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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录 (AD) 集成概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与活动⽬录 (Active Directory, AD) 集成，将本地 AD 域中的⽤⼾，组织单元和组同步到 PBX ，且允许同步的⽤⼾直接使⽤ AD 域账⼾登录 Linkus UC 客⼾端。
使⽤要求

• 操作系统：Windows Server 2008 / 2008 R2 / 2012 / 2012 R2 / 2016 / 2019
• PBX 服务器：

◦ 固件版本：37.8.0.25  或更⾼版本
◦ 订阅服务：认证对接

Tip:
订阅前，你可以免费试⽤ 30 天。更多信息，请参⻅ 启⽤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服务的免费试⽤。

亮点功能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与活动⽬录 (AD) 的集成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组织单元、组同步

此集成提供了单向的同步，可将 AD ⽤⼾、组织单元和组同步到 PBX ⽬录中。已同步的 AD ⽤⼾、组织单元和组中若有数据变更，会被⾃动同步到 PBX 上。
⾃动为 AD ⽤⼾分配分机

PBX ⾃动为同步的 AD ⽤⼾创建分机，使其可以通过分机使⽤ PBX 上的统⼀通信功能。
AD 域账⼾登录 Linkus

同步的 AD ⽤⼾可以直接使⽤其 AD 域账⼾登录 Linkus ⽹⻚端和⼿机端。
⽂档⽬标此集成⼿册提供以下配置说明，详细介绍如何设置和管理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与活动⽬录 (AD) 的集成。

设置活动⽬录 (AD) 集成
• 对接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和活动⽬录 (AD)
• 同步 AD ⽤⼾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 同步 AD 组织单元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 同步 AD 组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 允许⽤⼾使⽤ AD 域账⼾登录 Linkus UC 客⼾端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administrator-guide/start-free-trial-of-p-series-pbx-system-service.html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administrator-guide/start-free-trial-of-p-series-pbx-system-service.html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administrator-guide/start-free-trial-of-p-series-pbx-system-service.html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administrator-guide/start-free-trial-of-p-series-pbx-system-service.html


AD 对接⼿册  | 1 - 活动⽬录 (AD) 集成概述  | 2

管理活动⽬录 (AD) 集成
• 预约⾃动⽬录同步
• ⼿动执⾏⽬录同步
• 暂停活动⽬录 (AD) 同步
• 禁⽤活动⽬录 (AD) 集成
• 断开活动⽬录 (AD) 集成



设置活动⽬录(AD)集成
对接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和活动⽬录 (AD)
本⽂介绍如何通过轻量级⽬录访问协议 (LDAP) 对接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和活动⽬录 (AD) 。
使⽤要求

• 操作系统：Windows Server 2008 / 2008 R2 / 2012 / 2012 R2 / 2016 / 2019
• PBX 服务器：

◦ 固件版本：37.8.0.25  或更⾼版本
◦ 订阅服务：认证对接

Tip:
订阅前，你可以免费试⽤ 30 天。更多信息，请参⻅ 启⽤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服务的免费试⽤。

前提条件
• 确保 PBX 服务器和活动⽬录 (AD) 能够通过 LDAP 协议进⾏通信。

如果 PBX 和活动⽬录在相同⽹络中，PBX 可直接通过默认的 LDAP 端⼝ 389 或 LDAPS 端⼝ 636 向活动⽬录发送 LDAP(S) 请求，执⾏ LDAP 查询。否则，需确保满⾜以下⽹络要求：
◦ 如果活动⽬录在防⽕墙后，你需要在防⽕墙上为活动⽬录 (AD) 转发以下 LDAP(S) 端⼝，以允许将来⾃ PBX 的 LDAP(S) 请求传送到活动⽬录 (AD)。

▪ TCP/UDP 389 ‒ LDAP
▪ TCP/UDP 636 ‒ LDAPS (建议转发此端⼝)

◦ 如果 PBX 在防⽕墙后，需确保 PBX 能够访问到活动⽬录 (AD) 。
Tip:

可以在 PBX 中的 维护  > 故障诊断  > IP Ping  测试 PBX 是否可以访问到活动⽬录 (AD) 所在⽹络的 IP 地址。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administrator-guide/start-free-trial-of-p-series-pbx-system-service.html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administrator-guide/start-free-trial-of-p-series-pbx-system-service.html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administrator-guide/start-free-trial-of-p-series-pbx-system-service.html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administrator-guide/start-free-trial-of-p-series-pbx-system-servi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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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活动⽬录 (AD) 中收集以下信息：
◦ 活动⽬录 (AD) 所在⽹络的 IP 地址。
◦ 要查询的⽬录节点的唯⼀标识名（DN)。

Tip:
如果你已在 “Active Directory ⽤⼾和计算机” 中启⽤了 查看  > ⾼级功能，可右键点击⽬录节点，进⼊ 属性  > 属性编辑器  > distinguishedName  查看⽬录节点的 DN。
◦ AD 域账⼾的⽤⼾名和密码，⽤⼾名格式应为唯⼀标识名 (DN) 或⽤⼾主体名称（UPN）。

此账⼾需要能访问整个指定的⽬录节点，⽤于在同步中读取⽬录信息。
Tip:

如果你已在 “Active Directory ⽤⼾和计算机” 中启⽤了 查看  > ⾼级功能，可右键点击 AD 域账⼾，进⼊ 属性  > 属性编辑器  > distinguishedName / userPrincipalName  查看 DN 或 UPN。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应⽤对接  > 协同办公平台集成。
2. 点击 活动⽬录 (AD)  旁边的 集成。
3. 在 连接 AD 域  栏，填写以下信息。

Table  1.
设置 描述

主机 IP 填写活动⽬录 (AD) 所在⽹络的 IP 地址。
传输协议 指定传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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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 LDAP：未加密的 LDAP 通信。
• LDAPS：使⽤ SSL/TLS 协议加密的 LDAP 通信。

Note:
• 如果你的操作系统是 Windows Server 2016 及以上版，需确保已安装 AD CS 证书服务，才可使⽤ LDAPS 协议。
• 后续使⽤中仍可以更改协议。

端⼝ 指定⽤于访问活动⽬录 (AD) 的端⼝。
默认端⼝为 LDAP 389 和 LDAPS 636。如果你有⾃定义端⼝，在此处填写⾃定义的端⼝号。

⽬录节点 填写起始⽬录节点的唯⼀标识名 (DN)，指定在活动⽬录 (AD) 中进⾏搜索的起始点。
例如，要从 AD 域 localdirectory.com  中的 yeastar
docs  组织单元开始搜索，则填写 OU=yeastardocs,dc=lo
caldirectory,dc=com。

4. 在 管理员账⼾授权  栏，输⼊ AD 域账⼾凭据。
Table  2.

设置 描述
管理员登录名称 输⼊ AD 域账⼾的⽤⼾名。格式可以为完整的唯⼀标识名 (DN) 或⽤⼾主体名称（UPN）。⽰例：

• DN：cn=Administrator,cn=Users,dc=localdirec

tory,dc=com

• UPN：Administrator@localdirectory.com

管理员密码 输⼊与⽤⼾名关联的密码。
5. 点击 保存。

⻚⾯跳出⼀个对话框，提⽰对接成功。

6. 点击 是，关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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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结果
集成⻚⾯中的 状态  显⽰为 “已连接”，表⽰ PBX 已成功连接到活动⽬录 (AD)。

后续步骤
设置同步规则，从⽽将指定的 AD ⽤⼾、组织单元和组同步到 PBX。更多信息，请参⻅以下⽂章：

• 同步 AD ⽤⼾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 同步 AD 组织单元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 同步 AD 组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Related information禁⽤活动⽬录 (AD) 集成断开活动⽬录 (AD) 集成

同步 AD ⽤⼾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本⽂介绍如何⾃定义活动⽬录 (AD) ⽤⼾的同步规则。PBX 会同步指定的 AD ⽤⼾，为同步的 AD ⽤⼾创建分机，并⾃动将 AD ⽤⼾的变更同步到 PBX 分机。
数量限制
可同步的 AD ⽤⼾数量取决于 PBX 系统⽀持创建的分机数量。
前提条件
你已 对接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和活动⽬录 (AD)。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应⽤对接  > 协同办公平台集成。
2. 在 ⽤⼾同步  栏，打开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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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需要完成以下同步设置。
a. 在 同步⽤⼾范围  下拉列表，指定要将哪些 AD ⽤⼾同步到 PBX，并为其创建分机。

Table  3.
选项 描述

所有⽤⼾ 将连接的⽬录节点下所有 AD ⽤⼾同步到 PBX，并为其创建分机。
指定组织单元内的⽤⼾ 将指定组织单元中的 AD ⽤⼾同步到 PBX，并为其创建分机。

可在 组织单元  下拉列表中选择想要的组织单元。
指定组内的⽤⼾ 将指定组中的 AD ⽤⼾同步到 PBX，并为其创建分机。

可在 组  下拉列表中选择想要的组。
过滤器搜索的⽤⼾ 将符合过滤条件的 AD ⽤⼾同步到 PBX，并为其创建分机。

可在 ⽤⼾过滤范围  字段中设置 LDAP 过滤条件，搜索特定⽤⼾。
例如，输⼊ (&(objectCategory=person)(object
Class=user)(cn=sales*))  搜索名称以 “sales” 为开头的⽤⼾。

Note:
在后续使⽤中，如果修改了要同步的 AD ⽤⼾范围，你可以通过 ⾃动删除不再同步的分机  选项，决定如何处理不再从 AD ⽤⼾中同步信息的分机。

• 若勾选此项，分机将在下⼀次同步中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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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勾选此项，分机保留，且不再受⽬录同步影响，完全由 PBX 管理。
b. 在 ⽤⼾分机号  下拉列表中，设置分机号码分配规则。

Table  4.
选项 描述

⾃动分配 从指定的起始号码开始分配分机号。
可在 起始分机号  字段中设置起始号码。

读取指定属性值 根据指定⽤⼾属性中的值分配分机号。这适⽤于 AD ⽤⼾已有分配的分机且不想变更这些分机号码的情况。可在 属性名称  中指定存储了 AD ⽤⼾分机号码的属性，例如 ipPhone。
Tip:

属性值可参⻅ Active Directory ⽤⼾对象属性。
c. 在 ⽤⼾账⼾为以下状态时，⾃动删除分机  下拉列表，选择 AD ⽤⼾账⼾状态。PBX 将停⽌从指定状态的 AD ⽤⼾中同步信息，并删除与之绑定的分机。

Table  5.
选项 描述

过期 如果 AD ⽤⼾账⼾过期，PBX 停⽌从该⽤⼾中同步信息，并删除绑定的分机。
禁⽤ 如果 AD ⽤⼾账⼾被禁⽤，PBX 停⽌从该⽤⼾中同步信息，并删除绑定的分机。
删除 如果 AD ⽤⼾账⼾被删除，PBX 停⽌从该⽤⼾中同步信息，并删除绑定的分机。

d. 在 ⾃动绑定邮箱⼀致的分机和⽤⼾  选项，决定在 AD ⽤⼾与现有分机具有相同邮箱时，是否将 AD ⽤⼾同步到 PBX。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windows/win32/ad/user-object-user-interface-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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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勾选此项，具有相同邮箱的 AD ⽤⼾将被同步到 PBX 并与现有分机绑定，分机的⽤⼾信息会被 AD ⽤⼾的信息覆盖。
• 若未勾选此项，具有相同邮箱的 AD ⽤⼾不会被同步到 PBX，因为 PBX 不允许重复邮箱。

e. 如果你想要系统⾃动给同步的 AD ⽤⼾发送 Linkus 欢迎邮件，勾选 分机创建后，⾃动发送欢迎邮件。
4. 点击 保存。

Note:
• 在⾸次保存与同步相关的配置时，PBX 会⽴刻执⾏⾸次⽬录同步。
• 否则，你可以 ⼿动执⾏⽬录同步  或等待 ⾃动⽬录同步。

执⾏结果
你已⾃定义 AD ⽤⼾的同步规则。
在同步过程中，PBX 系统根据设置的同步规则在活动⽬录 (AD) 中执⾏ LDAP 查询，并将指定的 AD ⽤⼾及其最新信息同步到 PBX。同步完成后，实现如下：

• 可在 ⽤⼾同步  设置栏中查看同步的结果。

• 与 AD ⽤⼾绑定的分机带有  标识，且⽆法在 PBX 上⼿动删除。
• 你⽆法⼿动变更与 AD ⽤⼾绑定的分机的以下信息。

Note:
这些信息只能在活动⽬录 (AD) 中修改，并在同步中更新到 PBX 上。

◦ 名字
◦ 姓⽒
◦ 邮箱地址
◦ ⼿机号码
◦ 职位

后续步骤
如果你想要同步的 AD ⽤⼾可以直接使⽤ AD 域账⼾登录 Linkus ⽹⻚端和⼿机端，请参⻅ 允许⽤⼾使⽤ AD 域账⼾登录 Linkus UC 客⼾端。
Related information同步 AD 组织单元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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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 AD 组到 Yeastar P 系列 IPPBX暂停活动⽬录 (AD) 同步

同步 AD 组织单元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本⽂介绍如何⾃定义活动⽬录 (AD) 组织单元的同步规则，PBX 系统会对应地将指定的 AD 组织单元同步到 PBX 部⻔或分机组。
数量限制可同步的 AD 组织单元数量取决于 PBX 系统⽀持创建的部⻔ / 分机组数量，如下表所⽰。

类型 P550 P560 P570
部⻔数量 (Max.) 50 200 500
分机组数量 (Max.) 63 63 63

前提条件
你已 对接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和活动⽬录 (AD)。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应⽤对接  > 协同办公平台集成。
2. 在 组织单元同步  栏，打开开关。

3. 根据需要完成以下同步设置。
a. 在 同步范围  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将哪些 AD 组织单元同步到 P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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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选项 描述

所有组织单元 将⽬录节点下所有 AD 组织单元同步到 PBX。
指定组织单元及其⼦节点 将指定的组织单元及其⼦节点同步到 PBX。

可在 组织单元  下拉列表中选择想要同步的组织单元。
过滤器搜索的组织单元 将符合过滤条件的组织单元同步到 PBX。

可在 组织单元过滤范围  中设置 LDAP 过滤条件。
例如，输⼊ (&(objectCategory=organization
alUnit)(ou=sales*))  搜索名称以 “sales” 为开头的组织单元。

Note:
在后续使⽤中，如果修改了要同步的 AD 组织单元范围，你可以通过 ⾃动删除不再同步的部⻔或分机组  选项，决定如何处理不再从 AD 组织单元中同步信息的 PBX 部⻔或分机组。

• 若勾选此项，部⻔/分机组将在下⼀次同步中被删除。
• 若不勾选此项，部⻔/分机组保留，且不再受⽬录同步影响，完全由 PBX 管理。

b. 在 同步到  下拉选项，选择要将 AD 组织单元同步到 PBX 中的哪类数据。

Table  7.
选项 描述

部⻔ 将 AD 组织单元及其⼦节点同步到 PBX 的部⻔。
在 企业名称  中设置公司名称（可选），并在 ⽗部⻔  中选择同步的组织单元所属的上级部⻔。

分机组 仅将最⼩⼦节点的组织单元同步到 PBX 的分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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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 保存。
Note:

• 在⾸次保存与同步相关的配置时，PBX 会⽴刻执⾏⾸次⽬录同步。
• 否则，你可以 ⼿动执⾏⽬录同步  或等待 ⾃动⽬录同步。

执⾏结果
你已⾃定义 AD 组织单元的同步规则。
在同步过程中，PBX 系统将根据设置的同步规则在活动⽬录 (AD) 中执⾏ LDAP 查询，并将指定的 AD 组织单元及其最新信息同步到 PBX。同步完成后，实现如下：

• 可在 组织单元同步  设置栏中查看同步的结果。

• 与 AD 组织单元绑定的部⻔/分机组带有  标识，且⽆法被删除。
• 你⽆法⼿动变更绑定的 PBX 部⻔的信息，或绑定的 PBX 分机组的名称和组成员。

Note:
这些信息只能在活动⽬录 (AD) 中修改，并在同步中更新到 PBX 上。

Related information同步 AD ⽤⼾到 Yeastar P 系列 IPPBX同步 AD 组到 Yeastar P 系列 IPPBX暂停活动⽬录 (AD) 同步

同步 AD 组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本⽂介绍如何⾃定义活动⽬录 (AD) 组的同步规则，PBX 系统会对应地将指定的 AD 组同步到 PBX 分机组。
数量限制
可同步的 AD 组数量取决于 PBX 系统⽀持创建的分机组数量 (多达 63 个分机组)。
前提条件
你已 对接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和活动⽬录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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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应⽤对接  > 协同办公平台集成。
2. 在 组同步  栏，打开开关 。

3. 在 同步范围  下拉列表，选择要将哪些 AD 组同步到 PBX。

Table  8.
选项 描述

所有组 将⽬录节点下所有 AD 组同步到 PBX。
指定类型的组 将指定类型的 AD 组同步到 PBX。

可在 类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想要的组。
• 安全组：活动⽬录 (AD) 中所有安全组。
• 通讯组：活动⽬录 (AD) 中所有通讯组。

过滤器搜索的组 将符合过滤条件的 AD 组同步到 PBX。
可在 组过滤范围  字段中设置 LDAP 过滤条件。
例如，输⼊ (&(objectCatego
ry=group)(cn=sales*))  搜索名称 “sales” 开头的 AD 组。

Note:
在后续使⽤中，如果修改了要同步的 AD 组范围，你可以通过 ⾃动删除不再同步的分机组  选项决定如何处理不再从 AD 组中同步信息的 PBX 分机组。



AD 对接⼿册  | 2 - 设置活动⽬录(AD)集成  | 14

• 若勾选此项，分机组将在下⼀次同步中被删除。
• 若不勾选此项，分机组保留，且不再受⽬录同步影响，完全由 PBX 管理。

4. 点击 保存。
Note:

• 在⾸次保存与同步相关的配置时，PBX 会⽴刻执⾏⾸次⽬录同步。
• 否则，你可以 ⼿动执⾏⽬录同步  或等待 ⾃动⽬录同步。

执⾏结果
你已⾃定义 AD 组的同步规则。
在同步过程中，PBX 系统将根据设置的同步规则在活动⽬录 (AD) 中执⾏ LDAP 查询，并将指定的 AD 组及其最新信息同步到 PBX。同步完成后，实现如下：

• 可在 组同步  设置栏中查看同步的结果。

• 与 AD 组绑定的分机组带有  标识，且⽆法被删除。
• 你⽆法⼿动变更与 AD 组绑定的分机组的名称和组成员。

Note:
这些信息只能在活动⽬录 (AD) 中修改，并在同步中更新到 PBX 上。

Related information同步 AD ⽤⼾到 Yeastar P 系列 IPPBX同步 AD 组织单元到 Yeastar P 系列 IPPBX暂停活动⽬录 (AD) 同步

允许⽤⼾使⽤ AD 域账⼾登录 Linkus UC 客⼾端
本⽂介绍如何允许同步的 AD ⽤⼾直接使⽤ AD 域账⼾登录 Linkus ⽹⻚端和⼿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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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你已 对接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和活动⽬录 (AD)。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应⽤对接  > 协同办公平台集成。
2. 在 单点登录 (SSO)  栏，打开开关。

3. 在 登录地址  下拉选项中，选择 Linkus ⽹⻚端登录地址。

4. 点击 保存。
执⾏结果同步的 AD ⽤⼾可直接使⽤ AD 域账⼾的⽤⼾名（格式：username@domainname）和密码登录 Linkus ⽹⻚端和⼿机端。

Note:
要实现在 Linkus ⼿机端上使⽤ AD 域账⼾登录，⽤⼾需要将应⽤更新到指定版本：

• Linkus 安卓客⼾端：4.9.6 或更⾼版本
• Linkus iOS 客⼾端：4.9.5 或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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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information同步 AD ⽤⼾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管理活动⽬录(AD)集成
预约⾃动⽬录同步
默认情况下，PBX 系统会在每天的 00:30 ⾃动执⾏⼀次⽬录同步。你可以⾃定义⾃动同步的时间，使系统在指定时间⾃动将活动⽬录 (AD) 中的数据同步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应⽤对接  > 协同办公平台集成。
2. 在 基本  栏，选择数据同步频率，并设置同步时间点（建议在⾮办公时间或周末）。

• 每天：PBX 将每天在预设的时间点⾃动执⾏⼀次⽬录同步。
例如，设置每天的 23:59 同步⼀次⽬录。

• 每周：PBX 将每周在预设的时间点⾃动执⾏⼀次⽬录同步。
例如，设置每周六的 23:59 同步⼀次⽬录。

3.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PBX 系统根据预约的时间⾃动执⾏⽬录同步。
Related information⼿动执⾏⽬录同步

⼿动执⾏⽬录同步
如果你想⽴即应⽤新的同步规则，或⽴即将活动⽬录 (AD) 中的数据变更同步到 PBX 中，你可以⼿动启动⼀次⽬录同步。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应⽤对接  > 协同办公平台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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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基本  栏中，点击 ⽴即更新。
执⾏结果
PBX 系统⽴刻执⾏⼀次⽬录同步。
Related information预约⾃动⽬录同步

暂停活动⽬录 (AD) 同步
如果你想避免同步到 PBX 的数据被活动⽬录 (AD) 中的数据更新覆盖，你可以暂停⽬录同步。本⽂介绍如何暂停 AD ⽤⼾、组织单元和组的同步。
暂停 AD ⽤⼾同步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应⽤对接  > 协同办公平台集成。
2. 在 ⽤⼾同步  栏，关闭开关。

3. 点击 保存。
4. 在弹出的窗⼝中，执⾏以下操作：

a. 如果你想删除与 AD ⽤⼾绑定的 PBX 分机，勾选 删除与⽤⼾数据同步的分机。
b. 点击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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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结果
• ⽤⼾同步已暂停。
• ⽤⼾同步  设置保留，且不可编辑。
• 如果你选择保留绑定的分机，你⽆法变更这些分机的⽤⼾信息，或删除这些分机。

暂停 AD 组织单元同步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应⽤对接  > 协同办公平台集成。
2. 在 组织单元同步  栏，关闭开关。

3. 点击 保存。
4. 在弹出的窗⼝中，执⾏以下操作：

a. 如果你想要删除与 AD 组织单元绑定的 PBX 部⻔/分机组，勾选 删除与组织单元同步的部⻔或分机组。
b. 点击 确认。

执⾏结果
• 组织单元同步已暂停。
• 组织单元同步  设置保留，且不可编辑。
• 如果你选择保留绑定的部⻔/分机组，你⽆法变更这些部⻔/分机组的信息，或删除这些部⻔/分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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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 AD 组同步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应⽤对接  > 协同办公平台集成。
2. 在 组同步  栏，关闭功能开关。

3. 点击 保存。
4. 在弹出的窗⼝中，执⾏以下操作：

a. 如果你想删除与 AD 组绑定的 PBX 分机组，勾选 删除与组数据同步的分机组。
b. 点击 确认。

执⾏结果
• 组同步已暂停。
• 组同步  设置保留，且不可编辑。
• 如果你选择保留绑定的分机组，你⽆法变更这些分机组的名称和组成员，或删除这些分机组。

Related information禁⽤活动⽬录 (AD) 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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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活动⽬录 (AD) 集成
如果系统正在进⾏修复，⽽你可能需要关闭集成以排除故障，你可以暂停活动⽬录 (AD) 集成，⽽⽆需断开连接。本⽂介绍如何在保留现有配置的情况下暂停活动⽬录 (AD) 集成。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应⽤对接  > 协同办公平台集成。
2. 在集成⻚⾯顶部，关闭开关。

3. 点击 保存。
4. 在弹出的窗⼝中，完成以下操作：

a. 决定是否删除与 AD ⽤⼾、组织单元和组绑定的 PBX 数据。
Table  9.

选项 描述
删除与⽤⼾数据同步的分机 • 若勾选，分机会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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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 若未勾选，分机保留，你⽆法变更这些分机的⽤⼾信息，或删除这些分机。

删除与组织单元同步的部⻔或分机组 • 若勾选，部⻔/分机组会被删除。
• 若未勾选，部⻔/分机组保留，你⽆法变更这些部⻔/分机组的信息，或删除这些部⻔/分机组。

删除与组数据同步的分机组 • 若勾选，分机组会被删除。
• 若未勾选，分机组保留，你⽆法变更这些分机组的名称和组成员，或删除这些分机组。

b. 点击 确认。
执⾏结果

• 状态  栏显⽰ “禁⽤”，表⽰ AD 集成已被暂停。

• 集成配置保留且不可编辑。
• 同步的 AD ⽤⼾现在⽆法使⽤ AD 域账号登录到 Linkus ⽹⻚端和⼿机端。

Related information断开活动⽬录 (AD) 集成

断开活动⽬录 (AD) 集成
如果你想对接其他⽬录，你需要先移除当前集成。本⽂介绍如何断开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与活动⽬录 (AD) 的连接。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应⽤对接  > 协同办公平台集成。
2. 在集成⻚⾯的右上⻆，点击 断开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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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弹出的窗⼝中，执⾏以下操作：

a. 决定是否删除与 AD ⽤⼾、组织单元和组绑定的 PBX 数据。
Table  10.

选项 描述
删除与⽤⼾数据同步的分机 • 若勾选，分机会被删除。

• 若未勾选，分机保留，且完全由 PBX 管理。
删除与组织单元数据同步的部⻔或分机组 • 若勾选，部⻔/分机组会被删除。

• 若未勾选，部⻔/分机组保留，且完全由 PBX 管理。
删除与组数据同步的分机组 • 若勾选，分机组会被删除。

• 若未勾选，分机组保留，且完全由 PBX 管理。
b. 点击 确认。

执⾏结果
活动⽬录 (AD) 集成已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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