名称。
• 动作：选择 接受。
• 协议：选择 BOTH。
• 类型：选择 IP。
• 源IP地址/子网掩码：填写SIP中继的IP段。本例中，填写 191.8.88.0/255.255.255.0。
• 端口：填写  1:65535。

3. 点击 保存并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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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

常规设置

系统偏好设置

根据当地环境和业务需求，更改 PBX 的偏好设置。

进入 配置→PBX→常规设置→常规设置，更改系统的偏好设置。

常规设置

设置 说明

最大通话时长(s) 选择用于限制每通电话的最大通话时间。输入0表示不限制。

 注:

分机设置与全局设置的关系：

• 内部分机通话：最大通话时长为主叫分机设置的时间。

• 分机拨打外线电话：最大通话时长为分机设置的时间。

• 外线电话呼入分机：最大通话时长为全局设置的时间。

指定转移显示号码 使用指定转接时，在被叫话机上显示的号码。

例如：当500 呼叫501， 501使用指定转接到502分机。

• 该设置选择 转接者，502分机上显示的号码为501。

• 该设置选择 被转接者，502上显示的号码为500。

• 该设置选择 自动 时，501拨打给502时显示的号码为501；
501转接成功后挂断电话，500与502通话时，显示的号码为
500。

 注: 当设置为 自动 时，需在 SIP 高级设置中勾选
发送 Remote Party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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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拍叉簧 模拟话机在通话过程中快速按下拍叉簧，将执行何种操作：

• 三方通话

• 通话转接

假回铃 当启用该设置后，所有通过 GSM/3G/4G 中继呼出的电话，在被
叫方接听之前，主叫方将听到系统播放的假回铃。

特色来电显示 当来电通过响铃组、队列、和 IVR 时将在来电名称中显示从哪呼
入。

抓线呼出匹配呼出路由权限 启用后，当用户抓线呼出时，需要匹配呼出路由的呼出权限，才可
正常呼出。

本设置默认关闭。

FXO 模式 每个国家的线路硬件匹配时不一样的，所以必须对各个国家的线路
阻抗等进行匹配，否则会造成一些声音失真或者听到杂音，影响音
质。

信号音标准 选择您所在的国家或使用相同信号音的国家或地区（信号音包括：
拨号音、忙音、回铃声等）。

DTMF 码长 ( ms ) 设置FXO中继发送音频的长度，单位ms。

默认为120ms。

DTMF码距 ( ms ) 设置FXO中继发送音频的间隔值，单位ms。

默认为120ms。

分机范围设定

PBX 的分机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注: PBX 版本 30.10.0.16 或更高版本支持设置重叠的分机范围。用户分机的号码范围可与其他类型的分
机号码范围（如响铃组号码、会议室号码等）重叠。

• 用户分机
• 账号中继号码
• 响铃组号码
• 广播组号码
• 会议室号码
• 自动话务员号码
• 队列号码
• 分支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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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码

特征码可以用来启用或者禁用 S系列中小型 IPPBX上的功能。分机用户可以在自己的话机上按特征码来实现某个特
定的功能。

进入 配置→PBX→常规设置→特征码 ，查看和更改特征设置。

• 特征码输入超时时间(ms)：等待输入下个按键的超时时间，单位为毫秒。默认为4000毫秒。

默认特征码

录音

一键录音 *1

全局录音转换 *00

呼叫转移

恢复默认值 *70

启用无条件呼叫转移 *71

取消无条件呼叫转移 *071

启用遇忙转移 *72

取消遇忙转移 *072

启用无应答转移 *73

取消无应答转移 *073

语音信箱

收听语音留言 *2

分机语音留言 **

语音信箱菜单 *02

通话转接

盲转接 *03

指定转接 *3

指定转接时长(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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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

转接按键超时时间(s) 8

免打扰

启用免打扰 *74

取消免打扰 *074

截答

同组截答 *4

指定截答 *04

时间条件

时间条件转换 *8

对讲

对讲 *5

监听

普通监听 *90

密语监听 *91

强插监听 *92

呼叫停泊

呼叫停泊 *6

指定停泊 *06

停泊分机范围 6900-6999

停泊时间(s)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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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P 设置

一般情况下，您不需要更改 SIP 设置。如果需要更改 SIP 设置，请根据您的具体环境或者在技术支持的引导下更
改。错误的配置可能会导致 SIP 分机或 SIP 中继无法使用。

进入 配置→PBX→常规设置→SIP 更改 SIP 设置。

SIP 常规设置

设置 说明

UDP 端口 UDP 协议 SIP 注册端口。默认 5060。

RTP 端口 RTP 语音端口，起始端口为10000以上，且起始端口和结束端口的差值需介
于100和10000之间。默认为10000-12000。

TCP 端口 TCP 协议 SIP 注册端口，默认为5060。

本地 SIP 端口 SIP 中继往服务器发送 SIP 包时，将使用该范围内随机分配的端口，系统默
认的范围是：5062-5082。

注册时间

最大注册时间周期 允许注册到PBX的最大时间周期。默认为3600秒。

最小注册时间周期 允许注册到PBX的最小时间周期。默认为60秒。

Qualify 发包频率 系统定期发送 SIP OPTIONS 包给话机以验证话机是否在线的频率。默认为
60秒。

出局 SIP 注册

注册尝试次数 在 SIP 注册放弃之前发送注册请求的信息的次数（0代表没有限制）。

默认注册周期 默认的注册时间周期，单位为秒，默认为1800秒。注意：实际发包周期
为“注册时间周期-10”。

 注: 实际发包周期比注册时间周期时间少10秒。

订阅时间

最大订阅时间周期 允许订阅PBX的最大时间周期。默认为3600秒。

最小订阅时间周期 允许订阅PBX的最大时间周期。默认为9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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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设置

使用本地地址的主机在和外界通信时，都要在 NAT 路由器上将其本地地址转换成公网 IP 地址，才能和因特网连
接。配置好 NAT，路由器才能将外网的数据包正确发送到 PBX 服务器。

 注: 如果你需要注册远程分机或通过 SIP 中继与 PBX 对接，你需要配置 NAT。

根据网络环境的不同，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配置三种类型的 NAT。

• 基于域名配置 NAT
• 基于公网 IP 地址配置 NAT
• 基于 STUN 配置 NAT

SIP 编解码

编解码是一种压缩或解压缩算法，用于通过网络传输语音数据包。

编解码的选择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的语音编解码： G711 a-law、 u-
law、GSM、H261、H263、H263P、H264、SPEEX、G722、G726、ADPCM、G729A、MPEG4、和
iLBC。

 注:

• 话机和 PBX 至少需要选择一个相同的语音编码，否则语音通话会有问题。
• 如果你要使用视频通话，你需要在 PBX 和话机上至少选择一个相同的视频编码：

H261、H263、H263P、H264 和 MPEG4。

iLBC 的选择
iLBC 编解码支持两种模式：20ms 和 30ms 帧模式。
为了获得更好的语音质量，你需要根据 SIP 终端设置 iLBC 模式。

 注: Linkus 使用 iLBC 20ms 模式。当 Linkus 客户端启用后，该设置自动适应 Linkus 客户 端
使用的模式切换为20ms。

TLS 设置

设置 说明

启用 TLS 是否启用 TLS。

TLS 端口 TLS 端口，默认为5061。

证书 选择 TLS 证书。

验证 TLS 服务器 PBX 作为客户端时，是否验证服务器证书。如果没有此服务器的CA证书，设置此项为
否，即可跳过对服务器证书验证进行连接。默认为 否。

验证 TLS 客户端 PBX 作为服务器时，将是否验证客户端证书。如果设定为 是，PBX将请求并验证客户
端证书。默认为 否。

TLS 客户端方法 指定PBX作为客户端时,所发起的TLS连接协议，默认为tls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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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计时器

SIP 会话计时器 (SIP Session timer) 用于判断会话是否已经终止。用户代理和代理服务器都可以通过 SIP Session
timer 判断会话是否存活。

设置 说明

Session-timers 会话计时器通过周期性的会话刷新判断会话是否存活，有以下模式。默认为
Supported。

• No：不在任何字段中加入timer 标签。

• Supported：在会话刷新请求的 Supported 头域中添加 timer 标签。

• Require：在会话刷新请求的 Required 头域中添加 timer 标签。

• Forced：在会话刷新请求的 Supported 头域中和 Required 头域中都添加
timer 标签。

会话周期(s) 最大刷新间隔，单位为秒。

会话最小刷新间隔(s) 最小刷新间隔，单位为秒。设定值不得小于90秒。

Qos

QoS 对 VoIP 语音的实现起着重要的作用。Qos 为指定的网络通信提供更好的服务能力, 是网络的一种安全机制，
是用来解决网络延迟和阻塞等问题的一种技术。当网络过载或拥塞时，QoS 能确保重要业务量不受延迟或丢弃，同
时保证网络的高效运行。

设置 说明

ToS SIP SIP 数据包的服务类型 ToS (Type of Service)。

ToS 语音 RTP 语音数据包的服务类型 ToS (Type of Service)。

ToS 视频 RTP 视频数据包的服务类型 ToS (Type of Service)。

Cos SIP SIP 数据包的服务等级 CoS (Class of Service)。

Cos 语音 RTP 语音数据包的服务等级 CoS (Class of Service)。

Cos 视频 RTP 视频 数据包的服务等级 CoS (Class of Service)。

T.38

如果 T.38 传真不能正常工作，可以尝试更改 T.38 设置解决问题。

设置 说明

Re-invite包不添加T.38属性 如果启用，SDP 在Re-INVITE 包不会增加 T.38 属性。

错误更正 设置是否启用传真错误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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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8最大比特率 T.38 传真的最大比特率。

高级 SIP 设置

设置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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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设备并不支持这
种功能，尤其当设备位于 NAT 之后。

用户代理 更改 User-Agent 字段。

发送 Remote Party ID 设置是否在 SIP 头域中发送 Remote Party ID。

 注: 本选项仅针对于内部通话生效。如需针对外部通话进行
设置，你需要更改 SIP 中继的高级设置。

发送 P Asserted Identify 设置是否在 SIP 头域中发送 P-Asserted-Identify 。

 注: 本选项仅针对于内部通话生效。如需针对外部通话进行
设置，你需要更改 SIP 中继的高级设置。

发送 Diversion ID 设置是否在 SIP 头域中发送 Diversion。启用后，Diversion的值为分
机号。

 注: 本选项仅针对于内部通话生效。如需针对外部通话进行
设置，你需要更改 SIP 中继的高级设置。

支持 Early Media 设置是否支持 Early Media。

一号多机全忙模式 • 启用一号多机全忙模式：当一个分机同时注册的终端中有一个终端
在忙时，其他终端将限制不能呼入，但依旧可呼出。

• 禁用一号多机全忙模式：当一个终端在忙时，其他终端依旧可以进
行呼入呼出。

Inband Progress 此设置应用于 PBX 的所有分机。

 注: 如需设置全局 Inband Progress，联系朗视技术支持设
置自定义配置文件。

• 启用 Inband Progress：PBX 会发送 183 Session Progress 作为
响铃指示给分机，且立即传输语音流，即彩铃。

• 禁用 Inband Progress：PBX 会发送 180 Ringing 作为响铃指示
给分机，不传输语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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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erID 获取 设置从哪个 SIP 头域获取 Caller ID。

• From

• Remote-Party-ID

• P-Asserted-Identify

• Contact

DID 获取 设置从哪个 SIP 头域获取 DID。

• To

• Invite

• Remote-Party-ID

• P-Asserted-Identify

• Diversion

• P-Called-Party-ID

 注: 如果选择 Remote-Party-ID，但中继不支持 Remote
Party ID 时，PBX 会从 INVITE 头域获取 DID。

启用 100rel 是否启用100rel。

匿名认证 允许未经验证的用户连接进行guest calls。默认不允许。

支持 Message 请求 设置是否支持 Message 请求。

Maxptime 选择或者输入Maxptime 的值。

发送来电号码 该设置与指定截答功能配合使用。分机用户可以根据来电号码，决定是
否截答其他用户的来电。该选项默认为禁用。

例如：分机用户 B 设置截答 BLF 监控分机 A 的状态。如果启用发送来
电号码，当分机 A 有来电时，分机用户B 的话机上会显示来电号码，用
户 B 根据来电号码决定是否截答该来电。

同步话机 DND 状态 话机注册分机后，是否同步分机和话机的 DND 状态。

如果同步 DND 状态，用户在话机上按下 DND 按键时，PBX 分机的在
线状态自动切换为 免打扰；当 PBX 分机的在线状态改为 免打扰 时，
话机自动启用免打扰，并显示 DND 的指示。

 注: 目前支持 DND 状态同步话机为 Yea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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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X 设置

一般情况下，您不需要更改 IAX 设置。如果需要更改 IAX 设置，请根据您的具体环境或者在技术支持的引导下更
改。错误的配置可能会导致 IAX 分机或 IAX 中继无法使用。

IAX 常规设置

设置 说明

UDP 端口 IAX 使用的UDP 端口，默认端口 4569。

带宽 根据带宽的消耗量选择语音编解码。

最大注册超时时间 最大注册超时时间，默认为1200秒。

最小注册超时时间 最小注册超时时间，默认为60秒。

IAX 编解码

编解码是一种压缩或解压缩算法，用于通过网络传输语音数据包。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一下语音编解码： G711 a-law、 u-
law、GSM、H261、H263、H263P、H264、SPEEX、G722、G726、ADPCM、G729A、MPEG4、和 iLBC。

 注:

• 话机和 PBX 至少需要选择一个相同的语音编码，否则语音通话会有问题。
• 如果你要使用视频通话，你需要在 PBX 和话机上至少选择一个相同的视频编码：

H261、H263、H263P、H264 和 MPEG4。

抖动缓冲

在 VoIP 通话中，抖动缓冲器是一个共享的数据区域，在这个数据区域中，每隔一段均匀的间隔，语音包会被收
集，存储并发到语音处理器。包到达时间的变化，称作抖动，将会由于网络拥塞，定时漂移或路由变更而产生。抖
动缓冲器放于语音连接的接收端，它有意地延迟到达的包，如此一来，终端用户就会感受到一个清晰的，没有什么
声音失真的连接。

使用场景

在网络环境较差的情况下（无论是通话中的哪一方），都会影响这个通话。如果网络环境较差的那一方设置了抖动
缓冲，就可以改善该通话的音质。

抖动缓冲设置

进入 配置→PBX→常规设置→抖动缓冲，启用和更改抖动缓冲设置。

238



设置 说明

启用抖动缓冲 是否允许在发送方 SIP 通道中使用抖动缓冲。

请选择生效的线路 抖动缓冲对哪些中继生效。

选择中继，通过中继发送出去的语音，对方会处理抖动缓冲，接收方的音质会
得到改善。

请选择生效的分机 抖动缓冲对哪些分机生效。

选择分机，PBX 会对分机接收到的语音进行抖动缓冲处理，改善分机接收的音
质。

 注: 以下几种情况，即使分机启用了抖动缓存，音质也得不到改
善：

• 在内部通话中，分机接收的语音来自模拟分机。

• 外部通话中，分机接收的语音来自另外一方的非SIP中继，且该中
继没有启用抖动缓存。

实现方式 实现抖动缓冲的方式。

• 固定：系统收集到声音后，以固定的抖动缓冲大小发送声音到目的地。

• 自适应：系统收集到声音后，以自适应的抖动缓冲大小发送声音到目的
地。

自适应调整幅度(ms) 每次进行自适应调整抖动缓冲的时间，默认为50ms，即每次抖动缓冲的时
间，从0开始以50ms为单位增加，进行自适应。

最大抖动缓冲(ms) 自适应抖动缓冲时间的最大值。

安全中心

使用 VoIP 时，系统安全无疑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VOIP 黑客攻击方法中一些最常见的特点包括，窃听电话、
改变呼叫者 ID、混淆电话呼叫、恶意音频插入和获取敏感信息等。通过适当的配置，我们可以提高电话系统的安全
性。此外，S系列中小型 IPPBX内置的防火墙功能足以保证系统安全稳定地运行。我们强烈建议你配置防火墙和其他
安全选项，以防止钓鱼攻击、系统故障或呼叫丢失。

防火墙

为了加强PBX服务器的安全，我们建议你在 PBX 上启用并配置防火墙。

在 PBX 上启用防火墙

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系统→安全中心→防火墙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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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勾选 启用防火墙。
3. 点击 保存。

启用防火墙后，当前页面显示“防火墙正在运行中”。

防火墙规则

防火墙规则用于控制和过滤发送到 PBX 的流量。你可以预先创建防火墙规则来过滤指定的源IP地址、域名、端
口、MAC 地址等。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系统→安全中心→防火墙规则，配置防火墙规则。

• 名称：设置防火墙规则名称。
• 描述：可选。填写防火墙规则描述。
• 动作：选择防火墙规则的动作。

◦ 接受：PBX 将会接受指定地址的访问。
◦ 忽略：PBX 将会忽略指定地址的访问，直接丢弃数据，并且不做任何反馈。

 注: 如需提高 PBX 系统的安全性，你可以采用忽略动作，避免被恶意攻击探测出 PBX 的服务器
信息。

◦ 拒绝：PBX 将会拒绝指定地址的访问，并且向对方发送错误消息，告知对方 PBX 已拒绝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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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议：选择防火墙规则针对的协议。

◦ UDP
◦ TCP
◦ BOTH：TCP 和 UDP

• MAC地址：可选。填写防火墙规则针对的 MAC 地址。

MAC地址格式：XX:XX:XX:XX:XX:XX

• 类型：选择防火墙规则针对的网络类型。

◦ IP
◦ 域名

• 源IP地址/子网掩码：填写防火墙规则针对的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 域名：填写防火墙规则针对的域名。
• 端口：填写 IP 地址或域名的端口。

其它防火墙配置项

PBX 支持其它防火墙配置选项，可有效提升系统安全性。

• 禁止被Ping：禁止他人用 Ping 命令探测 PBX。
• 拦截所有： 启用该功能后，如果目标机发向 PBX 的 UDP 数据包或 TCP 连接不符合防火墙规则，这些数据和

连接将会被丢弃。

 注: 为确保可以正常访问 PBX，你需要：

◦ 至少添加一条防火墙规则，允许 Web 或 SSH 访问。
◦ 先备份 PBX 数据，再启用 拦截所有。

防火墙配置示例

本文提供多种场景的防火墙配置示例，建议你根据 PBX 所在的网络环境，配置相关的防火墙规则。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系统→安全中心→防火墙规则，你可以：

• 配置防火墙规则，添加信任 IP 到白名单，避免因数据包发送频率过高被 PBX 拉黑。
• 配置防火墙规则，拒绝指定 IP 的访问。

允许局域网访问 PBX

如果同一网段中的部分话机经常被 PBX 拉黑，你可以配置一条防火墙规则，允许此网段内的所有 IP 地址访问
PBX。

例如：本地IP地址范围为：192.168.5.1-192.168.5.254，如图配置防火墙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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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表示允许此网段内的所有 IP 地址访问 PBX。

允许远程分机注册和远程访问 PBX

如果你需要远程访问 PBX 网页或远程注册分机，你可以配置一条防火墙规则，将公网 IP 添加到白名单中，避免因
数据包发送频率过高被 PBX 拉黑。

例如：公网 IP 地址为1.2.3.4，如图配置防火墙规则。

 注:

• 子网掩码为255.255.255.255，表示只允许此 IP 地址访问 PBX。
• 如果远程终端没有固定的公网 IP 地址，你可以为远程终端的域名配置防火墙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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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 VoIP 服务商访问

为 VoIP 服务商的 SIP 注册端口和 RTP 传输端口配置防火墙规则，确保 PBX 和 VoIP 服务商可以正常通信。

例如：VoIP 服务商的 IP 地址为2.2.2.2，SIP 注册端口为5630，RTP 端口范围为10000-12000。你需要为VoIP 服
务商配置两条防火墙规则。

• 允许 SIP 注册端口访问 P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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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 RTP 端口访问 PBX

允许 NTP/SMPT/POP/STUN 服务器访问

建议允许 NTP、SMPT、POP、STUN 服务器访问并保留IP自动防御的默认配置。

例如：N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3.3.3.3，如图配置防火墙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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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未授权的 Web 访问

添加允许局域网访问 PBX和允许远程分机注册和远程访问 PBX规则后，你可以另外添加一条防火墙规则，拒绝其
它未授权的 Web 访问。

 注: 许多攻击都是由 Web 访问引起的。建议拒绝未授权的 Web 访问。

例如：IP地址为0.0.0.0，子网掩码为0.0.0.0，Web端口为8088。表示 PBX 拒绝所有 Web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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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拦截所有 功能，允许信任 IP 访问

启用 拦截所有 功能后，PBX 会拒绝所有不符合规则的访问。如果要允许信任 IP 访问 PBX，你可以添加信任 IP 到
白名单。

 注: 请慎重启用 拦截所有 功能，以免造成 Web、SSH 等功能无法使用。

如果 PBX 映射到公网，只允许内网和部分外网 IP 访问，你需要：

1. 勾选 拦截所有。
2. 添加防火墙规则，允许局域网访问 PBX。
3. 添加防火墙规则，允许部分外网 IP 地址访问 PBX。

例如：VoIP 服务商的 IP 地址为8.8.8.8，SIP 注册端口为5060。如图配置防火墙规则，允许 VoIP 服务 商的
SIP 注册端口访问 PBX。

以下为常用端口，你可以根据实际应用场景设置。

说明 端口 协议

SIP 端口 5060 UDP/TCP

页面访问端口 80/8088 TCP

SSH 端口 8022 TCP

RTP 端口 10000-12000 U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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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端口 协议

LINKUS 端口 8111 UDP/TCP

IP 自动防御

S系列中小型 IPPBX 内置默认的自动防御规则，以防止大量的连接尝试或恶意攻击。

 重要:

• 请勿随意删除默认的 IP 防御规则。
• 如需更改防御规则，请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更改规则设置。

进入 配置→系统→安全中心→IP 自动防御→自动防御规则，你可以添加、删除或更改自动防御规则。

设置 说明

端口 填写需要自动防御的端口。

协议 选择自动防御端口的通讯协议。

IP 数据包 在设置的 时间间隔(s) 内，允许接收的数据包数量。如果来自某个 IP 的数据
包数量超过 IP 数据包 限制，则该 IP 会被列入 IP 黑名单。

时间间隔(s) 接收数据包的时间间隔，单位为秒。

例如：IP 数据包 设置90，时间间隔(s) 设置60；如果某个 IP 在60秒内发送
超过90 个数据包到 PBX，PBX 会拉黑这个 IP。

IP黑名单

如果某个 IP 尝试多次登录 PBX 失败、多次注册分机失败或多次自动配置失败，该 IP 将会被 PBX 列入 IP 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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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配置→系统→安全中心→IP 自动防御→IP 黑名单，你可以查看被拉黑的 IP 地址，也可以将信任的 IP 地址从
黑名单删除。

服务

查看和配置 PBX 系统的所有服务端口。

进入 配置→系统→安全中心→服务，更改安全相关的服务设置。

设置 说明

网页自动登出时间（分钟） 设置网页自动登出的时间，最长120分钟。

网页登录模式 设置用户登录网页的方式。支持同时启用。

• 分机：允许分机用户使用分机号登录网页。

• 邮箱：允许分机用户使用邮箱地址登录。使用该模式前，请确保分机已
绑定正确的邮箱。

 注:

• 若都不勾选，则分机用户无法登陆网页。

• 超级管理员的登录权限不受此设置影响，无论设置哪种模式，超
级管理员都可使用“admin”账号登录。

启用弱密码 默认情况下，分机注册密码和分机用户密码要求设置强度系数较高的密码。

启用弱密码之后，系统对分机的注册密码、用户密码（即用户用于登录网
页、Linkus 的密码）、管理员登录密码降低要求。

 注: 启用弱密码后，系统安全性将会降低，请谨慎选择是否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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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网页访问协议 选择网页访问的协议类型。默认为 HTTPS。

端口 设置网页访问的端口。默认为8088。

 注: 8090 为预留端口，请勿将网页访问端口修改为 8090。

从80端口重定向 如果启用，则使用 HTTP 协议访问80端口会被自动重定向到 HTTPS 对应端
口。

证书 选择 HTTPS 协议使用的证书。默认为 None，表示不用证书。

启用 SSH 设置是否启用 SSH 并设置其对应端口，默认为8022。SSH 用于调试，开启
后，你可以通过 SSH 连接到 PBX 后台。

 注: 如果无需调试设备，请关闭 SSH，保证系统的安全性。

启用 FTP 设置是否启用 FTP 并设置其对应端口，默认为21。开启后，你可以使用浏览
器通过 FTP 连接到 PBX。

启用 TFTP 设置是否启用 TFTP。

IAX 端口 设置 IAX 端口，默认为4569。

SIP UDP 端口 设置 SIP UDP 端口，默认为5060。

启用 SIP TCP 设置是否启用 SIP TCP 并设置其对应端口，默认为5060。

启用 SIP TLS 设置是否启用 SIP TLS 并设置其对应端口，默认为5061。

DHCP 服务器

启用 DHCP 服务器 是否启用 DHCP 服务器。

启用后，PBX 将作为 DHCP 服务器。如果你通过 DHCP 模式自动配置话机
或网关，你需要启用 DHCP 服务器。

网关 填写网关，默认为本设备的 IP。

子网掩码 填写子网掩码，格式为：XXX.XXX.XXX.XXX。

首选 DNS 服务器 填写首选 DNS 服务器的IP地址，格式为：XXX.XXX.XXX.XXX。

次选 DNS 服务器 填写备用 DNS 服务器的IP地址，格式为：XXX.XXX.XXX.XXX。

分配的 IP 地址 填写 DHCP 服务器分配 IP 的地址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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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TFTP 服务器 此设置用于 自动配置 功能。话机将会从本 TFTP 服务器获取自动配置的文
件。

• 自动配置 Grandstream、松下或 Avantec 话机时，直接填写 IP 地址。
格式为：XXX.XXX.XXX.XXX，例如：192.168.5.150。

• 自动配置其他话机时，填写完整的 tftp 地址。格式为：tftp://
XXX.XXX.XXX.XXX，例如：tftp://192.168.5.150。

NTP 服务器 PBX 可作为 NTP 服务器。默认 NTP 服务器的地址为 PBX 的 IP。

AMI

AMI (Asterisk Manager Interface) 是 Asterisk 的管理接口。通过此接口，可以实现对 Asterisk 系统的监控
和控制。你可以通过 AMI 接口，连接 PBX 和第三方软件。默认 AMI 接口的端口为5038。

启用 AMI 是否启用 AMI 接口。

用户名 设置一个用户名。

密码 设置 AMI 密码。

允许的 IP/子网掩码 添加允许通过 AMI 接口连接到 PBX 的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如果没有添加
IP，所有的 IP 尝试通过 AMI 连接到 PBX 都会失败。

数据库授权

S系列中小型 IPPBX 基于MySQL数据库。第三方软件可以访问 PBX 的数据库。如果有需要访问系统数据库，需要
先对数据库进行授权。

应用场景

授权访问数据库一般有以下几种应用场景：

• 计费软件

通过计费软件访问 PBX 的数据库，获取 CDR（通话记录）数据，存储到计费软件本地数据库，实现计费功
能。

• 呼叫中心

呼叫中心软件访问 PBX 的数据库，获取 CDR（通话记录）数据，存储到呼叫中心本地数据库；也可获取录音
文件的存储路径，通过 FTP 或网络共享下载录音文件。

获取数据库数据

1. 添加 PBX 数据库授权。

a.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系统→安全中心→数据库授权， 点击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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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弹出的窗口，更改以下设置：

• 用户名：设置用户名。第三方软件要使用该用户名访问数据库。
• 密码：设置密码。第三方软件要使用该密码访问数据库。
• 授权的 IP：指定某一 IP 或者网段允许访问 PBX 的数据库。格式为XXX.XXX.XXX.XXX 或者

XXX.XXX.XXX.%。

例如：

◦ 216.207.245.47 表示允许 IP 216.207.245.47 访问 PBX 的数据库。
◦ 192.168.6.% 表示允许网段192.168.6.X 内的所有 IP 地址访问 PBX 的数据库。

c.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2. 访问 PBX 的数据库。

下面以 NavicatMySQLFront 软件为例，介绍如何访问 PBX 的数据库。

a. 打开 NavicatMySQLFront 软件，点击 连接。
b. 在弹出的窗口，更改以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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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名：自定义连接名。
• 主机名/IP 地址：填写 PBX 的 IP 地址。
• 埠：填写 3306。
• 用户名：填写 PBX 数据库授权的用户名。
• 密码：填写 PBX 数据库授权的密码。

c. 点击 确定。
d. 点击 cdr 表，可以看到 PBX 系统已存在的 cdr 表单。

 注: 数据库每个月生成一张 cdr 表单。

下载录音文件

第三方软件可以通过获取数据库的录音文件存储路径，下载录音文件。

要通过第三方软件要下载录音文件，你需要在 PBX 设置外部存储文件共享或将文件存储在网络磁盘，保证第三方软
件能够获取到录音文件。

1. 访问数据库，查询 recordpatch 参数值。
2. 根据不同的文件共享方式，组合录音文件的访问路径。

• 外部存储文件共享

例如：recordpatch 值为 /tmp/media/harddisk1/
autorecords/20170503/20170503162206-161-6222-Inbound.wav。

共享文件夹为CarolShare，PBX 的 IP 为192.168.7.112，则录音文件的访问路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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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68.7.112/CarolShare/harddisk1/autorecords/20170503/20170503162206-161-6222-Inbound.wav

• 网络磁盘

例如：recordpatch 值为 /tmp/media/networkdisk1/
autorecords/20170503/20170503162206-161-6222-Inbound.wav。

电脑的共享文件夹为recordings，电脑 的 IP 为192.168.6.100，则录音文件的访问路径为：

//192.168.6.100/recordings/autorecords/20170503/20170503162206-161-6222-Inbound.wav

CDR 数据说明

PBX 数据库中的 CDR（通话记录）表单数据说明。

CDR 数据说明

参数 描述

id 无实际意义，所有 id 都为0。

datetime 日期

clid 主叫名称<分机号>

src 主叫号码

dst 被叫号码

dcontext 走的呼叫规则

srctrunk 来源中继

dstrunk 目标中继

lastapp 最后执行调用的程序

lastdata 系统内部标志位

duration 通话时长（从呼叫开始计算）

billable 计费时长

disposition 应答状态

amaflags 系统内部标志位

calltype 呼叫类型：

• Internal

• Inbound

• Outbound

• Transfer

253



参数 描述

accountcode 计费密码

uniqueid CDR记录唯一识别码

recordfile 录音文件名称

recordpath 录音文件路径（含文件名称）

monitorfile 一键录音文件名称

monitorpath 一键录音文件路径（含文件名称）

dstmonitorfile 被叫一键录音文件

dstmonitorpath 被叫一键录音文件的路径

extfield1 主叫名称

extfield2 被叫名称

extfield3 主叫外呼时的 DOD 号码

extfield4 话机 IP 地址

extfield5 实际送出去的外线号码（去除路由中的前缀）

payaccount 计费账号

usercost 费用

didnumber 呼入 DID 号码

transbilling 系统内部标志位

payexten 计费分机

srcchanurl 系统内部标志位

dstchanurl 系统内部标志位

证书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 TLS 安全协议和 HTTPS 协议。使用 TLS协议和 HTTPS 协议之前，你需要上传相关的证
书到 PBX。

进入 配置→系统→安全→证书，点击 上传 上传相关证书。

PBX 支持两种证书类型：

• 受信任证书：CA证书。当启用 验证TLS客户端（PBX→常规设置→SIP→TLS）时，你需要上传CA证书。相应
地，TLS 客户端也需要有此证书。

• PBX 证书：PBX 证书作为服务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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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HTTPS 协议时，需要上传 PBX 证书。
◦ 使用TLS协议时，不管 验证TLS客户端 是否启用，都需要上传 PBX 证书。

用户权限

默认情况下，分机用户可以登录 PBX 网页编辑自己的分机设置和查看自己的通话记录。你可以根据分机用户的职
能，为分机用户添加相关的权限。

使用场景

HR 管理流动人员的分机
为公司的 HR 添加管理所有分机的权限；HR 就可以根据公司人员流动登录 PBX 添加或删除分机。

主管查看下属的通话记录和录音
为某部门的主管添加管理其部门人员通话记录和录音的权限；该主管可以定时查看和管理部门人员的工作通
话记录和检查通话服务质量。

PBX 用户类型

PBX 支持多种类型的用户，分别拥有不同的权限。

超级管理员
拥有最高的权限。超级管理员可以访问系统所有网页设置并作任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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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名：admin

管理员/自定义用户
超级管理员为分机用户添加权限时，可以选择用户类型为管理员 或 自定义。

• 管理员：默认勾选所有权限；超级管理员根据需求，取消勾选某些权限。
• 自定义：默认不勾选任何权限；超级管理员根据需求，勾选某些权限。

 注: 管理员/自定义用户可以拥有所有的权限，但是无法添加用户权限。

分机用户
默认情况，分机用户仅有权限可以管理自己的分机和通话记录。

添加用户权限

根据分机用户的职能需求，为分机用户添加用户权限。

1. Log in the PBX web interface by admin username, go to Settings→System→User Permission, click
Add.

2. On the configuration page, select the User.
3. Set the Set Privilege As.

• Administrator: All the permissions are enabled for the user by default.
• Custom User: No permission is enabled for the user by default.

4. Click the Settings, CDR and Recordings, Monitor, Application and Others tabs, and check or
uncheck the relevant options for the user.

5. Click Save and Apply.

When the user log in the PBX web interface, he/she can access the permitted configuration page.

日期和时间

根据当地的时间和时区来调整 PBX 的日期和时间，保证系统生成的通话记录和其他记录与当地时间保持一致。

更改日期和时间

1. 进入 配置→系统→日期和时间。
2. 在 时区 下拉菜单中，选择你当地的时区。
3. 在 夏令时 下拉菜单中，选择是否启用夏令时。

 注: 在中国，不需要启用夏令时。

• 自动：系统根据你选择的时区判断是否启用夏令时。
• 禁用：禁用夏令时。

4. 设置自动同步网络时间或手动设置时间。

• 自动同步网络时间：勾选该设置并且填写 NTP 服务器，PBX 会根据你设置的时区，自动同步该时区的网络
时间。

 注: 使用自动同步网络时间功能，需要确保 PBX 能够访问外网，否则无法获取网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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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设置：勾选该设置并手动设置 PBX 的日期和时间，PBX 会从同步到你设置的时间。

5. 点击 保存，重启 PBX 生效。

邮箱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发送语音留言到邮箱、支持发送警报通知、短信到邮件、邮件到短信、传真到邮件、通过邮
箱找回密码等跟邮箱相关的功能。你需要在 PBX 上设置一个系统邮箱，这些功能才能正常使用。

邮箱设置

1. 注册邮箱，并登录邮箱，确认已开启 POP3/SMTP 服务。
2.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系统→邮箱。
3. 在 邮件服务器类型 下拉菜单中，选择 自定义 SMTP 服务器。
4. 填写已注册的邮箱信息，作为系统邮箱，接收和转发邮件。

设置 说明

发件地址 填写要作为邮箱服务器的邮箱地址 。

邮箱地址或者用户名 请填写可用于登录邮箱服务器的用户名。

该用户名有可能是邮箱地址，或者专门用于登录邮箱服务器的用户名。

密码 填写邮箱登录密码或者邮箱的 SMTP 授权码。

 注:

• 根据你使用的邮箱，决定填写邮箱登录密码或者 SMTP 授权
码。

• QQ 邮箱和网易邮箱使用的是 SMTP 授权码。你需要需要登
录对应的邮箱，开启 SMTP 并获取授权码，填写到此处。

发送服务器（SMTP） PBX 会识别你的邮箱地址，自动填充 SMPT 服务器设置。

 注:

• 如果你填写的邮箱没有被 PBX 识别到，你需要手动填写
SMTP 服务器信息。

• 如果启用了 TLS，SMTP 端口需要设置为 587。

接收服务器（POP3） PBX 会识别你的邮箱地址，自动填充 POP3 服务器设置。

 注:

• 如果你填写的邮箱没有被 PBX 识别到，你需要手动填写
POP3 服务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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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启用 TLS 根据邮箱类型，选择是否启用 TLS。

 注: QQ 邮箱、Gmail 邮箱、和 Exchange 邮箱必须启用
TLS。

STARTTLS 开启 TLS 时，STARTTLCS 默认开启。如果邮箱服务器不支持，不要勾
选此选项。

存储

S系列中小型 IPPBX 提供本地存储（Local），也支持外部物理存储设备和网络磁盘。存储设备设置好之后，你可以
选择通话记录、语音留言和一键录音、全局录音、和备份文件的存储位置。

外部存储限制

存储类型 S412 S20 S50 S100 S300

Micro SD 卡 (最大 256 GB) √ √ N/A N/A N/A

SD 卡 (最大 256 GB) N/A N/A √ √ √

USB 2.0 (最大 2 TB) N/A N/A N/A √ √

硬盘 (最大 2 TB) N/A N/A N/A N/A √

SD 卡/Micro SD 卡性能要求

最低性能 最低读取速度 推荐品牌

SDHC/SDXC Class10

UHS-I U3

60 MB/s • Sandisk Extreme Pro Series
• Sandisk Extreme Series
• TOSHIBA EXCERIA Series
• Samsung Pro Series

存储位置

• 通话记录、语音留言和一键录音、录音文件、日志

进入 配置→系统→存储→常规，选择通话记录、语音留言和一键录音、（全局）录音、和日志的存储位置。

 注: 全局录音文件只能存储在外部存储设备或网络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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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份文件

设置自动备份时，你可以选择自动备份文件的存储位置。

存储设备列表

存储设备列表 页面显示系统内部存储、外部存储设备和网络磁盘的信息，包括存储设备类型、总容量、剩余容量、
和使用率。

• 点击  刷新存储设备的状态。

• 点击  可以查看具体信息、格式化存储设备或更改存储设备信息。

 注: 使用物理存储设备之前，你需要先格式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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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Windows 网络磁盘

你可以在 Windows 电脑上创建共享文件夹，然后在S系列中小型 IPPBX 上添加网络磁盘，将共享文件夹挂载到
PBX。 网络磁盘可用于存储自动录音文件、语音留言和一键录音、日志、通话记录和备份文件。

配置示例

本文介绍如何在 PBX 挂载 Win10 电脑的共享文件夹。

1. 在 Windows 电脑上创建共享文件夹。

a. 在电脑上创建一个文件夹，文件夹命名可自定义。
b. 右键点击文件夹，选择 属性→ 共享。
c. 点击 共享(S)...，设置共享属性。

添加共享用户 Everyone，并将权限改为 读取/写入，点击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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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点击 高级共享(D)...，设置高级共享属性。
勾选 共享此文件夹并设置允许所有权限，点击 确定。

2. 关闭电脑的防火墙功能，否则其他用户可能无法访问共享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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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进入 Windows 电脑的 控制面板 > Windows Defenser 防火墙。
b. 点击 启用或关闭Windows Defenser 防火墙。

c. 选择 关闭 Windows Defender 防火墙。

d. 点击 确定。

3. 在 PBX 网页界面添加网络磁盘。

a. 进入 配置→系统→存储→常规，点击 新建网络磁盘。
b. 在 新建网络磁盘 页面，填写以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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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自定义该网络磁盘的名称。
• IP地址：填写共享电脑的 IP 地址。
• 共享名称：填写共享文件夹的名称。
• 连接的用户名：填写共享文件夹所在电脑的访问用户名。

如何查询访问共享文件夹的用户名？

• 连接的密码：填写共享文件夹所在电脑的访问密码。

电脑访问密码为空，网络磁盘如何设置？

• 工作组：可选项。如果你的网络磁盘有设置工作组，请在此处填写正确的组名，否则可放空。
• Samba版本：选择网络磁盘的Samba版本，默认为系统自动进行匹配。

 提示: 如果挂载失败，可以尝试更改Samba版本。

c. 点击 保存。

如果配置成功，存储设备列表 会显示该网络磁盘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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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1. 如何查询访问共享文件夹的用户名？

a. 在已创建文件夹的电脑上，按WIN键+R键打开运行窗口，输入cmd后回车进入命令提示符。

b. 在命令提示符窗口，可查看当前电脑的用户名。

2. 电脑访问密码为空，网络磁盘如何设置？

• 如果电脑未设置访问密码，我们建议你为电脑设置访问密码，并且在设置 PBX 网络磁盘时，填写该密码，
尝试重新挂载网络磁盘。

• 如果你要取消访问共享密码，你可以勾选电脑的 关闭密码保护共享 设置（路径：控制面板→网络和共享
中心→高级共享设置）。

在设置 PBX 网络磁盘时，用户名和密码放空，即可挂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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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清理

自动清理功能可以帮助你自动清理系统文件，包括通话记录、语音留言和一键录音、（全局）录音和日志。

进入 配置→系统→存储→自动清理，设置文件的最大保存数和最大保存时间。当这些文件的存储数量达到设置的最
大值，系统会自动清理文件。

通话记录自动清理

保存的最大条数 通话记录保存的最大条数，超过则删除最旧的数据，始终保存最新的数
据。

保存的最大天数 通话记录保存的最大天数，超过则删除最旧的数据，始终保存最新的数据
（0代表没有限制）。

语音留言和一键录音文件的自动清理

保存的最大文件数 每个分机的语音留言和一键录音分别可保存的最大文件数，默认为50条，
超过则删除最旧的数据，始终保存最新的数据。

保存的最大分钟数 每个分机语音留言和一键录音分别可保存的最大分钟数，超过则删除最旧
的数据，始终保存最新的数据（0代表没有限制）。

录音文件的自动清理

存储设备最大的使用率 录音文件保存最大占存储空间的百分比，默认为80%。超过则删除最旧的
数据，始终保存最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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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的最大天数 录音文件保存的最大天数，超过则删除最旧的数据，始终保存最新的数据
（0代表没有限制）。

日志的自动清理

文件的最大存储 syslog中的pbxlog文件可保存的最大值，单位为MB，默认为5MB，超过
则删除最旧的数据，始终保存最新的数据。

保存的最大天数 系统日志可保存的最大天数，最大可保存15天，默认为7天。超过则删除最
旧的数据，始终保存最新的数据。

保存的最大条数 事件日志和操作日志分别可保存的最大条数，默认为20000，超过则删除最
旧的数据，始终保存最新的数据。

外部存储文件共享

如果你想要在本地电脑上访问外部存储设备（SD卡、Micro SD 卡、USB、硬盘）的文件，你可以在 PBX 设置文件
共享。设置文件共享 之后，与 PBX 同在一个局域网的用户可以访问外部存储文件。

设置文件共享

1. 进入 配置→系统→存储→文件共享。
2. 设置以下共享文件的设置：

• 启用文件共享：勾选。
• 允许修改共享的文件夹：可选项。启用该选项，访问该共享文件的用户可以修改共享文件。
• 共享名：共享文件夹的名称。
• 账号：该账号为系统自动生成，访问共享文件夹时，需要输入该账号。
• 密码：访问共享文件夹时，需要输入该密码。

3.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访问共享文件

1. 在 Windows 电脑的搜索框，输入 \\{pbx_ip}后，按 Enter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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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PBX 的 IP 地址为 192.168.7.112，则输入 \\192.168.7.112。

2. 输入访问共享文件夹的用户名和密码。

• 用户名：填写 share。
• 密码：填写你在 文件共享 设置的密码。

3. 点击 确定。

共享文件夹内根据存储设备类型，显示不同的子文件夹名称。

• mmc1 文件夹内包含存储在 SD 卡 或 Micro SD 卡内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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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b 文件夹内包含存储在 USB 的文件。
• harddisk 文件夹内包含存储在硬盘的文件。

Windows 10 用户无法访问共享文件？

如果访问共享文件失败，你需要检查一下电脑的samba功能是否启用。

1. 进入 Windows 电脑的 控制面板 > 程序和功能。

2. 点击 启用或关闭 Windows 功能。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 SMB 1.0/CIFS 文件共享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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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P 文件共享

你可以将外部存储设备的文件挂载到 PBX。PBX 作为 FTP 服务器，与 PBX 同在一个局域网的用户可以通过 FTP 的
方式访问外部存储文件，也可以访问 PBX 本地存储（LOCAL）文件。

1. 通过FTP访问PBX。
2. 进入文件夹 ftp_media，查看共享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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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共享文件夹内根据存储设备类型，显示不同的子文件夹名称。

• mmc1 文件夹内包含存储在 SD 卡 或 Micro SD 卡内的文件。
• usb 文件夹内包含存储在 USB 的文件。
• harddisk 文件夹内包含存储在硬盘的文件。
• local PBX 本地存储文件。

事件中心

你可以在事件中心添加联系人。事件发生时，PBX 会通过邮件、分机、短信或手机通知你。

例如：当网络异常、VoIP 注册中继注册失败、存储空间不足、超级管理员密码更改等事件发生时，PBX 会根据你设
置的通知方式，自动发送事件通知。

事件设置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事件中心→事件设置，配置事件设置。

• 记录

：该事件的 记录 功能被启用。事件发生时，PBX 会在事件日志中记录事件。

：该事件的 记录 功能被禁用。事件发生时，PBX 不会在事件日志中记录事件。

• 通知

：该事件的 通知 功能被启用。事件发生时，PBX 会根据设置的通知方式，通知相关联系人。

：该事件的 通知 功能被禁用。事件发生时，PBX 不会通知联系人。

• 编辑通知内容

点击 编辑通知邮件的模板。

事件日志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事件中心→事件日志，你可以搜索并查看事件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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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通知联系人’

你可以在事件中心添加联系人。事件发生时，PBX 会通过邮件、分机、短信或手机通知你。

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事件中心→通知联系人，点击 添加。
2. 选择联系人，设置通知方式。

• 选择联系人：

◦ 选择分机用户。
◦ 选择 自定义，添加外部联系人。

• 通知方式：选择事件发生时，通知该联系人的方式。

◦ 发送邮件：PBX 会发送邮件到联系人绑定的邮箱地址。
◦ 短信通知：PBX 会发送短信到联系人绑定的手机号码。
◦ 拨打分机：PBX 会拨打联系人绑定的分机号码。
◦ 拨打手机：PBX 会拨打联系人绑定的手机号码。

• 邮箱：如果你将 通知方式 设置为 发送邮件，你需要设置邮箱地址。
• 手机号码：如果你设置 通知方式 为 短信通知 或 拨打手机，你需要设置手机号码，并根据 PBX

的呼出路由拨号模式设置手机号码的前缀。

3. 点击 保存 并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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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机热备

双机热备功能是一种软硬件结合的较高容错应用方案。该方案由两台软硬件一致的S系列中小型 IPPBX组成，其中一
台工作在“激活”状态，另外一台工作在“待机”状态，两台IPPBX的配置实时同步。当主服务器发生故障，备用服
务器将自动启动，以保证网络服务运行不间断。

双机热备前提条件

设置双击热备的两台PBX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相同型号
• 相同的固件版本
• 相同的扩展板和模块，安装在相同的位置和插槽

配置双机热备

分别在主服务器和备用服务器上配置双机热备。

1. 检查两台PBX的系统信息是否一致。

分别登录两台PBX的网页，点击桌面右上角的 系统状态 查看PBX的系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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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更改两台PBX的主机名称，以识别两台PBX。

点击 配置→系统→网络→基本配置, 修改两台PBX的主机名称。

 注:

• 双机热备仅对LAN口生效，WAN口不支持该特性。如果你选择网络模式为“双网口”，请设置
默认网口为LAN口。

• VPN 网络环境下，无法使用双机热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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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两台PBX的双机热备服务。

分别登录两台 PBX，进入配置→系统→双机热备，为两台PBX配置双机热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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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1: 双机热备设置说明

设置 主服务器

启用双机热备 勾选此项。

当前设备模式 选择 主服务器。

备用服务器信息 输入备用服务器的主机名称和IP地址。

虚拟IP地址

虚拟IP为主服务器与备用服务器共享的IP。虚拟IP地址总是指向当前运
行的服务器。

 注:

• 主服务器和备用服务器的虚拟IP地址必须一致。

• 局域网内注册分机时，SIP服务器必须填写虚拟IP地址。

子网掩码 根据PBX所在的网络环境填写子网掩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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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主服务器

验证密钥

填写双机热备的验证密钥。

 注: 主服务器和备用服务器的密钥必须一致。

网络检测节点
建议输入网关地址。当所有网络检测节点检测失败时，说明当前PBX的
网络连接异常。当网络恢复通信时，PBX将作为备用服务器运行。

高级设置

高级设置仅对备用服务器生效。如果当前服务器为备用服务器，该服务器会根据高级设置的参数定期检
测主服务器，并同步主服务器的配置。

心跳检测间隔（秒）
默认2秒。备用服务器根据设定的时间，定时发送心跳包到主服务器，检
测主服务器的运行状态。

宕机侦测时间（秒）

默认120秒。宕机侦测时间内，如果备用服务器未收到主服务器的有效
回复，那么备用服务器会自动接替主服务器工作。当主服务器恢复正
常，备用服务器回到“备用”状态。

 注: 该值需大于主服务器启动时间，否则在主服务器启动过程
中，备份服务器会自动接替主服务器工作。

硬盘同步 若PBX有安装硬盘，勾选此项，系统会实时同步硬盘内容。

4. 分别重启两台PBX，使双机热备配置生效。
5. 验证双机热备是否生效。

在主服务器上创建新的中继或分机，点击保存并应用。登录备用服务器，查看是否同步主服务器的设置。

 注:

• 在备用服务器上查看到的的分机及中继状态为“不可用”，因为此时的服务器处于“备用”状
态。

• 备用服务器的登录密码和主服务器的登录密码同步更新，你需要使用主服务器的登录密码登录备
用服务器。

• 如果你需要升级PBX固件，必须先关闭双机热备功能。

双机热备故障切换通知

为实时获取主服务器和备用服务器的状态信息，你需要设置状态提醒。启用PBX的双机热备故障切换通知后，当
PBX宕机时，相关联系人可以收到电话、短信或邮件通知。

1. 点击 配置→事件中心→事件设置, 启用 双机热备故障切换 事件记录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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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添加通知联系人， 并设置通知方式。

点击通知联系人，添加联系人并设置通知方式。点击保存并应用。

S系列中小型 IPPBX支持短信、邮件和电话通知。选择通知方式前，确保你已经做了相关的配置，以保证可
以收到通知。

通知方式 相关配置

发送邮件 系统邮箱

短信通知 • 可用的GSM/3G/4G中继

• 系统邮箱

• 邮件到短信

• 通知联系人的手机号码设置

拨打手机 通知联系人的手机号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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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互联

朗视分支互联功能，为企业用户提供了一种更简单更高性价比的全新组网方式。

分支互联功能以企业总部为核心，你只需要在分支机构的 PBX 上输入总部的公网 IP 地址与分配的分支账号、密码，
即可快速完成与总部 PBX 的组网对接。使用分支互联对接之后，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 各个分支机构的用户与总部用户进行免费分机互打
• 各个分支机构之间的用户进行免费分机互打

 注:

• 使用分支互联对接的 PBX， 不能再通过 VoIP 中继进行对接。

• 分支互联功能仅能实现各个 PBX 之间的分机互拨，不支持中继共享功能。如果你需要共享分支机构或总部
的中继，你需要退出分支互联组网功能，使用 VoIP 对接的方式实现 PBX 组网。

版本要求

S系列中小型 IPPBX 固件版本 30.6 或更高版本支持分支互联。

优势 & 亮点

• 配置快捷，不用做过多的网络配置。
• 管理简单，只需在总部 PBX 配置界面即可完成 分支互联 的日常管理与维护。
• 降低开支，利用企业总部已有的公网 IP，分支机构不需要额外购买公网 IP 或 DDNS 服务。

分支互联配置示例

下面通过对接三台异地 IPPBX，介绍如何使用分支互联快速组网。

应用场景

三台 PBX 分别部署在总部、分公司 A、分公司 B。使用分支互联功能对接三台 PBX 后，可以实现：

• 分公司 A 与总部的内部分机互通
• 分公司 B 与总部的内部分机互通
• 分公司 A 与 分公司 B 的内部分机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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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和配置分机

在连接多台 PBX 之前，你需要先规划多台 PBX 内部的分机范围，保证每台 PBX 的分机号码没有重复。

在本例中，配置总部和分支公司的分机如下：

• 总部： 1XXX （以1开头的四位数分机号码）
• 分公司 A： 2XXX （以2开头的四位数分机号码）
• 分公司 B： 3XXX （以3开头的四位数分机号码）

分别登录三台 PBX 的网页，根据规划，更改分机范围。

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PBX→常规设置。
2. 更改 用户分机 的范围。

3.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4. 进入 配置→PBX→分机，创建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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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映射总部 PBX 的端口

如果总部 PBX 连接在路由器后面，你需要为总部 PBX 做端口映射，保证分支机构的PBX能够连接到总部PBX。

 注: 其他分支机构的 PBX 无需做端口映射。

1. 登录连接总部 PBX 的路由器。
2. 在路由器上映以下端口：

• SIP 注册端口：默认 UDP 5060
• RTP 端口：默认 UDP 10000-12000

3. 配置总部 PBX

设置部署在总部的 PBX 的角色为总部，并添加分公司 A 的连接信息和分公司 B 的连接信息。

1. 登录总部 PBX 的网页，进入 配置→PBX→分支互联。
2. 设置 PBX 的角色为 总部。

a. 点击 总部。

b. 点击 ，根据 总部 PBX 的信息，更改以下设置：

c.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3. 添加分公司 A 的组网信息。

a. 点击 添加 ，创建一个分支机构。
b. 根据分公司 A 的信息，更改以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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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该分支的名称，如分公司 A。
• 分支编号：分配给该分支的编号。若要设置编号的范围，请访问配置- 常规设置-分机范围设定
• 密码：分支注册到总部时使用的密码。
• 分机号长度：分支机构的分机号长度。

本例中，分公司 A 的分机号码长度为4，分机号码格式为 2XXX，此处填写 4。

• 分机号格式：分支机构的分机号格式。

本例中，分公司 A 的分机号码格式为 2XXX，此处填写 2XXX。

• 启用 IP 地址限制：可选项。你可以通过启用本设置提高账户安全性。

启用后，只有符合设置的 IP 地址或网段才被允许注册到该分支机构。

• 允许的 IP/子网掩码：可选项。如果启用了 IP 地址限制，需要填写允许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

c.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4. 添加分公司 B 的组网信息。

a. 点击 添加 ，创建一个分支机构。
b. 根据分公司 B 的信息，更改以下设置：

• 名称：该分支的名称。如分公司B。
• 分支编号：分配给该分支的编号。若要设置编号的范围，请访问配置- 常规设置-分机范围设定
• 密码：分支注册到总部时使用的密码。
• 分机号长度：分支机构的分机号长度。

本例中，分公司 B 的分机号码长度为4，分机号码格式为 3XXX，此处填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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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机号格式：分支机构的分机号格式。

本例中，分公司 B 的分机号码格式为 3XXX，此处填写 3XXX。

• 启用 IP 地址限制：可选项。你可以通过启用本设置提高账户安全性。

启用后，只有符合设置的 IP 地址或网段才被允许注册到该分支机构。

• 允许的 IP/子网掩码：可选项。如果启用了 IP 地址限制，需要填写允许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

c.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4. 连接分公司 A 和总部

设置分公司 A 的 PBX 的角色为分支，并添加与总部 PBX 组网的信息。总部和分公司 A的分机可以进行内部通话。

1. 登录分公司 A 的 PBX，进入 配置→PBX→分支互联。
2. 点击 分支，设置 PBX 的角色为分支。

3. 添加分公司 A 与总部的组网信息。

a. 点击 添加，添加组网。
b. 填写总部信息和分支信息。

• 域名/IP地址：填写总部的域名或 IP 地址。
• 分支编号：填写总部分配给分公司 A 的分支编号。本例中，填写 6800。
• 密码：填写总部分配给分公司 A 的密码。

c.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如果连接状态显示 ，则分公司 A 与总部对接成功。

分公司 A 和总部的用户能够免费互拨分机号码。

5. 连接分公司 B 和总部

设置分公司 B 的 PBX 的角色为分支，并添加与总部 PBX 组网的信息。总部和分公司 B 的分机可以进行内部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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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分公司 B 的 PBX，进入 配置→PBX→分支互联。
2. 点击 分支，设置 PBX 的角色为分支。

3. 添加分公司 B 与总部的组网信息。

a. 点击 添加，添加组网。
b. 填写总部信息和分支信息。

• 域名/IP地址：填写总部的域名或 IP 地址。
• 分支编号：填写总部分配给分公司 B 的分支编号。本例中，填写 6801。
• 密码：填写总部分配给分公司 B 的密码。

c.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如果连接状态显示 ，则分公司 B 与总部对接成功。

• 分公司 A 和总部的用户能够免费互拨分机号码。
• 由于分公司 A 和分公司 B 都与总部对接成功，所以分公司 A 和分公司 B 的用户也能够免费互拨分机

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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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使用维护功能，你可以升级PBX固件，查看设备系统日志并进行故障诊断等。

固件升级

S系列IPPBX支持多种固件升级方式。

 注:

• 升级固件前，建议先备份PBX的配置。
• 如果勾选了升级界面的 恢复到出厂设置，升级后PBX将会恢复出厂设置。
• PBX升级过程中不能断电，否则PBX系统将会损坏。

创建备份文件

自动升级固件

你可以立即检测新的固件版本，也可以设置自动检测时间。如果有PBX有新的固件版本，你可以一键升级。

检查固件，立即升级

1. 登录PBX网页，进入 维护→升级→自动升级。
2. 点击 检测新版本 ，立即检测是否有新的固件版本。

如果检测到新版本，你可以点击 New查看版本说明并决定是否更新。

设置自动升级

1. 登录PBX网页，进入 维护→升级→自动升级。
2. 选择其中一项：

• 从不检查更新

系统不会自动检测云服务器的新版本固件。你可以点击 检测新版本，手动检测是否有新固件。

• 检查更新，提示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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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会定期从云服务器上检查是否有新固件。你可以设置检查新固件的时间，如果有新固件，你可以在这
个页面看到提示，并决定是否下载并安装新固件。

• 检查更新并自动升级

自动从云服务器上检查并更新固件。你可以设置自动检查并下载安装新固件的时间。时间可以是每天，也
可以是每周的某个固定时间。

3. 点击 保存并应用。

如果检测到新版本，你可以点击 New查看版本说明并决定是否更新。

浏览本地文件升级固件

你可以从 朗视官网上下载S系列最新固件到本地电脑，通过本地浏览的方式升级PBX固件。

PBX无法访问外网时，可通过浏览本地文件升级固件。

1. 登录PBX网页，进入 维护→升级→手动升级。

2. 如果你想恢复出厂设置，勾选 恢复到出厂设置。

 重要: 勾选此项会清除PBX所有配置。建议升级固件后再重置PBX。

3. 选择 升级方式为 浏览文件。
4. 点击 浏览 从本地电脑上选择固件文件。

 注: 固件文件格式必须是.bin ，固件文件名不能含有特殊字符。

5. 点击 上传。

PBX会上传并自动升级固件。

 注: PBX升级过程中，请不要断电，否则系统将会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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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HTTP 升级固件

你可以从 朗视官网上获取S系列最新固件的HTTP下载地址，在PBX网页中输入下载地址，完成固件升级。

• 登录朗视官网，找到S系列最新固件。

• 鼠标放置在 ，右键点击鼠标，点击 复制链接地址。

请确保PBX能够访问外网，否则无法检测到新固件及上传新固件。

1. 登录PBX网页，进入 维护→升级→手动升级。

2. 如果你想恢复出厂设置，勾选 恢复到出厂设置。

 重要: 勾选此项会清除PBX所有配置。建议升级固件后再重置PBX。

3. 选择 升级方式为 HTTP地址。
4. 在 HTTP地址粘贴已复制的下载链接。

 注: 固件下载链接格式必须是.bin。复制固件下载链接后，将链接的后缀.zip修改为.bin。

例如： http://www.yeastar.com/download/S Series/30.10.0.75.bin

5. 点击 下载。

PBX将从HTTP服务器上下载固件文件并自动升级固件。

 注: PBX升级过程中，请不要断电，否则系统将会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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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TFTP 升级固件

你可以从 朗视官网上下载S系列最新的固件文件到你的本地电脑。通过TFTP服务器上传固件到PBX并更新固件。

• 如果你的本地电脑就是TFTP服务器，那么当PBX无法访问外网时，你仍可以通过TFTP升级固件。
• 如果通过TFTP服务器下载固件失败，可先关闭电脑的安全配置，如防火墙、病毒防御。

1. 在本地电脑上创建一个TFTP服务器，以TFTP32为例。
2. 下载并设置TFTP服务器。

a. 点击 浏览，选择固件的存储路径。
b. 从 Server interface下拉菜单中选择电脑的本地IP地址。

3. 登录PBX网页，进入 维护→升级→手动升级。
4. 如果你想恢复出厂设置，勾选 恢复到出厂设置。

 重要: 勾选此项会清除PBX所有配置。建议升级固件后再重置PBX。

5. 选择 升级方式为 TFTP服务器。

6. 在 TFTP服务器中，输入本地电脑的IP地址。
7. 在 文件名中, 输入固件文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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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固件格式必须是 .bin 。例如：30.7.0.27.bin。

8. 点击 下载。

PBX将从TFTP服务器上下载固件文件并自动升级固件。

 注: PBX升级过程中，请不要断电，否则系统将会损坏。

备份与还原

登录PBX网页，进入 维护→ 备份与还原，你可以将PBX的配置备份。一旦备份完成，备份文件将会出现在备份列表
中。你可以从本地上传备份文件到PBX或者直接从备份文件列表中选择备份进行还原。

创建备份文件

你可以在PBX网页中创建PBX备份文件。

 注: 备份文件不包含自动录音、一键录音和语音留言。

1. 登录PBX网页，点击 维护→备份与还原，点击 备份。

2. 更改 文件名称。

默认文件名称包含产品型号、固件版本及备份日期。

3. 在 备注中，输入备份文件的备注信息。
4. 选择备份文件的存储位置。
5. 选择要备份的配置及文件。
6. 点击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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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完成后， 备份与还原会显示已创建的备份文件。

上传备份文件

你可以从本地电脑上传备份文件到PBX。

 注: 备份文件格式必须是.bak且文件名不能含有特殊字符。

1. 登录PBX网页，进入 维护→备份与还原，点击 上传。

2. 点击 浏览，选择要上传的备份文件。
3. 在 备注中，输入备份文件的备注信息。
4. 点击 上传。

文件上传成功后， 备份与还原会显示已上传的备份文件。

还原备份数据

还原备份文件后，当前系统的所有配置将被备份文件的配置覆盖。

 注:

• 无法还原从不同产品型号上下载的备份数据。
• 无法还原新固件版本的备份数据。例如：PBX固件版本为v30.6.0.16，备份文件固件版本为v30.7.0.35，

那么系统无法还原备份数据。
• 可以还原旧固件版本的备份数据。例如：PBX固件版本为v30.7.0.35，备份文件固件版本为v30.6.0.16，

那么你可以还原备份数据。

1. 登录PBX网页，进入 维护→备份与还原。

2. 选择备份文件，点击 。

系统弹出备份提示框。

3. 点击 是，重启PBX。

PBX还原备份文件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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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自动备份

1. 登录PBX网页，进入 维护→备份与还原，点击 自动备份。

2. 勾选 启用自动备份。
3. 在 计划 下拉菜单中进行备份配置。

• 频率及时间：选择备份频率及备份时间。
• 存储位置：选择备份文件的存储位置。
• 备份包覆盖：设置当前存储位置最多可以保留几个备份包。如果超过设定的数值，则自动覆盖最

旧的备份包。

4. 选择要备份的文件。
5. 点击 保存。

重启 PBX

重启PBX

你可以在PBX网页立即重启PBX，也可以设置自动重启时间，保证当前系统正常运行。

 注: PBX重启时，所有通话都会中断。

立即重启PBX

1. 登录PBX网页，进入 维护→重启，点击 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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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自动重启

1. 登录PBX网页，进入 维护→重启，勾选 开启自动重启。

2. 设置自动重启的频率及时间。
3. 点击 保存。

重置 PBX

如果你想清除PBX的所有配置，你可以将PBX恢复出厂设置。

1. 登录PBX网页，进入 维护→恢复出厂设置，点击 重置。

2. 输入激活码。
3. 点击 重置。

系统日志

PBX可以自动追踪记录PBX的系统信息、通知、警告、错误信息、调试日志、网络日志等。系统日志每日自动生成，
并显示在系统日志列表里，你可以在PBX网页下载并查看日志。

登录PBX网页，进入维护→ 系统日志可实时查看并下载已生成的日志。

系统日志设置

当SIP, BRI, PRI或SMS出现问题，你可以启用Debug，点击 保存 并 应用，PBX会记录相关日志。

PBX记录不同级别的日志。

• Information
• Notice
• Warning
•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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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bug

系统日志

系统日志显示已生成的系统日志。

点击  下载日志文件，用Notepad++ 或其它编辑软件查看日志。

PBX提供以下系统日志：

• PBX firmware version
• AMI logs
• API logs
• Asterisk guard logs
• App logs
• Module update logs
• Linkus Cloud Service logs
• SSH connection logs
• PnP logs
• Web logs

操作日志

PBX记录所有用户操作，并保存在操作日志中。

登录PBX网页，进入 维护→操作日志，可查看和搜索管理员和分机用户的网页操作日志。

故障诊断

S系列中小型 IPPBX上的网络抓包工具、录音工具、IP Ping和路由跟踪工具可用来对设备进行调试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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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SSH访问PBX

你可以通过SSH连接PBX，查看日志并调试PBX。

 重要:

• SSH端口默认禁用。
• 如果不需要调试PBX，建议关闭SSH端口。

1. 在PBX上启用SSH。

a.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系统→安全中心→服务，勾选 启用SSH。
b. 记住自动生成的密码，点击确定。

 注:

• PBX固件30.7.0.27及之后的新版本支持自动生成的SSH密码。
• PBX固件30.7.0.27前的旧版本，默认密码为iyeastar。

c. 点击 保存 并 应用。

2. 用 PuTTY 通过SSH连接P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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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机名称(或IP地址)：输入PBX的IP地址。
• 端口：输入SSH端口。
• 连接类型：选择SSH。

3. 如果要在一个窗口中获取更多日志，修改 回滚行数的默认值，点击 应用。

4.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连接P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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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in as: 输入support。
• password: 输入SSH密码。

 提示: 复制SSH密码后，在Putty界面右键点击鼠标可粘贴密码。

通过FTP访问PBX

你可以通过 FTP 访问 PBX ，查看、下载或上传文件到 PBX。

1. 启用 PBX 的 FTP 服务器。

a.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配置→系统→安全中心→服务。
b. 勾选 启用 FTP。

c. 点击 保存 和 应用。

2. 获取 FTP 访问密码。

 注:

• FTP 访问密码与 SSH 访问密码一致。
• PBX固件30.7.0.27及之后的新版本支持自动生成的SSH密码。
• PBX固件30.7.0.27前的旧版本，默认密码为iyeastar。

a. 在 服务 页面，勾选 启用SSH 获取系统随机分配的 SSH 登录密码。
b. 在弹出的窗口，复制密码并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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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 FTP 访问 PBX。

a. 在 Windows 电脑，按Win + E，打开 Windows 资源管理器。
b. 在地址栏中，输入FTP 的访问地址 ftp://{pbx_ip}，按Enter。

例如：PBX 的 IP 地址为 192.168.7.112，则输入地址 ftp://192.168.7.112。

c.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 用户名：填写 support。
• 密码：填写获取到的 FTP 密码。

d. 点击 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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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抓包

如果VoIP分机或中继出现问题，你可以使用网络抓包工具获取并下载数据包，查看抓包数据。

1. 登录PBX网页，进入 维护→故障诊断→网络抓包工具。

2. 在 网口 的下拉菜单中选择网络。
3. 在 IP地址 中，输入目标IP地址。

 注: 如果没有设置IP地址，PBX会抓取所有IP地址的数据包。

4. 在 端口中，输入目标端口。

 注: 如果没有设置端口，PBX会抓取所有端口的数据包。

5. 点击 开始。

抓包过程中，请重现VoIP中继或分机出现的问题。

6. 点击 结束停止抓包。
7. 点击 下载，下载抓包文件到本地电脑，打开文件进行分析。

 提示: 输出的文件为.tar格式文件，你需要解压该文件，并用Wireshark软件打开分析文件。

录音工具

如果FXO口、FXS口或GSM中继出现问题，你可以使用录音工具检测端口并下载数据包查看数据。

1. 登录PBX网页，进入 维护→故障诊断→录音工具。

2. 在端口的下拉菜单中选择要录音的端口。
3. 点击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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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X开始对中继进行录音。与此同时，你需要使用该中继拨打电话，将问题重现。

4. 点击 结束，停止对该中继的录音。
5. 点击 下载，下载该录音文件。

 提示: 输出的文件格式为.tar。你需要解析该文件并使用Audition软件打开录音文件，对其进行分析。

IP Ping

Ping命令基于TCP/IP协议，从本地电脑发送测试数据包到远程网址。你可以用IP Ping测试PBX是否能访问目标IP地
址。

1. 登录PBX网页，进入 维护→故障诊断→IP Ping。

2. 在 主机中，输入目标主机名称或IP地址。
3. 点击 开始，查看诊断结果。
4. 点击 结束，结束诊断。

路由跟踪

路由跟踪可以显示路由路径，计算一个网段内数据包的传输延时时间。

1. 登录PBX网页，进入 维护→故障诊断→路由跟踪。

2. 在 主机 中，输入目标主机名称或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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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 开始，查看Ping结果。
4. 点击 结束，结束路由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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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X 状态

你可以在 S系列中小型 IPPBX 网页查看分机、中继和通话并发状态的实时状态。

登录 PBX 网页，点击 PBX 状态 查看分机、中继和通话并发的状态。

分机状态

状态 说明

分机空闲。

分机正在响铃。

分机不可用

分机正在忙。

分机的通话被保持。

FXS 口发生故障，请检查对应模块及端口。

PSTN 中继状态

状态 说明

线路空闲中。

线路正在忙。

FXO 口未接入线路。

FXO 口发生故障，请检查对应模块及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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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1/T1 中继状态

状态 说明

该中继空闲可用。

• 模块/接口有损坏

• 物理层参数配置有误。

• 运营商未开通服务。

• 线路协议层参数配置有误。

• 运营商未开通服务。

• 模块/接口发生故障，请检查对应模块和端口。

• E1/T1/J1 口未接线。

• 运营商未开通服务。

GSM/3G/4G 中继状态

状态 说明

  线路可用，显示线路的信号强度。

线路正在忙。

模块已关机。

未接入 SIM 卡。

无信号。

PIN/PUK 码错误。

注册不上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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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说明

发生故障，请检查对应模块。

VoIP 中继状态

状态 说明

已注册上。

正在注册。

• 网络不可达

可能包含的情况有：端口错误、网络问题、注册无应答。

• 注册失败，原因为：

◦ 密码错误；

◦ 认证名称错误；

◦ 用户名错误；

◦ Transport 类型不一致；

实时并发数

查看S系列中小型 IPPBX 支持的最大并发数和当前系统的实时通话并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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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

查看已创建的会议室及会议室的管理员、在线人数、会议开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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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状态

打开 系统状态应用，可以查看设备的产品型号、版本号、网络信息、性能和存储设备使用率等信息。

登录 PBX 网页后，你可以点击 系统状态，也可以点击网页右上角的快捷图标，查看PBX的系统信息。

系统信息

查看PBX的基本信息

• 产品型号
• 产品序列号
• 硬件版本
• 固件版本
• 系统时间：PBX的当前时间
• 启动时间：系统自上次重启后的运行时间
• 当前分机数/最大分机数：已创建的分机数/PBX支持创建的最大分机数

网络

查看局域网、移动网络和VPN网络的状态。

性能

查看系统CPU使用率、内存使用情况和LAN/WAN网口状态。

存储使用率

查看PBX本地存储的使用情况。

如果你连接了外部存储，也可以在这个页面看到这些外部存储设备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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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存储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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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记录和录音

你可以在 PBX 网页查询所有分机用户的通话记录和录音。一条通话记录包含了一个通话的多种信息，包括时间、通话
时长、来源号码、目的地号码等。

搜索条件

你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条件搜索通话记录和录音：

• 时间：设置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这个时间段的通话记录。
• 主叫号码：主叫号码或名称。
• 被叫号码： 被叫号码或名称。
• 拨打时长(s)：从拨号开始到通话结束的时间。填写一个时间值，筛选出与这个时间值相同或大于这个时间值的通

话记录。
• 通话时长(s)：通话被应答到通话结束的时间。填写一个时间值，筛选出与这个时间值相同或大于这个时间值的通

话记录。
• 通话状态：通话的状态。支持以下状态：已接、未接、忙、失败、语音留言（包含语音留言）。
• 通讯类型：通话的类型。支持以下类型： 呼入、呼出、内部、回拨、转移、警告。
• 存在录音文件：勾选此设置，可以筛选已录音的通话记录。
• PIN 码：填写 PIN 码，筛选使用该 PIN 码呼出的通话记录。
• 计费：计费时长。

 注: 该设置为计费套件的筛选条件。

查询通话记录和录音

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通话记录和录音。
2. 设置 时间，查询这个时间段的通话记录。
3. 如果只要查询已录音的通话记录，勾选 存在录音文件。
4. 根据你的需求，设置其他搜索条件。
5. 点击 搜索。

符合搜索条件的通话记录会显示在该页面。

模糊查找通话记录

默认情况下，你需要输入完整的电话号码，搜索相关的通话记录。如果你无法记清完整的号码，你可以使用模糊查找
的功能，查询通话记录。

1. 登录 PBX 网页，进入 通话记录和录音。
2. 设置 时间，查询这个时间段的通话记录。
3. 填写非完整的搜索号码，例如，被叫号码 填写非完整号码 10。
4. 勾选 启用号码模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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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 搜索。

匹配到模糊号码的通话记录会显示在该页面。

管理通话记录和录音

默认情况，只有管理员有权限查看、播放、下载、和删除所有分机的通话记录的自动录音文件。

分机用户只能查看、播放、下载、和删除自己分机的通话记录和一键录音文件。根据分机用户的职能需求，你可以为
用户添加其他权限。

 注: 管理员无权限查看和管理分机用户的一键录音文件。

• 编辑列表显示项

点击  设置通话记录列表显示项。

• 下载通话记录

点击  下载单个通话记录。

点击 下载通话记录，下载已搜索到的通话记录。

• 下载录音文件

点击  下载单个录音文件。

点击 下载录音，下载已搜索到的通话记录。

• 播放录音文件

点击  播放录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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