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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MySMS 软件是一款为NeoGate TG 网关用户量身定做的免费短信管理软件。MySMS
允许NeoGate TG用户通过网页管理和收发短信。MySMS软件直接安装即可通过浏览

器登录管理，简单易用。  

 
图 1-1 MySMS 应用 

功能特点 

● 短信收发 
● 收件箱&发件箱查询 
● 群发短信 
● 定时发送短信 
● 查看短信发送状态 
● 短信模板 
● 自定义短信 
● 常用短信 
● 联系人管理 
● SIM卡状态查询 
● 管理员&用户账号 
● 系统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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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 MySMS 软件 
MySMS 软件集成了Tomcat 和MySQL。Tomcat端口为8080，MySQL端口为3306。
安装MySMS软件之前请先检查这两个端口是否被电脑其他运行程序占用。若有被其他程序

占用，请关闭相关程序再进行安装。 
 
安装环境 
操作系统：Windows XP，Windows 7,Windows 8 
硬盘要求：至少有400MB的空闲空间 
浏览器： 火狐浏览器（Firefox），谷歌浏览器（Chrome），IE浏览器（版本9以上） 
 
请根据下列步骤安装MySMS软件 
 
步骤1. 下载MySMS软件： 
http://www.yeastar.com/download/MySMS/setup.exe 
 
步骤2.  保存下载的安装包，双击文件。 

 
图 2-1 安装 MySMS 

 
步骤3. 选择语言，点击确定。 

 
图 2-2 选择语言 

 
步骤4. 点击下一步继续安装My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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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MySMS 安装向导 

 
步骤5. 选择安装位置，点击下一步。 

 
图 2-4 选择安装位置 

 
步骤6. 选择开始菜单文件夹，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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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选择开始菜单文件夹 

步骤7. 选择是否创建快捷方式，点击下一步。 

 
图 2-6 选择附件任务 

步骤8. 点击安装，继续安装软件。 

                 6/35 



 
  

MySMS 短信中心用户手册 
 

 
图 2-7 准备安装 

步骤9. 软件正在安装，请稍等。 

 
图 2-8 安装中 

 
步骤10. 安装成功。点击完成退出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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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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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 MySMS   

3.1 登录 MySMS 

当完成MySMS软件安装时，MySMS会在本机自动打开登录网页。 
MySMS 本机登录地址为：http://localhost:8080/smscenter. 

 
图 3-1 MySMS Local Host 

您也可以通过安装MySMS的电脑具体IP地址来登录MySMS。在本指南中，我们在电脑IP
为192.168.3.29的电脑上安装MySMS软件，因此，登录地址为： 
http://192.168.3.29:8080/smscenter 
其他局域网的电脑用户也可以通过此地址来访问MySMS网页界面。 

图 3-2 MySMS 访问地址 

注意: 
安装MySMS的电脑主机需要保证运行中，否则无法访问My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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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多级用户帐号 

在登录页面您可以看到有两种用户类型。 
 
●  用户 允许用户选择相应的NeoGate TG设备登录MySMS 网页发送短信和管理短信。 
 

●  管理员 允许管理员管理MySMS软件与NeoGate TG网关设备的对接，管理用户账号

并授权用户使用哪台NeoGate TG设备发送和接收短信。 

3.3 管理 MySMS 

3.3.1 管理员登录 

在使用MySMS收发短信之前，您需要先登录管理员账号去管理设备和用户帐号。 
  
用户名: admin 
默认密码: admin 

 
图 3-3 管理员Login 

3.3.2 设备管理 

在此页面，您可以添加 NeoGate TG 设备，通过 API 与 MySMS 对接。 
在这里，我们介绍如何添加一台 NeoGate TG1600 设备与 MySMS 对接。  
假设 NeoGate TG1600 的 IP 地址为：192.168.3.184。 
 
重要事项: 
在连接 NeoGate TG1600 到 MySMS 之前，请确认 NeoGate TG1600 的 API 设置已设

置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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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NeoGate TG API 设置 

 
启用 SMS API: 启用     //启用 API 设置，默认的 API 端口为 5038 
用户名: apiuser        //为 API 端口自定义一个用户名 
密码: apiuser         //自定义一个密码 
允许的 IP/子网掩码 : 192.168.3.0/255.255.255.0  

// 设置可以通过 API 连接 TG 的主机 IP 地址 
 

添加设备 
 

1. 点击 ，添加 TG 设备与 MySMS 对接。 

2. 填写 NeoGate TG1600 的 IP 地址，API 用户名和密码。 

3.  
图 3-5 添加设备 

 
设备名称: TG1600            //为此设备命名，建议填写一个便于识别的名称 
IP 地址: 192.168.3.184     // NeoGate TG 设备的 IP 地址 
端口: 5038                 //默认 API 端口 5038 
API 用户名: apiuser       // 填写在 NeoGate TGAPI 设置页面的用户名 
API 密码: apipass        //填写在 NeoGate TG API 设置页面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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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保存，然后查看连接状态。   

 
图 3-6 设备连接状态 

 
        
删除设备 
 

1. 选择设备，然后点击 删除设备。 

2. 点击确定删除设备，点击取消保留设备。  

 
图 3-7 删除设备 

 
连接操作 
 

1. 点击 ，可以断开 TG 设备与 MySMS 的连接。 

 
图 3-8 断开连接 

 

2. 点击 可以重新连接 TG 设备与 MySMS。 

 
图 3-9 Connect Device 

搜索设备 
 
如果添加了多个 TG 设备与 MySMS 对接。那么，您可以通过搜索功能快速找到设备。

 
图 3-10 搜索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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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用户管理 

添加用户 
 

1. 点击 ，添加用户。  

2. 设置用户名和密码。 

 
图 3-11 添加用户 

 
3. 点击保存，查看状态。用户一旦创建，密码将不会显示在网页界面上，您看到的是加密

保护的密码。 

 
图 3-12 用户状态 

 
用户权限配置 
 
一个用户可以使用多台NeoGate TG设备在MySMS平台上发送短信。您可以为不同的用户

分配不同的TG设备。 
 

1. 点击 ，配置用户权限。 

 

 

图 3-13 用户权限配置 
 

2. 勾选设备，即为此用户分配TG设备。勾选之后，用户可以在用户登录页面选择此设备

登录。若没有为用户分配TG设备，那么该用户无法登录用户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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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用户权限 

 
删除用户 
 

1. 选择用户，点击 。 
2. 点击确定删除用户，点击取消保留用户。 

 
图 3-15 删除用户 

 
重置用户密码 
 
如果您忘记用户的登录密码，您可以把密码重置为123456。 

1. 选择用户，点击 。 

2. 系统提示是否确认重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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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重置用户密码 
 

 
3.  点击确定，用户密码将被重置为123456。 

 

图 3-17 重置用户密码成功 
 

4.  点击取消则保留旧的密码。 
 

搜索用户 
 
通过搜索功能，可以帮助您快速从众多的用户中搜索到您要的用户。 

 
图 3-18 搜索用户 

3.3.4 系统日志 

通过系统日志，您可以查看到哪个 IP 地址登录过 MySMS，做了什么操作。 

 

图 3-19 系统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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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密码设置 

点击  可以更改管理员的密码。 

输入旧的 admin 账户的密码，然后两次输入新密码，点击 ，新密码马上生效。

 
图 3-20 管理员密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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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 MySMS 

4.1 用户登录 

用户选择被授权的 TG 设备，即可登录 MySMS 管理短信。本指南中，我们使用在章节 3.3.3
用户管理创建的用户 catherine 来登录。该用户被授权的 TG 设备为 TG1600。. 

 
图 4-1 用户登录 

 
设备: 选择授权给该用户的 TG 设备，这里选择 TG1600 
用户名： catherine 
密码: yeastar6041 

4.2 SIM 卡状态 

在使用 MySMS 收发短信之前，首先要确认 NeoGate TG 设备上的 SIM 卡是否可用。在

此页面中，您可以查看到所有 TG 设备上面所有的 SIM 卡状态。点击左边导航的 SIM 卡状

态选项即可进入查看。 

 
图 4-2 SIM卡状态 

 
状态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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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闲 此端口已安装 SIM 卡，并且处于空闲状态 
获取失败 此端口没有安装 SIM 卡 
忙 此端口正在被使用中 
 
信号强度 描述 

 没有信号 

 信号弱 
 信号正常 
 信号好 
 信号非常好 

4.3 联系人管理 

在 MySMS 添加联系人，并对联系人进行分组，可以在发送短信的时候直接选择联系人或

联系人组作为发送目的地，为您节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4.3.1 联系人列表 

点击 标签，即可进入联系人页面。. 

 
图 4-3 联系人列表 

 
添加联系人 
 
1. 点击 添加联系人按钮 。 
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联系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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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添加联系人 

 
*姓名和电话号码为必填选项。 

3. 点击保存，联系人创建成功。 
 
删除联系人 
 
1. 在联系人列表中选择要删除的联系人，点击删除联系人。 
2. 点击确定删除联系人。 
3. 点击取消保留联系人。 

 
图 4-5 删除联系人 

 
删除所有联系人 
 
1. 点击删除所有联系人按钮。 
2. 点击确定删除所有联系人。 
3. 点击取消保留所有联系人。 

 
图 4-6 删除所有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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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联系人 
可通过姓名和电话号码来搜索相应的联系人。 

 

图 4-7 搜索联系人 

4.3.2 联系人群组 

联系人列表里的联系人可以被分成不同的组别。  

 
图 4-8 联系人群组 

 
添加群组 
 
1. 点击添加群组按钮。 
2. 输入群组名称，然后将联系人选中，移到右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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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添加联系人群组 

3. 点击保存，保存联系人群组。 
 

删除群组 
 
1. 选择欲删除的联系人群组，点击删除群组按钮。 
2. 点击确定删除选中的群组。  
3. 点击取消保留群组。 

 
图 4-10 删除群组 

搜索群组 
可以通过群组名称来搜索群组。 

 
图 4-11 搜索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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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发送短信 

4.4.1 发送自定义短信 

自定义短信即在 MySMS 界面上手动输入短信内容，然后发送出去。 
 
步骤 1. 点击发送短信标签，可看到发送短信页面。 

 
图 4-12 发送短信 

 
步骤 2. 选择可用的 GSM 端口。 

 
图 4-13 选择端口 

 
步骤 3. 设置国家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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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国家代码 

 
步骤 4. 手动输入接收号码。多个电话号码用英文字符的分号“ ; ”隔开。 

 
图 4-15 手动输入电话号码 

 
您也可以从左边的联系人列表中选择联系人作为接收号码。 

 
图 4-16 从联系人列表选择号码 

 
如果您想分组发送不同内容的短信，你可以选择联系人组。 

 
图 4-17 选择联系人组 

 
步骤 5. 手动输入短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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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8 手动输入短信内容 

 
步骤 6. 点击发送，短信将送达所有联系人。 

 
图 4-19 发送自定义短信 

4.4.2 发送常用短信 

用户可事先创建多个常用短信，在发送短信页面直接选择常用短信，即可发送。 
 
步骤 1. 进入常用短信页面，点击添加常用短信。 
步骤 2. 输入常用短信内容，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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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 添加常用短信 
 

步骤 3. 点击发送短信，进入发送短信页面。 

 
图 4-21 发送短信页面 

 
步骤 4. 选择可用的 GSM 端口。 

 

图 4-22 选择端口 
 
步骤 5.选择国家代码。 

                 25/35 



 
  

MySMS 短信中心用户手册 
 

 
图 4-23 国家代码 

 
步骤 6. 手动输入接收号码。多个电话号码用英文字符的分号“; ” 隔开。 

 
图 4-24 手动输入电话号码 

 
您也可以从左边的联系人列表中选择联系人作为接收号码。 

 
图 4-25 从联系人列表选择号码 

 
如果您想分组发送不同内容的短信，你可以选择联系人组。 

 
图 4-26 选择联系人组 

 
步骤 7. 选择常用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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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7 选择常用短信 

 
步骤 6. 点击发送，发送常用短信。 

 
图 4-28 发送常用短信 

4.4.3 发送定时短信 

步骤 1. 点击发送短信标签，可看到发送短信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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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9 发送短信页面 

 
步骤 2. 选择可用的 GSM 端口。 

 
图 4-30 选择端口 

 
步骤 3. 设置国家代码。 

 
图 4-31 国家代码 

 
步骤 4. 手动输入接收号码。多个电话号码用英文字符的分号“ ; ”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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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 手动输入号码 

 
您也可以从左边的联系人列表中选择联系人作为接收号码。 

 
图 4-33 从联系人列表选择号码 

 
如果您想分组发送不同内容的短信，你可以选择联系人组。 

 
图 4-34 选择联系人组 

 
步骤 5. 手动输入短信或者选择常用短信。 

 
图 4-35 编辑短信内容 

 
步骤 6. 选择定时发送短信的时间，点击确定，选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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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6 选择日期和时间 

 

步骤 7. 点击 按钮，系统将在设定的时间发送短信。 

4.4.4 发送模板短信 

用户可以在 MySMS 创建一个短信模板，并从 Microsoft Excel 获取数据，一次性发送大

量的自定义短信。这个功能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用户可以用此功能来给企业员工发送

工资明细通知，也可用于餐饮业，俱乐部，学校等。  
 
步骤 1. 在左边的导航点击短信模板，进入短信模板页面，然后点击添加短信模板按钮。 

 
图 4-37 添加短信模板 

 
步骤 2. 填写短信模板内容和匹配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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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8 编辑短信模板 

 
步骤 3. 进入发送短信页面，选择发送模板短信。 

 
图 4-39 发送短信模板 

 
步骤 4. S 选择 GSM 端口和模板。 
步骤 5. 导入 Excel 文档，定义从哪里开始读取 Excel 里面的数据。 
步骤 6. 填写匹配字符。 
 
例如，Excel 里面的数据如下图所示。 
从表格可以看出，要读取的有效数据从第 3 行，第 2 列开始。因此，MySMS 页面的数据

起始位置设置为 3 行 2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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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0 Excel 数据 

 
步骤 7. 在发送模板短信之前，您可以点击预览，查看数据是否匹配正确。

 

图 4-41 预览模板短信 

 
步骤 8. 确认无误之后，点击发送，发送短信。  

4.5 发件箱 

短信发送记录还发送状态都可以在发件箱页面查询到。您还可以通过不同条件搜索短信。 

 
图 4-42 发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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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短信没有发送成功，可以点击相应的短信，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可用的 GSM 端口，

点击重发短信。 

 
图 4-43 重发短信 

4.6 收件箱 

在收件箱页面，您可以查看所有接收到的短信。 

 
图 4-44 收件箱 

 
选择点击一条接收到的短信，可以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直接回复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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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5 回复短信 

 

4.7 系统日志 

通过系统日志，您可以查看到哪个 IP 地址登录过 MySMS，做了什么操作。 

 

图 4-46 系统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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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密码设置 

点击  可以更改管理员的密码。 

输入旧的用户账户的密码，然后两次输入新密码，点击 ，新密码马上生效。

 
图 4-47 用户密码设置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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