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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关于本指南的信息，如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本指南尽量提供最准确的陈述、信息和

建议，对构成的任何明示或暗示不进行担保。用户对产品的应用应负全部责任。

厦门星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对本指南不作任何保证，包括但不限于隐含的适销性和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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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WEEE 警告

由于电器和电子设备存在有害物质，为了避免对环境和人类健康可能产生的

影响，用户应该了解该标志的含义。对于WEEE产品，不能和其他生活垃圾一

起处理，要分开单独收集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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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指南

感谢您选择 Yeastar TA100/200模拟电话适配器。Yeastar TA100/200提供 1/2个模拟

电话口，支持 SIP协议。TA100/200小巧轻便，方便用户携带出门，且具备多种电话功

能，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通话语音，为中小型企业和家庭用户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 IP
语音应用方案。

读者对象

本手册详细介绍了 TA100/200 的所有功能及使用方法，可以帮助您快速使用

TA100/200。本指南适用于 TA100/200的管理员，对设备进行设置和管理。

注意事项

产品特点

 TA100提供 1个 FXS端口，TA200提供 2个 FXS端口，用于连接模拟电话

 支持 SIP协议

 支持多种语音编码

 支持 T.30传真

 丰富的电话功能和高清晰的语音质量

 支持 FTP/TFTP/HTTP方式自动配置

 支持线路回音消除

 友好的网页管理界面

更多TA100/200信息，请点击：

http://www.yeastar.cn/Products.html/Analog-Telephone-Adapter

 设备处于上电状态时，请不要拆开设备外壳。

 如遇闪电，请不要插拔设备上的连接线。

http://www.yeastar.cn/Products.html/Analog-Telephone-Ad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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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本章节介绍对 TA100/200进行概要介绍，包括以下内容：

 包装清单

 物理规格

 设备安装

包装清单

打开 TA100/200包装箱，确认及随机配件是否齐全。一台基本配置的 TA100/200
的包装清单见表 2-1。

表2-1TA100/200包装清单

名称 单位 数量 说明

TA100/200 台 1 TA100/200主机设备。

USB电源适配器 个 1

USB线 条 1

网线 条 1

质保卡 张 1 内有产品系列号作为保修凭证。

快速入门手册 张 1

物理规格

表2-2 TA100/200物理规格

TA100/200 说明

物理尺寸 85 mm × 58 mm × 24 mm

电源输入 DC 5V,1A

运行温度 0°C to 40°C, 32°F to 104°F

存储温度 -20°C to 65°C, 4°F to 149°F

湿度 10% to 90% (无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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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装

Yeastar TA100/200一款易于安装和使用的设备，请参考下列步骤安装 TA100/200。

 LAN口连接

将以太网电缆的一端连接到的 LAN口，另一端连接到局域网交换机或者路由器。

 FXS口连接

将 RJ11 电缆线的一端连接到 TA100/200电话接口，另一端连接模拟话机。

 连接电源

将USB线的一端接到TA100/200的电源输入口，另一端接到USB适配器，适配器连

接到插座上即可为TA100/200上电。

注：您还可以直接用USB线连接TA100/200和电脑USB接口，为设备上电。

Power DC 5V LAN端口 电话接口

图 2-1 TA200示意图

表2-3 TA100/200外观接口说明

端口 说明

Power 电源指示灯

DC 5V 电源输入DC 5V，1A

LAN口 连接网线

电话接口 连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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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入门

本章节介绍 TA100/200的入门操作，包含以下内容：

 登录配置界面

 网页配置界面

 拨打和接听电话

登录配置界面

TA100/200基于网页管理，管理员可通过账户登陆网页配置界面，轻松管理 TA100/200。
在登录界面中输入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即可进入系统管理界面。TA100/200出厂默认 IP
地址和管理员用户密码如下：

IP地址：http://192.168.5.150
用户名：admin
密码：password

1. 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TA100/200 的IP地址，按Enter键进入TA100/200的登

录界面。

2.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录”，进入TA100/200网关配置界面。

图 3-1 TA100/200 登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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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配置界面

配置界面提供 4个主要选项给用户来查看设备状态和配置设备。

 状态： 可查看系统状态，分机状态，中继状态，网络状态，以及查看通话记录和

系统日志。

 系统： 可配置网络设置，安全相关设置，系统日期和时间，密码设置，备份和还

原等。

 网关： 可配置端口，网关设置和 SIP设置等。

 退出： 退出网页配置界面。

注意：

保存更改的设置后，请记得点击网页界面右上角的“应用所做的更改”，使得更改的设

置生效。

拨打和接听电话

您需要一个来自提供商提供的可用的 VoIP账号，并且这个账号的电话码号码可以用于

拨打和接听电话。

 拨打内线电话 (适用于 TA200)
当要拨打内线电话时，先摘起话机话筒，然后拨下另一个端口的分机号码（呼出显

示号码）。例如，要打给另一个端口的分机号码为 300（呼出显示号码），拨下 300
即可。

 拨打外线电话

当要拨打外线电话是，您拨打的号码需要匹配端口的拨号规则。默认的拨号规则可

以拨打任意号码。

 接听电话

当有来电时，摘起话机话筒即可接听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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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操作

本章节将介绍如何操作已连接的模拟话机来实现一些 TA100/200的基础功能。

 语音菜单

 呼叫保持

 呼叫等待

 呼叫转移

 三方会议

 IP直呼

 通过 TA100/200修改 TA100/200的 IP

语音菜单

TA100/200 内嵌一个语音菜单引导您对设备的网络设置进行配置。您需要在已经连接

的模拟话机上拨打“***”进入语音菜单。

如需进入菜单中的“高级设置”，则需输入默认的密码 123456。您可以在网页配置界

面上修改这个密码（网关→网关设置→特征码→语音菜单→密码设置）。

图 4-1 TA100/200 语音菜单

建议:
1. 拨“9”再次听取提示音。

2. 拨“*”返回上一层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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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保持

通话过程中，可以通过如下操作实现呼叫保持：

如果模拟话机有支持 Flash 闪断按键，则用户可以按 Flash键，通话将被保持；用户

再次按 Flash键即可恢复通话。

如果模拟话机不支持 Flash 闪断按键，则用户可以轻按电话叉簧后快速松开，通话将被

保持； 用户再次轻按电话叉簧，即可恢复通话。注意：按电话叉簧这个操作有可能会

导致通话被挂断。

呼叫等待

呼叫等待功能需要在 FXS 端口配置页面启用。启用了呼叫等待，端口的忙转移设置将

失效。用户在通话中，持续听到呼叫等待音（“嘀”），表示有新的来电。用户可以按

话

机上的 Flash 键或者轻按话机叉簧，将当前的通话保持，接听新来电。再次按 Flash 键

或者轻按话机叉簧，可以在两个通话之间切换。

图 4-2 开启呼叫等待

呼叫转移

TA 100/200支持盲转移和咨询转移，通过特征码实现。假设用户 A 与 B 正在通话

中，A要将电话转移给用户 C，下面介绍用户 A如何实现盲转移和咨询转移。

盲转移（默认特征码*03）
步骤 1. 用户 A与用户 B建立通话；

步骤 2. 用户 A拨*03，听到转移的语音提示；

步骤 3. 用户 B听到等待音乐，用户 A拨用户 C的号码；

步骤 4. 通话成功转移至用户 C。

指定转移（默认特征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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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用户 A与用户 B建立通话；

步骤 2. 用户 A拨*3，听到转移的语音提示；

步骤 3. 用户 B听到等待音乐，用户 A拨用户 C的号码；

步骤 4. 用户 A与 C通话；

步骤 5. 用户 A挂断电话，B与 C即建立通话。

三方会议

TA100/200网关支持三方会议。假设用户 A与用户 B正在通话，用户 B想要邀请用户

C进入会议；下面介绍如何实现三方会议的功能。

开始会议

步骤 1. 用户 A与用户 B建立通话；

步骤 2. 用户 B按 Flash键或者是轻按话机的叉簧将 A与 B的通话保持；

步骤 3. 用户 B拨打用户 C的号码；

步骤 4. 用户 C摘机与用户 B进行通话；

步骤 5. 用户 B再次按 Flash键或者轻按话机叉簧，此时用户 A、B、C建立起三方会议

通话。

取消会议

如果用户 C没有接听电话，则用户 B可以按 Flash键或轻按话机叉簧取消会议，返回

与 A的通话；

如果用户 C接听电话之后被邀请进入会议，用户 B可以按 Flash键或轻按话机叉簧，

将用户 C剔除会议室。

结束会议

会议进行中，若有一方挂断电话，则另外两个用户可以继续通话。

IP直呼

IP直呼功能（一般适用于内网环境）可以使得 TA100/200上连接的模拟话机能够和另

一台 VoIP设备（如 IP话机）以类似于“点对点”的方式直接通话，而无需通过 SIP代

理服务器。IP直呼的默认特征码是*96。使用方法如下：

例如：

一台 IP电话的 IP地址： 192.168.2.123
该 IP电话的 SIP端口号：5060
使用 IP直拨该 IP话机时，则您需要在模拟话机上拨下 *96192*168*2*123*50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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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话机修改 TA100/200的 IP

当 TA100/200接入局域网时默认会从 DHCP服务器获得一个动态 IP。您也可以通过连

接一部模拟话机来修改设备的 IP地址。

TA100/200支持 3种接入因特网的方式：

 DHCP
 静态 IP地址

 PPPoE

以下介绍如何为 TA100/200设置一个静态 IP地址。

IP 地址： 192.168.10.125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网关地址： 192.168.10.1
DNS地址： 8.8.8.8

步骤 1. 在话机上拨打***进入语音菜单，根据提示音按下对应的按键。.
步骤 2. 按 3进入高级设置；

步骤 3. 输入密码并以#键结束，如按 123456#（默认密码是 123456）；

步骤 4. 按 2 进入修改 IP地址的菜单 Press 2 to change the IP address.
步骤 5. 按 2 开启静态 IP地址；

步骤 6. 按 1修改 IP地址，并以新的 IP地址结束，如按 1192*168*10*125（新的 IP地

址为 192.168.10.125）；

步骤 7. 按 2修改子网掩码，并以新的子网掩码结束，如按 2255*255*255*0（新的子网

掩码是 255*255*255*0）；

步骤 8. 按 3修改网关地址，并以新的网关地址结束，如按 3192*168*10*1（新的网关

地址为 192.168.10.1）
步骤 9. 按 4修改 DNS地址，并以新的 DNS网关地址结束，如按 48*8*8*8（新的 DNS
地址为 8.8.8.8）
步骤 10. 按 5重启设备使得配置生效；重启后，您就可以用新的 IP地址登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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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设置

本章节介绍如何配置 TA100/200的 FXS端口。请先在网页配置界面进入 FXS端口的配

置页面（网关→账户→FXS端口）。在端口编辑页可以看到以下选项：

 常规

 高级

 FXS设置

 拨号设置

点击“编辑”按钮 配置对应 FXS端口。

常规

图 5-1 FXS端口常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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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FXS端口常规设置说明

常规

呼出显示名称 用户名称，例如“陈工”。

呼出显示号码 当您呼叫其他用户时，将显示该号码。

用户名 运营商提供的用户名。

验证名称 运营商提供的验证名。

验证密码 运营商提供的密码。

来自用户 由运营商提供，若没有则留空。

DID号码
定义该端口的呼入直通号码。留空则表示匹配有所有的

呼入直通号码。

协议

可选择的协议：

 UDP
 TCP
 TLS

域名/IP地址
输入运营商或者对接IPPBX的IP地址，端口5060为默

认，提供商如果有指定，可以修改。

主域服务器 输入运营商的域名服务器，默认与上条一致。

验证来电通话

当来电发送 INVITE 请求包过来，TA 回复 401 带的

Realm 与VoIP 服务器设置的 Realm 不匹配时，运营

商可能拒绝进行验证。该选项选否，则不会进行回复

401 验证。

Realm

Realm字串单独定义为保护的区域。 Realm字串必须

是全局唯一的，通常情况下与域名的值是一致的。例如，

当 注 册 到 中 国 移 动 时 ， realm 值 为

“ ims.fj.chinamobile.com”。若填写realm值，密码将

被加密，写入配置文件。

启用呼出代理服务器
设定是否需要启用呼出代理，请与运营商确定后再设置

此项。默认不启用。

备用服务器 当主域服务器不可用时，将使用此备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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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

图 5-2 FXS 端口高级设置

表 5-2 FXS端口高级设置说明

呼叫转移

管理员可以在这里为分机设置呼叫跟随的形式。当此分机接到一通来电但忙线中，无人

应答时，可以转移到其他指定号码。或者总是转移到指定号码。

 总是：总是转移到指定号码；

 无应答：此端口号码无人应答时转移；

 忙时：此端口号码忙时，来电转移。

特色

呼叫等待
如果用户需要使用呼叫等待的功能，请选择该选项。注：选中

该选项，忙转移功能将失效。

免打扰 启用该选项，用户将无法呼叫此端口的话机。

响铃超时 设置接收到来电时，该分机响铃超时的时间。（单位：秒）

最大通话时长

该设定只针对呼出有效，用于限定该端口每通呼出电话的最长

通话时间。如输入为空或设置为 0则为选项页面里设置的全局

最大通话时长。注：该设定对内部分机不生效。

SIP
Qualify 是否启用心跳检测，启用之后， TA将发送 Options的包到 Vo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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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端去检测其是否在线。默认启用。如果 VoIP 服务器端不

支持 Options的包，请禁用此项。

DTMF 模式

可设置的 DTMF模式：

 rfc2833
 info
 inband
 auto

语音加密（SRTP） 是否启用语音加密。

编码

设定线路的编解码优先级，请与提供商确定后再修改此项。可以保持默认的设置。

FXS设置

图 5-3 FXS设置

表 5-3 FXS设置说明

闪断

TA将会根据最小和最大闪断时间来判断一个闪断信号是否为有效闪断。超过最大闪

断时间，则被视为挂断信号。

 最小闪断时间：设置最小检测闪断的时间，以毫秒为单位。默认时间为 300ms。
 最大闪断时间：设置最大检测闪断的时间，以毫秒为单位。默认时间为 1000ms。

音量设置

接收音量 调整接受音量

发送音量 调整发送音量

MWI 设置（留言指示）

启用MWI
如过启用，将周期性发送SUBSCRIBE包到对应服务器，用于

查询MWI状态。

MWI发送类型 目前支持反极留言点灯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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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号设置

图 5-4 拨号设置

表 5-4 拨号设置说明

热线功能

热线开启
选择是否开启热线功能，默认关闭。开启后，用户摘机后网关会自动

拨出预先设置的热线号码。

热线号码 预设热线号码。

延迟时间 摘机后热线开启时间。

拨号规则

拨号规则定义您可以拨哪些号码呼出。

X 匹配从0到9的任何数字。

Z 匹配从1到9的任何数字。

N 匹配从2到9的任何数字

[###]
在括号内的任一数字，例如[123]可以匹配1，2，或者3。多个数字可

以通过点号隔开，而一串连续的数字可以“-”来表示，例如[1.3.6-8]
表示匹配1，3，6，7，8。

. （点）
通配符，匹配任何剩余的：比如“9011.”匹配任何以9011开头的（不

包含9011本身）。

!
通配符，结束匹配过程。当确定不需要继续匹配时，使用该通配符。

比如你只需要匹配四个号码，你可以在模式里面填写XXXX!
删除开头

用户可设置要删除号码前几位，例如设置删除前缀位数为1，在呼叫号码被送出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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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1234567，第一位9将在号码送出前自动被删除。

添加前缀

用户可设置要增加的前缀号码，例如设置前缀号码为17911，在呼叫号码被送出之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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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为1791101012345678。注：号码中可设置字母“w”代表停顿500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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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设置

本章节介绍网关的全局设置。

 常规设定

 特征码

 速拨设置

 系统提示音设置

常规设定

图 6-1 常规设定

表 6-1 常规设定说明

常规设定

发送键 设置“ #”或“ *”键作为拨号键。

虚拟回铃音
当启用该功能后，在被叫方接听之前，主叫方将只能听

到系统播放的虚拟回铃音。

启用通话记录
若选是，系统会保存通话记录；若选否，系统不再保存

通话记录；保存的通话记录，始终存在。

语音设置

启用抖动缓存
启用后能改善网络不好时丢包乱序造成通话质量不好的

问题。

抖动缓存最大长度 设置抖动缓存最大长度，默认为 40 毫秒。

特征码

TA100/200支持多种特征码，话机可以通过特征码实现各种功能。

 常规

表 6-2 特征码常规说明

功能 特征码 说明

速拨前缀 *98 在使用速拨功能时需要添加在速拨号码前面的前缀。.

IP直呼 *96
IP直呼默认特征码为*96。 IP直呼功能允许用户用 TA网

关上的模拟话机直接呼叫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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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台 IP话机，建立通话。用户通过拨打 IP直呼特征码，

目标 IP话机的 IP地址和 SIP
端口即可呼叫对方。

查询号码 *97
查询号码特征码默认为*97。用户在话机上拨*97，可以听

到系统播报本 FXS 端口的分机号码。

语音菜单 *** 用户进入通过输入此特征码（默认***）进入语音菜单。

语音菜单设置

密码
123456

用户进入语音菜单高级设置需要输入密码，默认密码为

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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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叫转移设置

表 6-3 呼叫转移设置说明

功能 特征码 说明

恢复默认值 *70

用户可以在话机上拨*70将来电转接恢复到

默认设置 （ *70是默认设置）

备注:当恢复为默认设置时，来电转接的默认

值如下：

总是转接：不启用

忙线时转接到语音信箱：启用

无人应答时转接到语音信箱：启用

免打扰：不启用

启用总是转移 *71
用户可以在话机上拨*71来启用“总是转移”

功能（*71为默认设置）。

取消总是转移 *071
用户可以在话机上拨*071 来取消“总是转

移”功能（*071为默认设置）。

启用忙转移 *72
用户可以在话机上拨*72来启用“忙转移”

功能（*72为默认设置）。

取消忙转移 *072
用户可以在话机上拨*072来取消“忙转移”

功能（*072为默认设置）。

启用无应答转移 *73
用户可以在话机上拨*73来启用“无人应答

转接”功能（(*73为默认设置）。

取消无应答转移 *073
用户可以在话机上拨*073来取消“无人应答

转接”功能（*073为默认设置）。

转移到号码 *75

用户可以在话机上拨*75 将来电转接到指

定号码（*75为默认设置)备注:用户可以通过

拨打*75+电话号码的方式来激活此功能，比

如说：拨打*75501，来电将被转接到分机501
上。

启用免打扰 *77
用户可以在话机上拨*77来启用“免打扰”

功能（*77是默认设置）。

取消免打扰 *077
用户可以在话机上拨*077来取消“免打扰”

功能（*077是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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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拨设置

TA100/200提供 16个可编辑的速拨码。在使用速拨功能时需要添加在速拨号码前

面的前缀。

图 6-2 速播设置

 速拨码

用于速拨的速拨号码；

 电话号码

用户通过速拨号码想要拨通的号码。

比如： 速拨码是“1”， 电话号码是“91566892738”，则当通过分机拨打“*981”，

则将呼出号码 91566892738。
注意：如果你想通过中继口拨打速拨的号码，请注意添加呼出号码前缀。

系统提示音设置

TA100/200 网关支持多种语言提示音，你可以选择下载适合您的提示音。默认为英语，

目前支持英语和中文。您可以选择自动检测，TFTP或者 HTTP方式下载提示音。

注意:
1. 注:建议您使用自动下载模式下载语音包，如果您需要使用 HTTP 或 TFTP 模式下

载语音包，请向当地供应获取该语音包。

2. 升级好后，只需要点击“应用所做的修改”使设置生效，无需重启。

图 6-3系统提示音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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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设置

本章节将介绍 SIP设置和特色响铃：

 SIP设置

 特色响铃

SIP设置

建议使用默认设置，当然您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相应的调整。

1) 常规

图 7-1 SIP常规设置

表 7-1 SIP常规设置说明

项目 说明

UDP端口 默认用于注册的 UDP 端口，默认 5060。
启用随机端口 是否启用随机 SIP 端口功能。

随机端口更新间隔 设置随机端口的更新间隔。

TCP端口 设置用于注册的 TCP 端口，默认禁用。端口 5060。
TLS端口 设置用于注册的 TLS 端口，默认禁用。端口 5061。

验证 TLS服务器

当 TA 100/200网关作为 TLS 客户端时候，设置是否验

证服务

端证书，如果没有此服务器的 CA 证书，请禁用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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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S客户端方法

指定 TA 作为 TLS 客户端时候发起的 TLS 连接协议，

包括

tlsv1,sslv3,sslv2。默认 sslv2。
RTP起始端口 设置语音通道的起始端口，默认 10000。
RTP结束端口 设置语音通道的结束端口，默认 12000。
DTMF模式 设定全局 DTMF 模式，可选 RFC2833，info，inband。
最大注册时间周期 设置注册 SIP 中继的最大周期，默认 3600 秒

最小注册时间周期 设置注册 SIP 中继的最小周期，默认 60 秒。

默认的呼入/呼出注册周期 设置默认注册 SIP 中继的周期，默认 120 秒。

MWI订阅周期 Duration (in seconds) of MWI subscription.
注册尝试次数 设置在注册周期内注册尝试的最大次数，0 表示无限制。

注册超时 设置注册超时时间，默认 20 毫秒。

优先呼叫通道语音编码
设置是否优先使用 SIP 中继中设定的编码优先级。默认

启用。

DNS SRV Look Up 是否启用 DNS SRV Look Up。
用户代理 允许修改 user agent字段。

G.729认证码
如果您 想使用 G729编码，在使用前请确认您已经购买

了 G729的认证码。

2) NAT

图 7-2 NAT设置

表 7-2 NAT设置说明

项目 说明

启用 STUN
是否启用 STUN，如果禁用的时候，建议清除 STUN里面设置的

内容。

STUN地址 输入 STUN服务器的地址，可在网络上查找公共免费的服务器。l.
STUN端口 输入 STUN服务器对应的开放端口，一般是 3478。
公网 IP地址 TA所在网络的固定公网 IP地址。

域名
如果 TA所在网络无固定公网，则可以申请动态域名指向到此网

络，并填写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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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时间 输入动态域名的刷新时间，推荐20，单位为秒。

本地网络地址
输入本地 IP 地址识别段，例如本地为192.168.1.0~192.168.1.255，
则输入192.168.1.0/255.255.255.0.即可。

NAT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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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重新邀请

RTP
系统默认将RTP媒体流从主叫重定向到被叫，有一些设备不支

持这种功能，特别是在防火墙NAT之后。建议No。

3) QoS
服务质量（英语： Quality of Service， QoS）指的是网络满足给定业务合同的概率，

或在许多情况下，非正式地用来指分组在网络中两点间通过的概率。QoS 是一种控制

机制，它提供了针对不同用户或者不同数据流采用相应不同的优先级，或者是根据应用

程序的要求，保证数据流的性能达到一定的水准。 QoS 的保证对于容量有限的网络来

说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对于流多媒体应用，例如 VoIP 和 IPTV 等，因为这些应用

常常需要固定的传输率，对延时也比较敏感。

图 7-3 QoS

注意: 建议保持默认的设置，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整，建议在用户的路由器或者

交换机来设置此项。

4) 应答码

TA 100/200网关支持应答码转换，将应答码转换成对接的 VoIP 服务器所需要的应答

码，从而让 VoIP 服务器正确的获取到所需要的呼叫状态。

图 7-4应答码

注意: 如果不熟悉 IPPBX 对应答码的要求，请不用配置此项，防止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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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级设置

图 7-5 SIP高级设置

表 7-3 SIP高级设置

项目 说明

Caller ID Field来电号码获取字

段

设置从哪一个字段来获取来电显示，可选 From，

Contact，Remote-party-ID。

DID号码获取字段
设置从哪一个字段来获取并匹配 DID(呼入直通号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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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 100/200网关将发送 180 RI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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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运营商有从这个字段获取信息，可以启用此项。

匿名认证
允许未经验证的用户的连接，默认不允许。建议保持

默认。

Pedantic
启用该设置后，将通过检测 SIP headers的标签，兼

容多行的 SIP headers。默认不启用。

总是验证拒绝
对密码错误的任何注册和通话请求统一回复 403响

应，降低黑客查找有效 SIP用户能力。

OPTIONS响应 200
如果设定“是”，OPTIONS 的应答码将总是回复

200OK。

会话计时器
是否开启会话计时模式，开启之后，时间到了就发

reinvite。
最大刷新间隔 会话计时的最大时间间隔。

最小刷新间隔 会话计时的最小时间间隔。

刷新发起方 设定是由服务端还是客户端来发起 reinvite。

特色响铃

TA100/200 提供 10种可以设置的响铃方式。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来电主叫号码匹配不

同的响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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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呼入模式设置为“100.”，则所有以“100”开头呼入的主叫号码会使用节奏为

“2000,4000”（单位ms）的方式振铃。如图：

图 7-6特色响铃

响铃节奏的格式：

[振铃时长 1，停止时长 1]-[振铃时长 2，停止时长 2]-[振铃时长 3，停止时长 3]...[振铃

时长 14，停止时长 14]
示例：200,100,200,200；振铃时长和停止时长必须是 2ms 的整数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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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参数

本章节将介绍 TA100/200的系统设置。您可以点击网页配置界面主菜单的 来查

看系统设置。系统设置包括以下选项：

 LAN 设置

 网络服务

 VLAN设置

 VPN 设置

LAN 设置

登陆配置界面之后，您可以找到对应菜单对 TA100/200的网络参数进行配置（系统→
网络参数→LAN设置）。

图 8-1 LAN设置

表 8-1 LAN设置

项目 说明

主机名称 为 TA100/200网关设置主机名字。

模式

网关支持三种网络设置：

 静态 IP地址

 DHCP
 PPPOE

IP地址 为 TA100/200网关设置 IP地址。

子网掩码 为 TA100/20网关设置子网掩码。

网关 为 TA100/200网关设置子网掩码。

首选 DNS 为 TA100/200网关设置首选 DNS。

备用 DNS 为 TA100/200网关设置备用 DNS。

IP地址 2 配置第二个 IP地址，另一个网络的话机或者 PC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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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该 IP地址注册到 TA100/200服务器。

子网掩码 2 配置第二个子网掩码。

图 8-2 DHCP 模式

选择DHCP模式后 ，设备会自动从本地网络获取IP。

图 8-3 PPPoE

填入 PPPoE的用户名和密码，使设备计入因特网。

网络服务

管理员可以在此页面管理 TA100/200 网关所有的访问方式，包括 SSH，FTP，HTTP
和 HTTPS。

图 8-4 网络服务

表 8-2 网络服务设置说明

项目 说明

SSH
通过 SSH 登录 TA100/200，可以调试设备；

SSH 默认禁用，建议不调试设备时，禁掉 SSH。
FTP FTP访问，默认端口。

HTTP 网页HTTP访问，默认端口80。

HTTPS
网页HTTPS访问HTTPS，默认关闭，用户可开启HTTPS，以获取

安全级别较高的网页访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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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设置

VLAN（ 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的中文名为"虚拟局域网"。 VLAN 是一种将局域

网设备从逻辑上划分成一个个网段，从而实现虚拟工作组的新兴数据交换技术。

Note:
TA100/200网关 是 VLAN 的客户端，不是服务端，因此如果要是用 VLAN，需要在

您的 3 层交换机上预先配置好 VLAN，然后将信息填入到这个页面中。 TA100/200
将会在传输过程中，将 VLAN 的标签添加进去后再发送给 3 层交换机。

图 8-5 VLAN设置

请参照一下步骤在 TA100/200上配置 VLAN：
步骤 1. 在交换机上创建 VLAN；
步骤 2. 给 TA100/200分配 VLAN ID和 IP地址；

步骤 3. 在 TA100/200上配置 VLAN参数。

VPN 设置

VPN 的英文全称是“Virtual Private Network”，翻译过来就是“虚拟专用网络”。虚

拟专用网络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虚拟出来的企业内部专线。它可以通过特殊的加密的

通讯协议在连接在 Internet 上的位于不同地方的两个或多个企业内部网之间建立一条

专有的通讯线路，就好比是架设了一条专线一样，但是它并不需要真正的去铺设光缆之

类的物理线路。

图 8-6 VPN设置

 启用VPN

 导入VPN配置文件

需要在 OpenVPN 的服务器上生成 VPN 的包，然后再导入到 TA100/200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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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包需要在 Linux 的环境下生成。

注意：

1. 配置文件中不能包含 user 与 group 这两个文件。若有，则请禁用该两项。

2. TA100/200 网关支持 OpenVPN，其工作为 OpenVPN 的客户端，不是服务端，

需要在您的路由器或者交换机上预先配置好 Open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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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中心

本章节介绍如何使用 TA100/200的安全中心。该页面将开始设置安全的相关设置，也

可以快速查看当前的安全设置状态。包含以下设置：

 安全中心

 AMI设置

 证书

 防火墙规则

 IP禁止名单

安全中心

该页面将开始设置安全的相关设置，也可以快速查看当前的安全设置状态。

1) 防火墙

在“防火墙”页面，可以查看防火墙设置，点击对应的菜单即可到对应的设置页面。

图 9-1 安全中心—防火墙

2) 服务

在“服务”页面中，可以查看相关服务的开启状态，也可以点击按钮到对应页面进行设

置。

图 9-2 安全中心—服务

3) 端口

在“端口”页面中，可以查看常用的端口信息，也可点击对应按钮到设置页面进行修改。

我们建议修改默认的端口保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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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 安全中心—端口

AMI 设置

Asterisk控制接口（AMI）允许管理客户端程序连接到一个 Asterisk实例并且可以通过

TCP/IP 流发送命令或读取事件。这在试图跟踪 Asterisk 的状态或其中的电话客户端状

态时很有用， AMI 说明了客户端基于的一般(可能是动态的)规则。

一种简单的"key: value"协议用于已连接的管理客户端和 Asterisk PBX 之间的信息传

递。每行都用回车换行（\r\n）来结束。

该接口提供了第三方设备与 Asterisk的对接接口，可以根据需要启用 AMI接口。

图 9-4 AMI设置

 用户名，密码及端口

开启 AMI后，您可以通过这里的用户名密码及端口连接 TA100/200,。默认端口为

5038。
 允许的 IP/网络

限制某些 IP 能登陆该 AMI，提高安全性。

证书

TA100/200网关支持 TLS 中继，这种中继支持证书验证，因此如果需要用到此类中继，

需要传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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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 上传证书

 受信任证书

这个证书是 CA 证书，当“TLS 验证客户端”启用时，请传此证书。其对应的 TLS
服务端也要有这个证书用于验证用。

 Gateway 证书

这个是 TA100/200网关的证书，无论是否启用“TLS 验证客户端”，这个证书都

要上传。如果 TLS 服务端启用验证客户端的功能，那服务端也要上传此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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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墙规则

防火墙用于防止未经认证的外网用户访问内网。所有不符合防火墙规则的数据包都会被

隔离。

图 9-6 防火墙设置

1) 常规设置

表 9-1 防火墙常规设置说明

项目 说明

启用防火墙 勾选此项启用防火墙，此项需要重启设备生效。

禁止其他机器使

用PING来探测

本机

启用此项后， ping的包将被丢弃。

拦截所有与以下

规则不符合的连

接或数据包

启用此项后，系统将丢弃所有与防御规则，自动防御规则中不符合

的包，在启用此项之前，请至少创建一条允许本地电脑访问的规则，

以免造成WEB,SSH功能不能使用。

2) 防御规则

默认没有防御规则，您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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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防御规则

表 9-2 防御规则设置说明

项目 说明

名称 自定义防火墙规则的名称，例如Local。

描述 自定义改条规则的描述，可以留空。

协议 该规则所用的协议，可选UDP/TCP/Both。

端口
起始端口和结束端口分别在左右两个输入框中。结束端口必须大于

或等于起始端口。

IP

该规则所针对的IP地址。 IP地址的格式为： IP地址/子网掩码

例 1： 192.168.5.100/255.255.255.255 只 针 对 IP 地 址

192.168.5.100。
例 2： 216.207.245.47/255.255.255.255 只 针 对 IP 地 址

216.207.245.47。
例3： 192.168.5.0/255.255.255.0 针对IP地址从192.168.5.0
到192.168.5.255之间的IP地址。

MAC地址

MAC地址必须为XX:XX:XX:XX:XX:XX, 其中X（以16进制表

示）表示0~9或A~F， A-F字母不区分大小写。 MAC地址对本地

设备生效。

动作

接受：接受目标地址到本机的数据包或者 TCP连接；

拦截：拦截目标地址到本机的数据包或者 TCP连接；

忽略：不启用该规则。

注意：强烈建议将本地 IP 地址段加入“动作”为“接收”的防御规则中，否则本地 IP
可

能被加入禁止名单；另外对于远程设备，它的MAC地址在经过多层交换机可能会发生变

化，故MAC地址规则可能不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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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动防御规则

图 9-8自动防御规则

表 9-3自动防御规则说明

项目 说明

端口 设定防御的通讯端口。

协议 设定该端口的协议，可选 UDP/TCP。

速率

设定每一段时间允许通过的数据包的值。超过部分将被丢弃。.For
例如，您可以设置成以下规则：

端口：8022
协议：TCP
速率：10/min
这个规则意味着，一分钟内最大可以进行 10次 TCP连接，第 11
次连接将被丢弃。

IP 禁止名单

这是 IP 禁止名单的默认规则，当没有被允许的 IP 地址往 TA 100/200网关发送的包

的速率超过默认规则的限值，该 IP 将被视为攻击行为的 IP，将被自动加入禁止名单。

图 9-9 IP 禁止名单设置页面

1) 禁止名单规则

系统默认了 3 条 IP 禁止名单规则，可以保留这些规则来保护系统的安全，一般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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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另外添加规则，如果用户需要添加或者编辑规则，可以点击进行编辑或者添加。

图 9-10 新建禁止名单规则

表 9-4 禁止名单规则说明

项目 说明

端口 设防防御的端口。

协议 设定该端口的协议，可选UDP/TCP。

IP数据包 设定允许的通过的数据包的数量。

时间间隔
设定允许通过包的时间值。例如 IP数据包设置为 90，时间间隔为 60，
那么这意味着 60秒内可允许 90个包通过。

2) IP禁止名单

被拉黑的 IP 地址将在此页显示出来，用户可以自行删除其中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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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参数

本章节介绍系统维护方的设置，用户可以设置系统的设置，比如管理员密码，系统时间，

升级固件，备份还原以及重启，恢复出厂等设置：

 密码设置

 时间和日期

 自动配置

 固件升级

 备份与还原

 重置和重启

密码设置

强烈建议您在首次登陆后修改系统密码。进入该菜单（系统→系统参数→密码设置）以

修改密码。

1. 输入旧密码；

2. 输入新密码，并二次输入确认。为了帮助用户设置一个更安全的密码，密码的复杂

程度将会被检测；

3. 保存修改后，用户会自动登出；

4. 用新密码重新登录。

图 10-1 密码设置

日期和时间

设置系统的时间。国内的话，只需要设置时区即可，系统将自动联网更新时间，不需要

设置夏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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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 日期和时间

 时区

选择国家的时区，国内是 GMT+8。
 夏令时

设置是否启用夏令时，国内目前无夏令时。

 自动与 internet时间服务器同步

设置网络时间服务器，用默认的即可，也可以自行设置。前提是 TA100/200已

经接入了因特网。

 手动设置时间和日期

如果系统所在网络无法联网，可以通过手动设置时间的方式。

注意：您需要重启设备使得日期和时间设置生效。

自动配置

TA100/200支持 3种自动配置的方式：PNP，DHCP，手动配置服务器获取配置文件。

图 10-3 自动配置方式

PNP和 DHCP模式需要和MyPBX的“网关配置”配合使用。用户首先在 MyPBX“网

关配置”页面配置好 TA100/200，然后 TA100/200重启后会从MyPBX获取配置文件。

对于 PNP模式，您只需将 TA100/200部署在与MyPBX同一个网段的内网并开启 PNP
模式。MyPBX就会从“网关配置”页面扫描出 TA100/200并对其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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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 MyPBX 网关配置

如果您使用的是 DHCP模式来配置网关，您则需要在 MyPBX上开启“DHCP服务”功

能。

图 10-5 设置 MyPBX为 DHCP服务器

在MyPBX上开启 DCHP，使得 TA100/200获取 IP。之后便可在“网关配置”页面对

其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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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 设置 TA100/200为 DHCP客户端

另外还可以配置服务器地址的方式让 TA100/200下载配置文件。您需要填入对应的服

务器地址，用户民，密码；之后，TA100/200便会自动和定期地获取配置文件。

注意: 如果对应服务器没有用户名和密码，此处留空。

图 10-7 配置地址

 AES 密匙

如果配置文件有 AES加密，则此处填入 AES密匙。

 始终应用更新

若选否，TA100/200会对新下载的配文件和当前配置文件进行对比，如果有变化就

更新，没有变话则不实行更新；若选是，TA100/200始终会根据新下载的配置文件

进行配置更新。

固件升级

当用户发现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yeastar.cn 有新的固件的时候，可以自行通过 http
或者 TFTP 的方式进行固件升级，使用新功能。 请移至（系统→ 系统参数→ 固件升

级）进行升级。

注意：

1. 如果勾选了“恢复出厂设置”选项，系统在升级之后将自动重置。

2. 升级过程中， 请不要断电。

3. 升级之后，请清除浏览器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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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升级

选择 HTTP 地址。

步骤 1. 输入镜像 HTTP 地址。

注意：HTTP 地址必须是 bin 文件的下载地址。

步骤 2. 点击 ，开始从 HTTP 服务器下载镜像并升级。

图 10-8 HTTP升级

TFTP升级

步骤 1. 将镜像文件下载到本地电脑。

步骤 2. 配置 tftp 服务器。（例如： tftpd32 服务器）

1) 下载 tftpd32并安装：

下载链接：http://tftpd32.jounin.net/tftpd32_download.html
2) 配置 tftpd32：.

点击“ Browse”， 选择镜像 bin 文件所在文件夹路径。

http://tftpd32.jounin.net/tftpd32_downlo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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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9 Tftpd32设置

步骤 3.登录 TA100/200网页，在固件升级页面，选择 TFTP 服务器。

1) TFTP 服务器：填写 TFTP 服务器地址，即本地电脑 IP 地址。

2) 文件名：填写镜像文件名称。 请注意文件名称后缀 bin 不要漏掉。

3) 点击 ，开始从 TFTP 服务器下载镜像并升级。

图 10-10 TFTP升级

备份与还原

TA100/200支持备份和还原，在配置完毕之后，可以对所有的配置进行备份并下载到本

地的操作。

注意：

1. 当您升级后，一般不建议使用旧的备份包进行还原。

2. 对于较早版本的备份包，可能无法再新版本中还员。

 创建备份

点击 创建新的备份。

 上传备份文件

点击 上传备份文件。

 还原

当需要还原 TA100/200的配置时，先上传备份文件，然后点击 进行还原。并重

启设备使之生效。

请注意当前配置会被备份文件的数据所覆盖。

图 10-11 还原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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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和重启

用户可在网页上操作，对设备进行重置和重启。

图 10-12 重置和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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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进入“状态”页面，用户可以查看以下信息：

 端口信息

 网络转台

 系统信息

 通话记录

 系统日志

 抓包工具

端口状态

图 11-1 FXS端口状态

表 11-1 FXS端口状态说明

正常/损坏

正常 该端口对应的模块正常工作。

损坏 该端口对应的模块损坏。

状态

OK 表示注册成功。

注册失败 表示注册失败。

请求已发送 表示正在注册中。

无法到达 表示 SIP 服务器无法到达。

等待验证 表示正在等待对方授权。

语音邮箱 （新/旧）

显示未读语音留言和已读语音留言的数量。

*只有当 FXS 端口是通过 VoIP 模式注册（ 即注册为 VoIP 服务器的账号）时，

才能查看到语音留言数量。

摘记/挂机

挂机 表示该 FXS 口处于空闲状态。

摘记 表示该 FXS 口正在忙。

话机连接状态

连接 表示该端口已连接话机。

未连接 表示该端口没有接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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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状态

查看此页面可以获取 LAN 口的具体信息，例如 IP， MAC 等。

图 11-2 网络状态

如果您设置了 VLAN或者 VPN，也可以在此页面查看到对应的信息。

系统信息

该页提供了产品的固件/硬件版本，以及磁盘的使用率硬件信息。

图 11-3 系统信息

通话记录

系统的每一通的通话都将在此记录，包括时间，主叫号码，被叫号码，使用的中继，通

话时长，通话状态，通话的类型等。也支持检索和下载用于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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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通话记录

系统日志

系统日志页面提供诊断产品是否正常工作的日志记录，包括硬件日志、系统日志、调试

日志、网页时间日志。启用这些日志之后，系统将自动保存日志。

图 11-5 系统日志

 启用硬件日志

保存硬件日志（最多保存 4个日志文件）；

 启用系统日志

保存设备提示信息（最多保存 16个日志文件）；

 启用调试日志

保存设备调试信息（最多保存 2个日志文件，设备重启后日志将被删除）；

 启用网页事件日志

保存网页操作记录（最多保存 2个日志文件）。

抓包工具

TA 支持网页抓包，用户可用抓包工具对实时的通话进行抓包，直接点击“开始”，系

统就开始抓包，点击“停止”，系统停止抓包，点击“下载”可以下载抓到的包，之后

可利用Wireshark等软件查看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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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 抓包工具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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