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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系列-呼入转呼出的设置说明和使用 

适用范围 

产品型号：S 系列 

软件版本：任意 

硬件版本：任意 

场景流程图：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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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说明 

客户在上海、北京分别放置了一台 PBX，现在希望上海的分机 501 要拨打北京地区的固话

时，能使用北京本地的外线呼出（优点：免长途话费），而回叫时，也可以直接打到上海

的分机 501。 

501 拨 9+客户号码时，从 GSM/PSTN 中继呼出；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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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拨 8+客户号码时，从 E1/BRI 中继呼出； 

501 拨 7+客户号码时，从 SIP 中继呼出。 

 

1. 创建对接中继 

分别在上海跟北京的 PBX 上创建连接到对端的 SPS 中继（也叫点对点中继）。 

北京的 PBX 创建以下 SPS 中继： 

 

 

上海的 PBX 创建以下 SPS 中继：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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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置呼出呼出 

2.1 501 拨 9+客户号码时，从 GSM/PSTN 中继呼出： 

在上海的 PBX 上创建以下呼出路由：选择创建的 SPS 中继和要设置呼出的分机，呼出模式 

为 9.。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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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 PBX 创建以下呼出路由：选择要从北京本地呼出的 PSTN 中继，设置呼出的分机

（可以是要通过这线路呼出的分机，如果此线路只当做呼出转呼出用的，则随便选择一个

无用的分机即可）。呼出模式设成 9.（一定要和上海端设置的呼出模式一致），如果 

北京本地拨号不需要送 9出局，则删除前缀 1位，如需要送 9出局，则删除前缀不填，事

例为不需要送 9 出局。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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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设置的是呼入转呼出的功能，所以还需要在北京的 PBX 上设置呼入路由，来接收上海 

过来的，再转出： DID 匹配模式一定要设置成和上海 PBX 的呼出模式 9.一致，线路选择 

创建的 SPS 中继，目的地则选择刚创建从 PSTN 呼出的呼出路由。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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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配置完成后，则上海的 PBX 分机 501 就可以拨打 9+（北京号码）从北京的 PSTN 线路

呼出了。 

注：GSM 线路设置和 PSTN 线路一致，将以上的北京配置呼出路由中选项 PSTN 中继改成

GSM 中继就可以了。 

 

2.2 501 拨 8+客户号码时，从 E1 中继呼出： 

在上海 PBX 创建以下呼出路由，呼出模式为 8.。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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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 PBX 创建以下呼出路由：中继选择 E1 线路。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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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北京的 PBX 再创建一条呼入路由，来接收从上海的来电，DID 匹配模式为上海对应 

的呼出路由模式 8. ,目的地选出呼出路由——创建的 E1 中继呼出的呼出路由。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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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配置完成后，则上海的 PBX 分机 501 就可以拨打 8+（北京号码）从北京的 E1 线路呼

出了。 

注：BRI 线路设置和 E1 线路一致，将以上的北京配置呼出路由中选项 E1中继改成 BRI 中

继就可以了。 

 

2.3 501 拨 7+客户号码时，从 SIP 中继呼出： 

在上海 PBX 创建以下呼出路由，呼出模式为 7.。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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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 PBX 创建以下呼出路由：中继选择 SIP 线路。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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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北京的 PBX 再创建一条呼入路由，来接收从上海的来电，DID 匹配模式为上海对应 

的呼出路由模式 7. ,目的地选出呼出路由——创建的 SIP 中继呼出的呼出路由。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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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配置完成后，则上海的 PBX 分机 501 就可以拨打 7+（北京号码）从北京的 SIP 线路

呼出了。 

 

2. 呼入 

2.1 客户呼叫北京公司 PSTN 线路（号码 7755331）到上海的分机 501： 

在北京的 PBX 呼出路由配置打到上海，配置呼出模式为线路号码 7755331，中继选择 SPS

中继，选择分机。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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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北京 PBX 的 PSTN 线路，在线路的高级选项的 DID 号码中填入 7755331 的线路号码。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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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北京 PBX 需再创建一条呼入路由，线路选择 PSTN, 呼入目的地为刚创建的可呼到上

海 PBX 的呼出路由。 

 

 

然后在上海 PBX 设置呼入路由，DID 的匹配模式为 7755331，线路选择与北京 PBX 对接的

SPS 中继，目的地为分机 501。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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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设置后，有外线呼叫 7755331 的号码时，直接到达上海的分机 501。 

注：GSM 线路的呼入配置与 PSTN 线路的配置一致，参考以上。 

 

2.2 客户呼叫公司 E1 线路（号码 7755332）到上海的分机 501： 

在北京的 PBX 呼出路由配置打到上海，配置呼出模式为线路号码 7755332，中继选择 SPS

中继，选择分机。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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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北京 PBX 需再创建一条呼入路由，线路选择 E1, 呼入目的地为刚创建的可呼到上海

PBX 的呼出路由。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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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上海 PBX 设置呼入路由，DID 的匹配模式为 7755332，线路选择与北京 PBX 对接的

SPS 中继，目的地为分机 501。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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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设置后，有外线呼叫 7755333 的号码时，直接到达上海的分机 501。 

注：BRI 线路的呼入配置与 E1线路的配置一致，参考以上。 

 

2.3 客户呼叫公司 SIP 线路（号码 7755334）到上海的分机 501： 

在北京的 PBX 呼出路由配置打到上海，配置呼出模式为线路号码 7755333，中继选择 SPS

中继，选择分机。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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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北京 PBX 需再创建一条呼入路由，线路选择 SIP, 呼入目的地为刚创建的可呼到上海

PBX 的呼出路由。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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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上海 PBX 设置呼入路由，DID 的匹配模式为 7755332，线路选择与北京 PBX 对接的

SPS 中继，目的地为分机 501。 

http://www.yeasta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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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设置后，有外线呼叫 7755333 的号码时，直接到达上海的分机 501。 

 

http://www.yeastar.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