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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册
本⼿册详细地描述了 Yeastar P 系列 IPPBX  的所有功能和配置⽅法。
读者对象
本⼿册适⽤于需要准备，配置和操作 PBX 系统的管理员。我们默认管理员熟悉⽹络及其他 IT 相关知识。



⼊⻔
登录 PBX 管理⽹⻚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提供了两个不同的管理⽹⻚⼊⼝，供不同⻆⾊的⽤⼾快速访问、设置和管理系统。本⽂介绍了两种管理⽹⻚之间的区别，并介绍了如何登录 PBX 管理⽹⻚。
管理⽹⻚概述

表  1.
管理⽹⻚ 描述

超级管理员平台 超级管理员专⽤的管理⽹⻚。
超级管理员拥有最⾼权限。在登录之后，超级管理员可以访问和管理所有的 PBX 系统功能，包括为⽤⼾创建分机账号并授予管理权限。
登录地址：PBX IP address/admin。
更多信息，参⻅ 登录超级管理员平台。

管理中⼼ 有管理权限的⽤⼾的管理⽹⻚。
⽤⼾在被超级管理员分配了特定⻆⾊之后，可以登录此管理⽹⻚，根据被授予的⻆⾊权限访问和管理特定 PBX 系统功能。
登录地址：PBX IP address。
更多信息，参⻅ 登录管理中⼼。

登录超级管理员平台
前提要求

• PBX 设备已接⼊⽹络。
使⽤以下任意⼀种⽅式连接 PBX ⽹络：

◦ 使⽤⽹线连接 PBX 的 LAN 端⼝和 PC 的⽹⼝。
◦ 使⽤⽹线连接 PBX 的 LAN 端⼝和路由器或交换机，并且将 PC 也连接到同⼀个路由器或交换机。

• 可⽤于登录⽹⻚进⾏操作和维护的终端（PC）。PC 必须满⾜下列要求：
◦ 已安装浏览器。PBX 兼容的浏览器如下表所⽰。

表  2.
浏览器 版本

Google Chrome （推荐） Chrome 87 或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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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 版本
Microsoft Edge Edge 87 或更⾼版本
Opera Opera 72 或更⾼版本

◦ ⽀持 1366 x 768 或更⾼的分辨率。
• 已设置 PC 的 IP 地址。

PC 的 IP 地址必须与 PBX 同⽹段，并且不会与其他设备产⽣冲突。
注：
◦ Yeastar P 系列 IPPBX  默认的 IP 地址为 192.168.5.150；默认的⽹关地址为 192.168.5.1。
◦ 如果⽆法访问 PBX ⽹⻚，联系你的⽹络管理员确认你的 PC 可以与 IP 地址 192.168.5.150 进⾏通信。

操作步骤
1. 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 PBX 的 IP 地址，在后⾯加上/admin，即 PBX IP 地址/admin，然后按 Enter。例如：默认 IP 地址为 192.168.5.150，则输⼊ 192.168.5.150/admin。

注：
第⼀次登录⽹⻚界⾯时，你将会被引导到安装向导⻚⾯。
更多关于安装向导的信息，请参⻅ 使⽤安装向导对 PBX 进⾏初始化配置。

2. 如果提⽰⽹⻚不安全，忽略⽹⻚警告，展开 ⾼级  ⻚签，继续访问 PB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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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超级管理员账号和密码，然后点击 登录。
• ⽤⼾名：在安装向导中设置的超级管理员的 ⽤⼾名  或 邮箱地址。
• 密码：超级管理员的密码。

4. 如果你设置了双因素⾝份验证，你需要再输⼊⼀个验证码才可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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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输⼊通过⾝份验证器应⽤或邮箱获取的 6 位验证码。
b. 可选：  勾选 受信任设备。

注：
对于你经常登录账号的设备，你可以勾选此项，将其添加为受信任设备。这样⼀来，在接下来 180 天内你从该设备登录账号时⽆需再输⼊验证码。

c. 点击 登录。
登录管理中⼼

前提要求
• 可⽤于登录⽹⻚进⾏操作和维护的终端（PC）。PC 必须满⾜下列要求：

◦ 已安装浏览器。PBX 兼容的浏览器如下表所⽰。
表  3.

浏览器 版本
Google Chrome （推荐） Chrome 87 或更⾼版本
Microsoft Edge Edge 87 或更⾼版本
Opera Opera 72 或更⾼版本

◦ ⽀持 1366 x 768 或更⾼的分辨率。
• 已设置 PC 的 IP 地址。

PC 的 IP 地址必须与 PBX 同⽹段，并且不会与其他设备产⽣冲突。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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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star P 系列 IPPBX  默认的 IP 地址为 192.168.5.150；默认的⽹关地址为 192.168.5.1。
◦ 如果⽆法访问 PBX ⽹⻚，联系你的⽹络管理员确认你的 PC 可以与 IP 地址 192.168.5.150 进⾏通信。

操作步骤
1. 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 PBX IP 地址，然后按 Enter。
2. 如果提⽰⽹⻚不安全，忽略⽹⻚警告，展开 ⾼级  ⻚签，继续访问 PBX ⽹⻚。

3. 输⼊⽤⼾账号和密码，然后点击登录。
• ⽤⼾名：⽤⼾账号的 邮箱地址  或 分机号。
• 密码：⽤⼾账号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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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你设置了双因素⾝份验证，你需要再输⼊⼀个验证码才可登录。

a. 输⼊通过⾝份验证器应⽤或邮箱获取的 6 位验证码。
b. 可选：  勾选 受信任设备。

注：
对于你经常登录账号的设备，你可以勾选此项，将其添加为受信任设备。这样⼀来，在接下来 180 天内你从该设备登录账号时⽆需再输⼊验证码。

c. 点击 登录。
5. 在⻚⾯左下⻆，点击 进⼊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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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安装向导对 PBX 进⾏初始化配置
第⼀次登录 PBX 管理⽹⻚时，你需要使⽤安装向导完成系统初始化配置。
前提条件访问 PBX ⽹⻚并已进⼊配置向导。
如何访问 PBX ⽹⻚，请参⻅ 登录 PBX 管理⽹⻚。

警告：
安装向导仅在第⼀次访问 PBX 时出现。
操作步骤

• 步骤⼀、配置系统⽹络
• 步骤⼆、设置超级管理员
• 步骤三、配置系统时间
• 步骤四、本地化设置 PBX
• 步骤五、检查并确认配置

步骤⼀、配置系统⽹络
设置⽹⼝模式及其相关配置。

1. 在 基础设置  栏，选择⽹⼝模式和默认的⽹⼝。
• ⽹⼝模式：选择⽹⼝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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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桥接电脑。
◦ 双⽹卡：同时启⽤ LAN ⼝和 WAN ⼝，并配置不同的⽹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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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你需要 添加静态路由，否则，所有的数据都会通过默认⽹⼝进⾏传输和通信。

• 默认⽹⼝：可选。使⽤双⽹卡模式时，需选择⼀个⽹⼝作为默认⽹⼝。
2. 在 LAN  栏，填写 LAN 端⼝相关⽹络信息。
3. 可选：  在 WAN  栏，填写 WAN 端⼝相关的⽹络信息。
4. 点击 下⼀步  配置超级管理员。

系统弹出⼀个窗⼝，并显⽰⽹络监测的相关信息。
更多⽹络设置信息，请参⻅ ⽹络概述。

步骤⼆、设置超级管理员
1. 在基本  栏，填写超级管理员账号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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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请牢记超级管理员账号和密码，否则你需要重置 PBX 并重新设置超级管理员账号。
• 超级管理员可以访问系统上的所有功能，并且可以将其他⽤⼾设置为管理员。更多信息，请参⻅ ⽤⼾⻆⾊和权限。
• ⽤⼾名：指定登录 PBX 管理⽹⻚时使⽤的⽤⼾名。
• 密码： 指定登录 PBX 管理⽹⻚使⽤的密码。
• 重复输⼊密码：填写确认密码。
• 邮箱地址：填写超级管理员账号绑定的邮箱地址。

邮箱地址可以⽤来登录超级管理员平台、接收系统事件通知以及重置 PBX ⽹⻚管理中⼼和 Linkus 客⼾端登录密码。
• ⼿机号码：填写⽤于接收系统事件通知时的⼿机号码。
• 前缀：可选。根据呼出路由的拨号规则填写前缀，以便系统可以成功呼叫⼿机号码。

更多关于前缀的信息，请参⻅ 前缀与拨号规则。
2. 在 事件通知  栏，配置超级管理员接收事件通知的⽅式。

• 向 PBX 超级管理员发送事件通知：启⽤或禁⽤事件通知。
• 联系⼈名称：填写超级管理员名称。
• 通知等级：选择超级管理员接收通知的事件等级。
• 通知⽅法：选择接收通知的⽅式。

更多关于事件通知的信息，请参⻅事件通知概述。
3. 点击 下⼀步  配置系统时间。

步骤三、配置系统时间
1. 在 ⽇期和时间  栏，配置时区和夏令时，并选择同步⽹络时间或⼿动设置时间。

注：
使⽤ NTP 服务器同步系统时间时，须确保 PBX 可以访问⽹络。

2. 在 显⽰格式  栏，选择⽇期和时间的显⽰格式。
3. 点击 下⼀步  配置 PBX 本地化。

步骤四、本地化设置 PBX
1. 在 系统提⽰⾳语⾔  栏，选择默认的系统提⽰⾳的语⾔。

注：
点击 下载在线语⾳包  下载更多提⽰⾳。

2. 在 其他设置  栏，根据需要调整本地化设置。
• 邮件通知语⾔： 选择邮件内容使⽤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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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名称：填写该 PBX 的设备名称，发送邮件时的发件⽅将显⽰此名称。
• 名称展⽰格式：选择分机⽤⼾名称和联系⼈名称的显⽰格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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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启⽤国家/地区号码呼叫防御：启⽤该项后，⽤⼾⽆法拨打任何国际号码。

注：
允许⽤⼾拨打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国际号码，你需要为⽤⼾分配权限，并设置允许拨打的国家或地区。更多信息，请参⻅ 限制⽤⼾拨打指定国家或地区的号码。

• 国际拨号代码：根据你所在的国家，填写国际拨号代码。
当⽤⼾拨打以该国际拨号代码开头的号码时，PBX 的呼出路由会判定该通电话为国际通话。

3. 点击 下⼀步  检查配置信息。
步骤五、检查并确认配置

1. 在 总结  ⻚⾯检查所有设置。
2. 如需编辑指定步骤的配置，在步骤标题旁边点击  。
3. 如需编辑上⼀个步骤的配置， 点击 重新配置。
4. 确认所有配置后，点击 重启  使配置⽣效。

执⾏结果
系统重启后所有的配置即可⽣效。
你需要使⽤新 IP 地址访问 PBX，并使⽤超级管理员的⽤⼾名和密码登录 PBX 管理⽹⻚。

注：
PC 的 IP 地址须与 PBX 的 新 IP 地址同⽹段，否则⽆法访问 PBX。

修改超级管理员密码
你可以登录 PBX ⽹⻚，修改超级管理员的密码。
背景信息
超级管理员账号的⽤⼾名和密码在 安装向导  中配置。

重要：
• 超级管理员的⽤⼾名⽆法修改，如需更改，你需要重置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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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忘记超级管理员密码，你可以通过邮箱重置密码。具体操作步骤，请参⻅ 重置超级管理员密码。

操作步骤
1. 使⽤超级管理员账号登录 PBX 管理⽹⻚。
2. 在⻚⾯的右上⻆，点击  并选择 修改密码。
3. 在弹出的窗⼝中，填写旧密码和新密码。
4.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修改密码后，你会⾃动退出⽹⻚。下次登录 PBX 管理⽹⻚时，你需要使⽤新密码登录。

重置超级管理员密码
作为Yeastar P 系列 IPPBX的超级管理员，如果你忘记了⽹⻚登录密码，你可以通过超级管理员绑定的邮箱重置密码。
前提条件

• 你需要提供超级管理员的⽤⼾名和邮箱地址，否则⽆法重置密码。
重要：

如果你忘记超级管理员的⽤⼾名，则需要重置系统，并重新配置⽤⼾名。
• 如果 PBX 未订阅 隧道服务  或 视频会议，你只能在 PBX 内⽹环境重置密码。

操作步骤
1. 访问 PBX ⽹⻚，点击登录⻚⾯的 忘记密码?  进⼊ 忘记密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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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忘记密码  ⻚⾯，填写以下信息：
• ⽤⼾名： 超级管理员的⽤⼾名。
• 邮箱地址：超级管理员账号绑定的邮箱地址。

3. 点击 发送。
系统会发送⼀封邮件到超级管理员账号绑定的邮箱。

4. 查阅重置密码邮件，点击邮件内的重置链接进⼊ 重置密码  ⻚⾯。
注：

该链接有效期为 30 分钟，且只能使⽤⼀次。
5. 在 重置密码  ⻚⾯，输⼊两次新密码，点击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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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结果超级管理员密码已更改。 下次登录 PBX ⽹⻚时，你需要使⽤新密码登录。

设置企业信息
企业信息包括企业名称、企业电话、企业地址等基础信息。本⽂介绍如何设置企业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
2. 在⻚⾯的右上⻆，点击  并选择 企业信息。
3. 在弹出的窗⼝中，执⾏以下操作：

a. 根据需要，设置企业名称、企业电话、企业地址。
注：

如果你启⽤ 部⻔管理  功能，则必须填写 企业名称。此名称将作为根部⻔。更多信息，请参⻅ 启⽤或禁⽤部⻔管理。
b. 点击 保存。

查看系统信息
本⽂介绍如何查看系统硬件、版本号和⽹络的概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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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仪表盘。
2. 在 仪表盘  的右上⻆，点击 系统信息。

系统信息显⽰如下：
• ⽹络信息
• 设备名称
• 产品型号
• 产品序列号（SN）
• 硬件版本号
• 固件版本
• 系统时间
• 运⾏时间
• 最⼤分机数
• 最⼤通话并发数

修改⽹⻚界⾯语⾔
Yeastar P 系列 IPPBX  默认的⽹⻚界⾯语⾔为中⽂。你可以根据需要切换界⾯显⽰语⾔。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
2. 在⻚⾯的右上⻆，点击 。
3. 选择 语⾔，并选择要修改的语⾔。

⽹⻚界⾯显⽰语⾔⽴即切换为选择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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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出 PBX ⽹⻚
若要登出 Yeastar P 系列 IPPBX，直接关闭⽹⻚或者根据本⽂介绍的⽅式登出 PBX ⽹⻚。
操作步骤

1. 在 PBX ⻚⾯的右上⻆，点击 。
2. 选择 退出。

相关信息修改⽹⻚⾃动登出时间



仪表盘
仪表盘概述
Yeastar P 系列 IPPBX仪表盘内展⽰的元件可以为你提供全⾯的数据视图。在仪表盘上，你可以监控系统当前的运⾏状态、了解过去指定时间范围内的系统事件⾛势，并且你可以点击元件上的具体模块，快速进⼊对应功能的配置⻚⾯。本⽂介绍仪表盘上的所有元件。
Yeastar P 系列 IPPBX仪表盘⽀持的元件如下：

• 系统性能
• 系统信息
• 系统接⼝
• 系统状态
• 事件趋势
• 订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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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能系统性能元件显⽰以下信息：
• 当前通话数：实时并发数和⽀持的并发数。
• CPU 使⽤率：PBX 的 CPU 使⽤情况。
• 内存使⽤率：PBX 的内存使⽤情况。
• 本地存储使⽤率：PBX 本地存储的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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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信息
点击右上⻆的 系统信息，系统信息元件显⽰ PBX 的⽹络信息和系统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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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接⼝
系统接⼝元件显⽰ Yeastar P 系列 IPPBX接⼝的连接状态。

表  4.
接⼝ 描述

LAN 端⼝ • ：已连接。
• ：未连接。

WAN 端⼝ • ：已连接。
• ：未连接。

硬盘 • ：已连接。
• ：未接⼊。
• ：已连接，但硬盘格式错误或为“只读”状态。
• ：已连接，但硬盘正在格式化。

注：
仅 P560 和 P570 ⽀持接⼊硬盘。

USB • ：已连接。
• ：未接⼊。
• ：已连接，但 USB 格式错误或为“只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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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续)
接⼝ 描述

• ：已连接，但 USB 正在格式化。
SD 卡 • ：已连接。

• ：未接⼊。
• ：已连接，但 SD 卡格式错误或为“只读”状态。
• ：已连接，但 SD 卡正在格式化。

注：
仅 P560 和 P570 ⽀持接⼊ SD 卡。

扩展的 D30 模块 • ：已连接。
• ：未连接。
• ：已连接，但 D30 模块异常。

注：
仅 P560 和 P570 ⽀持 D30 模块。

FXS 端⼝ • ：已分配分机号。
• ：未分配分机号。

FXO 端⼝ • ：PSTN 线路已连接。
• ：PSTN 线路未连接。
• ：异常。
• ：线路忙。

BRI 端⼝ • ：已连接。
• ：未连接。
• ：异常。

E1 端⼝ • ：已连接。
• ：未连接。
• ：异常。

GSM/3G/4G LTE 模块 • ：异常。
• ：未接⼊ SIM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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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续)
接⼝ 描述

• ：模块已关机。
• ：⽆信号。
• ：PIN/PUK 输⼊错误。
• ：注册不上运营商。
• ：线路忙时的信号强度。
• ：线路可⽤时的信号强度。

系统状态
系统状态元件显⽰以下信息：

• 已注册分机：已注册的分机数和已创建的分机数。
• 可⽤ SIP 中继：可⽤的中继数和已创建的中继数。
• Linkus 客⼾端登录：⽤⼾登录的 Linkus 客⼾端的数量。
• 定时备份：是否启⽤定时备份功能。如果启⽤，系统将显⽰上次创建备份⽂件的时间。
• IP 禁⽌名单：显⽰以下信息：

◦ PBX 拉⿊的 IP 地址和账号的总数。
◦ 最后⼀个 IP 地址或账号被 PBX 拉⿊的时间。

• 紧急号码：已创建的紧急号码数。
• 录⾳：已使⽤多少录⾳存储空间。

注：
如果显⽰“未定义存储位置”，表⽰你还没有为录⾳⽂件指定存储位置。

事件趋势
事件趋势元件帮助你了解指定时间范围内的事件⾛势。你可以查看过去 7 天、15 天或 30 天内事件触发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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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服务服务元件显⽰已激活或已订阅的服务、服务的到期时间及连接状态。
• 已连接：服务已连接。
• 连接中：正在尝试连接激活服务。
• 异常：连接激活服务器超时或失败。



分机
分机概述
分机是⼀串简短的内部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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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两种分机类型：

SIP 分机
SIP 分机基于 SIP 协议。
要使⽤ SIP 分机拨打和接听电话，你需要在 IP 话机或软电话上注册分机。
更多信息，请参⻅以下⽂章：

• 创建 SIP 分机
• 注册 SIP 分机
• 通过公⽹ IP 和端⼝远程注册分机
• 通过 Yeastar FQDN 远程注册分机

模拟分机
模拟分机与模拟话机或传真机绑定在⼀起。
要使⽤模拟分机拨打和接听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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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信息，请参⻅ 创建模拟分机  和 配置模拟话机。

在线状态在线状态帮助你查看分机⽤⼾在话机终端和 Linkus 客⼾端的登录状态。
• 话机终端

◦  表⽰该 SIP 分机已注册上。
将⿏标悬停在  上，可以看到所有注册了该分机的终端 IP 地址。
◦  表⽰该 FXS 端⼝已分配分机号。

• Linkus 客⼾端
◦  表⽰⽤⼾已登录 Linkus 桌⾯端。
◦  表⽰⽤⼾已登录 Linkus ⼿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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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已登录 Linkus ⽹⻚端。

创建分机
创建 SIP 分机
本⽂介绍如何创建和配置 SIP 分机。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点击 添加，选择 添加。
2. 在 基本  栏，从 分机类型  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SIP分机。
3. 在 ⽤⼾信息  栏，配置⽤⼾信息：

• 名字：填写⽤⼾名字。
• 姓⽒：填写⽤⼾姓⽒。
• 邮箱地址：填写⽤⼾的邮箱地址。该邮箱地址可⽤于重置 PBX ⽹⻚管理中⼼和 Linkus 客⼾端登录密码，接收语⾳留⾔和 PBX 的事件通知。

注：
⽤⼾的邮箱不能重复。

• ⼿机号码：填写⽤⼾的⼿机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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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密码：填写⽤⼾密码。该密码可⽤于登录 Linkus 客⼾端。

注：
默认情况下，该密码随机⽣成。如果要更改⽤⼾密码，密码⻓度⾄少 10 位，且必须包含数字、⼤写字⺟和⼩写字⺟。

• ⽤⼾⻆⾊：为⽤⼾分配⼀个⻆⾊。该⻆⾊⽤于限制⽤⼾是否可以管理指定的 PBX 功能。默认值为 ⽆，表⽰⽤⼾⽆权管理 PBX 功能。
注：

系统预置多个常⽤的⽤⼾⻆⾊及对应的权限。你也可以根据⾃⼰的需要，创建⽤⼾⻆⾊，并分配相应的权限。
• 部⻔：选择⼀个或多个部⻔。

注：
仅当启⽤ 部⻔管理  功能时才会显⽰此项。

• 职位：填写⽤⼾的职位名称。此名称会显⽰在 Linkus 客⼾端上。
4. 在 分机信息  栏，配置分机信息：

• 分机号码：填写分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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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号码：填写显⽰号码。显⽰号码将显⽰在被叫的设备上。
• 认证名称：填写注册分机时⽤于验证的名称。默认的注册名称随机⽣成。
• 注册密码：填写注册分机时⽤于验证的密码。默认的注册密码随机⽣成。

注：
为增强分机安全性，建议设置强密码。

• IP 话机同时注册数：选择允许注册分机的最⼤终端数量。
注：

• IP 话机同时注册数最多为 3。
• IP 话机同时注册数仅限制⾮ Linkus 的 SIP 终端，即不包括 Linkus 终端的数量。

5. 可选：  点击其它⻚签，根据你的需求配置相应功能。
6.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SIP 分机创建成功。
后续步骤

• 在本地⽹络注册 SIP 分机，请参⻅ 注册 SIP 分机。
• 远程注册 SIP 分机，请参⻅ 通过公⽹ IP 和端⼝远程注册分机  和 通过 Yeastar FQDN 远程注册分机。

创建模拟分机
本⽂介绍如何创建、配置模拟分机。
前提条件
你已在 PBX 上安装 S2 模块或 SO 模块。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点击 添加，选择 添加。
2. 在 基本  栏，配置分机的基本信息：

a. 在 分机类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 FXS分机。
b. 在 FXS端⼝  下拉列表中，选择⼀个 FXS 端⼝。

3. 在 ⽤⼾信息  栏，配置⽤⼾信息：
• 名字：填写⽤⼾名字。
• 姓⽒：填写⽤⼾姓⽒。
• 邮箱地址：填写⽤⼾的邮箱地址。该邮箱地址可⽤于重置 PBX ⽹⻚管理中⼼和 Linkus 客⼾端登录密码，接收语⾳留⾔和 PBX 的事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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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的邮箱不能重复。

• ⼿机号码：填写⽤⼾的⼿机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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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密码：填写⽤⼾密码。该密码可⽤于登录 Linkus 客⼾端。

注：
默认情况下，该密码随机⽣成。如果要更改⽤⼾密码，密码⻓度⾄少 10 位，且必须包含数字、⼤写字⺟和⼩写字⺟。

• ⽤⼾⻆⾊：为⽤⼾分配⼀个⻆⾊。该⻆⾊⽤于限制⽤⼾是否可以管理指定的 PBX 功能。默认值为 ⽆，表⽰⽤⼾⽆权管理 PBX 功能。
注：

系统预置多个常⽤的⽤⼾⻆⾊及对应的权限。你也可以根据⾃⼰的需要，创建⽤⼾⻆⾊，并分配相应的权限。
• 部⻔：选择⼀个或多个部⻔。

注：
仅当启⽤ 部⻔管理  功能时才会显⽰此项。

• 职位：填写⽤⼾的职位名称。此名称会显⽰在 Linkus 客⼾端上。
4. 在 分机信息  栏，配置分机信息：

• 分机号码：填写分机号码。
• 显⽰号码：填写显⽰号码。显⽰号码将显⽰在被叫的设备上。

5. 可选：  点击其它⻚签，根据你的需求配置相应功能。
6.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模拟分机创建成功。
后续步骤
将模拟话机连接到对应的 FXS 端⼝。
批量创建 SIP 分机
本⽂介绍如何批量创建 SIP 分机。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点击 添加，选择 批量添加。
2. 配置分机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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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 基本  栏，从 分机类型  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SIP分机。
b. 在 ⽤⼾信息  栏，配置⽤⼾信息：

• 起始分机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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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只允许填写 1 到 999 之间的整数。
• ⽤⼾密码：选择密码类型。

重要：
请设置⻓度⾄少10 位，且同时包含数字、⼤写字⺟和⼩写字⺟的强密码。

◦ 随机⽣成：每个分机的⽤⼾密码随机⽣成。
◦ 前缀+分机号码：如果选择该类型，在 密码前缀  字段填写前缀。
◦ 分机号码+后缀：如果选择该类型，在 密码后缀  字段填写后缀。
◦ 固定密码：如果选择该类型，在 固定密码  字段填写固定密码。

• ⽤⼾⻆⾊：为⽤⼾分配⼀个⻆⾊。该⻆⾊⽤于限制⽤⼾是否可以管理指定的 PBX 功能。
• 部⻔：选择⼀个或多个部⻔。

注：
仅当启⽤ 部⻔管理  功能时才会显⽰此项。

• 职位：填写⽤⼾的职位名称。此名称会显⽰在 Linkus 客⼾端上。
c. 在 分机信息  栏，配置分机注册信息：

• 认证名称：选择认证名称类型。
◦ 随机⽣成：每个分机的认证名称随机⽣成。
◦ 前缀+分机号码：如果选择该类型，在 名称前缀  字段填写前缀。
◦ 分机号码+后缀：如果选择该类型，在 名称后缀  字段填写后缀。
◦ 固定名称：如果选择该类型，在 固定名称  字段填写固定名称。
◦ 分机号码：如果选择该类型，分机号将是每个分机的认证名称。

• 注册密码：选择密码类型。
注：

为增强分机安全性，建议设置强密码。如果分机密码为弱密码，分机  ⻚⾯
上该分机的前⾯会显⽰ 。

◦ 随机⽣成：每个分机的⽤⼾密码随机⽣成。
◦ 前缀+分机号码：如果选择该类型，在 密码前缀  字段填写前缀。
◦ 分机号码+后缀：如果选择该类型，在 密码后缀  字段填写后缀。
◦ 固定密码：如果选择该类型，在 固定密码  字段填写固定密码。

• IP 话机同时注册数：选择允许注册分机的最⼤终端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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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IP 话机同时注册数最多为 3。
◦ IP 话机同时注册数仅限制⾮ Linkus 的 SIP 终端，即不包括 Linkus 终端的数量。

3. 可选：  点击其它⻚签，配置分机的其它功能。
• 状态：配置分机状态。
• 语⾳信箱：启⽤ 启⽤语⾳信箱，从 语⾳信箱PIN码认证  下拉列表中选择密码类型。

提⽰：
根据你的需求，配置 语⾳留⾔通知和播放选项。

◦ 随机⽣成：每个分机的 PIN 码随机⽣成。
◦ 前缀+分机号码：如果选择该类型，在 PIN码前缀  字段填写前缀。
◦ 分机号码+后缀：如果选择该类型，在 PIN码后缀  字段填写后缀。
◦ 固定密码：如果选择该类型，在 固定PIN码  字段填写固定 PIN 码。
◦ 分机号码：如果选择该类型，分机号将是每个分机的 PIN 码。
◦ 禁⽤：获取语⾳留⾔时不需要输⼊ PIN 码。

• 功能：配置邮件通知、状态的时间条件⾃动切换、通话录⾳、来电处理规则。
• ⾼级：配置⾼级选项。
• 安全：配置 SIP 安全和分机的通话限制。
• Linkus 客⼾端：为分机启⽤ Linkus 客⼾端。
• 功能键：⾃动配置话机功能键。

当分机与话机通过⾃动配置绑定后，与分机关联的功能键会⾃动应⽤在话机上。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 分机创建成功。
• 系统提⽰创建的分机数量和分机号。

后续步骤
• 在本地⽹络注册 SIP 分机，请参⻅ 注册 SIP 分机。
• 远程注册 SIP 分机，请参⻅ 通过公⽹ IP 和端⼝远程注册分机  和 通过 Yeastar FQDN 远程注册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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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话机
配置模拟话机
本⽂介绍如何配置模拟话机。
前提条件

• 已创建 模拟分机。
• 准备⼀台模拟话机和⼀条 RJ11 电话线。

操作步骤
1. RJ11 电话线的⼀端连接模拟话机，另⼀端连接已分配分机号的 FXS ⼝。
2. 检查 FXS ⼝的指⽰灯。

执⾏结果
如果指⽰灯绿灯常亮，表⽰该模拟话机可⽤。⽤⼾可以使⽤该模拟话机拨打、接听电话。
注册 SIP 分机
本⽂介绍如何在本地⽹络中注册 SIP 分机。
前提条件

• 已创建 SIP 分机。
• SIP 话机和 Yeastar P 系列 IPPBX在同⼀个局域⽹内。

操作步骤
1. 获取分机注册信息。

注册 Yeastar P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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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系统  > ⽹络  > 服务端⼝）
• 传输协议（路径：分机和中继  > 分机  > ⾼级  > 协议）
• 分机注册信息（路径：分机和中继  > 分机  > ⽤⼾）：

◦ 分机号码
◦ 认证名称
◦ 注册密码
◦ 显⽰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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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话机上注册分机。
登录话机⽹⻚，填写并保存分机注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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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登录话机⽹⻚，查看分机状态是否已注册。
•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查看 在线状态  列该分机的状态是

否显⽰为 。
执⾏结果
SIP 分机已经注册上。⽤⼾可以使⽤该话机拨打、接听电话。
相关信息通过公⽹ IP 和端⼝远程注册分机通过 Yeastar FQDN 远程注册分机
通过公⽹ IP 和端⼝远程注册分机
本⽂通过⼀个配置⽰例，帮助你了解如何通过 PBX 的公⽹ IP 地址和端⼝远程注册 SIP 分机。
背景信息
总公司搭建了⼀台 Yeastar P 系列 IPPBX，管理员要在分公司的话机 Yealink T56A 上远程注册总公司 PBX 上的分机。

操作步骤
• 步骤⼀、在路由器上映射端⼝
• 步骤⼆、在 PBX 上配置 SIP NAT
• 步骤三、注册远程分机
• 步骤四、在话机上注册分机

步骤⼀、在路由器上映射端⼝
在连接 PBX 的路由器 2 上转发以下端⼝，否则外⽹设备⽆法与 PBX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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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服务端⼝ 本地端⼝ 外部端⼝

SIP 注册端⼝ UDP 5060 UDP 5078
RTP 端⼝范围 UDP 10000~12000 UDP 10000~12000

步骤⼆、在 PBX 上配置 SIP NAT配置 SIP NAT，确保 PBX 和公⽹中的 SIP 设备可以正常通信。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络，点击 公⽹ IP 和端⼝  ⻚签。
2. 启⽤ 公⽹ IP（NAT），配置 NAT。

a. 在 NAT 类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 公⽹IP地址。
b. 在 公⽹ IP 地址  字段，填写 PBX 的 WAN IP。在本例中，填写 11.11.11.11。
c. 在 本地⽹络地址  栏，添加本地⽹络地址。

i. 点击 添加IP。
ii. 在 ⽹络地址  字段，填写 LAN IP。在本例中，填写 192.168.5.0。
iii. 在 ⼦⽹掩码  字段，填写⼦⽹掩码。在本例中，填写 255.255.255.0。

d. 在 NAT 模式  下拉列表中，选择 Yes。
PBX 使⽤ NAT，忽略 SIP 和 SDP 中的地址信息，使⽤公⽹地址回复 SIP 包。

3. 填写在路由器2上转发的外部端⼝。
• 公⽹ SIP UDP 端⼝：在本例中，填写 5078。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步骤三、注册远程分机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分机。
2. 点击 安全  ⻚签，勾选 允许远程注册。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步骤四、在话机上注册分机登录话机⽹⻚，注册分机。
注：

SIP 服务器地址填写 PBX 所在的公⽹ IP 地址；端⼝填写外部 SIP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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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结果
分公司的⽤⼾可以使⽤ Yealink T56A 拨打、接听电话。
相关信息通过 Yeastar FQDN 远程注册分机
通过 Yeastar FQDN 远程注册分机
Yeastar 提供的 FQDN 服务能够让你摆脱复杂的⽹络设置，快速建⽴⽤于远程访问的安全隧道。因此，使⽤ Yeastar FQDN 进⾏远程 SIP 话机注册更为安全便捷。本⽂以 Yealink T53W 话机为例，介绍如何通过 Yeastar FQDN 远程注册分机。
前提条件

• 需要订阅 隧道服务  或者 视频通话  服务，才能使⽤ FQDN 功能。
• 确保 FQDN 配置满⾜以下要求：

◦ Yeastar FQDN 域名可⽤。
◦ 要注册的分机账号可以使⽤ FQDN 进⾏远程 SIP 注册。

详细配置可参⻅ 通过 Yeastar FQDN 进⾏远程 SIP 访问。
操作步骤
步骤⼀、获取分机注册信息
步骤⼆、在话机上注册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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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查看分机注册状态
步骤⼀、获取分机注册信息
登录 PBX 管理⽹⻚，获取以下信息。

• Yeastar P 系列 IPPBX  的 FQDN 地址（路径：系统  > ⽹络  > 星纵信息 FQDN）
在本例中，PBX 的 FQDN 地址为 yeastardocs.ras.yeastar.com。

• 远程 SIP 注册端⼝（路径：系统  > ⽹络  > 星纵信息 FQDN  > 功能  > SIP 访问）

• 传输协议（路径：分机和中继  > 分机  > ⾼级  > 协议）

• 分机信息（路径：分机和中继  > 分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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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机号码
◦ 认证名称
◦ 注册密码

步骤⼆、在话机上注册分机
1. 登录话机⽹⻚，进⼊ 账号  > 注册。
2. 在 账号  下拉列表中，选择⼀个可⽤的账号进⾏注册。
3. 启⽤ 线路激活。
4. 填写分机注册信息。

• 标签：设置显⽰在 IP 话机 LCD 显⽰屏上的标签名。
• 显⽰名：设置发送呼叫时账⼾的显⽰名称。
• 注册名：输⼊分机的认证名称。
• ⽤⼾名：输⼊分机的分机号码。
• 密码：输⼊分机的注册密码。
• 服务器主地址：输⼊ PBX 的 FQDN 地址。
• 端⼝：输⼊远程 SIP 注册端⼝。
• 传输：选择与分机相同的传输协议。

5. 点击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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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查看分机注册状态选择以下任⼀⽅式，查看分机注册状态。
• 登录话机⽹⻚，查看分机是否已注册上。
•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查看此分机的 在线状态  栏的状态是否显

⽰为 。
执⾏结果
SIP 分机已经注册上。⽤⼾可以使⽤该话机拨打、接听电话。

分机状态
分机状态概述
本⽂介绍什么是分机状态、分机状态关联功能以及分机状态切换。
什么是分机状态
分机状态⽤于显⽰⽤⼾的办公状态。默认情况下，使⽤ Yeastar P 系列 IPPBX的所有⽤⼾都可以查看其他⽤⼾的办公状态。
Yeastar P 系列 IPPBX⽀持以下状态：

• 空闲：该⽤⼾当前处于办公状态，可以接听来电。
• 离开：该⽤⼾当前不在办公室，可能⽆法及时接听来电。
• 出差：该⽤⼾正在出差中。
• 免打扰：该⽤⼾当前不想被打扰，⽆法接听来电。
• 午餐：该⽤⼾当前正在⽤餐。
• 下班：该⽤⼾已下班。

分机状态关联功能分机状态与以下功能相关联。你可以为每个状态关联不同的功能。关联的功能根据不同的状态⽣效。
• 状态信息：有关当前状态的详细信息。
• 呼叫前转：根据分机状态将内部来电和外部来电引导到不同的⽬的地。
• 响铃策略：设置不同状态下终端的响铃策略。
• 响铃超时：设置除 免打扰  状态外，不同状态的响铃超时时间。
• ⼿机号码同时响铃：设置该分机收到来电时，⼿机是否同时响铃。
• 接受推送通知：设置是否在 Linkus ⼿机端接收推送通知，如未接来电、语⾳留⾔等。
• 坐席状态⾃动切换：设置队列坐席状态跟随分机状态切换。
• 语⾳信箱问候语：设置不同状态下的语⾳信箱问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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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请参⻅ 分机状态配置  和 修改语⾳信箱问候语。
分机状态切换
两种切换分机状态的⽅式：

• ⼿动切换分机状态：分机⽤⼾可以通过拨打特征码或在 Linkus 客⼾端上⼿动选择状态，来切换⾃⼰的分机状态；管理员可以在 PBX ⽹⻚为分机⽤⼾切换状态。
更多信息，请参⻅ 通过 Linkus 客⼾端切换分机状态和 通过 PBX ⽹⻚切换分机状态。

• ⾃动切换分机状态：系统可以根据办公时间和假期⾃动切换分机状态。
更多信息，请参⻅ 根据时间⾃动切换分机状态。

分机状态配置
本⽂介绍分机状态相关的配置以及不同状态下来电的处理⽅式。
背景信息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为不同分机状态设置不同的来电处理⽅式。当⽤⼾的分机状态改变，相应的来电处理⽅式随之⽣效。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在 状态  ⻚签下编辑该分机。

• 状态信息
• 呼叫前转
• 响铃策略
• 响铃超时
• 选项

状态信息
表  6.

设置 描述
状态信息 为当前状态添加详细说明。该信息会显⽰在 Linkus 客⼾端。

呼叫前转分机⽤⼾没空接听来电时，呼叫前转设置可以帮助⽤⼾将来电转移到指定的⽬的地。你可以为分机⽤⼾设置不同状态下来电的⽬的地。
表  7.

设置 描述
来电类型 • 内部通话：为内部来电设置呼叫前转规则。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web-client-user-guide/switch-presence-stat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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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续)
设置 描述

• 外部通话：为外部来电设置呼叫前转规则。
前转条件 选择前转条件并设置⽬的地。

• 总是：所有来电都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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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铃策略
响铃策略规定分机收到来电时，终端的响铃顺序。

• 话机端：分机登录的 IP 话机、模拟话机或软电话。
• Linkus⼿机端
• Linkus桌⾯端（仅软电话模式下）
• Linkus⽹⻚端（仅⽹⻚客⼾端模式下）

表  8.
设置 描述

先响铃 设置收到来电时，先响铃的终端。
后响铃 设置收到来电时，后响铃的终端。

响铃超时
为了避免来电者⻓时间等待，你可以配置响铃超时。如果指定时间内该通通话未被接听，通话将被路由到 ⽆应答  的⽬的地。

表  9.
设置 描述

响铃超时 填写⼀个值或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个值。
注：

有效时间范围为 5 到 300。
选项

⼿机号码同时响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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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在收到来电时同时响铃分机和分机关联的⼿机号码，你可以配置同时响铃策略。
注：

免打扰  状态不⽀持该配置。
表  10.

设置 描述
⼿机号码同时响铃 勾选此项，配置关联的⼿机号码。
前缀 填写 呼出路由前缀，以便 PBX 可以成功呼出。

接受推送通知
默认情况下，使⽤ Linkus ⼿机端的⽤⼾可以随时随地接收通知，如未接来电、新语⾳留⾔等。如果你只在本地⽹络搭建 Linkus 服务器，为防⽌⽤⼾不在办公室时⽆法接通电话，你可以为⽤⼾关闭推送通知功能。

表  11.
设置 描述

接受推送通知 设置是否在 Linkus ⼿机端接收推送通知。
坐席状态⾃动切换

如果该分机⽤⼾是队列中的动态坐席，你可以关联该分机⽤⼾的坐席状态和分机状态。坐席状态会跟随分机状态切换。
表  12.

设置 描述
签⼊ 签⼊队列。

注：
仅 空闲  状态下可设置该状态。

签出 签出队列。
暂停 暂停接听队列来电。

注：
如果你配置了队列坐席暂停原因，可在 暂停原因  下拉列表中选择具体的暂停原因。

不做任何操作 保持当前在队列中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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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切换分机状态
本⽂介绍如何在 PBX ⽹⻚上切换⽤⼾的分机状态。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
2. 在 分机  列表，选择⼀个分机。
3. 在 状态  列，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个状态。

4. 在当前⻚⾯，点击任意空⽩处。
5. 点击 应⽤。

执⾏结果
新的状态会同步到 Linkus 客⼾端，相关配置  ⽣效。
相关信息根据时间⾃动切换分机状态
根据时间⾃动切换分机状态
本⽂通过具体配置⽰例，介绍如何为分机⽤⼾配置基于时间⾃动切换分机状态。
背景信息
假设你已经在系统上设置好办公时间和假期，并且你希望分机的在线状态根据如下规则⾃动切换：

办公时间和假期 分机状态
办公时间：周⼀⾄周五 09:00~12:00 和 14:00~18:00 空闲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4 - 分机  | 40

办公时间和假期 分机状态
休息时间：周⼀⾄周五 12:00~14:00 午休
假期：10 ⽉ 1 ⽇⾄ 10 ⽉ 7 ⽇ 下班
其它时间：未被定义为办公时间、休息时间及假期的时间。 下班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需要根据上下班时间切换状态的分机。
2. 点击 功能  ⻚签，前往 状态的时间条件⾃动切换  栏。
3. 根据上下班时间配置分机状态：

• 办公时间：选择办公时分机显⽰的状态。
本例中，选择 空闲。

• 休息时间：选择休息时分机显⽰的状态。
本例中，选择 午休。

• 假期：选择节假期间分机显⽰的状态。
本例中，选择 下班。

• ⾮办公时间：选择⾮办公期间分机显⽰的状态。
本例中，选择 下班。

4. 点击 保存。
注：

不同时间条件下分机状态⾃动切换的优先级为：假期  > 休息时间  > 办公时间  > ⾮办公时间。
操作结果
系统根据当前所处的时间切换分机状态。
例如，18:00 后，Linkus 客⼾端上显⽰的分机状态会⾃动切换为 下班。

注：
如果有⼈强制切换了时间条件，分机的状态也会被强制切换到相应的状态。例如，强制切换时间条件到 办公时间，则分机状态会被强制切换为 空闲。
相关信息办公时间和假期概述⼿动切换分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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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BLF 按键监控分机状态
本⽂介绍如何通过⾃动配置功能为 IP 话机配置 BLF 按键，进⾏分机通话状态及免打扰状态 (DND, Do-Not-Disturb) 的监控。
前提条件话机已通过⾃动配置绑定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并分配分机。
有关⾃动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以下⽂章：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PnP ⽅式）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DHCP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FQDN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式）

操作步骤
• 步骤⼀、设置⽤于监控分机的功能键
• 步骤⼆、应⽤配置到 IP 话机

步骤⼀、设置⽤于监控分机的功能键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 编辑分配给话机的分机。
2. 点击 功能键  ⻚签。
3. 配置功能键，⽤于监控分机状态。

以下为监控分机 1004 的配置⽰例。

• 类型：选择 BLF。
• 值：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监控的分机。在本例中，选择 1004。
• 标签：可选。输⼊的值会显⽰在话机屏幕上。

4. 点击 保存。
步骤⼆、应⽤配置到 IP 话机

1. 进⼊ ⾃动配置  > 话机，点击话机旁边的  。
系统提⽰是否更新话机配置。

2.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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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结果
• BLF LED 显⽰被监控分机 1004 的实时状态：

◦ BLF LED 绿灯常亮：分机被监控，且当前通话状态为空闲。
◦ BLF LED 红灯常亮：分机正在发送呼叫、正在通话中或分机状态为免打扰 (DND)。
◦ BLF LED 红灯闪烁：分机正在响铃。
◦ BLF LED 不亮：BLF 按键配置失败。

• 你可以在话机上按下 BLF 按键直接拨打被监控的分机号，或截答被监控分机的来电。
相关信息截答分机组成员的来电截答指定分机的来电Linkus ⽹⻚客⼾端 - 配置功能键
转移来电到指定⽬的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根据分机的在线状态，将来电转移到不同的⽬的地。本⽂介绍如何在 PBX 上为分机预设呼叫转移规则，以及如何启⽤并配置呼叫转移特征码，以便⽤⼾在需要时可以通过拨打特征码即时更改呼叫转移⽬的地。
配置呼叫转移规则（预设⽬的地）
你可以为分机的不同在线状态，设置不同的呼叫转移⽬的地。当分机的在线状态改变时，来电也会被转移到相应⽬的地。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分机。
2. 点击 状态  ⻚签。
3. 在状态栏，选择要应⽤该呼叫转移规则的分机状态。

4. 在 内部通话  和 外部通话  栏，选择前转条件，然后设置转移的⽬的地。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web-client-user-guide/configure-function-keys-for-your-pho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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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当分机收到来电时，系统会确认⽤⼾的分机状态，并识别它是内部呼叫还是外部呼叫，然后将来电转移到指定的⽬的地。
启⽤呼叫转移特征码（即时更改⽬的地）
分机⽤⼾可以在 Linkus ⽹⻚端上更改预设的呼叫转移⽬的地。对于不能访问 Linkus ⽹⻚端的⽤⼾，你可以在 PBX 上启⽤并配置呼叫转移特征码，这样这些⽤⼾就可以在话机上拨打特征码来更改呼叫转移的⽬的地。

限制条件
• 同⼀前转类型（总是、忙时、⽆应答）下收到的内部来电和外部来电，都会被转移到相同的⽬的地。
• ⽤⼾只能更改当前在线状态下的呼叫转移⽬的地。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特征码。
2. 在 呼叫前转  栏，启⽤并配置呼叫前转特征码。

• 启⽤通话 “总是” / “忙时” / “⽆应答” 呼叫前转：勾选此项，然后配置特征码。
分机⽤⼾可以通过拨打特征码，设置前转条件，然后将来电前转⾄语⾳信箱或指定的分机号码。更多信息，请参⻅ 呼叫前转特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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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通话 “总是” / “忙时” / “⽆应答” 呼叫前转：勾选此项，然后配置特征码。
分机⽤⼾可以通过拨打特征码，取消前转条件。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当分机⽤⼾拨打特征码，当前状态下的来电会被转移到新的⽬的地。
注：

免打扰  状态不⽀持 ⽆应答  ⽬的地和 忙时  ⽬的地，这意味着即使⽤⼾拨打相关特征码，配置也不会⽣效。
办公电话和⼿机同时响铃
本⽂介绍如何实现办公电话和⼿机同时响铃。
应⽤场景
当⽤⼾离开位置或出差时，他/她可能会错过重要来电。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为⽤⼾配置同时响铃功能。当分机收到来电时，⼿机和分机会同时响铃。
前提条件

• 分机已关联⼿机号码。
• ⾄少有⼀条可⽤的 呼出路由。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分机。
2. 点击 状态  ⻚签。
3. 在状态栏，选择要应⽤同时响铃策略的分机状态。
4. 在 选项  栏，根据如下步骤配置：

a. 勾选 ⼿机号码同时响铃。
b. 点击 ，填写⼿机号码。
c. 可选：  在 前缀  字段，填写 呼出路由前缀，以便 PBX 可以成功呼出。

• 如果呼出路由的 删除前缀位数  为空，你⽆需配置 前缀。
• 如果呼出路由的 删除前缀位数  不为空，你需要根据呼出路由的 号码规则 配置 前缀。

5.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在该分机状态下收到来电时，办公电话和⼿机将同时响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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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机语⾳信箱
配置分机语⾳信箱
本⽂介绍语⾳信箱功能及如何为分机⽤⼾配置语⾳信箱。
背景信息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语⾳信箱功能，该功能帮助⽤⼾在不⽅便接听来电时接收语⾳消息。创建分机时，系统默认启⽤分机的语⾳信箱功能，并随机⽣成 4 位 PIN 码作为访问语⾳信箱的凭证。
你可以保留默认设置，也可以根据需要更改以下设置：

• 启⽤或禁⽤语⾳信箱功能
• 语⾳信箱 PIN 码
• 语⾳留⾔通知⽅式和信封播报
• 语⾳信箱问候语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分机。
2. 点击 语⾳信箱  ⻚签，启⽤ 启⽤语⾳信箱。
3. 可选：  配置语⾳信箱 PIN 码。

• 语⾳信箱PIN码认证：设置⽤⼾访问语⾳信箱时是否需要输⼊ PIN 码。
◦ 启⽤
◦ 禁⽤

• 语⾳信箱密码：保留默认 PIN 码或根据需要进⾏更改。
注：

PIN 码必须为数字，且⻓度限制为3~15位。
4. 可选：  配置新留⾔的通知设置。

• 新留⾔通知：设置收到新语⾳留⾔时是否通知⽤⼾，以及如何通知。
◦ 不发送邮件通知：禁⽤电⼦邮件通知。
◦ 发送不含⾳频附件的电⼦邮件通知：收到新的语⾳留⾔后，通过电⼦邮件提醒分机⽤⼾收到新的语⾳留⾔。
◦ 发送含⾳频附件的电⼦邮件通知：收到新的语⾳留⾔后，将新的语⾳留⾔转换成 .wav 格式的语⾳⽂件，附在邮件中发送给分机⽤⼾。

• 通知后：设置发送通知邮件后如何处理留⾔。
◦ 不做任何操作：保留语⾳信箱中的新语⾳留⾔并标记为未读。
◦ 标记为已读：保留语⾳信箱中的新语⾳留⾔并标记为已读，防⽌⽤⼾在其它设备上重复收到提醒。
◦ 删除语⾳留⾔：删除语⾳留⾔，节省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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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我们建议你仅在发送含⾳频的电⼦邮件通知时，才选择 删除语⾳留⾔。

5. 可选：  设置播放语⾳留⾔前播报的信封信息。
• 播放⽇期和时间
• 播放来电号码
• 播放留⾔时⻓

6. 可选：  如果要⾃定义播放给留⾔者的问候语，请参⻅ 录制或上传语⾳信箱问候语。
7. 点击 保存  并 应⽤。

相关信息语⾳留⾔转电⼦邮件查听语⾳留⾔

分机功能
根据来电号码处理来电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按照不同的规则对不同的来电（内部来电和外部来电）进⾏处理。本⽂介绍如何为分机⽤⼾创建来电处理规则。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2. 点击 功能  ⻚签。
3. 在 基于来电号码的来电处理  栏，创建来电处理规则。

a. 点击 添加。
b. 在来电号码  字段，填写具体的来电号码或来电匹配模式。

• 根据来电号码处理来电：填写具体的电话号码。
例如，填写 10086，根据规则处理 10086 的来电。

• 根据来电号码匹配规则处理来电：填写来电匹配模式。
例如，填写 9011.，根据规则处理所有以 9011 开头号码的来电。
更多信息，请参⻅ 号码匹配。

c. 在 来电处理  下拉列表中，选择来电处理⽅式。
• 挂断
• 分机
• 语⾳信箱
• IVR
• 播放问候语后挂断
• 接受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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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默认情况下，该分机可以接收所有来电。如果你设置了⼀条来电号码处理规则来拦截骚扰电话（例如拦截以 728373 开头的来电），但⽤⼾想接收特定号码（例如 72837300）的来电，你可以单独为 72837300 设置来电处理⽅式为接受来电。

d. 点击 保存。
e. 可选：  添加更多规则，重复 步骤a-d。
f. 可选：  在 移动  列，调整规则顺序。来电处理规则⾃上⽽下⽣效。

注：
例如将“接收 72837300 来电”的规则放在“拦截 728373 开头的来电” 的规则前⾯。如此，当系统收到 72837300 的来电，系统会把来电送给分机⽤⼾。⽽对于其它以 728373 开头的来电，系统⼀律拦截。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分机⽤⼾收到来电时，系统会根据来电号码处理来电。
有未接来电时发送邮件通知
要提醒分机⽤⼾有未接来电，你可以为分机⽤⼾启⽤未接来电的邮件提醒。
前提条件

• 已配置 系统邮件服务器。
• 分机有关联的邮箱地址。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2. 点击 功能  ⻚签。
3. 在 通知  栏，勾选 有未接来电时发送邮件通知。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有未接来电时，系统会给⽤⼾的邮箱发送通知邮件。
注：

如果⽤⼾是响铃组成员，且响铃组开启了记录未接来电功能，那么当⽤⼾在这个响铃组有未接来电时，系统也会发送通知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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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改变时发送邮件通知
要提醒⽤⼾其⽤⼾密码有变更，你可以为分机⽤⼾启⽤⽤⼾密码改变时的邮件提醒。
前提条件

• 已配置 系统邮件服务器。
• 分机有关联的邮箱地址。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2. 点击 功能  ⻚签。
3. 在 通知  栏，勾选 ⽤⼾密码改变时发送邮件通知。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分机的⽤⼾密码改变时，系统会给⽤⼾的邮箱发送邮件通知。
允许多终端注册同⼀分机号
⼀号多机功能允许⽤⼾在任⼀终端上使⽤同⼀个分机号处理通话。本⽂介绍如何设置⼀个分机的同时注册数。
背景信息
对于办公地点不固定的员⼯，他们可以在多个终端上注册同⼀个分机号，例如注册在办公室的 IP 话机，在电脑上的软电话，或者是⼿机上的 SIP 客⼾端。通过这种⽅式，来电时，所有终端都会响铃，⽤⼾可以在任⼀设备上接听和处理通话。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2. 在 分机信息  栏的 IP 话机同时注册数  字段中，设置允许同时注册的最⼤终端数量。本例中，设置为 3。

注：
• IP 话机同时注册数最多为 3。
• IP 话机同时注册数仅限制⾮ Linkus 的 SIP 终端，即不包括 Linkus 终端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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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除了在 Linkus 终端上注册分机外，该分机还可以在注册在 3 个 SIP 终端上。
当分机收到来电时，所有终端都会响铃。分机⽤⼾可以在任⼀终端上处理通话。

注：
默认情况下，当某个终端的分机处于忙碌状态时收到来电，其它终端（Linkus 和 SIP 终端）收到来电仍会响铃。
如果你不希望通话中其他终端仍然接收来电，导致来电漏接的问题，你可以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  > 功能  > 呼叫  为分机启⽤ ⼀号多机全忙模式。

设置第三⽅弹屏对接
通过 Popup URL 对接第三⽅系统（如客⼾管理系统、ERP 系统、订单管理系统等）后，当有来电时，PBX 会⾃动调取第三⽅系统内的客⼾数据，展⽰给 PBX 分机⽤⼾查看。
限制条件和使⽤要求

限制条件
该功能仅⽀持配合 Linkus ⽹⻚端使⽤。

使⽤要求
• PBX 服务器：37.4.0.17 或更⾼版本。
• 第三⽅系统：

◦ 可以通过 Web 访问。
◦ 可以提供 URL，并且能根据 URL 携带的来电号码和来电显⽰名称识别来电者⾝份。

操作步骤
根据以下说明，批量为分机设置第三⽅来电弹屏。你也可以为单个分机⾃定义来电弹屏。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4 - 分机  | 50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
2. 勾选分机，点击 编辑。
3. 点击 功能  ⻚签，勾选 批量编辑，启⽤ Popup URL。

4. 设置弹屏对接。
表  13.
设置 描述
弹屏地址 填写第三⽅系统的 URL 和要传递的变量参数。⽀持的变量：

• .{{.CallerNumber}}：来电显⽰号码。
• .{{.CallerDisplayName}}：来电显⽰名称。

以 Solve360 CRM 为例：
https://web/solve.360.com/{{.CallerNumber}}&{{.CallerDisplayName}}

通讯类型 选择触发来电弹屏的通讯类型。
• 呼⼊：外部来电。
• 内部：同事来电。

触发事件 选择触发来电弹屏的事件。
• 响铃
• 应答
• 通话结束

5. 点击 保存。
执⾏结果当来电到达分机⽤⼾的 Linkus ⽹⻚端，PBX 会⾃动调取第三⽅系统内的客⼾数据，展⽰给分机⽤⼾查看。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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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使⽤该功能，分机⽤⼾需要允许 Linkus ⽹⻚端显⽰弹出式窗⼝和重定向。

为分机启⽤⻔禁视频预览功能
如果你对接了⻔禁系统和 Yeastar P 系列 IPPBX，你可以为注册在⻔⼝机上的分机启⽤⻔禁视频预览功能。这样⼀来，当收到⻔⼝机的呼叫时，分机注册为室内机的⽤⼾可在 Linkus 客⼾端响铃时就看到⻔⼝机的视频画⾯，并决定是否开⻔。
应⽤场景
⻔⼝机和室内机是⻔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你对接⻔禁系统和 Yeastar P 系列 IPPBX，你可以将分机注册到⻔⼝机上，注册上的⻔⼝机可以像常规的 PBX 分机⼀样⽤于拨打电话，⽽ Linkus 客⼾端可作为室内机。
当访客在⻔⼝机按下⻔铃时，⻔⼝机呼叫室内机。⽤⼾可以在正在响铃的 Linkus 客⼾端 (⽹⻚端或桌⾯端) 上预览⻔⼝机的视频画⾯，并决定是否给访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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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禁视频的⽅式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以下两种⽅式：

• 视频预览：此⽅式需要被叫操作。当被叫收到⻔⼝机 (分机启⽤了视频预览功能) 的来电时，被叫需要在响铃的 Linkus 客⼾端上点击特定按钮才能预览⻔⼝机的视频画⾯。
• ⾃动预览：此⽅式⽆需被叫操作。当被叫收到⻔⼝机 (分机启⽤了⾃动预览功能) 的来电时，被叫的 Linkus 客⼾端会在响铃时⾃动显⽰⻔⼝机的视频画⾯。

使⽤要求和限制条件配置之前，先了解此功能的使⽤要求和限制条件：
使⽤要求

• PBX 版本：37.10.0.30或更⾼版本
• PBX 订阅服务：视频会议或隧道服务

限制条件
• ⽀持的⻔⼝机：⽅位 (Fanvil)

注：
⽅位⻔⼝机已通过 Yeastar 兼容测试。如果你使⽤其他品牌的⻔⼝机，请联系 Yeastar。

• ⽀持的室内机：Linkus 客⼾端
Linkus 客⼾端不同，⽀持的视频预览⽅式也不同。详情请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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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预览 ⾃动预览
Linkus ⼿机端 (iOS) × ×
Linkus ⼿机端 (安卓) × (即将⽀持) × (即将⽀持)
Linkus 桌⾯端 (Windows) √ × (即将⽀持)
Linkus 桌⾯端 (Mac) √ × (即将⽀持)
Linkus ⽹⻚端 √ √
注：

如果 Linkus ⽹⻚端和⾕歌插件 Yeastar Linkus for Google 绑定，需确保插件版本在 4.2.1  或更⾼版本。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机的分机。
2. 点击 功能  ⻚签。
3. 在 ⻔禁应⽤  栏，配置视频预览功能：

• 视频预览：启⽤后，当被叫收到此分机的来电时，被叫可以在响铃的 Linkus 客
⼾端上点击  预览视频画⾯。

• ⾃动预览：启⽤后，当被叫收到此分机的来电时，被叫正在响铃的 Linkus 客⼾端会⾃动显⽰视频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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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 保存  并 应⽤。

分机⾼级设置
SIP 分机⾼级设置
本⽂介绍 SIP 分机的⾼级设置。
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在 ⾼级  ⻚签下编辑 SIP 分机设置。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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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4.
设置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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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检测是否⽀持 RFC4733(RFC2833)，⽀持则使⽤ RFC4733(RFC2833)，不⽀持则使⽤ Inband。

协议 选择传输的协议。
• U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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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续)
设置 描述

• TCP
• TLS

注：
如果更改传输协议，则必须重新注册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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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T.38 是否启⽤ T.38 传真。

注：
启⽤将会消耗部分性能，建议禁⽤该项。

NAT PBX 使⽤公⽹ IP 地址时，请启⽤本设置。该功能默认启⽤。
注：

若选择⼿动设置 Linkus 服务器，需确保所需分机的 NAT 功能已启⽤，否则分机⽤⼾不在本地⽹络时将⽆法访问 Linkus。
语⾳加密（SRTP） 是否启⽤语⾳加密。

FXS 分机⾼级设置
本⽂介绍 FXS 分机的⾼级设置。
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在 ⾼级  ⻚签下编辑 FXS 分机设置。

注：
更改分机配置之前，你需要熟悉模拟话机，错误的配置可能导致通话失败。
VoIP设置
如果你为 FXS 分机启⽤ Linkus 客⼾端，你需要配置以下设置：

表  15.
设置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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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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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续)
设置 描述

• Inband：与语⾳包⼀起通过 RTP 传输的 DTMF。
• Auto：⾃动检测是否⽀持 RFC4733(RFC2833)，⽀持则使⽤ RFC4733(RFC2833)，不⽀持则使⽤ Inband。

协议 选择传输的协议。
• UDP
• TCP
• TLS

注：
如果更改传输协议，则必须重新注册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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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T.38 是否启⽤ T.38 传真。

注：
启⽤将会消耗部分性能，建议禁⽤该项。

NAT PBX 使⽤公⽹ IP 地址时，请启⽤本设置。该功能默认启⽤。
注：

若选择⼿动设置 Linkus 服务器，需确保所需分机的 NAT 功能已启⽤，否则分机⽤⼾不在本地⽹络时将⽆法访问 Linkus。
语⾳加密（SRTP） 是否启⽤语⾳加密。

热线功能
摘机等待⼀定时间后，话机将会⾃动呼叫指定的号码。

表  16.
设置 描述

热线功能 是否启⽤热线功能。
热线号码 填写热线号码。
延迟时间（秒） 摘机后，呼出热线号码的等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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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断时间
设置⼀段时间，帮助 PBX 识别有效的闪断事件。

表  17.
设置 描述

最⼩闪断时间（毫秒） 设置最⼩闪断时间。默认值为300。
如需⾃定义，填写⼀个值或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个值。
有效值：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0、1000

最⼤闪断时间（毫秒） 设置最⼤闪断时间。默认值为1000。
如需⾃定义，填写⼀个值或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个值。
有效值：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0、1000

⾳量设置
设置 PBX 模拟端⼝接收通道和发送通道的⾳量。

表  18.
设置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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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值为 40%。
如需⾃定义，填写⼀个值或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个值。
有效值：5%、10%、20%、40%、60%、80%、100%、150%、⾃定义

注：
如需⾃定义，选择⾃定义，在 接收增益（分⻉）  字段填写接收增益值。该值必须是介于 -30 和 12 之间的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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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值为 40%。
如需⾃定义，填写⼀个值或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个值。
有效值：5%、10%、20%、40%、60%、80%、100%、150%、⾃定义

注：
如需⾃定义，选择 ⾃定义，在 发送增益（分⻉）  字段填写发送增益值。该值必须是介于 -30 和 12 之间的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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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表  19.

设置 描述
呼叫等待 勾选此项，⽤⼾在通话中听到呼叫等待⾳，表⽰有另⼀路呼叫呼⼊。⽤⼾可以按 FLASH 键接听另⼀路通话，当前通话将被保持。再次按 FLASH，可以在两路通话间切换。
DTMF透传 勾选此项， PBX 不对按键信息进⾏处理，只负责将⽤⼾输⼊的按键传送到对端，由对端决定如何处理信息。
回⾳消除 勾选此项，在通话过程中消除额外的噪⾳，提⾼⾳质。

分机安全
分机安全概述
本⽂介绍分机相关的安全选项，⽤于防⽌恶意的分机注册和盗打电话。
SIP 安全选项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提供以下安全设置，防⽌恶意的分机注册。

允许远程注册
使⽤分机远程访问 PBX 时，PBX 会暴露在公⽹环境中，这增加了⽹络攻击的⻛险。 该选项默认禁⽤。

注：
建议仅在需要远程配置分机时才开启此项。

SIP ⽤⼾代理认证
默认情况下，话机注册分机时，⽆需校验⽤⼾代理⾝份。为增强分机安全性，你可以通过⽤⼾代理认证限制分机注册。
话机尝试注册分机时，会在注册请求数据包中的 user agent 字段携带终端的相关信息，如⼚商、终端型号等。如果话机发送的 user agent 前缀信息与 PBX 上设置的 user agent 认证信息不⼀致，则 PBX 将拒绝该话机的注册请求。

SIP 注册 IP 地址限制
默认情况下，话机注册分机时，⽆需校验 IP 地址。
为增强分机安全性，你可以允许指定的 IP 地址或在指定⽹段内的设备注册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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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限制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提供下列安全选项，防⽌盗打电话。

禁⽌外呼
限制⽤⼾拨打外线电话。

⾮办公时间禁⽌外呼
禁⽌⽤⼾在下班时间和节假⽇拨打外线电话。

禁⽌呼叫国际⻓途
禁⽌⽤⼾拨打国际⻓途电话。

注：
该功能需配合 启⽤国家/地区号码呼叫防御  使⽤。更多信息，请参⻅ 禁⽌拨打国际⻓途电话。

最⼤呼出通话时⻓（秒）
当⽤⼾的外线通话达到最⼤呼出通话时⻓时，系统会挂断通话。

呼出频率限制
当在指定时间周期内，分机拨打外线电话的次数超出了呼出频率限制，系统会限制该分机拨打外线电话。更多信息，请参⻅ 限制分机⽤⼾拨打外线电话的频率。

呼出路由使⽤权限选择允许此分机使⽤的呼出路由。
注：

如果⼀个呼出路由设置了允许某个分机组使⽤，⽽此分机是该分机组的成员，则⽆法在此处禁⽤该路由的使⽤权限。
限制分机⽤⼾拨打外线电话
本⽂介绍如何限制分机⽤⼾拨打外线电话。
背景信息
盗打电话是通信⾏业的⼀⼤隐患。⿊客通常⼊侵电话系统，使⽤现有账号拨打⻓途电话、国际电话，导致产⽣⾼额资费。为防⽌电话被盗打，你可以限制分机⽤⼾拨打外线电话。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分机。
2. 点击 安全  ⻚签。
3. 在 通话限制  栏，勾选 禁⽌外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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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 即使你在呼出路由选择了该分机⽤⼾，该⽤⼾也⽆法拨打外线电话。
注：

紧急外线电话，如 110，不受限制，⽤⼾仍然可以拨打紧急号码。
• 在分机列表中，分机前⾯显⽰ 。

注：
要取消外呼限制，点击  编辑分机，进⼊ 安全  ⻚签，在 通话限制  栏中取消勾选 禁⽌外呼。

通过⽤⼾代理认证限制分机注册
本⽂介绍如何通过⽤⼾代理认证限制分机注册。
背景信息会话发起协议（SIP） 是⼀种对等协议。会话中的对等机称为“⽤⼾代理”（UA）。⽤⼾代理能以以下其中⼀种⻆⾊运作：

• ⽤⼾代理客⼾端（UAC）：发起 SIP 请求的客⼾端应⽤程序， 即 SIP 终端。
• ⽤⼾代理服务器（UAS）：收到 SIP 请求并返回应答的服务器应⽤程序，即 PBX。

当 SIP 终端尝试注册 Yeastar P 系列 IPPBX  的分机时，会在注册包中携带 user agent 字段。默认情况下，PBX 不对 user agent 进⾏认证，即允许任意⽤⼾代理客⼾端（UAC）注册分机。为增强分机安全性，你可以通过⽤⼾代理（user agent）认证限制分机注册：若 SIP 终端发送的 user agent 与 PBX 上认证的 user agent 不符，则⽆法注册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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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分机。
2. 点击 安全  ⻚签。
3. 在 SIP安全  栏，勾选 启⽤⽤⼾代理注册认证。
4. 设置允许注册分机的 user agent 前缀。

a. 点击 添加⽤⼾代理。
b. 在 ⽤⼾代理  字段，填写允许注册的 user agent 值。

5.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如果 SIP 注册包中携带的 user agent 前缀值与指定值匹配，则注册成功，否则注册失败。
通过 IP 地址限制分机注册
本⽂介绍如何允许指定的 IP 地址注册分机。
背景信息默认情况下，Yeastar P 系列 IPPBX  允许任意 IP 地址注册分机。为防⽌⿊客盗打⻓途电话、国际电话，你可以设置允许注册分机的 IP 地址。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分机。
2. 点击 安全  ⻚签。
3. 在 SIP安全  栏，勾选 启⽤IP地址限制。
4. 设置允许注册分机的 IP 地址。

a. 点击 添加IP。
b. 在 允许的IP  和 ⼦⽹掩码  字段，设置允许注册分机的 IP 地址或⽹段。

5.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只有使⽤指定 IP 地址或在指定⽹段内的设备才能注册分机。
限制⾮办公时间拨打外线电话
本⽂介绍如何禁⽌分机⽤⼾在⾮办公时间拨打外线电话。
前提条件
你已设置 办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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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分机。
2. 点击 安全  ⻚签。
3. 在 通话限制  栏，勾选 ⾮办公时间禁⽌外呼。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不能在下班时间和节假⽇拨打外线电话。
限制分机⽤⼾拨打外线的通话时⻓
本⽂介绍如何限制分机⽤⼾拨打外线的通话时⻓。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分机。
2. 点击 安全  ⻚签。
3. 在通话限制  栏，从 最⼤呼出通话时⻓（秒）  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个时间，或根据需要填写⼀个时间。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当⽤⼾的外线通话时⻓达到最⼤呼出通话时⻓时，系统会挂断该通话。
限制分机⽤⼾拨打外线电话的频率
为了保障企业通信的安全，减少企业电话系统被盗打的经济损失，建议你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中设置规则来限制分机的外线呼出频率。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分机。
2. 点击 安全  ⻚签。
3. 滚动⻚⾯到 通话限制  栏，在 呼出频率限制  下拉列表中，选择想要的 “呼出频率限制” 规则。

注：
默认规则 Default_Ext_Outbound Call Frequency  限制同⼀分机⽤⼾ 1 秒内最多拨打 5 个外线电话，你可以使⽤默认规则或根据需要添加⾃⼰定义的规则。更多信息，请参⻅ 添加 “呼出频率限制” 规则。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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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结果
如果分机超出了呼出频率限制，会发⽣以下情况：

• 即使你在呼出路由选择了该分机⽤⼾，该⽤⼾也⽆法拨打外线电话。
注：

紧急外线电话，如 110，不受限制，⽤⼾仍然可以拨打紧急号码。
• 在分机列表中，分机前⾯显⽰ 。

注：
要取消外呼限制，点击  编辑分机，进⼊ 安全  ⻚签，在 通话限制  栏中取消勾选 禁⽌外呼。

• 系统会发送 呼出频率限制超出  的事件通知给通知联系⼈。

管理分机
修改分机信息
本⽂介绍如何修改单个分机的信息或批量修改多个分机的信息。
修改单个分机信息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
2. 在 分机  列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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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
2. 在 分机  列表，勾选要编辑的分机，点击 编辑。
3. 勾选要修改的功能，根据需要，修改分机信息。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重置分机的⽤⼾密码
分机的⽤⼾密码⽤于登录 PBX ⽹⻚管理中⼼和 Linkus 客⼾端。 如果⽤⼾忘记密码，管理员可以为该⽤⼾重置⽤⼾密码。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
2. 搜索并选择要重置⽤⼾密码的分机，点击 。
3. 在 ⽤⼾信息  栏，删除 ⽤⼾密码  字段的值，并填写新的密码。
4.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分机的⽤⼾密码已更改。你需要将新的⽤⼾密码告知该分机⽤⼾。
相关信息Linkus ⽹⻚端⽤⼾⼿册 - 重置你的⽤⼾密码
导出和导⼊ SIP 分机
你可以导出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创建的分机，并以此为模板，在导出的⽂件上批量编辑分机信息，再导⼊到 PBX。本⽂介绍如何导出和导⼊ SIP 分机。

注：
仅系统超级管理员可以导⼊ SIP 分机。
导出 SIP 分机你可以导出所有 SIP 分机（⽂件格式 .CSV），然后在导出的⽂件中增加、删除或修改分机信息。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
2. 点击 导出。

CSV ⽂件⾃动下载到本地。你可以参考 分机参数  检查和编辑 CSV ⽂件中的参数。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web-client-user-guide/reset-your-user-passwor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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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SIP 分机我们建议你先导出分机数据（⽂件格式为 .CSV），然后使⽤该⽂件作为模板来编辑。通过这种⽅式，可以节省时间，提⾼效率。
前提条件

导⼊⽂件的要求：
• 格式：UTF-8 .CSV
• ⼤⼩：⼩于 50 MB
• ⽂件名称：⼩于 127 个字符
• 导⼊参数：确保导⼊的参数符合要求。更多关于导⼊参数的信息，请参⻅ 分机参数。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
2. 点击 导⼊。
3.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浏览，选择你的 CSV ⽂件。
4. 点击 上传。

CSV ⽂件中的分机会显⽰在⽹⻚上。
相关信息导⼊和导出 -FAQ
删除分机
本⽂介绍如何删除单个分机或批量删除多个分机。
删除单个分机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
2. 在 分机  列表，点击分机旁边的 。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确定。
4. 点击 应⽤。

批量删除分机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
2. 在 分机  列表，勾选要删除的分机，点击 删除。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确定。
4. 点击 应⽤。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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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机可⻅性权限
设置分机可⻅性
默认情况下，所有⽤⼾在 Linkus 客⼾端可以查看全员分机组或所有部⻔（取决于你是否开启部⻔管理功能）。如需禁⽌⽤⼾查看指定分机、部⻔或分机组，你可以根据本⽂说明，设置分机可⻅性。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客⼾端权限  > 分机可⻅性权限。
列表显⽰默认规则。

2. 点击 添加规则，创建⼀条分机可⻅性规则。
3. 设置规则：

a.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值。
• 分机/分机组/部⻔：点击 ，选择要设置查看权限的对象。可以是指定的分机，也可以是指定的分机组或部⻔。
• 权限类型：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权限类型。

◦ 允许查看：允许查看在 对象  中选择的分机、分机组或部⻔。
◦ 禁⽌查看：禁⽌查看在 对象  中选择的分机、分机组或部⻔。

• 对象：选择允许被查看的分机、分机组或部⻔。
注：

默认情况下，当你选择⼀个部⻔，该部⻔关联的⼦部⻔都会被选中。请谨慎选择部⻔。
b. 点击 保存。

4. 可选：  如需调整规则顺序，点击 ， ，  或 。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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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机可⻅性规则的优先级从上⾄下。当分机可⻅性权限重叠时，始终以优先级较⾼的规则为准。
执⾏结果⽤⼾可以在 Linkus ⼿机端和 Linkus ⽹⻚端查看可⻅的分机、分机组或部⻔。

注：
⽤⼾⽆法呼叫⾃⼰没有权限查看的分机。
管理分机可⻅性规则
本⽂介绍如何编辑和删除分机可⻅性规则。
编辑分机可⻅性规则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客⼾端权限  > 分机可⻅性权限。
2. 点击分机可⻅性规则旁边的 。
3. 编辑规则。
4. 点击 保存。

删除分机可⻅性规则
注：

请谨慎删除分机可⻅性规则。由于⽤⼾不能对查看不到的分机发起呼叫，如果你清空分机可⻅性规则，所有内部呼叫都会失败。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客⼾端权限  > 分机可⻅性权限。
2. 删除单条分机可⻅性规则，执⾏以下操作：

a. 点击规则旁边的 。
b.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确定。

3. 批量删除分机可⻅性规则，执⾏以下操作：
a. 勾选多条规则，然后点击 删除。
b.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确定。



通讯录
通讯录概述
Yeastar 通讯录功能允许⽤⼾在 PBX 上集中存储企业外部联系⼈，然后在分机注册的终端设备（IP 话机和 Linkus 客⼾端）上访问和呼叫这些联系⼈。本⽂介绍通讯录相关的术语，通讯录的使⽤要求、亮点功能和限制条件。
术语
使⽤通讯录功能之前，请先了解以下术语：

个⼈通讯录
个⼈通讯录⽤于存储每个分机⽤⼾个⼈专属的企业外部联系⼈。例如，⾃⼰对接的客⼾。

注：
每个分机⽤⼾的个⼈通讯录仅⾃⼰可⻅。

企业通讯录
企业通讯录⽤于存储和共享企业公共的外部联系⼈。
授权的分机⽤⼾可以查看或保存企业外部联系⼈，例如企业⼤客⼾、代理或合作伙伴等。

企业联系⼈群组
企业联系⼈群组⽤于将企业通讯录中的联系⼈进⾏分组，并通过对群组设置访问控制权限，以增强联系⼈信息的安全性。

亮点功能
表  20.
功能 通讯录基础版 通讯录专业版
企业联系⼈分组 × √
单向同步 CRM 联系⼈ × √
同步联系⼈到 Linkus 客⼾端 √ √
同步联系⼈到 IP 话机 √ √
来电识别 √ √
根据企业联系⼈群组路由来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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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录限制
表  21.

类型 P550 P560 P570
企业联系⼈（总量） 50,000 200,000 500,000
企业联系⼈群组 100 200 500
个⼈联系⼈（每个分机） 100 200 300

相关信息管理企业联系⼈管理企业联系⼈群组导出和导⼊企业联系⼈通讯录联系⼈来电显⽰设置联系⼈可⻅性允许⽤⼾通过 IP 话机查询联系⼈

管理企业联系⼈
本⽂介绍如何添加、编辑或删除企业联系⼈。
操作权限
授权⽤⼾可以在 Linkus 客⼾端查看或管理企业联系⼈，也可以在 IP 话机查看企业联系⼈。
如需授予分机⽤⼾企业通讯录的权限，请参⻅ 设置联系⼈可⻅性。
如需在 Linkus 客⼾端或 IP 话机上管理企业联系⼈，请参⻅以下⽂章：

• Linkus ⽹⻚端 - ⽤⼾操作⼿册
• 在 IP 话机上查询和使⽤通讯录

下表显⽰不同终端上可执⾏的操作。
注：

*：如果使⽤ 通讯录专业版，⽤⼾在 Linkus 桌⾯端使⽤通讯录功能可能有兼容问题，建议使⽤⽹⻚端和⼿机端。
表  22.

Linkus 客⼾端权限 ⽹⻚端 ⼿机端 *桌⾯端 IP 话机
查看企业联系⼈ √ √ √ √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web-client-user-guide/view-and-manage-company-contacts.html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5 - 通讯录  | 70

表  22.  (续)
添加企业联系⼈ √ √ √ ×
编辑企业联系⼈ √ √ √ ×
删除企业联系⼈ √ √ √ ×
导⼊企业联系⼈ × × × ×
导出企业联系⼈ × × × ×

添加企业联系⼈
1. 登录 PBX 管理⽹⻚，进⼊ 通讯录  > 企业联系⼈，点击 添加。
2. 填写联系⼈信息。
3. 可选：  在 企业联系⼈群组列表  下拉列表中，选择⼀个或多个群组。

注：
• 该功能适⽤于 通讯录专业版。
• 如果系统存在全员组，联系⼈会被⾃动添加到该群组中。

4. 点击 保存。
添加的联系⼈会显⽰在企业联系⼈列表中，并在⽤⼾终端（IP 话机和 Linkus 客⼾端）同步显⽰。

编辑企业联系⼈
1. 登录 PBX 管理⽹⻚。
2. 进⼊ 通讯录  > 企业联系⼈，点击联系⼈旁边的 。
3. 编辑联系⼈信息。
4. 点击 保存。

变更的联系⼈信息会在⽤⼾终端 （IP 话机和 Linkus 客⼾端）同步更新。
删除企业联系⼈

1. 登录 PBX 管理⽹⻚，进⼊ 通讯录  > 企业联系⼈。
2. 删除单个企业联系⼈，选择相应的联系⼈，点击  和 确定 。
3. 删除多个联系⼈，勾选相应的联系⼈，点击 删除  和 确定。

联系⼈删除后，⽤⼾终端 （IP 话机和 Linkus 客⼾端）也会同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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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企业联系⼈群组
本⽂介绍如何在 PBX 管理⽹⻚添加、编辑、删除企业联系⼈群组。
前提条件
订阅 通讯录专业版。

提⽰：
订阅服务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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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信息
使⽤企业联系⼈群组功能，你可以根据企业内部⼈员构成情况，将企业联系⼈进⾏分组，并设置企业联系⼈的可⻅范围。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两种类型的企业联系⼈群组：

• 本地联系⼈群组：⽤⼾在 PBX 管理⽹⻚或者 Linkus 客⼾端创建的联系⼈群组。
• CRM 联系⼈群组：对接 CRM 和 PBX 后，CRM 联系⼈会⾃动同步到指定群组。系统⽤ 

 标识 CRM 联系⼈群组。
注：

不⽀持更改或删除 CRM 联系⼈群组。
设置企业联系⼈分组

1. 登录 PBX 管理⽹⻚。
2. 进⼊ 通讯录  > 企业联系⼈群组，点击 添加。
3. 在 企业联系⼈群组名称  栏，填写群组名称。
4. 在 成员  栏，选择联系⼈。

• 设置全员组：
a. 从 选择联系⼈  下拉列表中选择 所有企业联系⼈。

注：
新添加的联系⼈都会⾃动添加到该全员组中。

• 添加指定联系⼈到群组：
a. 在 选择联系⼈  下拉列表中，选择 指定企业联系⼈。
b. 点击 添加，选择联系⼈。
c. 点击 确认。

5. 点击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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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企业联系⼈群组
1. 登录 PBX 管理⽹⻚。
2. 进⼊ 通讯录  > 企业联系⼈群组，点击群组旁边的 。
3. 编辑群组名称或者增删联系⼈。
4. 点击 保存。

群组信息随即更新。
删除企业联系⼈群组

1. 登录 PBX 管理⽹⻚，进⼊ 通讯录  > 企业联系⼈群组。
2. 删除单个群组，点击  和 确定。
3. 删除多个群组，勾选群组，点击 删除  和 确定。该群组从 PBX 服务器和⽤⼾的 Linkus 客⼾端移除。

注：
群组中的联系⼈仍会被保留在系统中。

相关信息通讯录概述设置联系⼈可⻅性管理企业联系⼈通讯录联系⼈来电显⽰允许⽤⼾通过 IP 话机查询联系⼈

导出和导⼊企业联系⼈
你可以导出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创建的企业联系⼈，并以此为模板，在导出的⽂件上批量编辑企业联系⼈信息，再导⼊到 PBX。
导出企业联系⼈
你可以导出所有企业联系⼈（⽂件格式 .CSV），然后在导出的⽂件中增加、删除或修改企业联系⼈信息。

1. 登录 PBX 管理⽹⻚，进⼊ 通讯录  > 企业联系⼈。
2. 点击 导出。

CSV ⽂件⾃动下载到本地。你可以参考 企业通讯录参数  检查和编辑 CSV ⽂件中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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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企业联系⼈
我们建议你先导出企业联系⼈数据（⽂件格式为 .CSV），然后使⽤该⽂件作为模板来编辑。通过这种⽅式，可以节省时间，提⾼效率。

前提条件
导⼊⽂件的要求：

• 格式：UTF-8 .CSV
• ⼤⼩：⼩于 300 MB
• ⽂件名称：⼩于 127 个字符
• 导⼊参数：确保导⼊的参数符合要求。更多关于导⼊参数的信息，请参⻅ 企业通讯录参数。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通讯录  > 企业联系⼈。
2. 点击 导⼊。
3.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浏览，选择你的 CSV ⽂件。
4. 点击 导⼊。

CSV ⽂件中的联系⼈会显⽰在⽹⻚上。
相关信息Linkus ⽹⻚端⽤⼾⼿册 - 导出个⼈联系⼈Linkus ⽹⻚端⽤⼾⼿册 - 导⼊个⼈联系⼈导⼊和导出 -FAQ

通讯录联系⼈来电显⽰
本⽂介绍如何配置来电匹配，帮助⽤⼾快速识别企业联系⼈或个⼈联系⼈的来电。
背景信息所有类型的终端都⽀持来电匹配，包括 Linkus 客⼾端、桌⾯话机或软电话。

识别企业联系⼈的来电
适⽤具备查看或管理企业通讯录权限的⽤⼾。
有关权限分配的更多信息，请参⻅ 设置联系⼈可⻅性。

识别个⼈联系⼈的来电
适⽤所有分机⽤⼾。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web-client-user-guide/view-and-manage-personal-contacts.html#manage-personal-contacts__section_s5x_lmz_f4b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web-client-user-guide/view-and-manage-personal-contacts.html#manage-personal-contacts__section_fgy_5nz_f4b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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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电匹配优先级如果来电号码同时存储在企业通讯录、个⼈通讯录、⼿机通讯录和 IP 话机通讯录中，来电号码匹配的优先级从⾼到低为：
• IP 话机通讯录/⼿机通讯录
• 个⼈通讯录
• 企业通讯录

配置来电匹配
1. 登录 PBX 管理⽹⻚，进⼊ 通讯录  > 企业联系⼈。
2. 配置来电匹配。

a. 点击 选项。
b. 选择如何匹配来电号码。

• 不匹配：显⽰来电源号码。
• 精准匹配：当来电号码与通讯录中存储的号码完全⼀致时，显⽰该号码对应的联系⼈名称。
• 匹配后 {number}  位：是否显⽰联系⼈名称取决于来电号码的位数。

◦ 如果来电号码的位数⼩于或等于指定值，那么只有当来电号码与通讯录中存储的号码完全⼀致时，才会显⽰该号码对应的联系⼈名称。
◦ 如果来电号码的位数⼤于指定值，那么当来电号码的后⼏位数字与通讯录中存储的号码匹配时，会显⽰该号码对应的联系⼈名称。

注：
默认值为 7。如需更改位数，填写⼀个 4 到 31 之间的数字。

c. 点击 保存。
来电号码匹配⽰例
企业通讯录中联系⼈ Dora 号码为 12345678；系统收到 Dora 来电。

• 不匹配：
◦ 来电不显⽰联系⼈名称。

• 精准匹配：
◦ 如果来电号码为 12345678，来电显⽰联系⼈名称 Dora。
◦ 如果来电号码为 +012345678，来电不显⽰联系⼈名称。

• 匹配后 9 位：
◦ 如果来电号码为 12345678，来电显⽰联系⼈名称 Dora。
◦ 如果来电号码为 15212345678，来电不显⽰联系⼈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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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通过 IP 话机查询联系⼈
你需要通过⾃动配置 IP 话机来配置分机的权限，允许⽤⼾在 IP 话机查询联系⼈。
前提条件

PBX 服务器
37.2.0.80 或更⾼版本。

IP 话机
在 IP 话机查询联系⼈（包括个⼈联系⼈和企业联系⼈）需要使⽤指定亿联（Yealink）话机。关于⽀持的话机型号和固件版本，请参⻅ 亿联（Yealink）话机 。

注：
• 亿联（Yealink）CP 系列会议话机和 DECT 话机不⽀持 Yeastar 通讯录功能。
• 亿联（Yealink）话机⽀持显⽰最多 1000 个企业联系⼈和 300 个个⼈联系⼈。

操作步骤
1. 为⽤⼾分配企业联系⼈的查看权限或管理权限。

更多信息，请参⻅ 设置联系⼈可⻅性。
注：

默认情况下，分机⽤⼾可以查询个⼈联系⼈，但⽆权限访问企业联系⼈。
2. 通过⾃动配置的⽅式，将联系⼈信息同步到⽤⼾的 IP 话机。

• 如果分机未绑定话机，请参⻅以下⽂章为分机绑定⼀台话机。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PnP ⽅式）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DHCP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FQDN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式）

• 如果分机已经绑定话机，更新话机配置。
a. 进⼊ ⾃动配置  > 话机。
b. 勾选相应的话机，点击更新配置。

执⾏结果联系⼈信息已同步到 IP 话机的远程地址簿。⽤⼾可以在远程地址簿中查询联系⼈信息，点击号码快速呼叫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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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IP 话机显⽰以下两个远程地址簿：

• Company_Contacts：该地址簿存储所有授权查看的企业联系⼈。
注：

IP 话机不⽀持企业联系⼈分组。
• Personal_Contacts_{extension_number}：该地址簿存储你的所有个⼈联系⼈。

注：
{extension_number}  表⽰⽤⼾的分机号码。

通过 Yealink T56A 查询和使⽤通讯录
1. 点击  > 远程地址簿。

2. 点击 搜索。
3. 在搜索框中，输⼊联系⼈的姓名或号码。系统会从通讯录中查找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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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联系⼈，点击号码，快速呼叫该联系⼈。

联系⼈可⻅性权限
设置联系⼈可⻅性
默认情况下，所有分机⽤⼾都不能管理或查看企业联系⼈。如需允许指定⽤⼾查看或管理企业联系⼈，你可以根据本⽂说明，设置联系⼈可⻅性。
设置联系⼈可⻅性（未订阅“通讯录专业版”）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客⼾端权限  > 联系⼈可⻅性权限。
2. 点击 添加规则，创建⼀条联系⼈可⻅性规则。
3. 设置规则：

a.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值：
• 分机/分机组/部⻔：点击  选择要设置权限的对象。可以是指定的分机，也可以是指定的分机组或部⻔。
• 权限类型：从下拉列表选择权限类型。

◦ 允许查看：允许查看企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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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管理：允许查看、添加、编辑、删除企业联系⼈。
• 对象：显⽰ 企业通讯录，且不可更改。

b.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 在 Linkus 客⼾端，授权⽤⼾可以查看或管理企业联系⼈。
• 在⾃动配置过的亿联话机，授权⽤⼾可以查看企业联系⼈。

更多信息，请参⻅ 允许⽤⼾通过 IP 话机查询联系⼈。
设置联系⼈可⻅性（订阅“通讯录专业版”）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客⼾端权限  > 联系⼈可⻅性权限。
2. 点击 添加规则，创建⼀条联系⼈可⻅性规则。
3. 设置规则：

a.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值：
• 分机/分机组/部⻔：点击  选择要设置权限的对象。可以是指定的分机，也可以是指定的分机组或部⻔。
• 权限类型：从下拉列表选择权限类型。

◦ 允许查看：允许查看在 对象  中指定的企业联系⼈群组。
◦ 允许管理：允许查看、添加、编辑、删除在 对象  中指定的企业联系⼈群组。

• 对象：点击  选择允许被查看或管理的企业联系⼈群组。
b.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 在 Linkus 客⼾端，授权⽤⼾可以查看或管理企业联系⼈。
• 在⾃动配置过的亿联话机，授权⽤⼾可以查看企业联系⼈。

更多信息，请参⻅ 允许⽤⼾通过 IP 话机查询联系⼈。
管理联系⼈可⻅性规则
本⽂介绍如何编辑和删除联系⼈可⻅性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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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联系⼈可⻅性规则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客⼾端权限  > 联系⼈可⻅性权限。
2. 点击联系⼈可⻅性规则旁边的 。
3. 编辑规则。
4. 点击 保存。

删除联系⼈可⻅性规则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客⼾端权限  > 联系⼈可⻅性权限。
2. 删除单条联系⼈可⻅性规则，执⾏以下操作：

a. 点击规则旁边的 。
b.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确定。

3. 批量删除多条规则，执⾏以下操作：
a. 勾选多条规则，点击 删除。
b.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确定。



LDAP 服务器
LDAP 服务器概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提供 LDAP 服务器功能，可实现集中的电话簿管理。使⽤此功能，你可以将联系⼈信息存储在 PBX 上，然后直接从 IP 话机上快速查找联系⼈并发送呼叫，⽽⽆需先在 PBX 上查询信息，再在话机上拨打号码。
LDAP 介绍
LDAP（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即轻量级⽬录访问协议，它是⼀种应⽤协议，⽤于在 IP ⽹络上访问和维护分布式⽬录的信息服务。
LDAP ⽬录服务器是基于客⼾端/服务器模式的，LDAP 服务器包含⽬录数据，客⼾端连接到服务器后发送请求，在服务器上获取⽬录数据，从⽽实现全局⽬录数据管理。
LDAP ⽬录信息结构
LDAP ⽬录是基于条⽬的⽹络资源数据库，⼀个条⽬就是⼀个信息合集，是 LDAP 中⼀个基本的存储单元。在 LDAP 中，⽬录的条⽬是按树状的层次结构组织的。下图为 Yeastar P 系列 IPPBX  LDAP ⽬录树状图⽰例。

LDAP 术语
LDAP 的条⽬是某个实体的信息集合，每个条⽬由三个基本部分组成：标识名，属性集合以及对象类集合。

唯⼀标识名 (Distinguished Name, DN)
LDAP 中条⽬的唯⼀标识名，⽤于辨别条⽬及其在⽬录信息树结构中的位置。
⼀个 DN 通常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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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域名组件 (domain component)，通常为域名的组成部分。
• ou：组织单位 (organization unit)，通常为组对象的名称。
• cn：通⽤名称 (common name)，通常为⽤⼾名。

LDAP 条⽬类似于⽂件系统中的⽂件路径。例如：⼀条完整的 DN 为 
cn=amy,ou=extensions,dc=pbx,dc=com，以⽂件系统的形式来看，其定位路径对应为 com/pbx/extensions/amy。
Base DN  是 LDAP ⽬录树的根节点，是 LDAP 搜索的基准起始点。例如 
dc=pbx,dc=com。

属性 (Attribute)
每个 LDAP 条⽬可以有多个属性。每个属性包含⼀个属性类型和组成实际数据的值。
属性值取决于属性类型。下表提供了⼀个 ou=company contacs  时的属性⽰例。

表  23.
属性 信息详情 ⽰例值

cn 通⽤名称，通常为⽤⼾名。 Leo
displayName 展⽰名称 Leo Ball
givenName 名称 Leo
sn 姓⽒ Ball
mail 邮箱地址 leoball@example.com
company 公司名称 Yeastar
title 职位 Manager
department 部⻔ Sales
telephoneNumber 电话号码 +86-592-5503301
mobile ⼿机号码 12345678902
homePhone 家庭号码 12345678902
facsimileTelephoneNumber传真号码 +86-592-5503301
postalCode 邮政编码 361024
I 城市 Xiamen
st 街道 Software Park Phase Ⅲ
co 国家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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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类 (ObjectClass)
对象类是属性类型的集合，对相关属性进⾏简单分组，并定义⼀个条⽬中，哪些属性为必填，哪些属性为选填。
条⽬的对象类⽤于定义条⽬信息代表的对象，如个⼈信息，组信息，设备信息，服务信息等，且可包含附加对象类，⽤于完善条⽬信息的其他特性。
例如，某个条⽬的对象类为 “person”（“个⼈”），则此条⽬信息中必填的属性为 givenName  和 sn，可选填的信息为 description、seeAlso  等。

相关信息配置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为 LDAP 服务器

配置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为 LDAP 服务器
本⽂介绍如何配置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作为 LDAP 服务器。这样⼀来，你可以在 PBX 上存储联系⼈信息，并从 IP 话机上直接查询到 PBX 上的联系⼈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通讯录  > LDAP 服务器。
2. 在⻚⾯顶部，启⽤ LDAP 服务器。
3. 点击 LDAP 服务器设置  ⻚签，查看 LDAP 服务器设置或根据需要更改设置。

表  24.
设置 描述

LDAP 服务器地址 Yeastar P 系列 IPPBX  的 LDAP 服务器地址。
LDAP 客⼾端通过此地址连接到 LDAP 服务器。

LDAP 传输模式 LDAP 服务器与 LDAP 客⼾端连接所使⽤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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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LDAP 端⼝ LDAP 服务器端⼝。
启⽤ LDAP 隧道服务 设置是否启⽤ LDAP 隧道服务。若启⽤，LDAP 客⼾端可通过远程访问端⼝连接到 LDAP 服务器。

注：
要启⽤ LDAP 隧道服务，须确保你已配置好 LDAP 远程访问功能。详细信息，请参⻅ 通过 Yeastar FQDN 进⾏远程 LDAP 访问。

LDAP 隧道服务服务器地址 Yeastar P 系列 IPPBX  的 LDAP 服务器远程访问地址。
注：

此设置项仅在启⽤ LDAP 隧道服务后可⻅。
LDAP 隧道服务传输模式 LDAP 服务器与 LDAP 客⼾端连接所使⽤的协议。

注：
此设置项仅在启⽤ LDAP 隧道服务后可⻅。

LDAP 隧道服务端⼝ LDAP 服务器的 LDAP 远程访问端⼝。
注：

此设置项仅在启⽤ LDAP 隧道服务后可⻅。
LDAPs 隧道服务端⼝ LDAP 服务器的 LDAPs 远程访问端⼝。

注：
此设置项仅在启⽤ LDAP 隧道服务后可⻅。

⽬录节点 设置⽬录的基准节点。例如 dc=pbx,dc=com。
注：

如果启⽤了LDAP 远程访问功能，则服务器将基于 Yeastar P 系列 IPPBX  的域名⽣成⽬录节点。
4. 点击 保存  以应⽤修改。
5. 进⼊ LDAP 节点  ⻚签，根据需要启⽤或禁⽤ LDAP 节点。

如果禁⽤节点，则⽆法查询到此节点下的信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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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结果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已配置为 LDAP 服务器。你可以在 PBX 上存储联系⼈信息。⽤⼾可配置 IP 话机，通过 LDAP 连接到 PBX，并查询联系⼈信息。

配置 LDAP 客⼾端
⾃动配置 IP 话机的 LDAP
你可以使⽤⾃动配置功能为 IP 话机配置 LDAP，相较于⼿动在 IP 话机上配置 LDAP 的⽅式，⾃动配置更为⽅便且易于操作。
⽀持的 IP 话机
本⽂适⽤于 ⽀持⾃动配置的设备  中所列出的 IP 话机。
前提条件

• 确保 PBX 固件版本为 37.6.0.24及以上版本。
• 话机已通过⾃动配置绑定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并分配分机。

有关⾃动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以下⽂章：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PnP ⽅式）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DHCP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FQDN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式）

• 你已为分机⽤⼾分配企业联系⼈的查看权限。有关权限配置的具体信息，请参⻅ 设置联系⼈可⻅性。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话机，点击  编辑话机。
2. 在 话机  ⻚签下的 LDAP 电话簿  栏，根据你的需要设置 LDAP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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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设置 描述 ⽰例

启⽤ LDAP 电话簿 启⽤ LDAP 电话簿功能。 Enable
电话簿名称 为 LDAP 电话簿指定⼀个名称，便于识别。 PBX_Contacts
LDAP 服务器地址 输⼊ Yeastar P 系列 IPPBX  的 LDAP 服务器地址。 192.168.5.150
LDAP 模式 选择 LDAP 服务器和 IP 话机的连接模式。

注：
当使⽤局域⽹中的 LDAP 服务器地址时，只能选择 LDAP。

LDAP

LDAP 名称过滤 定义名称属性过滤条件，⽤于 LDAP 联系⼈名称查询过滤。
注：

• 符号 *  表⽰任何字符。
• 符号 %  表⽰输⼊字符串，⽤作过滤条件的前缀。

(|(displayName=%)(givenName=%)
(sn=%)(mail=%)(company=%))

LDAP 号码过滤 定义号码属性过滤条件，⽤于 LDAP 号码查询过滤。
注：

• 符号 *  表⽰任何字符。
• 符号 %  表⽰输⼊字符串，⽤作过滤条件的前缀。

(|(telephoneNumber=%)(mobile=%)
(homePhone=%)(facsimileTelephone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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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例
LDAP 名称属性 定义 LDAP 服务器返回记录中包含的名称属性。可⽤空格隔开多个属性值。

displayName

LDAP 号码属性 定义 LDAP 服务器返回记录中包含的号码属性。可⽤空格隔开多个属性值。
telephoneNumber mobile homePhone

LDAP 显⽰名称 定义在话机显⽰屏上显⽰的联系⼈的名称。
注：

此参数必须带 %  符号前缀。

%displayName

最⼤查询结果数 指定 LDAP 服务器返回查询结果的最⼤数量。 50
LDAP 匹配来电 启⽤或禁⽤ IP 话机的 LDAP 来电匹配搜索功能。 Enabled
LDAP 呼出查询 启⽤或禁⽤ IP 话机的 LDAP 呼出查询功能。 Enabled
LDAP 搜索排序 启⽤或禁⽤ IP 话机的搜索结果按字⺟排序或按数字排序功能。 Enabled

3. 点击 保存。
⻚⾯返回到 ⾃动配置  > 话机。

4. 点击话机旁边的 ，重新配置话机。
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确定。

执⾏结果
你可以在 IP 话机上进⼊ 菜单  > 通讯录，访问 PBX 上的电话簿，查询联系⼈信息。

相关信息⾃动配置话机功能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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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配置⽰例
在亿联 (Yealink) 话机上配置 LDAP
本⽂以 Yealink SIP-T53W IP 话机（固件版本号：93.85.0.5）为例，介绍如何在亿联 (Yealink) 话机上配置 LDAP 功能。
配置⽰例此配置⽰例基于 Yeastar P 系列 IPPBX  LDAP 服务器的默认设定进⾏配置。你可以在此基础上根据你的需要修改过滤条件和显⽰属性。

前提条件
你已为分机⽤⼾分配企业联系⼈的查看权限。有关权限配置的具体信息，请参⻅ 设置联系⼈可⻅性。

操作步骤
1. 登录 Yealink 话机⽹⻚界⾯，进⼊ 联系⼈  > LDAP。
2. 开启 LDAP 启⽤  功能开关，并完成以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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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设置 描述 ⽰例

LDAP 标签 为 LDAP 电话簿指定⼀个名称，便于识别。 PBX_Contacts
LDAP 名称过滤 定义名称属性过滤条件，⽤于 LDAP 联系⼈名称查询过滤。

注：
• 符号 *  表⽰任何字符。
• 符号 %  表⽰输⼊字符串，⽤作过滤条件的前缀。

(|(displayName=%)(givenName=%)
(sn=%)(mail=%)(company=%))

LDAP 号码过滤 定义号码属性过滤条件，⽤于 LDAP 号码查询过滤。
注：

• 符号 *  表⽰任何字符。
• 符号 %  表⽰输⼊字符串，⽤作过滤条件的前缀。

(|(telephoneNumber=%)(mobile=%)
(homePhone=%)(facsimileTelephoneNumber=%))

LDAP 加密传输模式 指定 LDAP 服务器和 IP 话机之间的连接⽅式。 LDAP
LDAP 服务器地址 输⼊ Yeastar P 系列 IPPBX 的 LDAP 服务器地址。 192.168.5.150
端⼝ 输⼊ LDAP 服务器端⼝。 389
LDAP ⽤⼾名 输⼊⽤于登录 LDAP 服务器的⽤⼾名。

注：
在 PBX 上的 通讯录  > LDAP 服务器  > LDAP 凭证  > LDAP 账号⽤⼾名  中获取 LDAP ⽤⼾名。

cn=5566,ou=users,dc=pbx,dc=com

LDAP 密码 输⼊⽤于登录 LDAP 服务器的密码。 Regpwd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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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例
注：

此处的密码为⽤⼾分机的注册密码。
LDAP 基础 输⼊ PBX 上的 ⽬录节点，作为 LDAP 搜索的基准起始点。

dc=pbx,dc=com

最⼤命中数 (1~1000) 定义 LDAP 服务器返回结果的最⼤数量。 50
LDAP 名称属性 定义 LDAP 服务器返回记录中包含的名称属性。可⽤空格隔开多个属性值。

displayName

LDAP 号码属性 定义 LDAP 服务器返回记录中包含的号码属性。可⽤空格隔开多个属性值。
telephoneNumber mobile homePhone

LDAP 显⽰名称 定义在话机显⽰屏上显⽰的联系⼈的名称。
注：

此参数必须带 %  符号前缀。

%displayName

协议 LDAP 协议版本。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使⽤版本 3。

Version 3

LDAP 匹配来电 启⽤或禁⽤ IP 话机的 LDAP 来电匹配搜索功能。 Enabled
LDAP 呼出查询 启⽤或禁⽤ IP 话机的 LDAP 呼出查询功能。 Enabled
LDAP 搜索排序 启⽤或禁⽤ IP 话机的搜索结果按字⺟排序或按数字排序功能。

Enabled

3. 点击 提交  以保存应⽤。
执⾏结果

现在你可以直接在 IP 话机上查询 PBX 上存储的联系⼈信息。
通过电话簿搜索联系⼈

在 Yealink 话机上启⽤ LDAP 电话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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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Yealink 话机⽹⻚界⾯，进⼊ 联系⼈  > 设置。
2. 在 通讯录  栏，将 LDAP  从 禁⽤  框添加到 启⽤  框中。

3. 可选：在 去电联系⼈匹配列表  中，将 LDAP  从 禁⽤  框添加到 启⽤  框中。

4. 点击 提交。
搜索 LDAP 联系⼈

1. 在话机上，按下 通讯录，并进⼊设置的 LDAP 电话簿。

2. 输⼊联系⼈名称或号码。
话机屏幕显⽰名称或号码匹配的联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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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导航键选择想要查找的联系⼈。
4. 按 发送  即可呼叫此联系⼈。

通过 LDAP 按键搜索联系⼈
在 Yealink 话机上设置 LDAP 按键

1. 登录 Yealink 话机⽹⻚界⾯，进⼊ 可编程按键  > 账号键，配置⼀个功能键。
2. 在 类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 LDAP。

3. 点击 提交。
搜索 LDAP 联系⼈

1. 点击 LDAP 键，访问 LDAP 电话簿。

2. 输⼊联系⼈名称或号码。
话机屏幕显⽰名称或号码匹配的联系⼈信息。

3. 按导航键选择想要查找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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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 发送  即可呼叫此联系⼈。



部⻔
部⻔概述
组织架构是企业流程运转、部⻔设置及职能规划等最基本的结构依据。Yeastar P 系列 IPPBX 提供部⻔功能，你可以根据员⼯的职能，对员⼯进⾏部⻔划分，并以部⻔为单位进⾏⽤⼾管理。
部⻔ vs 分机组
使⽤ 部⻔  功能和 分机组  功能，你可以将具有相同职能或相同通话需求的分机划分到同⼀部⻔或分机组中进⾏管理。
以下内容对⽐了两种功能的优势和差异。

部⻔
部⻔功能适⽤于注重层级管理和职能划分的⼤企业。企业可以将具有相同职能的分机⽤⼾划分到同⼀部⻔。
使⽤部⻔功能有以下优势：

• 创建不同层级的部⻔，并以树状结构清晰展⽰组织架构。
• 灵活调整部⻔顺序，适应企业战略调整。
• 汇报机制明确，员⼯的职能权责划分清晰。

分机组
分机组功能适⽤于注重通话管理的企业。企业可以将具有相同通话需求的分机划分到同⼀分机组。
使⽤分机组功能有以下优势：

• 创建同⼀层级的分机组，严格按照字⺟顺序展⽰。
• 预设分机组权限，对⽤⼾的通话实现更细粒度的管理。

◦ 给分机组预设权限：为不同通话需求的分机组，预设不同的权限。
◦ 给分机组成员预设权限：通过定义分机组成员⻆⾊（管理员/⽤⼾/⾃定义），从⽽基于⻆⾊批量给成员预设权限。

更多分机组相关信息，请参⻅ 分机组概述。
我们提供以下图⽰，帮助你直观了解部⻔和分机组在展⽰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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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应⽤启⽤并配置部⻔后，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 在 Linkus 客⼾端，⽤⼾可以按部⻔查找同事。
注：

确保 Linkus 客⼾端的版本满⾜以下要求：
◦ Linkus iOS 版本：4.8.5 或更⾼版本
◦ Linkus 安卓版本：4.8.6 或更⾼版本
◦ Linkus ⽹⻚端：37.7.0.16  或更⾼版本

• 在 PBX 管理⽹⻚，你可以以部⻔为单位控制分机的权限：
◦ 设置分机和企业联系⼈的可⻅性。
◦ 分配队列控制台和所有呼叫功能的访问和使⽤权限。

注：
话务控制台的权限始终由分机组控制。

相关信息启⽤或禁⽤部⻔管理

启⽤或禁⽤部⻔管理
根据对企业架构的规划，启⽤或禁⽤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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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部⻔管理如需按部⻔管理成员，你需要启⽤ 部⻔管理  功能。
前提条件

Yeastar P 系列 IPPBX  的版本是 37.7.0.16  或更⾼版本。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PBX 设置  > 常规设置。
2. 启⽤ 部⻔管理。

3. 在 企业名称  栏，填写企业名称。此名称将作为根部⻔。
注：

如果你已经配置企业信息，此前配置的企业名称会同步到此处。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部⻔管理  功能已启⽤。

后续操作
创建部⻔。

禁⽤部⻔管理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PBX 设置  > 常规设置。
2. 关闭 部⻔管理。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部⻔管理  功能已禁⽤。功能禁⽤后，分机的呈现⽅式和分机的权限发⽣变更：
• 在 PBX 管理⽹⻚，部⻔树和部⻔的配置⻚⾯隐藏；在 Linkus 客⼾端，分机以分机组的形式展⽰。
• 分机⽆权访问及使⽤与此部⻔相关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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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部⻔
组织架构功能帮助你提升对各部⻔的管理效率。本⽂介绍如何设置部⻔。
部⻔限制

类型 P550 P560 P570
部⻔层级 15 15 15
部⻔总数 50 200 500

前提条件
Yeastar P 系列 IPPBX  的版本是 37.7.0.16  或更⾼版本。
步骤⼀、启⽤部⻔管理

1. 登录 PBX 管理⽹⻚，进⼊ PBX 设置  > 常规设置。
2. 启⽤ 部⻔管理。

3. 在 企业名称  栏，填写企业名称。此名称将作为根部⻔。
注：

如果你已经配置企业信息，此前配置的企业名称会同步到此处。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步骤⼆、创建部⻔
1. 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  > 部⻔。

⻚⾯展⽰根部⻔（即企业名称）。

2. 点击根部⻔旁边的 。
3. 在弹出的窗⼝中，配置以下信息，然后点击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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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名称：填写部⻔名称。
• ⽗部⻔：⾃动读取根部⻔名称。

执⾏结果
• 部⻔已创建。你可以根据上述步骤，创建更多部⻔。通过这种⽅式，系统会⾃动读取选择的部⻔为⽗部⻔，你⽆需再⼿动选择。

提⽰：
创建部⻔时，如需灵活选择⽗部⻔，你可以通过点击⻚⾯上⽅的 添加  来添加部⻔。

• ⽤⼾在 Linkus 客⼾端上可以看到所有部⻔。如需禁⽌部分分机查看指定部⻔，请参⻅ 设置分机可⻅性。
后续操作
添加部⻔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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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部⻔成员
创建部⻔后，你需要添加部⻔成员。本⽂介绍如何添加部⻔成员。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  > ⽤⼾。
2. 要添加现有⽤⼾到指定部⻔，执⾏以下操作：

a. 在左侧的部⻔树，点击根部⻔。
b. 在⽤⼾列表，勾选分机，然后点击 编辑。
c. 在 ⽤⼾信息  栏，勾选部⻔上⾯的 批量编辑，然后选择部⻔。
d. 点击 保存  并 应⽤。

3. 要添加新⽤⼾到指定部⻔，执⾏以下操作：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7 - 部⻔  | 99

a. 在左侧的部⻔树，点击指定部⻔。
b. 点击 添加，然后点击 添加，添加单个分机。
c. 根据需要，配置分机信息。

注：
部⻔  默认读取指定的部⻔名称。

d.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已添加到指定部⻔。你可以点击部⻔，查看部⻔成员。

注：
默认情况下，当你点击⼀个部⻔，系统展⽰该部⻔及其⼦部⻔的所有分机。如果不展⽰⼦部⻔的成员，勾选 仅看直属成员。

管理部⻔成员
本⽂介绍部⻔成员⼯作变动时，如何更改成员所属部⻔，或者删除部⻔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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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成员所属部⻔
员⼯转岗时，你可以更改员⼯的所属部⻔。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  > ⽤⼾。
2. 如需更改单个成员所属部⻔，执⾏以下操作：

a. 在左侧的部⻔树中，点击⼀个部⻔。
⻚⾯展⽰此部⻔内的所有分机。

b. 点击分机旁边的 。
c. 在 部⻔  栏，更改部⻔。

注：
分机必须归属于⾄少⼀个部⻔。

d. 点击 保存  并 应⽤。
3. 如需更改多个成员所属部⻔，执⾏以下操作：

注：
此操作适⽤于为多个成员分配到同⼀个部⻔。如果要为多个成员分配不同的部⻔，请参考步骤 2，为成员逐个配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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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左侧的部⻔树中，点击根部⻔。
⻚⾯展⽰企业所有分机。

b. 勾选分机，然后点击 编辑。
分机之前归属的部⻔已清空。

c. 勾选部⻔上⾯的 批量编辑，然后重新选择部⻔。
d. 点击 保存  并 应⽤。

删除部⻔成员
员⼯离职时，你可以将员⼯从原部⻔中移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  > ⽤⼾。
2. 如需删除同个部⻔的成员，执⾏以下操作：

a. 在左侧的部⻔树中，点击部⻔。
⻚⾯展⽰此部⻔内的所有分机。

b. 勾选分机，点击 删除。
c.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确定。
d. 点击 应⽤。

选中的分机从 PBX 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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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需删除不同部⻔的成员，执⾏以下操作：

a. 在左侧的部⻔树中，点击根部⻔。
⻚⾯展⽰根部⻔内的所有分机。

b. 勾选分机，点击 删除。
c.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确定。
d. 点击 应⽤。

选中的分机从 PBX 中删除。

管理部⻔
企业的组织架构可能会随着业务扩张、管控模式调整⽽发⽣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在 PBX 管理⽹⻚按需调整部⻔。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  > 部⻔。
2. 如需更改部⻔名称或⽗部⻔，执⾏以下操作：

a. 点击部⻔旁边的 。
b. 在弹出的窗⼝中，更改部⻔名称和⽗部⻔。
c. 点击 保存。

3. 如需更改部⻔顺序，点击 ，然后选择 上移  或 下移  来调整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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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BX 管理⽹⻚和 Linkus 客⼾端，部⻔会以新的顺序展⽰。
4. 如需删除部⻔，执⾏以下操作：

注：
• 如果要删除的部⻔存在⼦部⻔，你需要先删除⼦部⻔。
• 删除部⻔后，部⻔内的分机不会被删除，但分机⽆法再使⽤与此部⻔相关的功能；如果分机只归属于这个被删除的部⻔，那么分机此后将默认归属于根部⻔。

a. 勾选部⻔，然后点击 删除。
b.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确定。

导出和导⼊部⻔
你可以导出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创建的部⻔，并以此为模板，在导出的⽂件上批量编辑部⻔信息，再导⼊到 PBX。本⽂介绍如何导出和导⼊部⻔。
导出部⻔你可以导出所有部⻔（⽂件格式 .CSV），然后在导出的⽂件中增加、删除或修改部⻔。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  > 部⻔。
2. 点击 导出。

CSV ⽂件⾃动下载到本地。你可以参考 部⻔参数  检查和编辑 CSV ⽂件中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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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部⻔
我们建议你先导出部⻔数据（⽂件格式为 .CSV），然后使⽤该⽂件作为模板来编辑。通过这种⽅式，可以节省时间，提⾼效率。

前提条件
导⼊⽂件的要求：

• 格式：UTF-8 .CSV
• ⼤⼩：⼩于 50 M
• ⽂件名称：⼩于 127 个字符
• 导⼊参数：确保导⼊的参数符合要求。更多关于导⼊参数的信息，请参⻅ 部⻔参数。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  > 部⻔。
2. 点击 导⼊。
3.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浏览，选择你的 CSV ⽂件。
4. 点击 导⼊。

CSV ⽂件中的部⻔会显⽰在⽹⻚上。
相关信息导⼊和导出 -FAQ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分机组
分机组概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将特定分机添加到同⼀个组，为组内分机设置不同⽤⼾类型，并为不同类型的⽤⼾设置不同的操作权限。
分机组的应⽤你可以根据不同的业务模式，创建不同的分机组（如技术⽀持部、销售部、客服部等）。

• 对于管理员：在设置来电处理规则时，可以直接根据业务模式应⽤相应的分机组；在设置⽤⼾操作权限时，可以为不同组⾥的成员设置不同的操作权限。
• 对于分机⽤⼾：在话务控制台上，可以根据⽤⼾类型及相应的权限管理组内成员的通话。

分机组中的⽤⼾类型及权限
⽤⼾类型是⼀个权限集，⽤来控制⽤⼾在话务控制台的操作权限。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三种⽤⼾类型。你可以为分机组中的成员设置⽤⼾类型，并为不同的⽤⼾类型设置不同的操作权限。

默认⽤⼾类型
• 管理员：你可以将该⽤⼾类型分配给部⻔主管，授予主管管理组内成员通话的权限。
• ⽤⼾：你可以将该⽤⼾类型分配给普通成员。任何时候，当你添加分机⽤⼾到⼀个组时，该分机在分机组中的⻆⾊默认为 ⽤⼾。

下表显⽰ 管理员  和 ⽤⼾  默认已分配的权限，你可以根据需要更改权限。更多信息，请参⻅ 查看或更改管理员和⽤⼾的权限。
模块 权限 管理员 ⽤⼾

改变分机组成员的状态 √ ×
呼叫分配管理（转移、转接、拖拽操作） √ ×
截答或挂断其他分机的电话 √ ×
通话监听操作（普通监听、密语监听、强插监听） √ ×
停泊操作（停泊、取回） √ ×

话务控制台

控制 IVR 来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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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权限 管理员 ⽤⼾
切换办公时间和假期状态 × ×
控制分机的录⾳状态 × ×

⾃定义⽤⼾类型
⾃定义：如果你需要为个别分机组成员设置特定权限，可以将该成员的⽤⼾类型设置为 ⾃定义。
更多信息，请参⻅ 查看或更改⾃定义⽤⼾的权限。

默认分机组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有⼀个默认的分机组 Default_All_Extensions，该分机组包含 PBX 上的所有分机。当你创建分机时，新建的分机都会⾃动添加到该分机组中。你可以删除该分机组，也可以根据需要创建其他分组。
更多信息，请参⻅ 创建分机组。

创建分机组
本⽂介绍如何创建分机组。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组，点击 添加。
2. 配置分机组的基本信息。

a. 在 名称  字段，填写分机组名称。
b. 在 选择成员  下拉列表，选择要添加到该分机组的成员。

• 所有分机：如果选择该项，所有分机都会移动到 已选择  框。
注：

只能设置⼀个包含所有分机的分机组。
• 特定分机：如果选择该项，从 可⽤的  框添加分机到 已选择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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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为成员配置⽤⼾类型。
注：

不同的⽤⼾类型具有不同的操作权限。更多信息，请参⻅ 分机组中的⽤⼾类型及权限。
i. 在 已选择  框，点击分机旁边的  。
ii. 在弹出的窗⼝中，配置⽤⼾类型和权限。

• 选择 管理员  或 ⽤⼾，成员拥有该⽤⼾类型所具备的所有权限。
注：

管理员  和 ⽤⼾  的权限是预设的。关于如何更改权限，请参⻅ 查看或更改管理员和⽤⼾的权限。
• 选择 ⾃定义，勾选相应的权限。

iii. 点击 保存。
3.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 分机组显⽰在 分机组  列表。
• 所有⽤⼾在 Linkus 客⼾端都⽆法查看该分机组。如需允许指定⽤⼾查看此分机组，请参⻅ 设置分机可⻅性。

管理分机组
本⽂介绍如何编辑、删除分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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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单个分机组信息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组，点击分机组旁边的 。
2. 根据需要，修改分机组信息。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删除分机组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组。
2. 删除单个分机组，执⾏如下操作：

a. 点击分机组旁边的 。
b.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确定。
c. 点击应⽤。

3. 批量删除分机组，执⾏如下操作：
a. 勾选要删除的分机组，点击 删除。
b.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确定。
c. 点击 应⽤。

已删除的分机组从 分机组  列表移除；Linkus 客⼾端不再显⽰该分组。

为成员分配⽤⼾类型
不同类型的⽤⼾拥有不同的操作权限，你可以为分机组成员配置不同的⽤⼾类型来限制⽤⼾的操作权限。本⽂介绍如何为成员分配⽤⼾类型。
为成员分配默认⽤⼾类型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提供两种默认的⽤⼾类型：管理员  和 ⽤⼾，每个⽤⼾类型都有预设的权限。
关于如何查看 管理员  和 ⽤⼾  的权限，请参⻅ 查看或更改管理员和⽤⼾的权限。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组，编辑分机组。
2. 为成员分配 管理员  或 ⽤⼾  ⽤⼾类型。

a. 在 成员  栏，点击成员旁边的 。
b. 在 ⽤⼾类型  下拉列表，选择 管理员  或 ⽤⼾。
c. 点击 确认。

执⾏结果
该成员在该分机组中的⽤⼾类型和权限已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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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员分配⾃定义⽤⼾类型
如果个别成员需要拥有管理员的个别权限，你可以将该成员的⽤⼾类型设置为 ⾃定义，并为其⾃定义相应的权限。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组，编辑分机组。
2. ⾃定义⽤⼾类型并配置相应的权限。

a. 在 成员  栏，点击成员旁边的 。
b. 在 ⽤⼾类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 ⾃定义。
c. 选择权限。
d. 点击 确认。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该成员在该分机组中的⽤⼾类型和权限已更新。

查看或更改成员的权限
本⽂介绍如何查看或更改成员的权限。
查看或更改管理员和⽤⼾的权限
每个分机组都有各⾃的管理员和⽤⼾，且同⼀类型（管理员或⽤⼾）的⽤⼾具有相同的权限。你可以查看特定组内 管理员  和 ⽤⼾  的权限，并根据需要更改权限。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组，编辑分机组。
2. 点击 组权限  ⻚签。

⻚⾯展⽰该组中 管理员  和 ⽤⼾  具备的权限。
3. 如需更改权限，执⾏以下操作：

a. 在 管理员  和 ⽤⼾  区域中分别勾选相应的权限。
b.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更新权限后，对应类型的⽤⼾权限都会更新。

后续步骤
更改成员的⽤⼾类型为 管理员  或 ⽤⼾，请参⻅ 为成员分配默认⽤⼾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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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或更改⾃定义⽤⼾的权限
⾃定义  类型的⽤⼾拥有各⾃的操作权限，你可以查看分机组中个别⾃定义类型的⽤⼾权限，或根据需要更改权限。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组，编辑分机组。
2. 在 成员  栏，点击⽤⼾类型为 ⾃定义  的成员旁边的 。

a. 在弹出的窗⼝中，选择权限。
b. 点击 确认。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相应成员的权限已更新。

查看或更改成员在多个分机组的⽤⼾类型
如果⼀个分机⽤⼾在不同的分机组扮演不同的⻆⾊，你可以快速查看或更改该⽤⼾在多个组内的⽤⼾类型，⽽不必⼀⼀进⼊每个分机组去查看或更改。本⽂介绍如何查看或更改成员在多个分机组的⽤⼾类型。
查看成员在多个分机组的⽤⼾类型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点击分机旁边的 。
2. 点击 Linkus客⼾端  ⻚签。
3. 在 话务控制台  栏，你可以查看该⽤⼾所在的所有分机组。在 ⽤⼾类型  列查看该⽤⼾在不同分机组中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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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成员在多个分机组的⽤⼾类型
每个分机组的 管理员  和 ⽤⼾  的权限可能不⼀样。更改成员的⽤⼾类型前，确保你选择正确的分机组。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点击分机旁边的 。
2. 点击 Linkus客⼾端  ⻚签。
3. 在 话务控制台  栏，更改该⽤⼾在某个组内的⽤⼾类型。

a. 点击分机组旁边的 。
b. 在 ⽤⼾类型  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个⽤⼾类型。

• 如果你选择 管理员  或 ⽤⼾，该⽤⼾拥有该⽤⼾类型的所有权限。
• 如果你选择 ⾃定义，为该⽤⼾选择合适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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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点击 确认。
4. 重复 步骤4  更改该⽤⼾在其它组内的⽤⼾类型。
5.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该⽤⼾在不同组中的⽤⼾类型和权限相应更新。

相关信息为成员分配⽤⼾类型



⾃动配置
⾃动配置概述
⾃动配置功能可帮助你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集中管理和部署 IP 话机和⽹关。使⽤此功能，IP 话机和⽹关的配置和管理流程得以简化，使得设备的管理和部署过程更⾼效便捷。
⽀持⾃动配置的设备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配置不同型号的设备。
⾃动配置设备前，请参⻅ ⽀持⾃动配置的设备，确认要配置的设备是否已兼容。
配置⽅式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三种⾃动配置⽅式，你可以根据⾃⼰的⽹络环境选择⼀种⽅式来⾃动配置 IP 话机和⽹关。

PnP (即插即⽤)
PnP ⽅式⽀持⾃动配置与 PBX 处于同⼀局域⽹⼦⽹下的 IP 话机和⽹关。
更多信息，请参⻅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PnP ⽅式）  和 ⾃动配置 Yeastar TA FXS ⽹关 (PnP ⽅式)。

DHCP Option 66
DHCP ⽅式⽀持⾃动配置与 PBX 处于相同局域⽹的 IP 话机和⽹关（同⽹段或跨⽹段）。

注：
Snom IP 话机不⽀持 DHCP ⾃动配置⽅式。
更多信息，请参⻅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DHCP ⽅式）和 ⾃动配置 Yeastar TA FXS ⽹关（DHCP ⽅式）。

RPS
RPS ⽅式⽀持通过公⽹ IP 和 Yeastar FQDN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

注：
Yeastar TA FXS ⽹关不⽀持 RPS ⾃动配置⽅式。
更多详细信息，参⻅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式）  和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FQDN ⽅式）。

注：
在实际使⽤中，IP 话机和⽹关可实现的⾃动配置⽅式，不限于你选择的⽅式，详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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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PnP  ⾃动配置⽅式时，可实现的⽅式有 PnP  和 DHCP。
• 选择 DHCP  ⾃动配置⽅式时，可实现的⽅式有 PnP  和 DHCP。
• 选择 RPS  ⾃动配置⽅式时，可实现的⽅式有 PnP，DHCP  和 RPS。

⾃动配置⼯作原理
本节介绍如何通过三种⽅式实现 IP 话机⾃动配置，可帮助你理解⼯作原理和快速定位⾃动配置的问题。

PnP 配置

1. IP 话机上电后，会向局域⽹发送 SIP SUBSCRIBE 包。
2. PBX 检测到 SUBSCRIBE 信息，回复 SIP NOTIFY， 并告知配置服务器地址。
3. IP 话机从 PBX 上下载配置⽂件并⾃动应⽤配置。

DHCP 配置
你可以直接使⽤ PBX 作为 DHCP 服务器，也可以使⽤⽀持 DHCP option 66 的第三⽅ DHCP 服务器。

注：
PBX 内置的 DHCP 服务器仅⽀持⼀个 DHCP 地址池。
使⽤ PBX 作为 DHCP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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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第三⽅ DHCP 服务器

1. IP 话机上电后，会向局域⽹中发送 DHCP 请求。
2. DHCP 服务器收到 DHCP 请求，分配⼀个 IP 地址，并通过 DHCP Option 66 告知配置服务器地址。
3. IP 话机从配置服务器 (PBX) 上下载配置⽂件并应⽤配置。

RPS 配置

1. 将话机 MAC 地址添加到 PBX 上后，IP 话机 MAC 地址和配置服务器（PBX）⾃动被添加到 RPS 服务器中。
2. IP 话机上电后⾃动向 RPS 服务器请求配置⽂件。
3. RPS 服务器执⾏重定向，告知话机访问配置服务器（PBX）。
4. IP 话机从配置服务器（PBX）上下载配置⽂件并应⽤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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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IP 话机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PnP ⽅式）
本⽂介绍如何⾃动配置与 PBX 同在⼀个局域⽹，且 IP ⽹段相同的 IP 话机。

注：
本⽂介绍如何⾃动配置 IP 话机并分配⼀个⽤⼾的分机。如果需要⾃动配置共享话机，请参⻅ 设置共享话机。
⽀持的 IP 话机
本⽂适⽤于 ⽀持⾃动配置的设备  中所列出的所有 IP 话机。
前提条件

• IP 话机和 PBX 必须处于相同 IP ⽹段下。
◦ ⽰例：相同⽹段

IP 地址：192.168.5.150，⼦⽹掩码：255.255.255.0；
IP 地址：192.168.5.170，⼦⽹掩码：255.255.255.0。
◦ ⽰例：不同⽹段

IP 地址：192.168.5.150，⼦⽹掩码：255.255.255.0；
IP 地址：192.168.66.170，⼦⽹掩码：255.255.255.0。

• IP 话机必须⽀持 PnP 配置⽅式。
应⽤场景
IP 话机 (IP 地址为192.168.6.33) 与 PBX (IP 地址为192.168.6.150) 处于相同局域⽹，且都是 6 ⽹段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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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先上电 PBX，再上电 IP 话机。
2. 如果话机已使⽤过，先重置话机。
3.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话机。

话机列表中显⽰所有检测到的话机，以及话机的相关信息，如型号、MAC 地址、IP 地址等。
注：

• 兼容的设备  才能被扫描并显⽰在⾃动配置列表中。
• 如果配置的话机没有被检测到或没有显⽰在配置列表中，请重启话机。

4. 点击话机旁边的  编辑话机。
5. 在 选项  栏中，进⾏下列配置：

• 模板：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应⽤的模板。
注：

模板提供了除分机分配之外的其他话机配置。你可以选择该话机型号的默认模板，或者选择⾃定义的话机配置模板。更多信息，参⻅创建⾃定义⾃动配置模板。
• 配置⽅式：选择 PnP (在办公室)。

PBX ⾃动⽣成⼀个配置链接并显⽰在⽹⻚上。
6. 在 分配分机  栏，为话机分配⼀个分机。

提⽰：
如果要分配的分机不在列表中，请检查该分机是否已绑定其他话机或⽹关端⼝。

• 如需解绑分机或⽹关，请参⻅ 释放绑定在话机/⽹关上的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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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将同⼀个分机与多个 IP 话机进⾏绑定，请参⻅ 允许多终端注册同⼀分机号。
7.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 模板中的配置将⾃动应⽤在话机上。
• 在 ⾃动配置  > 话机  中可查看配置的话机上分机的注册状态。

◦ ：分机已注册。
◦ ：分机未注册。

相关信息⾃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DHCP ⽅式）⾃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FQDN ⽅式）⾃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式）⼿动配置 IP 话机更新话机配置⾃动配置话机功能键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DHCP ⽅式）
对于与 PBX 处于同⼀局域⽹但不同⽹段的 IP 话机，或不⽀持 PnP 配置⽅式的 IP 话机，你可以使⽤ DHCP ⽅式⾃动配置 IP 话机。

注：
本⽂介绍如何⾃动配置 IP 话机并分配⼀个⽤⼾的分机。如果需要⾃动配置共享话机，请参⻅ 设置共享话机。
⽀持的 IP 话机
本⽂适⽤于 ⽀持⾃动配置的设备  中所列出的所有 IP 话机。

注：
Snom IP 话机不⽀持 DHCP ⾃动配置⽅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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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 确保同⼀⽹络下只有⼀个 DHCP 服务器在运⾏，否则 IP 话机⽆法获取 IP 地址。
• IP 话机⽀持 DHCP 配置。
• 收集 IP 话机信息，包括供应商，型号和 MAC 地址。

应⽤场景
某公司将⽹络划分为多个虚拟局域⽹（VLAN），如下图所⽰。

• IP 话机：位于 VLAN 1（192.168.66.0/24）
• PBX：位于 VLAN 2（192.168.5.0/24）

操作步骤
步骤⼀、设置远程分机
步骤⼆、在 PBX 上⽣成话机的配置⽂件
步骤三、设置 DHCP option 66
步骤⼀、设置远程分机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要分配的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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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 ⾼级  ⻚签，在 VoIP 设置  中，勾选 NAT。

3. 点击 安全  ⻚签，在 SIP 安全  中，勾选 允许远程注册。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完成设置后，此分机可在局域⽹不同⽹段下，或在远程⽹络中实现分机注册。

步骤⼆、在 PBX 上⽣成话机的配置⽂件
1. 如果话机已使⽤过，请先重置话机。
2.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话机。
3. 点击 添加，在 PBX 上添加话机。
4. 在 IP 话机  栏，配置下列话机信息。

• 供应商：选择话机供应商。
• 型号：选择话机型号。
• MAC 地址：输⼊话机 MAC 地址。

5. 在 选项  栏，完成⾃动配置相关设定。
• 模板：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应⽤的模板。

注：
模板提供了除分机分配之外的其他话机配置。你可以选择该话机型号的默认模板，或者选择⾃定义的话机配置模板。更多信息，参⻅创建⾃定义⾃动配置模板。

• 配置⽅式：选择 DHCP (在办公室)。
PBX ⾃动⽣成⼀个配置链接并显⽰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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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记录此处⽣成的配置链接，后续在 DHCP 服务器设置时需要使⽤。

6. 在 分配分机  栏，给话机分配⼀个分机。
提⽰：

如果要分配的分机不在列表中，请检查该分机是否已绑定其他话机或⽹关端⼝。
• 如需解绑分机或⽹关，请参⻅ 释放绑定在话机/⽹关上的分机。
• 如需将同⼀个分机与多个 IP 话机进⾏绑定，请参⻅ 允许多终端注册同⼀分机号。

7. 点击 保存。
PBX ⾃动⽣成该话机的配置⽂件。

步骤三、设置 DHCP option 66
多数防⽕墙或路由器中内置的 DHCP 服务器不⽀持添加或改动 DHCP 范围选项。Tftpd32 软件⽀持这种功能，因此可作为⼀个选项，⽤来实现 DHCP 配置话机/⽹关。以下将基于 Tftpd32 软件进⾏配置介绍。

1. 运⾏ Tftpd32  软件，点击窗⼝底部的 Settings。

2.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GLOBAL  ⻚签，勾选 DHCP Server。

https://bitbucket.org/phjounin/tftpd64/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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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 DHCP  ⻚签，配置 DHCP 服务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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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pool start address：要分配的 IP 地址的起始地址。
• Size of pool：可⽤的 IP 地址数量。
• Lease time：IP 地址租⽤时间。
• Def. Router (Opt 3)：⽹关 IP 地址。在本例中，输⼊ 192.168.66.1。
• Mask (Opt 1)：对应可⽤ IP 地址段的⼦⽹掩码。
• DNS Server (Opt 6)：DHCP 服务器的 DNS 服务器。在本例中，输⼊ 
192.168.66.1。

• Additional Option：输⼊ 66  添加 option 66，在选项旁边的框中粘贴 PBX 的⾃动配置链接。
4. 点击 OK。

PC 开始作为⼀个 DHCP 服务器运⾏。
执⾏结果

• 将 IP 话机接⼊与 DHCP 服务器（PC）相同的局域⽹⼦⽹下，IP 话机获取 IP 地址，并从 PBX 上下载配置⽂件，实现⾃动配置。
• 在 ⾃动配置  > 话机  中可查看配置的话机上分机的注册状态。

◦ ：分机已注册。
◦ ：分机未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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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FQDN ⽅式）
当 IP 话机部署在远程⽹络时，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通过 FQDN 实现 RPS（重定向与配置服务）⽅式的⾃动配置。Yeastar 提供的 FQDN 服务能够让你摆脱复杂的⽹络设置，快速建⽴⽤于远程配置话机的安全隧道。因此，使⽤ Yeastar FQDN 进⾏远程话机⾃动部署和配置，可⼤⼤节省批量部署的时间成本，同时保证了远程访问的安全性。

注：
本⽂介绍如何⾃动配置 IP 话机并分配⼀个⽤⼾的分机。如果需要⾃动配置共享话机，请参⻅ 设置共享话机。
⽀持的 IP 话机
本⽂适⽤于 ⽀持 RPS 的 IP 话机，且话机与 PBX 处于不同⽹络下。
前提条件

• 需要订阅 隧道服务  或者 视频通话  服务，才能使⽤ FQDN 功能。
• 确保 FQDN 配置满⾜以下要求：

◦ Yeastar FQDN 域名可⽤。
◦ 远程 IP 话机以及要分配给远程 IP 话机的分机账号可使⽤ FQDN 进⾏远程 SIP 注册。详细配置可参⻅ 通过 Yeastar FQDN 进⾏远程 SIP 访问。
◦ 远程 IP 话机可通过 FQDN 访问到 PBX 系统，从⽽获取配置⽂件。详细配置可参⻅ 通过 Yeastar FQDN 远程访问 PBX。

• 收集 IP 话机信息，包括供应商、型号和 MAC 地址。
应⽤场景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与 IP 话机部署在不同⽹络中。PBX 已启⽤并配置了 FQDN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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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在 PBX 上⽣成话机的配置⽂件
步骤⼆、重启 IP 话机获取配置⽂件
步骤⼀、在 PBX 上⽣成话机的配置⽂件

1. 如果话机已使⽤过，请先重置话机。
2.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话机。
3. 点击 添加，添加 IP 话机。
4. 在 IP 话机  栏，配置下列话机信息。

• 供应商：选择话机供应商。
• 型号：选择话机型号。
• MAC 地址：输⼊话机的 MAC 地址。

5. 在 选项  栏，完成以下⾃动配置设定。
• 模板：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应⽤的模板。

注：
模板提供了除分机分配之外的其他话机配置。你可以选择该话机型号的默认模板，或者选择⾃定义的话机配置模板。更多信息，参⻅创建⾃定义⾃动配置模板。

• 配置⽅式：选择 RPS FQDN (远程)。
PBX ⾃动⽣成⼀个配置链接并显⽰在⽹⻚上。

故障：
为什么没看到 RPS FQDN⾃动配置⽅式选项？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auto-provisioning-faq.html#auto-provisioning-faq__section_gqt_htz_pq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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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次⾃动配置时要求验证：若启⽤此选项，在话机⾸次触发配置之前，⽤⼾需要在话机上输⼊鉴权信息。
注：

出于安全⽬的，建议保持此项为勾选状态。
6. 在 分配分机  栏，为话机分配⼀个分机。

提⽰：
如果要分配的分机不在列表中，请检查该分机是否已绑定其他话机或⽹关端⼝。

• 如需解绑分机或⽹关，请参⻅ 释放绑定在话机/⽹关上的分机。
• 如需将同⼀个分机与多个 IP 话机进⾏绑定，请参⻅ 允许多终端注册同⼀分机号。

7. 点击 保存。
PBX ⾃动⽣成该话机的配置⽂件。
PBX 将发送⼀个 RPS 请求成功  的事件通知，说明话机 MAC 地址成功被添加到 RPS 服务器上。

步骤⼆、重启 IP 话机获取配置⽂件
1. 重启 IP 话机。
2. 如果你在 PBX 上启⽤了 第⼀次⾃动配置时要求验证，需在话机上输⼊鉴权信息完成话机配置。

• Username：输⼊分配给 IP 话机的分机号。
• Password：输⼊该分机的语⾳信箱密码。

注：
可在分机配置⻚中的 语⾳信箱  ⻚签中查看语⾳信箱密码。

执⾏结果在 ⾃动配置  > 话机  中可查看配置的话机上分机的注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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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机已注册。
• ：分机未注册。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式）
当 IP 话机位于远程⽹络中，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使⽤ RPS ⾃动配置⽅式，通过公⽹ IP 地址/域名和端⼝进⾏远程部署和更新 IP 话机配置，从⽽⼤⼤节省批量部署的时间和成本。

注：
本⽂介绍如何⾃动配置 IP 话机并分配⼀个⽤⼾的分机。如果需要⾃动配置共享话机，请参⻅ 设置共享话机。
⽀持的 IP 话机
本⽂适⽤于⽀持 RPS 的 IP 话机，且话机与 PBX 处于不同⽹络下。
前提条件

• 在路由器上设置端⼝映射，并在 PBX 上设置 SIP NAT，确保话机可进⾏远程注册。
重要：

RPS 配置需要映射下列端⼝。
◦ RTP 端⼝
◦ SIP 端⼝
◦ Web 服务端⼝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 通过公⽹ IP 远程访问 PBX  或 通过域名远程访问 PBX。
• 收集 IP 话机信息，包括供应商、型号和 MAC 地址。

应⽤场景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与 IP 话机部署在不同的⽹络下。 PBX 接在路由器后，且已在路由器上做好端⼝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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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设置远程分机
步骤⼆、在 PBX 上⽣成话机的配置⽂件
步骤三、重启 IP 话机获取配置⽂件
步骤⼀、设置远程分机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要分配的分机。
2. 点击 ⾼级  ⻚签，在 VoIP 设置  中，勾选 NAT。

3. 点击 安全  ⻚签，在 SIP 安全  中，勾选 允许远程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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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 保存  并 应⽤。
完成设置后，此分机可在局域⽹不同⽹段下，或在远程⽹络中实现分机注册。

步骤⼆、在 PBX 上⽣成话机的配置⽂件
1. 如果话机已使⽤过，请先重置话机。
2.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话机。
3. 点击 添加，添加 IP 话机。
4. 在 IP 话机  栏，配置下列话机信息。

• 供应商：选择话机供应商。
• 型号：选择话机型号。
• MAC 地址：输⼊话机的 MAC 地址。

5. 在 选项  栏，完成以下⾃动配置设定。
• 模板：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应⽤的模板。

注：
模板提供了除分机分配之外的其他话机配置。你可以选择该话机型号的默认模板，或者选择⾃定义的话机配置模板。更多信息，参⻅创建⾃定义⾃动配置模板。

• 配置⽅式：选择 RPS (远程)。
PBX ⾃动⽣成⼀个配置链接并显⽰在⽹⻚上。

故障：
为什么没看到 RPS ⾃动配置⽅式选项？

• 第⼀次⾃动配置时要求验证：若启⽤此选项，在话机⾸次触发配置之前，⽤⼾需要在话机上输⼊鉴权信息。
注：

出于安全⽬的，建议保持此项为勾选状态。
6. 在 分配分机  栏，为话机分配⼀个分机。

提⽰：
如果要分配的分机不在列表中，请检查该分机是否已绑定其他话机或⽹关端⼝。

• 如需解绑分机或⽹关，请参⻅ 释放绑定在话机/⽹关上的分机。
• 如需将同⼀个分机与多个 IP 话机进⾏绑定，请参⻅ 允许多终端注册同⼀分机号。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auto-provisioning-faq.html#auto-provisioning-faq__section_gqt_htz_pq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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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点击 保存。
PBX ⾃动⽣成该话机的配置⽂件。
PBX 将发送⼀个 RPS 请求成功  的事件通知，说明话机 MAC 成功被添加到 RPS 服务器上。

步骤三、重启 IP 话机获取配置⽂件
1. 重启 IP 话机。
2. 如果你在 PBX 上启⽤了 第⼀次⾃动配置时要求验证，需在话机上输⼊鉴权信息完成话机配置。

• Username：输⼊分配给 IP 话机的分机号。
• Password：输⼊该分机的语⾳信箱密码。

注：
可在分机配置⻚中的 语⾳信箱  ⻚签中查看语⾳信箱密码。

执⾏结果在 ⾃动配置  > 话机  中可查看配置的话机上分机的注册状态。
• ：分机已注册。
• ：分机未注册。

相关信息⾃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FQDN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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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配置 IP 话机
如果⾃动配置 IP 话机失败，你可以在话机⽹⻚中⼿动添加⾃动配置链接，实现⼿动配置。

注：
本⽂介绍如何⾃动配置 IP 话机并分配⼀个⽤⼾的分机。如果需要⾃动配置共享话机，请参⻅ 设置共享话机。
⽀持的 IP 话机
本⽂适⽤于 ⽀持⾃动配置的设备  中所列出的所有 IP 话机。
前提条件

• 收集 IP 话机信息，包括供应商、型号和 MAC 地址。
• 如果话机已使⽤过，请先重置话机。

操作步骤步骤⼀、在 PBX 上添加话机 MAC 地址
步骤⼆、在话机⽹⻚上设置配置服务器地址
步骤⼀、在 PBX 上添加话机 MAC 地址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话机。
2. 点击 添加，在 PBX 上添加话机。
3. 在 IP 话机  栏，配置下列话机信息。

• 供应商：选择话机供应商。
• 型号：选择话机型号。
• MAC 地址：输⼊话机 MAC 地址。

4. 在 选项  栏，完成⾃动配置相关设定。
• 模板：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应⽤的模板。

注：
模板提供了除分机分配之外的其他话机配置。你可以选择该话机型号的默认模板，或者选择⾃定义的话机配置模板。更多信息，参⻅创建⾃定义⾃动配置模板。

• 配置⽅式：根据⽹络环境选择⼀种配置⽅式。
• 配置链接：PBX ⾃动⽣成⼀个配置链接并显⽰在⽹⻚上。

注：
记录此处⽣成的⾃动配置链接，后续步骤中需要使⽤。

5. 在 分配分机  栏，给话机分配⼀个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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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如果要分配的分机不在列表中，请检查该分机是否已绑定其他话机或⽹关端⼝。

• 如需解绑分机或⽹关，请参⻅ 释放绑定在话机/⽹关上的分机。
• 如需将同⼀个分机与多个 IP 话机进⾏绑定，请参⻅ 允许多终端注册同⼀分机号。

6. 点击 保存。
PBX ⾃动⽣成该话机的配置⽂件。

步骤⼆、在话机⽹⻚上设置配置服务器地址
本⽂以 Yealink SIP-T53W IP 话机为例。

1. 在 IP 话机上，进⼊ 菜单  > 状态，在 IPv4  栏中查看 IP 话机的 IP 地址。
2. 通过 IP 地址登录到话机⽹⻚，进⼊ 设置  > ⾃动更新。
3. 在 服务器 URL  中，粘贴 PBX 配置链接，并在后⾯添加配置⽂件名。

⽰例：http://192.168.66.41:7778/api/autoprovision/

HF9FDqlQE9fx3WlR/805ec04cab0c.cfg。

4. 下拉到底部，点击 ⽴即更新。
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确定，进⾏ IP 话机配置。

执⾏结果
话机从 PBX 下载配置⽂件，并⾃动应⽤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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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平台部署 IP 话机
如果你想在 Yealink 设备管理平台上进⾏ IP 话机诊断和管理，并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为 IP 话机分配分机，提供配置⽂件和升级设备固件，你可以参考本⽂操作，实现 IP 话机的多平台部署。
应⽤场景
本⽂适⽤于 ⽀持的 Yealink IP 话机  的远程部署。
前提条件
你需要有 Yealink 设备管理平台账号。
操作步骤步骤⼀、在 Yealink 设备管理平台上添加 IP 话机

注：
如果 IP 话机已添加到 PBX 中，你需要先将此话机从 PBX 中删除。
步骤⼆、在 PBX 上添加 IP 话机
步骤三、在 Yealink 设备管理平台上设置全局⾃动配置地址
在 Yealink 设备管理平台上添加 IP 话机

1. 登录 Yealink 设备管理平台。
2. 进⼊ 设备管理  > 话机设备，点击 添加设备  添加话机。

a. 完成下列配置。

https://global.ymcs.yeali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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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名称：设置设备名称，⽤于区分设备。.
• 站点：在下拉列表中选择⼀个站点。
• 型号：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话机型号。
• MAC：输⼊ IP 话机的 MAC 地址。
• Machine ID：输⼊ IP 话机的序列号。
• 同步⾄ RPS：启⽤此功能，将 IP 话机同步⾄ RPS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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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点击 保存。
3. 重启 IP 话机。

话机成功连接到设备管理平台，状态显⽰为“在线”。

在 Yealink 设备管理平台上设置全局⾃动配置地址
1. 登录 Yealink 设备管理平台。
2. 进⼊ 设备配置  > 全局参数设置.
3. 在 ⾃动更新 URL  中粘贴 PBX 的⾃动配置链接。

4. 点击保存并更新。
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确定，更新设置。

⾃动配置⽹关
⾃动配置 Yeastar TA FXS ⽹关 (PnP ⽅式)
本⽂介绍如何⾃动配置与 PBX 同在⼀个局域⽹，且 IP ⽹段相同的 TA FXS ⽹关。
⽀持的⽹关型号

• TA100、TA200
• TA400、TA800
• TA1600、TA2400、TA3200

前提条件确保 TA ⽹关和 PBX 处于同⼀⽹段中，否则 PBX ⽆法检测到 TA ⽹关。
注：

https://global.ymcs.yeali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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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模式的 TA ⽹关默认使⽤ DHCP ⽹络模式。你可以在 FXS ⼝连接⼀台话机，通过拨打 ***，根据语⾳提⽰查询⽹关 IP 地址。
操作步骤

1. 先上电 PBX，再上电 TA ⽹关。
2. 如果 TA ⽹关已使⽤过，请先重置 TA ⽹关。
3.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关。

⽹关列表中显⽰所有检测到的⽹关，以及⽹关的相关信息，如型号、MAC 地址、IP 地址等。
注：

如果配置的⽹关没有被检测到或没有显⽰在配置列表中，请重启⽹关。
4. 点击⽹关旁边的  配置⽹关。

a. 在 选项  栏中，进⾏下列配置：
• 模板：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应⽤的模板。

注：
模板提供了除分机分配之外的其他配置。你可以选择该⽹关型号的默认模板，或者选择⾃定义的⽹关配置模板。更多信息，参⻅创建⾃定义⾃动配置模板。

• 配置⽅式：选择 PnP (在办公室)。
PBX ⾃动⽣成⼀个配置链接并显⽰在⽹⻚上。

b. 为⽹关上的端⼝分配分机号。
i. 在 端⼝号范围  字段中，选择要分配分机的端⼝范围。
ii. 在 起始分机号  和 终⽌分机号  字段中，选择要分配给端⼝的分机范围。
iii. 点击 分配分机。

端⼝号和对应的分机号会显⽰在下⽅列表中。你可以为指定的端⼝重新分配分机。
提⽰：

如果要分配的分机不在列表中，请检查该分机是否已绑定其他话机或⽹关端⼝。
• 如需解绑分机或⽹关，请参⻅ 释放绑定在话机/⽹关上的分机。
• 如需将同⼀个分机与多个 IP 话机进⾏绑定，请参⻅ 允许多终端注册同⼀分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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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偏好设置  栏，根据需要修改相应的设置。
• 拨号确认键：选择 # 键或 * 键作为拨号键。
• SIP VoIPServer IDX：选择要应⽤的 VoIP 模板编号。

注：
TA100 和 TA200 不⽀持 SIP VoIPServer IDX。

• 管理员密码：设置⽹关⽹⻚的登录密码。
• LAN⼝设置：勾选此选项，为⽹关配置静态 IP 地址，确保随时都能通过 PBX 访问⽹关。

◦ IP地址：填写分配给⽹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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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备⽤ DNS 服务器：可选。填写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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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访问⽹关。
◦ ⼦⽹掩码2：可选。填写第⼆个 IP 地址对应的⼦⽹掩码。

下图显⽰静态 IP 的配置⽰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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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编解码  栏，为⽹关配置相应的语⾳编解码。
7. 点击 保存。

⻚⾯提⽰是否重启⽹关。
8. 点击 确定， 重启⽹关。

执⾏结果
• 模板中的配置将⾃动应⽤在⽹关上。

◦ 指定的分机会注册在相应的端⼝上。
• 在 分机和中继  > 分机  中可查看到配置到⽹关端⼝上的分机的注册状态。

◦ ： 分机已注册。
◦ ：分机未注册。

相关信息更新⽹关配置
⾃动配置 Yeastar TA FXS ⽹关（DHCP ⽅式）
对于与 PBX 处于同⼀局域⽹但不同⽹段的 Yeastar TA FXS ⽹关，你可以使⽤ DHCP ⽅式⾃动配置⽹关。
⽀持的⽹关型号

• TA100、TA200
• TA400、TA800
• TA1600、TA2400、TA3200

前提条件
• 确保同⼀⽹络下只有⼀个 DHCP 服务器在运⾏，否则⽹关⽆法获取 IP 地址。
• 收集 Yeastar TA FXS ⽹关信息，包括型号和 MAC 地址。

应⽤场景某公司将⽹络划分为多个虚拟局域⽹（VLAN），如下图所⽰。
• ⽹关：位于 VLAN 1（192.168.66.0/24）
• PBX：位于 VLAN 2（192.168.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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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设置远程分机
步骤⼆、在 PBX 上添加⽹关 MAC 地址
步骤三、配置 DHCP option 66
步骤四、在⽹关上启⽤ DHCP 配置⽅式
步骤⼀、设置远程分机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要分配的分机。
2. 点击 ⾼级  ⻚签，在 VoIP 设置  中，勾选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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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 安全  ⻚签，在 SIP 安全  中，勾选 允许远程注册。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完成设置后，此分机可在局域⽹不同⽹段下，或在远程⽹络中实现分机注册。

步骤⼆、在 PBX 上添加 TA ⽹关 MAC 地址
1. 如果 TA ⽹关已使⽤过，请先重置 TA ⽹关。
2.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关。
3. 点击 添加，在 PBX 上添加⽹关。
4. 在 ⽹关  栏，配置下列⽹关信息。

• 型号：选择⽹关型号。
• MAC 地址：输⼊⽹关 MAC 地址。

5. 在 选项  栏，进⾏下列配置。
• 模板：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应⽤的模板。

注：
模板提供了除分机分配之外的其他配置。你可以选择该⽹关型号的默认模板，或者选择⾃定义的⽹关配置模板。更多信息，参⻅创建⾃定义⾃动配置模板。

• 配置⽅式：选择 PnP (在办公室)。
PBX ⾃动⽣成⼀个配置链接并显⽰在⽹⻚上。

注：
记录下此处⽣成的配置服务器地址，后续在 DHCP 服务器设置时需要使⽤。

6. 在 分配分机  栏，为⽹关上的端⼝分配分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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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 端⼝号范围  字段中，选择要分配分机的端⼝范围。
b. 在 起始分机号  和 终⽌分机号  字段中，选择要分配给端⼝的分机范围。
c. 点击 分配分机。

端⼝号和对应的分机号会显⽰在下⽅列表中。你可以为指定的端⼝重新分配分机。
提⽰：

如果要分配的分机不在列表中，请检查该分机是否已绑定其他话机或⽹关端⼝。
• 如需解绑分机或⽹关，请参⻅ 释放绑定在话机/⽹关上的分机。
• 如需将同⼀个分机与多个 IP 话机进⾏绑定，请参⻅ 允许多终端注册同⼀分机号。

7. 点击 保存。
PBX ⾃动⽣成该⽹关的配置⽂件。

步骤三、设置 DHCP option 66
多数防⽕墙或路由器中内置的 DHCP 服务器不⽀持添加或改动 DHCP 范围选项。Tftpd32 软件⽀持这种功能，因此可作为⼀个选项，⽤来实现 DHCP 配置话机/⽹关。以下将基于 Tftpd32 软件进⾏配置介绍。

1. 运⾏ Tftpd32  软件，点击窗⼝底部的 Settings。

2.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GLOBAL  ⻚签，勾选 DHCP Server。

https://bitbucket.org/phjounin/tftpd64/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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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 DHCP  ⻚签，配置 DHCP 服务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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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pool start address：要分配的 IP 地址的起始地址。
• Size of pool：可⽤的 IP 地址数量。
• Lease time：IP 地址租⽤时间。
• Def. Router (Opt 3)：⽹关 IP 地址。在本例中，输⼊ 192.168.66.1。
• Mask (Opt 1)：对应可⽤ IP 地址段的⼦⽹掩码。
• DNS Server (Opt 6)：DHCP 服务器的 DNS 服务器。在本例中，输⼊ 
192.168.66.1。

• Additional Option：输⼊ 66  添加 option 66，在选项旁边的框中粘贴 PBX 的⾃动配置链接。
4. 点击 OK。

PC 开始作为⼀个 DHCP 服务器运⾏。
步骤四、在⽹关上启⽤ DHCP 配置⽅式

1. ⽹关重启后，会获取 IP 地址。
在 TA ⽹关的 FXS ⼝连接⼀台话机，通过拨打 ***，根据语⾳提⽰查询⽹关 IP 地址。

2. 通过 IP 地址登录⽹关管理⽹⻚。
a. 进⼊ 系统  > 系统参数  > ⾃动配置。
b. 在 配置⽅式  栏，启⽤ DHCP  配置⽅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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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点击 保存，并点击右上⻆出现的 应⽤所做的更改。
执⾏结果在 分机和中继  > 分机  中可查看配置的⽹关上分机的注册状态。

• ： 分机已注册。
• ：分机未注册。

管理 IP 话机/⽹关
远程访问 IP 话机 / ⽹关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允许⽤⼾在远程访问 PBX 的时候也能够访问到 PBX 上的 IP 话机或⽹关。本⽂介绍如何建⽴连接以实现远程访问 PBX 上的 IP 话机 / ⽹关。
应⽤场景当技术⽀持⼈员使⽤ FQDN 域名或随机⽣成的远程管理链接访问 PBX ，进⾏远程故障排查时，可能还需要检查 PBX 上的 IP 话机或⽹关的配置。
为此，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在 PBX 上远程访问 IP 话机或⽹关的⽹⻚。技术⽀持⼈员可以直接从 PBX 的⾃动配置设备列表中，访问到 IP 话机或⽹关的⽹⻚，从⽽进⾏设备故障排查。
前提条件
要实现远程访问 IP 话机 / ⽹关，需满⾜以下前提：

• PBX 固件版本为  37.7.0.16  及以上版本。
• 通过 FQDN 域名或随机⽣成的远程管理链接访问 PBX 系统。
• PBX 可在本地⽹络中访问到 IP 话机 / ⽹关的⽹⻚。

提⽰：
要确认此项，可以检查 IP 话机 / ⽹关的私⽹ IP 地址是否识别并显⽰在 ⾃动配置  设备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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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访问 PBX 上的 IP 话机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话机。
2. 将⿏标悬停在话机旁边的 ，点击 远程访问 。

3. 根据访问 PBX 的⽅式，执⾏对应操作连接 IP 话机。
表  27.

访问⽅式 操作说明
FQDN 域名 a. 设置连接的超时时间。

i. 在弹窗中的 超时时间  下拉列表中，设置超时时间。

ii. 点击 确认。
弹窗显⽰⼀个临时的远程访问链接和连接时间倒
计时；远程访问图标变为 ，表⽰ IP 话机已连接。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9 - ⾃动配置  | 146

访问⽅式 操作说明

b. 点击 连接  访问 IP 话机⽹⻚。
随机 PBX 远程管理链接 弹窗显⽰⼀个临时的远程访问链接和连接时间倒计时；远程

访问图标变为 ，表⽰ IP 话机已连接。
注：

这种⽅式下，IP 话机的访问时间限制与 PBX 远程管理的访问超时时间同步。

点击 连接  访问 IP 话机⽹⻚。
远程访问 PBX 上的⽹关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关。
2. 点击⽹关旁边的 。

3. 根据访问 PBX 的⽅式，执⾏对应操作连接⽹关。
表  28.

访问⽅式 操作
FQDN 域名 a. 设置连接超时时间。

i. 在弹窗的 超时时间  下拉列表中，设置超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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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式 操作

ii. 点击 确认。
弹窗显⽰⼀个临时的远程访问链接和连接时间倒
计时；远程访问图标变为 ，表⽰⽹关已连接。

b. 点击 连接  访问⽹关⽹⻚。
随机 PBX 远程管理链接 弹窗直接显⽰⼀个临时的远程访问链接和连接时间倒计时；

远程访问图标变为 ，表⽰⽹关已连接。
注：

这种⽅式下，⽹关的远程访问时间限制与 PBX 的远程管理超时时间同步。

点击 连接  访问⽹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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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问题
如何延⻓设备远程访问时间

建⽴连接后，⽤⼾可以重新设置超时时间，以延⻓访问时⻓。
注：

• 只有通过 FQDN 域名访问 PBX ，才可以在 PBX 上重新设置 IP 话机 / ⽹关远程访问的时⻓。
• 如果⽤⼾通过远程管理随机链接访问 PBX，需联系设备提供商延⻓远程访问的时⻓。

1. 登录 PBX 管理⽹⻚，进⼊连接设备的 远程访问  设置。
IP 话机

⽹关

2. 在弹窗中，点击 重置超时时间。

3. 重新设置 超时时间，并点击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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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窗显⽰新的连接时间倒计时。
重启话机/⽹关
修改话机或⽹关的某些配置，有时候可能需要重启设备才能⽣效。对于已通过 PBX 执⾏⾃动配置的话机或⽹关，你可以直接通过 PBX ⽹⻚重启这些设备。
重启 IP 话机

1. 登录 PBX 管理⽹⻚，进⼊⾃动配置  > 话机。
2. 根据需要重启话机：

• 重启单台话机，将⿏标悬停在话机旁边的 ，点击 重启 。
• 重启多台话机，勾选要重启的话机，点击 重启。

系统将提⽰你是否重启话机。
3. 点击 确定。

重启⽹关
1. 登录 PBX 管理⽹⻚，进⼊⾃动配置  > ⽹关。
2. 根据需要重启⽹关：

• 重启单台⽹关，点击⽹关旁边的 。
• 重启多台⽹关，勾选要重启的⽹关，点击 重启。

系统将提⽰你是否重启⽹关。
3. 点击 确定。

给话机/⽹关重新分配分机
如果你需要将已配置过的话机或⽹关 FXS 端⼝分配给另⼀个⽤⼾，你可以重新给话机或⽹关分配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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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IP 话机重新分配分机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话机，编辑相应话机。
2. 在 分配分机  栏，选择相应的分机。

提⽰：
如果要分配的分机不在列表中，请检查该分机是否已绑定其他话机或⽹关端⼝。

• 如需解绑分机或⽹关，请参⻅ 释放绑定在话机/⽹关上的分机。
• 如需将同⼀个分机与多个 IP 话机进⾏绑定，请参⻅ 允许多终端注册同⼀分机号。

3.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分机⾃动注册在话机上，并且系统会根据应⽤的模板和分机⽣成新的配置⽂件，并触发话机更新。
给⽹关 FXS 端⼝重新分配分机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关，编辑相应的⽹关。
2. 在 分配分机  栏，为指定的端⼝选择相应的分机。

提⽰：
如果要分配的分机不在列表中，请检查该分机是否已绑定其他话机或⽹关端⼝。

• 如需解绑分机或⽹关，请参⻅ 释放绑定在话机/⽹关上的分机。
• 如需将同⼀个分机与多个 IP 话机进⾏绑定，请参⻅ 允许多终端注册同⼀分机号。

3. 点击 保存。
PBX ⽣成新的配置⽂件，并提⽰你是否重启⽹关。

4. 点击 确定，重启⽹关，应⽤新配置。
执⾏结果

⽹关重启后，分配的分机⾃动注册在相应的 FXS 端⼝上。
释放绑定在话机/⽹关上的分机
假设员⼯离职后需要回收话机和分机号，⽽员⼯的话机仍然绑定着该员⼯的分机，你可以将离职员⼯的分机从绑定的话机或⽹关端⼝上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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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绑定在 IP 话机上的分机
1. 释放绑定在话机上的分机。

a.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b. 点击 话机  ⻚签。
c. 点击 释放话机，并点击 是。
d. 点击 保存。

分机与话机解绑。
2. 更新话机配置，注销话机上注册的分机。

进⼊ ⾃动配置  > 话机，在解绑的话机旁边，点击 。
释放绑定在⽹关端⼝上的分机

操作步骤
1. 释放绑定在⽹关上的分机。

a.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b. 点击 话机  ⻚签。
c. 点击 释放话机，并点击 是。
d. 点击 保存。

分机与⽹关解绑。
2. 重启⽹关，应⽤新的配置。

执⾏结果
⽹关重启后，分机从端⼝上注销。

移除话机/⽹关
⾃动配置列表会显⽰所有检测到的话机和⽹关。对于不再使⽤的话机或⽹关，你可以将它们从⾃动配置列表中移除。
移除话机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话机。
2. 根据需要移除话机：

• 移除单台话机，将⿏标悬停在话机旁边的 ，然后点击 删除。
• 移除多台话机，勾选相应的话机，然后点击 删除。

3. 点击 确定。
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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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会删除话机相关的配置⽂件，并释放绑定的分机。
移除⽹关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动配置  > ⽹关。
2. 根据需要移除⽹关：

• 移除单台⽹关，点击⽹关旁边的 。
• 移除多台⽹关，勾选相应的⽹关，然后点击  删除。

3. 点击 确定。
执⾏结果

系统会删除⽹关相关的配置⽂件，并释放绑定的分机。

⾃动配置选项
IP 话机⾃动配置选项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为 IP 话机提供多种⾃动配置选项，可满⾜终端⽤⼾⼤部分需求。本⽂介绍⽀持⾃动配置的 IP 话机设置。
常规设置（偏好设置和语⾳编码）
常规设置主要涉及⽤⼾常⽤的设置，⽐如话机显⽰语⾔、⽇期和时间等。这些常规设置可以通过模板直接配置，这也意味着，可以使⽤模板批量配置设备。
更多信息，请参⻅ 在话机/⽹关上应⽤新配置模板。
分机注册
⾃动配置话机/⽹关时，可以给每个话机/⽹关端⼝分配⼀个分机号。如果你修改了分机注册相关的设置（如注册密码、认证名称、SIP UDP/TCP 端⼝），你需要触发话机/⽹关更新设置。

注：
分机注册限制

• 针对 IP 话机，通过⾃动配置的⽅式，只能给每个话机分配⼀个分机号码。
• 针对 DECT 话机，通过⾃动配置的⽅式，可以给每个⼿柄分别分配⼀个分机号。

更多信息，请参⻅下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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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PnP ⽅式）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DHCP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FQDN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式）
• 给话机/⽹关重新分配分机

功能键
你可以为每个分机⽤⼾设置不同的功能键，例如 BLF、速拨键等。功能键与分机相关联，⾃动配置话机时，这些功能键会直接配置在话机上。
有关功能键的更多信息，请参⻅ ⾃动配置话机功能键。
设备固件Yeastar P 系列 IPPBX允许你通过⾃动配置的⽅式集中升级设备固件。有关固件升级的更多信息，请参⻅ 使⽤⾃动配置升级话机固件。
其他设置
除了上述设置外，如果你需要为设备配置其他功能，你可以在⾃定义模板中添加相关功能参数，然后将配置应⽤于设备。
更多信息，请参⻅ 创建⾃定义⾃动配置模板。
⾃动配置话机功能键
每个分机⽤⼾可以配置⾃⼰专属的功能键，你也可以为分机⽤⼾配置功能键。这些功能键会应⽤到分机关联的 IP 话机、Linkus ⽹⻚端和⾕歌插件 Yeastar Linkus for Google。本⽂介绍⽀持的功能键类型，以及如何为分机⽤⼾的 IP 话机配置功能键。
⽀持的按键类型
下表列出可为每个分机⽤⼾配置的功能键：

按键类型 功能
空 ⽆快捷功能。
线路 为话机配置线路键。

注：
类型为 线路  的功能键仅对 IP 话机有效。

BLF • 分机
◦ 监控某个分机的通话状态。
◦ 监控某个分机的免打扰状态 (DND，Do Not Disturb)。
◦ 向被监控的分机发起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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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类型 功能
◦ 截答被监控分机的来电。具体配置⽅法，请参⻅ 通过 BLF 按键监控分机状态。

• 中继
◦ 监控某条中继的状态。
◦ 快速使⽤被监控的中继发起外呼。具体配置⽅法，请参⻅ 通过 BLF 按键抓线呼出。

• 队列
◦ 监控队列坐席的指定暂停状态。

具体配置⽅法，请参⻅ 通过功能键监控坐席的指定暂停状态。
速拨 按键快速拨号。
收听留⾔ • 监控分机语⾳信箱状态。

• 查询、收听分机语⾳留⾔。
收听群语⾳留⾔ • 监控群语⾳信箱状态。

• 查询、收听群语⾳留⾔。
停泊/取回 • 监控某个停泊号码的状态。

• 将通话驻留在指定的停泊号码上。
• 从指定的停泊号码上取回驻留的通话。

对讲 发起对讲通话。
DTMF 发送 DTMF 信号。
坐席签⼊/签出 • 签⼊指定队列。

• 签出指定队列。
坐席暂停/恢复 • 暂停接收指定队列来电。

• 恢复接收指定队列来电。
LDAP 电话簿 在 IP 话机上快速进⼊ LDAP 电话簿查询联系⼈。

注：
类型为 LDAP 电话簿  的功能键仅对 IP 话机有效。

⽀持的配置⽅式你可以使⽤⾃动配置模板，或直接在 PBX 管理⽹⻚上为⽤⼾的 IP 话机配置功能键。
• 要使⽤⾃动配置模板进⾏配置，请参⻅ 创建⾃定义⾃动配置模板  和 在话机上应⽤新配置模板。
• 要在 PBX 管理⽹⻚上进⾏配置，请参⻅以下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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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给分机⽤⼾分配功能键。

a.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 如果要为某个分机⽤⼾单独配置功能键，点击对应分机旁边的 。
• 如果要为多个分机⽤⼾配置功能键，勾选相应的分机，点击 编辑。

b. 点击 功能键  ⻚签。
c. 根据需要配置功能键。

注：
不同话机型号⽀持的按键数量不同。如果你给分机⽤⼾配置的功能键超过话机实际⽀持的按键数，超出的功能键不会⽣效。如果分机⽤⼾使⽤的 IP 话机连接了扩展模块，则超出的功能键会⾃动应⽤到扩展模块上。

• 类型：选择按键类型。
• 值：根据按键类型配置具体的按键值，例如，停泊号码、队列号码或者分机号。
• 标签：可选。填写显⽰在话机屏幕上的按键名称。

d. 点击 保存。
2. 如果分机未绑定话机，请参⻅以下⽂章为分机绑定⼀台话机。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PnP ⽅式）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DHCP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FQDN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式）

3. 如果分机已经绑定话机，更新话机配置。
a. 进⼊ ⾃动配置  > 话机。
b. 更新某台话机的配置，点击话机旁边的 。
c. 更新多台话机配置，勾选相应的话机，点击 更新配置。

执⾏结果话机⾃动应⽤新的配置。在话机上查看配置的按键是否⽣效。
相关信息通过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动配置亿联 (Yealink) 扩展模块
⾃动配置话机同步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时间
你可以通过⾃动配置功能，将话机的时间与 PBX 的时间同步。
前提条件话机已通过⾃动配置绑定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并分配分机。
有关⾃动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以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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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PnP ⽅式）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DHCP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FQDN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式）

操作步骤
• 步骤⼀、设置 PBX 为 NTP 时间服务器
• 步骤⼆、应⽤配置到 IP 话机

步骤⼀、设置 PBX 为 NTP 时间服务器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分配给话机的分机。
2. 点击 话机  ⻚签。
3. 滚动到 偏好设置  栏，完成下列设定。

• ⾸选时间服务器：填写 PBX 的 IP 地址。
• 时区：选择 Use PBX Time Zone，与 PBX 所在时区同步。

4. 点击 保存 。
步骤⼆、应⽤配置到 IP 话机

1. 进⼊ ⾃动配置  > 话机，点击话机旁边的  。
系统提⽰是否更新话机配置。

2.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确定。
执⾏结果
话机时间与 PBX 时间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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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话机配置
你可以通过⾃动配置的⽅式批量给话机部署相同的设置，你也可以在⾃动配置后，⾃定义个别话机的配置。本⽂介绍如何更新已配置话机的设置，包括 IP 话机和 DECT 话机。
更新 IP 话机配置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2. 修改与这个分机相关联的话机配置。

a. 点击 话机  ⻚签。
b. 在 偏好设置  栏和 编解码  栏修改话机配置。
c. 点击 保存。

注：
对于⽆法在 PBX ⽹⻚上更新的配置，你可以在⾃动配置话机列表中，点击话机的 IP 地址登录话机⽹⻚进⾏更改。

3. 更新话机配置。
a. 进⼊ ⾃动配置  > 话机。
b. 在分机绑定的话机旁，点击 。

话机⾃动应⽤新的配置。
更新 DECT 话机配置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话机，编辑相应的 DECT 话机。
2. 在 偏好设置  栏和 编解码  栏修改话机配置。
3. 在⾃动配置的话机列表中，点击 DECT 话机旁边的 。

话机⾃动应⽤新的配置。
更新⽹关配置
你可以通过⾃动配置的⽅式批量给话机部署相同的设置，你也可以在⾃动配置后，⾃定义个别⽹关的配置。本⽂介绍如何更新已配置⽹关的设置。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关，编辑相应的⽹关。
2. 在 偏好设置  和 编解码  栏中，修改相应的设置，点击 保存。

注：
对于⽆法在 PBX ⽹⻚上更新的配置，你可以在⾃动配置⽹关列表中，点击⽹关的 IP 地址登录⽹关⽹⻚进⾏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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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X 提⽰你是否重启⽹关。
3. 点击 确认，重启⽹关。

⽹关重启后⾃动应⽤新的配置。

管理⾃动配置模板
在话机/⽹关上应⽤新配置模板
如果分机⽤⼾需要⾃定义⾃⼰的话机/⽹关配置，你可以创建⼀个⾃定义模板，并将新的模板应⽤在他们的话机/⽹关上。
前提条件
创建⾃定义⾃动配置模板。
在话机上应⽤新配置模板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话机，编辑相应的话机。
2. 在 选项  栏的 模板  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应⽤的模板。
3.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话机⾃动应⽤新模板中的配置。

在⽹关上应⽤新配置模板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关，编辑相应的⽹关。
2. 在 选项  栏的 模板  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应⽤的模板。
3. 点击 保存。

PBX 提⽰你是否重启⽹关。
4. 点击 确认，重启⽹关。

执⾏结果
⽹关⾃动应⽤新模板中的配置。

相关信息更新所有应⽤该模板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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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默认的⾃动配置模板
不同型号设备的默认模板提供的配置不同，你可以查看默认模板中提供的配置参数或更新默认模板。本⽂介绍如何查看默认的⾃动配置模板。
背景信息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为每个⽀持的设备提供默认的配置模板。不同型号的设备可能共⽤同⼀个模板。例如，Yealink 话机 T52S 和 T54S 共⽤模板 YSDP_YealinkT5xS。

默认模板内容
默认模板为各个设备型号提供常规设置。默认模板中的配置项有两种赋值类型：变量和常量。

• 变量：变量可以赋任意值。变量值以 {{.  开头，以 }}  结尾。例如，{{.PhoneWebLanguage}}  代表话机⽹⻚语⾔设置。不同的话机配置的话机语⾔不同，变量值也就不同。
• 常量：常量值，即绝对值。所有使⽤该模板的设备应⽤相同的配置。例如，features.dtmf.hide_delay = 1  表⽰该参数赋值为 1（启⽤）。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动配置  > 资源库。
2. 选择设备⼚商或输⼊关键词。

你可以通过⼚商、配置模板名称或设备型号搜索模板。
搜索结果显⽰在下⾯的列表中。

3. 点击相应模板旁边的 ，查看模板中的配置。如下图所⽰为亿联（Yealink）T56A 的默认模板。 默认模板由两部分组成：
• 默认模板中的配置参数：该模板中的预定义配置参数显⽰在第⼀个⽂本框中。
• 设备⽀持的功能键配置参数：每个设备型号⽀持的功能键配置参数显⽰在第⼆个⽂本框中。

你可以点击具体的设备查看⽀持的功能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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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创建⾃定义⾃动配置模板管理⾃定义配置模板
更新默认的⾃动配置模板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定期提供新的模板版本以发布新功能并修复问题。 你可以检查是否有新模板，并决定是否更新默认模板。 本⽂介绍如何更新默认模板。
前提条件确保你的 PBX 可以连接互联⽹，否则⽆法检测到新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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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资源库。
2. 点击 检测新模板。
3. 如果检测到新模板，点击  下载新模板。

4. 点击模板旁边的  查看默认配置。
更多信息，请参⻅ 查看默认的⾃动配置模板.

后续步骤
要将新模板中的配置应⽤到使⽤该模板⾃动配置过的设备，点击 。
创建⾃定义⾃动配置模板
如果你想要在默认配置模板的基础上，修改常规配置，或者你需要添加⾃定义的配置参数，你可以创建⼀个⾃定义配置模板。本⽂介绍如何创建⾃定义配置模板。
背景信息
⾃定义的配置模板允许你⾃定义设备设置。你可以设置⾃定义模板，并将⾃定义模板应⽤于某个群组的设备，或单个设备。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提供两种⾃定义模板：

• 基本：你可以修改默认模板中提供的设置。
• ⾼级：除了可以修改默认模板中提供的设置外，你还可以添加其他配置参数。

注：
联系你的 PBX 提供商，确保所添加参数的有效性。

创建基本配置模板
如果你想要在默认配置模板的基础上，修改常规配置，你可以创建⼀个基本配置模板。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9 - ⾃动配置  | 162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资源库  > ⾃定义模板。
2. 点击 添加。
3. 在 基本  栏，设置基本信息。

• 模板名称：填写易于识别的名称。
• 源于默认模板：选择要⾃定义配置的默认模板。
• 模板类型：选择 基本。

默认模板中⽀持的常规配置会显⽰在 偏好设置  栏和 编解码  栏。
• 备注：可选。填写该模板相关的备注信息。

4. 在 偏好设置  栏，修改默认模板提供的设置。
5. 在 编解码  栏，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语⾳编解码。
6. 点击 保存。

创建⾼级配置模板
如果默认模板中没有你想要修改的设置，你可以创建⾼级模板。

1. 登录 PBX 管理⽹⻚，进⼊⾃动配置  > 资源库  > ⾃定义模板。
2. 点击 添加。
3. 在 基本  栏，设置基本信息。

• 模板名称：填写易于识别的名称。
• 源于默认模板：选择要⾃定义配置的默认模板。
• 模板类型：选择 ⾼级。

默认模板中⽀持的常规配置会显⽰在 偏好设置  栏和 编解码  栏；同时，在 ⽂本式⾃定义配置参数  栏，所有与该模板相关的参数都会显⽰在⽂本框中。
• 备注：可选。填写该模板相关的备注信息。

4. 在 偏好设置  栏，修改默认模板提供的相应设置。
5. 在 编解码  栏，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语⾳编解码。
6. 添加默认模板未提供的设置。

注：
默认模板提供的常规设置项赋值为变量。变量值以 {{.  开头，以 }}  结尾。变量的取值来源于 偏好设置、编解码  和 功能键  栏设置的实际值。如果你想要在 PBX ⽹⻚修改这些配置项的值，请不要修改变量。

a. 在 ⽂本式⾃定义配置参数  栏的第⼀个⽂本框中，添加你要设置的配置参数。
注：

联系你的 PBX 提供商，确保所添加参数的有效性。
b. 在第⼆个⽂本框中，根据模板适⽤的机型，选择要应⽤的功能键。

你也可以在第⼆个⽂本框中其他添加功能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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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点击 保存。
相关信息编辑⾃定义配置模板更新所有应⽤该模板的设备
管理⾃定义配置模板
本⽂介绍如何管理⾃定义的配置模板。
编辑⾃定义配置模板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资源库  > ⾃定义模板。
2. 在相应的⾃定义配置模板旁，点击 。
3. 修改模板设置。
4. 点击 保存。系统将提⽰你是否将新配置应⽤于所有使⽤该模板的设备。

• 是：系统为所有使⽤该模板的设备⽣成新的配置⽂件，并触发设备更新配置。
• 否：系统将新的设置保存在模板中，并且为所有使⽤该模板的设备⽣成新的配置⽂件。你可以⼿动触发个别话机更新配置。

删除⾃定义的配置模板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资源库  > ⾃定义模板。
2. 删除⾃定义配置模板：

• 删除单个⾃定义配置模板，点击模板旁边的 。
• 删除多个⾃定义配置模板，勾选相应的模板，点击 删除。

3. 在弹出的提⽰框中，点击 是  确认删除。
如果有设备应⽤了此模板，你需要先将这些设备与应⽤的配置模板解绑，才能删除该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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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所有应⽤该模板的设备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资源库  > ⾃定义模板。
2. 使⽤模板设置更新设备：

• 更新某个模板应⽤的设备，点击模板旁边的 。
• 更新多个模板应⽤的设备，勾选相应的模板，点击 更新⾄设备。

3. 点击 是  触发设备更新。

管理 IP 话机固件
使⽤⾃动配置升级话机固件
本⽂介绍如何通过⾃动配置升级话机固件。
前提条件
将相应的话机固件上传到 PBX。更多信息，请参⻅ 添加固件⽂件。
升级所有适配话机的固件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资源库  > 设备固件。
2. 在相应的版本旁边，点击 。
3. 点击 是  升级话机。

升级个别话机的固件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话机。
2. 勾选要升级的话机。
3. 点击 固件升级。
4. 选择要升级的固件，点击 升级。

执⾏结果
话机⾃动重启并升级到新版本。
管理设备固件⽂件
本⽂介绍如何管理设备固件⽂件，包括添加、编辑和删除固件⽂件。
添加固件⽂件
你最多可以上传 3 个设备固件⽂件到 PBX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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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PBX ⽹⻚，进⼊⾃动配置  > 资源库  > 设备固件，点击 添加。
2. 在 设备  栏，选择固件⼚商和设备型号。
3. 在 固件  栏，上传固件。

• 固件版本：填写易于识别的固件名称或版本号。
• 上传固件⽂件：点击 浏览  上传固件。
• 备注：可选。填写关于该固件的备注信息。

4. 点击 保存。
上传的固件⽂件显⽰在 设备固件  列表中。当你升级话机固件时，上传的固件会⾃动被识别并显⽰出来，供你选择。
编辑固件⽂件

1. 登录 PBX ⽹⻚，进⼊⾃动配置  > 资源库  > 设备固件。
2. 在相应的固件旁，点击  。
3. 在 固件  栏，编辑固件信息或更新固件⽂件。

• 固件版本：修改固件名称或版本号。
• 上传固件⽂件：点击 浏览  上传新固件⽂件。
• 备注：可选。修改备注信息。

4. 点击 保存。
删除固件⽂件

1. 登录 PBX ⽹⻚，进⼊⾃动配置  > 资源库  > 设备固件。
2. 删除固件⽂件：

• 删除单个固件⽂件，点击相应固件旁边的  。
• 删除多个固件⽂件，勾选要删除的固件，然后点击 删除。

3. 点击 确定。

⽀持⾃动配置的设备
本⽂列出⽀持⾃动配置的⼚商及设备。
亿联（Yealink）话机

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SIP-T19P_E2 53.84.0.12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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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SIP-T21P_E2 52.84.0.12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21_E2 52.84.0.12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23P 44.84.0.12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23G 44.84.0.12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27G 69.85.0.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29G 46.83.0.120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30 124.85.0.1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30P 124.85.0.1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31 124.85.0.1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31P 124.85.0.1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31G 124.85.0.1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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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SIP-T33P 124.85.0.1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33G 124.85.0.1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40P 54.84.0.12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40G 76.84.0.12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41P 36.83.0.120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42G 29.83.0.120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46G 28.83.0.120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48G 35.83.0.120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41S 66.85.0.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42S 66.85.0.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46S 66.85.0.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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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SIP-T48S 66.85.0.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41U 108.85.0.39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42U 108.85.0.39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43U 108.85.0.39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46U 108.85.0.39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48U 108.85.0.39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52S 70.84.0.70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54S 70.84.0.70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53 96.85.0.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53W 96.85.0.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54W 96.85.0.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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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SIP-T57W 96.85.0.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56A 58.83.0.1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58 58.85.0.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T58W 150.86.0.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VP59 91.85.0.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W80B W80DM-103.83.0.80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W60B (W53P, W41P, W60P, CP930W-Base)
77.83.0.8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W70B (W79P, W76P, W73P) 146.85.0.20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W90DM 130.85.0.15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CP960 73.85.0.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CP965 143.86.0.5 或更⾼版本 37.5.0.9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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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CP920 78.85.0.5 或更⾼版本 37.2.0.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CP925 148.86.0.5 或更⾼版本 37.5.0.9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IP-CP935W 149.86.0.5 或更⾼版本 37.5.0.9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位（Fanvil）话机
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X1S / X1SP 2.2.12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1SG 2.2.12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3SG 2.2.12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3U 2.2.12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2/X2P 2.14.0.7386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2C/X2CP 2.14.0.7386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3S/X3SP/X3G 2.14.0.7386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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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 RPS

X4/X4G 2.14.0.7386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2/X2P 2.14.0.7386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2C/X2CP 2.14.0.7386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3S/X3SP/X3G 2.14.0.7386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4/X4G 2.14.0.7386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4U 2.2.11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4U-V2 2.12.1 或更⾼版本 37.6.0.24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5U 2.2.11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5U-V2 2.12.1 或更⾼版本 37.6.0.24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5S 2.2.1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6 2.2.1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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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 RPS

X6U 2.2.11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6U-V2 2.12.1 或更⾼版本 37.6.0.24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7 2.2.11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7C 2.2.11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7A 2.2.0.229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A32 2.6.0.408 或更⾼版本 37.5.0.9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A32i 2.6.0.408 或更⾼版本 37.5.0.9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210 2.2.11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210i 2.2.11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7-V2 2.12.1.3 或更⾼版本 37.7.0.16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7C-V2 2.12.1.3 或更⾼版本 37.7.0.16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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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 RPS

X210-V2 2.12.1.3 或更⾼版本 37.7.0.16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210i-V2 2.12.1.3 或更⾼版本 37.7.0.16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V65 2.12.2.4 或更⾼版本 37.7.0.16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3S Lite / X3SP Lite 2.4.5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3S Pro / X3SP Pro 2.4.5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3SW 2.4.5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3SG Lite 2.4.5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3SG Pro 2.4.5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3U Pro 2.4.5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V62 2.4.10 或更⾼版本 37.6.0.24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V64 2.4.10 或更⾼版本 37.6.0.24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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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 RPS

V67 2.6.0 或更⾼版本 37.6.0.24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FH-S01 2.12.8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H3 2.12.1.7334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H5 2.12.1.7334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H2U 2.4.7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H2U-V2 2.4.7.6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H3W 2.4.4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H5W 2.4.4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56A 0.3.0.21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55A 1.0.0.45 或更⾼版本 37.8.0.25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57A 1.0.0.46 或更⾼版本 37.8.0.25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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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 RPS

i51 2.8.13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52 2.8.13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53 2.8.13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51W 2.8.13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52W 2.8.13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53W 2.8.13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10 1.2.7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10V 1.2.7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10D 1.2.7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10S 2.4.4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10SV 2.4.4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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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 RPS

i10SD 2.4.4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11S 1.2.7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11SV 2.4.4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12 2.8.2.7009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16V 2.8.2.7009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16S 2.4.4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16SV 2.4.4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18S 2.8.2.7009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20S 2.8.2.7009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23S 2.8.2.7009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30 2.8.2.7009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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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 RPS

i31S 2.8.2.7009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32V 2.8.2.7009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33V 2.8.2.7009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33VF 2.8.2.7009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61 2.4.0 或更⾼版本 37.6.0.24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62 2.4.0 或更⾼版本 37.6.0.24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63 2.4.0 或更⾼版本 37.6.0.24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64 2.4.0 或更⾼版本 37.6.0.24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PA2 2.8.2.7009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PA2S 2.8.11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PA3 2.4.4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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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 RPS

i68 2.8.40.22 或更⾼版本 37.8.0.25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301 0.0.16 或更⾼版本 37.8.0.25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303 0.0.16 或更⾼版本 37.8.0.25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301G 0.0.16 或更⾼版本 37.8.0.25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303G 0.0.16 或更⾼版本 37.8.0.25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301W 0.0.16 或更⾼版本 37.8.0.25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X303W 0.0.16 或更⾼版本 37.8.0.25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W611W pvt-2.8 或更⾼版本 37.8.0.25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潮流（Grandstream）话机
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GXP1610 1.0.7.13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GXP1620 1.0.7.13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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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GXP1625 1.0.7.13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GXP1628 1.0.7.13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GXP1630 1.0.7.13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GXP2130 1.0.11.16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GXP2135 1.0.11.16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GXP2140 1.0.11.16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GXP2160 1.0.11.16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GXP2170 1.0.11.16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GRP2601 1.0.3.63 或更⾼版本 37.7.0.51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GRP2601P 1.0.3.63 或更⾼版本 37.7.0.51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GRP2602 1.0.3.63 或更⾼版本 37.7.0.51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GRP2602P 1.0.3.63 或更⾼版本 37.7.0.51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GRP2602G 1.0.3.63 或更⾼版本 37.7.0.51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GRP2602W 1.0.3.63 或更⾼版本 37.7.0.51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GRP2603 1.0.3.63 或更⾼版本 37.7.0.51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GRP2603P 1.0.3.63 或更⾼版本 37.7.0.51 或更⾼版本 • P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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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 DHCP

GRP2604 1.0.3.63 或更⾼版本 37.7.0.51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GRP2604P 1.0.3.63 或更⾼版本 37.7.0.51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GRP2612 1.0.7.25 或更⾼版本 37.7.0.51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GRP2612P 1.0.7.25 或更⾼版本 37.7.0.51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GRP2612G 1.0.7.25 或更⾼版本 37.7.0.51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GRP2612W 1.0.7.25 或更⾼版本 37.7.0.51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GRP2613 1.0.7.25 或更⾼版本 37.7.0.51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GRP2614 1.0.7.25 或更⾼版本 37.7.0.51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GRP2615 1.0.7.25 或更⾼版本 37.7.0.51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GRP2616 1.0.7.25 或更⾼版本 37.7.0.51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GRP2624 1.0.7.25 或更⾼版本 37.7.0.51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GRP2634 1.0.7.25 或更⾼版本 37.7.0.51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GRP2670 1.0.7.25 或更⾼版本 37.7.0.51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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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隆（Htek）话机
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UC902 2.0.4.8.18 或更⾼版本 37.4.0.1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UC902S 2.0.4.8.18 或更⾼版本 37.4.0.1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UC903 2.0.4.8.18 或更⾼版本 37.4.0.1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UC912 2.0.4.8.18 或更⾼版本 37.4.0.1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UC912G 2.0.4.8.18 或更⾼版本 37.4.0.1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UC912E 2.0.4.8.18 或更⾼版本 37.4.0.1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UC921 2.0.4.8.18 或更⾼版本 37.4.0.1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UC921G 2.0.4.8.18 或更⾼版本 37.4.0.1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UC923 2.0.4.8.18 或更⾼版本 37.4.0.1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UC923U 2.0.4.8.18 或更⾼版本 37.4.0.1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UC924 2.0.4.8.18 或更⾼版本 37.4.0.1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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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 RPS

UC924E 2.0.4.8.18 或更⾼版本 37.4.0.1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UC924U 2.0.4.8.18 或更⾼版本 37.4.0.1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UC924W 2.0.4.8.18 或更⾼版本 37.4.0.1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UC926 2.0.4.8.18 或更⾼版本 37.4.0.1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UC926E 2.0.4.8.18 或更⾼版本 37.4.0.1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UC926U 2.0.4.8.18 或更⾼版本 37.4.0.17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Gigaset 话机
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N870 IP PRO 2.38.1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N870 VI PRO 2.38.1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N670 IP PRO 2.38.1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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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N610 IP PRO (Coming soon) N/A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Maxwell Basic PRO 3.18.1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Maxwell 2 PRO 3.18.1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Maxwell 3 PRO 3.18.1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Maxwell 4 PRO 3.18.1 或更⾼版本 37.3.0.42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Snom 话机
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D120 10.1.54.13 或更⾼版本 37.4.0.17 或更⾼版本 • PnP
• RPS

D315 10.1.73.16 或更⾼版本 37.4.0.17 或更⾼版本 • PnP
• RPS

D335 10.1.73.16 或更⾼版本 37.4.0.17 或更⾼版本 • PnP
• RPS

D385 10.1.73.16 或更⾼版本 37.4.0.17 或更⾼版本 • PnP
• RPS

D713 10.1.73.16 或更⾼版本 37.6.0.46 或更⾼版本 • PnP
• RPS

D717 10.1.73.16 或更⾼版本 37.4.0.17 或更⾼版本 • PnP
• RPS

D735 10.1.73.16 或更⾼版本 37.4.0.17 或更⾼版本 • P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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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 RPS

D785 10.1.73.16 或更⾼版本 37.4.0.17 或更⾼版本 • PnP
• RPS

D862 10.1.137.15 或更⾼版本 37.9.0.22 或更⾼版本 • PnP
• RPS

D865 10.1.137.15 或更⾼版本 37.9.0.22 或更⾼版本 • PnP
• RPS

M300 BSV530B2 或更⾼版本 37.8.0.25 或更⾼版本 • PnP
• RPS

M400 BSV610B5 或更⾼版本 37.8.0.25 或更⾼版本 • PnP
• RPS

M900 BSV530B7 或更⾼版本 37.8.0.25 或更⾼版本 • PnP
• RPS

⻜⾳时代（Flyingvoice）话机
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FIP10 0.7.23.1 或更⾼版本 37.8.0.25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FIP11C 0.7.23.1 或更⾼版本 37.8.0.25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FIP12WP 0.7.23.1 或更⾼版本 37.8.0.25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FIP13G 0.7.23.1 或更⾼版本 37.8.0.25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FIP14G 0.7.23.1 或更⾼版本 37.8.0.25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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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FIP15G 0.7.23.1 或更⾼版本 37.8.0.25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FIP15G Plus 0.7.23.1 或更⾼版本 37.8.0.25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FIP16 0.7.23.1 或更⾼版本 37.8.0.25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FIP16 Plus 0.7.23.1 或更⾼版本 37.8.0.25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P10 V0.7.56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P10P V0.7.56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P10G V0.7.56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P10W V0.7.56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P10LTE V0.7.56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P11 V0.7.56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P11P V0.7.56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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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P11G V0.7.56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P11W V0.7.56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P11LTE V0.7.56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P20 V0.7.57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P20P V0.7.57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P20W V0.7.57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P20G V0.7.57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P21 V0.7.57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P21P V0.7.57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P21W V0.7.57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flyphone V0.7.57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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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P22P V0.7.57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P22G V0.7.57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P23G V0.7.57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P23GW V0.7.57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P24G V0.7.57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86Box_Basic V0.0.16.1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86Box_Indoor V0.0.16.1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86Box_2Line V0.0.16.1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86Box_PCBA V0.0.16.1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i86Box_NFC V0.0.16.1 或更⾼版本 37.9.0.2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 Enterprise）话机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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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具体配置说明，请参⻅ 通过 Yeastar P 系列 IPPBX 配置阿尔卡特朗讯 (ALE) 话机。
表  29.

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H2 2.10.00.0001083 或更⾼版本 37.6.0.24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H2P 2.10.00.0001083 或更⾼版本 37.6.0.24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H3P 2.12.43.010.2272 或更⾼版本 37.5.0.9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H3G 2.12.43.010.2272 或更⾼版本 37.5.0.9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H6 2.12.43.010.2272 或更⾼版本 37.5.0.9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M3 2.13.37.000.2202 或更⾼版本 37.5.0.9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M5 2.13.37.000.2202 或更⾼版本 37.5.0.9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M7 2.13.37.000.2202 或更⾼版本 37.5.0.9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M8 2.13.32.000.1535 或更⾼版本 37.6.0.24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Tiptel 话机

表  30.
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3310 2.42.6.5.55 或更⾼版本 37.7.0.16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3320 2.42.6.5.55 或更⾼版本 37.7.0.16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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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  (续)
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3330 2.42.6.5.55 或更⾼版本 37.7.0.16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3340 2.42.6.5.55 或更⾼版本 37.7.0.16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 RPS

⿍信通达（Dinstar）话机
表  31.

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C60S 2.60.11.7.0 或更⾼版本 37.6.0.24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C60L 2.60.11.7.0 或更⾼版本 37.6.0.24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C60U 2.60.11.7.0 或更⾼版本 37.6.0.24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C61S 2.61.6.7.0/2.61.11.7.0 或更⾼版本 37.6.0.24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C62S 2.62.6.7.0/2.62.11.7.0 或更⾼版本 37.6.0.24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C62G 2.62.6.7.0/2.62.11.7.0 或更⾼版本 37.6.0.24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C63S 2.63.11.7.0 或更⾼版本 37.6.0.24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C63G 2.63.6.7.0/2.63.11.7.0 或更⾼版本 37.6.0.24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C64G 2.64.6.7.0 或更⾼版本 37.6.0.24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C66G 2.66.6.7.0 或更⾼版本 37.6.0.24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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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el 话机
注：

关于具体配置说明，请参⻅ 通过 Yeastar P 系列 IPPBX 配置 Mitel IP 话机。
表  32.

型号 话机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6863i R5.1.0SP6 或更⾼版本 37.9.0.103 或更⾼版本 • DHCP
6865i R5.1.0SP6 或更⾼版本 37.9.0.103 或更⾼版本 • DHCP
6867i R5.1.0SP6 或更⾼版本 37.9.0.103 或更⾼版本 • DHCP
6869i R5.1.0SP6 或更⾼版本 37.9.0.103 或更⾼版本 • DHCP
6873i R5.1.0SP6 或更⾼版本 37.9.0.103 或更⾼版本 • DHCP
6920 6.3.1 SP1 或更⾼版本 37.9.0.103 或更⾼版本 • DHCP
6930 6.3.1 SP1 或更⾼版本 37.9.0.103 或更⾼版本 • DHCP
6940 6.3.1 SP1 或更⾼版本 37.9.0.103 或更⾼版本 • DHCP

Yeastar ⽹关
型号 ⽹关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TA100 44.19.86.30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TA200 44.19.86.30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TA400 41.19.0.32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TA800 41.19.0.32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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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关固件版本要求 PBX 固件版本要求 ⽀持的⾃动配置⽅式
TA1600 47.0.0.54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TA2400 47.0.0.54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TA3200 47.0.0.54 或更⾼版本 37.2.0.80 或更⾼版本 • PnP

• DHCP

⾃动配置变量表
配置模板中可使⽤变量赋值。这些变量在部署设备时会被实际值替换。本⽂列出配置模板中⽀持的变量。

注：
不同⼚商⽀持的变量可能不同。

变量 描述
偏好设置
{{.PhoneWebLanguage}} 话机⽹⻚界⾯语⾔。
{{.PhoneLanguage}} 话机界⾯语⾔。
{{.Tones}} 话机铃声。
{{.CallWaiting}} 启⽤或禁⽤呼叫等待功能。
{{.PhoneUser}} 登录话机⽹⻚界⾯的⽤⼾名。
{{.PhonePassword}} 登录话机⽹⻚界⾯的密码。
{{.TimeZone}} 时区。
{{.TimeZoneName}} 时区名称。
{{.DaylightSavingTime}} 夏令时。
{{.PrimaryNtpServer}} ⾸选 NTP 服务器地址。
{{.SecondaryNtpServer}} 备选 NTP 服务器地址。
{{.TimeFormat}} 时间格式。
{{.DateFormat}} ⽇期格式。
{{.TransferModeViaDsskey}} 可编程按键触发的转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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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描述
{{.SuppressDtmfDisplay}} 启⽤或禁⽤ IP 话机遮蔽 DTMF 数字。
{{.AutoProvisionServerUrl}} ⾃动配置服务器地址。
{{.AutoProvisionServerUrlWithoutProtocol}}不会携带传输协议的⾃动配置服务器地址。
{{.ProvisioningFile}} ⾃动配置⽂件名称。
{{.FirmwareUrl}} 固件地址。
{{.FirmwareUrlWithoutProtocol}} 不会携带传输协议的固件地址。
{{.FirmwareFile}} 固件名称。
{{.FirmwareVersion}} 固件版本号。
{{.EnableUacsta}} 启⽤或禁⽤ uaCSTA。
{{.AlertInfoText_X}} Alert Info 头域中的 info 标签值，⽤于触发话机播放相应的铃声。
{{.AlertInfoRingtone_X}} Alert Info 标签值对应的铃声。
亿联（Yealink）通讯录设置

注：
VP59、W80B、W60B、W90DM、CP960 和 CP920 不⽀持通讯录设置。
{{.CompanyPbUrl}} 企业通讯录地址。
{{.CompanyPbName}} 企业通讯录名称。
{{.PersonalPbUrl}} 个⼈通讯录地址。
{{.PersonalPbName}} 个⼈通讯录名称。
IP 话机分机注册
{{.EnbAccount}} 启⽤或禁⽤分机注册。
{{.AccountLabel}} 显⽰在话机上的分机名称。
{{.AccountDisplayName}} 分机显⽰名称。
{{.AccountRegistrationName}} 分机注册名称。
{{.AccountRegistrationExtNumber}} 分机注册号码。
{{.AccountRegistrationPassword}} 分机注册密码。
{{.AccountSipServerAddr}} 分机注册的 PBX 服务器地址。
{{.AccountSipServerPort}} 分机注册的 PBX 服务器端⼝。
{{.AccountSipServerTransportType}}分机注册的传输协议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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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描述
{{.AutoAnswer}} 启⽤或禁⽤⾃动应答功能。
{{.CheckVoicemail}} 语⾳信箱特征码。
DECT 话机分机注册（X  表⽰⼿柄编号）
{{.EnbAccount_X}} 启⽤或禁⽤分机注册。
{{.SRTP_X}} 启⽤或禁⽤ SRTP 功能。
{{.AccountLabel_X}} 显⽰在话机上的分机名称。
{{.AccountDisplayName_X}} 分机显⽰名称。
{{.AccountRegistrationName_X}} 分机注册名称。
{{.AccountRegistrationExtNumber_X}}分机注册号码。
{{.AccountRegistrationPassword_X}}分机注册密码。
{{.AccountSipServerAddr_X}} 分机注册的 PBX 服务器地址。
{{.AccountSipServerPort_X}} 分机注册的 PBX 服务器端⼝。
{{.AccountSipServerTransportType_X}}分机注册的传输协议的类型。
{{.CheckVoicemail_X}} 语⾳信箱特征码。
亿联 （Yealink） W80B SIP 服务器模板  （X  为模板编号，X 取值范围为 1、2 或 3）
{{.TemplateNameX}} 模板名称。
{{.TemplateServerAddrX}} 分机注册的 PBX 服务器地址。
{{.TemplateServerPortX}} 分机注册的 PBX 服务器端⼝。
{{.AcountSipServerTemplate}} 分机注册的传输协议的类型。
语⾳编解码
{{.AccountAudioCodec_X}} 编码的优先级。
{{.AudioCodecsPriorities}} 编码的优先级。
{{.AccountCodecPcmu}} 启⽤或禁⽤编码 PCMU。
{{.AccountCodecPcmu_Priority}} 编码 PCMU 的优先级。
{{.AccountCodecPcma}} 启⽤或禁⽤编码 PCMA。
{{.AccountCodecPcma_Priority}} 编码 PCMA 的优先级。
{{.AccountCodecIlbc}} 启⽤或禁⽤编码 iLBC。
{{.AccountCodecIlbc_Priority}} 编码 iLBC 的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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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描述
{{.AccountCodecIlbc_15_2_Kbps}} 启⽤或禁⽤编码 iLBC_15_2_Kbps。
{{.AccountCodecIlbc_15_2_Kbps_Priority}}编码 iLBC_15_2_Kbps 的优先级。
{{.AccountCodecIlbc_13_33_Kbps}} 启⽤或禁⽤编码 iLBC_13_33_Kbps。
{{.AccountCodecIlbc_13_33_Kbps_Priority}}编码 iLBC_13_33_Kbps 的优先级。
{{.AccountCodecG722}} 启⽤或禁⽤编码 G722。
{{.AccountCodecG722_Priority}} 编码 G722 的优先级。
{{.AccountCodecG729}} 启⽤或禁⽤编码 G729。
{{.AccountCodecG729_Priority}} 编码 G729 的优先级。
{{.AccountCodecG726_32}} 启⽤或禁⽤编码 G726_32。
{{.AccountCodecG726_32_Priority}} 编码 G726_32 的优先级。
{{.AccountCodecSpeex}} 启⽤或禁⽤编码 Speex。
{{.AccountCodecSpeex_Priority}} 编码 Speex 的优先级。
{{.AccountAdpcmCodec}} 启⽤或禁⽤编码 Codec。
{{.AccountCodecAdpcm_Priority}} 编码 Codec 的优先级。
:{{.AccountCodecMpeg4}} 启⽤或禁⽤编码 Mpeg4。
{{.AccountCodecMpeg4_Priority}} 编码 Mpeg4 的优先级。
{{.AccountCodecGsm}} 启⽤或禁⽤编码 Gsm。
{{.AccountCodecGsm_Priority}} 编码 Gsm 的优先级。
{{.AccountCodecOpus}} 启⽤或禁⽤编码 Opus。
{{.AccountCodecOpus_Priority}} 编码 Opus 的优先级。
视频编解码（X  为编解码优先级，X=1，2 或 3）
{{.AccountVideoCodec_X}} 编解码 H264 的优先级。
{{.AccountCodecH264}} 启⽤或禁⽤编解码 H264。
{{.AccountCodecH264_Priority}} 编解码 H264 的优先级。
{{.AccountCodecH264_Hp}} 启⽤或禁⽤编解码 264_Hp。
{{.AccountCodecH264_Hp_Priority}}编解码 264_Hp 的优先级。
{{.AccountCodecH263}} 启⽤或禁⽤编解码 H263。
{{.AccountCodecH263_Priority}} 编解码 H263 的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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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描述
{{.AccountCodecH263_P}} 启⽤或禁⽤编解码 H263_P。
{{.AccountCodecH263_P_Priority}} 编解码 H263_P 的优先级。
{{.AccountCodecVp8}} 启⽤或禁⽤编解码 Vp8。
{{.AccountCodecVp8_Priority}} 编解码 Vp8 的优先级。
功能键  （X  为功能键编号， X=1、2 或 3）
{{.FunctionkeyType_X}} 功能键类型。
{{.FunctionkeyType2_X}} 功能键类型（⽤于动态 VPK设置）。
{{.FunctionkeySubtype_X}} 功能键⼦类型。
{{.FunctionkeyLine_X}} 功能键应⽤的分机。
{{.FunctionkeyCodeValue_X}} 功能键应⽤的特征码。
{{.FunctionkeyValue_X}} 功能键应⽤的对象值。
{{.FunctionkeyExtension_X}} 功能键应⽤的⽬标号码。
{{.FunctionkeyCodeExtension_X}} 功能键应⽤的截答特征码。
{{.FunctionkeyLabel_X}} 显⽰在话机屏幕上的功能键标签。
LDAP 电话簿  （X  为模板编号，X 取值范围为 1、2 或 3）
{{.EnableLdap_X}} 启⽤ LDAP 电话簿。
{{.LdapName_X}} LDAP 电话簿名称。
{{.LdapMode_X}} LDAP 模式。
{{.LdapHost_X}} LDAP 服务器地址。
{{.LdapNameFilter_X}} LDAP 名称过滤器。
{{.LdapNumFilter_X}} LDAP 号码过滤器。
{{.LdapNameAttr_X}} LDAP 服务器返回的名称属性。
{{.LdapNumAttr_X}} LDAP 服务器返回的号码属性。
{{.LdapDisplayName_X}} 查询结果在话机上的显⽰名称。
{{.LdapMaxHit_X}} 话机可接受的最⼤返回查询结果的个数。
{{.LdapIncomingLookup_X}} 话机是否启⽤来电匹配 LDAP 联系⼈。
{{.LdapDialLookup_X}} 话机是否启⽤去电匹配 LDAP 联系⼈。
{{.LdapSort_X}} 话机是否对查询结果进⾏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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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描述
{{.LdapPort_X}} LDAP 服务器的端⼝。
{{.LdapBase_X}} 接⼊ LDAP 服务器的基准⽬录节点。
{{.LdapUser_X}} 接⼊ LDAP 服务器的⽤⼾名。
{{.LdapPassword_X}} 接⼊ LDAP 服务器的密码。
Gateway
{{.KeyAsSend}} 启⽤或禁⽤Key as Send 功能。
{{.SipVoipServerIdx}} VoIP 模板编号。
{{.AdminPassword}} 登录⽹关⽹⻚的管理员名称。
{{.EnbLanSettings}} 启⽤或禁⽤ LAN 设置。
{{.Hostname}} 主机名称。
{{.LanIpAddress}} ⾸选 LAN IP 地址。
{{.LanSubnetMask}} ⾸选⼦⽹掩码。
{{.LanGateway}} ⾸选⽹关地址。
{{.LanPrimaryDns}} ⾸选 DNS 地址。
{{.LanSecondaryDns}} 备选 DNS 地址。
{{.LanIpAddress2}} 备选 LAN IP 地址。
{{.LanSubnetMask2}} 备选⼦⽹掩码。
{{.PppoeUsername}} PPPoE ⽤⼾名。
{{.PppoePassword}} PPPoE 密码。
其他
{{.MacAddress}} 话机的 MAC 地址。

注：
此处填⼊的值不需要带分隔符 :。例如0913987690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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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配置⽰例
通过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动配置亿联 (Yealink) 扩展模块
本⽂以 Yealink T53W 为例，介绍如何通过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动配置 Yealink 扩展模块，从⽽添加额外的可编程功能键。
使⽤要求
参考下表，了解扩展模块⽀持的 IP 话机型号及其对应的话机配置模板。

扩展模块 话机型号 话机配置模板
T46S / T48S YSDP_YealinkT4 (1.0.5  或更⾼版本)EXP40
T46G / T48G YSDP_YealinkT4xG (1.0.4  或更⾼版本)

EXP43 T43U / T46U / T48U YSDP_YealinkT4 (1.0.5  或更⾼版本)
SIP-T53 / SIP-T53W / SIP-T54W / SIP-T57W YSDP_YealinkT5 (1.0.5  或更⾼版本)
SIP-T56A YSDP_YealinkT56 (1.0.5  或更⾼版本)

EXP50

SIP-T58 / SIP-T58W YSDP_YealinkT58 (1.0.5  或更⾼版本)
前提条件

• Yealink 话机已连接了扩展模块。
• Yealink 话机已通过⾃动配置绑定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并分配了分机。有关⾃动配置 IP 话机的详细信息，请参⻅以下⽂章。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PnP ⽅式）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DHCP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FQDN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式）

⽀持的⽅式
• 在 PBX 管理⽹⻚上为亿联 (Yealink) 扩展模块配置功能键
• 使⽤⾃动配置模板为亿联 (Yealink) 扩展模块配置功能键

在 PBX 管理⽹⻚上为亿联 (Yealink) 扩展模块配置功能键在 PBX 管理⽹⻚上，你可以直接从菜单中选择功能键类型，并为每个功能键设置具体的操作，从⽽轻松定制功能键。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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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在 PBX 管理⽹⻚上添加多达 120  个功能键。
1. 添加并配置功能键。

a.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分配给话机的分机。
b. 点击 功能键  ⻚签。
c. 点击 添加，为扩展模块添加并配置功能键。

注：
扩展模块的功能键设置从 超出 IP 话机所⽀持的功能键  后的部分开始⽣效。例如，Yealink T53W ⽀持 21 个可编程功能键，则从第 22 个按键开始的功能键配置会在扩展模块上⽣效。

• 类型：选择功能键类型。
• 值：根据功能键类型配置具体的按键值。
• 标签：可选。填写功能键标签名，此内容将显⽰在 LCD 屏幕上。

d. 点击 保存。
2. 更新 IP 话机配置。

a. 在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话机。
b. 点击话机旁边的 。
c.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确定。

使⽤⾃动配置模板为亿联 (Yealink) 扩展模块配置功能键如果你熟悉 IP 话机的配置参数，你可以在⾃定义的⾃动配置模板中批量编辑功能键参数，将配置模板导⼊ IP 话机后，功能键配置即可⾃动应⽤到话机和扩展模块上，从⽽节省时间和精⼒。
注：

⾃定义配置模板是基于 IP 话机的默认配置模板创建的，因此你需要确保已在 PBX 上将话机对应的默认配置模板更新到 指定版本  (路径：⾃动配置  > 资源库  > 默认模板)。
1. 创建⾃定义的⾃动配置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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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资源库  > ⾃定义模板。
b. 点击 添加。
c. 在 基本  栏中，设置模板的基本信息。

• 模板名称：输⼊⼀个名称，帮助你识别此配置模板。
• 源于默认模板：选择 IP 话机对应的默认模板。在本例中，选择 YSDP_YealinkT5。
• 模板类型：选择 ⾼级。
• 备注：可选。为模板添加备注。

d. 可选：  在 偏好设置、区别振铃、编解码  和 LDAP电话簿  栏，根据需要进⾏配置。
e. 在 ⽂本式⾃定义配置参数  的第⼆个⽂本框中，选择具体的话机型号，然后参照具体话机的配置参数说明，为扩展模块添加功能键配置参数。

注：
扩展模块的功能键设置从 超出 IP 话机所⽀持的功能键  后的部分开始⽣效。例如，Yealink T53W ⽀持 21 个可编程功能键，则从第 22 个按键开始的功能键配置会在扩展模块上⽣效。

2. 在话机上应⽤新配置模板。
a. 在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话机，编辑话机。
b. 在 选项  栏，从 模板  下拉列表中选择⾃定义的配置模板。
c. 点击 保存。

3. 更新 IP 话机配置。
a. 在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话机。
b. 点击话机旁边的 。
c.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确定。

通过 Yeastar P 系列 IPPBX  配置 Mitel IP 话机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在局域⽹中通过 DHCP  ⽅式配置 Mitel 话机。本⽂以 Mitel 6867i 为例，介绍如何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配置⼀台 Mitel IP 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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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要求和使⽤限制
使⽤要求

PBX 服务器和 Mitel 话机固件需符合在 ⽀持⾃动配置的设备  中所列出的版本要求。
使⽤限制

配置的 Mitel 话机不⽀持使⽤以下功能：
• LDAP 电话簿
• 特定类型的 PBX 功能键，包括 LDAP电话簿、DTMF、对讲  和 停泊/取回。

使⽤场景根据你的⽹络环境，按照具体使⽤场景下的操作说明，配置 Mitel 话机。
• 配置与 PBX 在同⼀⽹段的 Mitel 话机
• 配置与 PBX 在不同⽹段的 Mitel 话机

配置与 PBX 在同⼀⽹段的 Mitel 话机如果 IP 话机和 PBX 位于同⼀⽹段，你可以使⽤ PBX 作为 DHCP 服务器，并在 PBX 上添加话机信息。在为 IP 话机分配 IP 地址的同时，PBX 会提供⼀个配置链接，话机可通过此配置链接下载对应的配置⽂件。
注：

本⽂提供了以 PBX 作为 DHCP 服务器实现 Mitel 话机配置的⽰例，你也可以在局域⽹中的路由器上，使⽤配置链接配置 DHCP option 66。
前提条件

• 收集 IP 话机信息，包括供应商，型号和 MAC 地址。
• 如果话机已使⽤过，需重置话机。
• 配置 PBX 为 DHCP 服务器。

注：
需确保 IP 话机所在⽹络中只有⼀个 DHCP 服务器在运⾏，否则 IP 话机⽆法获取 IP 地址。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话机。
2. 点击 +添加  > 添加。
3. 在 IP话机  栏，配置话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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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选择 Mitel。
• 型号：选择话机型号。在本例中，选择 6867i。
• MAC地址：填写 IP 话机的 MAC 地址。

4. 在 选项  栏，完成以下设置。

• 模板：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应⽤的模板。
注：

模板提供了除分机分配之外的其他话机配置。你可以选择该话机型号的默认模板，或者选择⾃定义的话机配置模板。更多信息，参⻅创建⾃定义⾃动配置模板。
• 配置⽅式：选择 DHCP (在办公室)。

PBX ⾃动⽣成⼀个配置链接，显⽰在 配置链接  栏中。
5. 在 分配分机  栏，为话机分配⼀个分机。

提⽰：
如果要分配的分机不在列表中，请检查该分机是否已绑定其他话机或⽹关端⼝。

• 如需解绑分机或⽹关，请参⻅ 释放绑定在话机/⽹关上的分机。
• 如需将同⼀个分机与多个 IP 话机进⾏绑定，请参⻅ 允许多终端注册同⼀分机号。

6.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 将 IP 话机接⼊ PBX 所在⽹段后，话机从 PBX 的内置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和相关⽹络配置。
• IP 话机⾃动从 PBX 下载配置⽂件并应⽤；你可以在 PBX 上查看配置话机的分机注册状态 (路径：⾃动配置  > 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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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与 PBX 在不同⽹段的 Mitel 话机
如果 IP 话机与 PBX 处于不同⽹段，你需要先在 PBX 上添加话机，然后在 IP 话机所在⽹络的路由器中，使⽤ PBX ⽣成的配置链接配置 DHCP option 66。这样⼀来，IP 话机可以获取到配置链接，并从 PBX 下载配置⽂件。

前提条件
• 收集 IP 话机信息，包括供应商，型号和 MAC 地址。
• 如果话机已使⽤过，需重置话机。

操作步骤
• 步骤⼀、设置远程分机
• 步骤⼆、在 PBX 上添加 IP 话机
• 步骤三、在路由器上配置 DHCP option 66
• 步骤四、在话机上关闭证书验证

步骤⼀、设置远程分机
你需要将要分配给 IP 话机的分机设置为远程分机，以确保此分机可以在局域⽹不同⽹段下实现分机注册。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分机。
2. 点击 ⾼级  ⻚签，在 VoIP设置  栏中，勾选 NAT。

3. 点击 安全  ⻚签，在 SIP安全  栏中，勾选 允许远程注册。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9 - ⾃动配置  | 203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步骤⼆、在 PBX 上添加 IP 话机

在 PBX 上添加话机的 MAC 地址，PBX 会⽣成对应的 IP 话机配置⽂件。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话机。
2. 点击 +添加  > 添加。
3. 在 IP话机  栏，配置话机信息。

• 供应商：选择 Mitel。
• 型号：选择话机型号。在本例中，选择 6867i。
• MAC地址：填写 IP 话机的 MAC 地址。

4. 在 选项  栏，完成以下设置。

• 模板：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应⽤的模板。
注：

模板提供了除分机分配之外的其他话机配置。你可以选择该话机型号的默认模板，或者选择⾃定义的话机配置模板。更多信息，参⻅创建⾃定义⾃动配置模板。
• 配置⽅式：选择 DHCP (在办公室)。

PBX ⾃动⽣成⼀个配置链接，显⽰在 配置链接  栏中。
5. 在 分配分机  栏，为话机分配⼀个分机。

提⽰：
如果要分配的分机不在列表中，请检查该分机是否已绑定其他话机或⽹关端⼝。

• 如需解绑分机或⽹关，请参⻅ 释放绑定在话机/⽹关上的分机。
• 如需将同⼀个分机与多个 IP 话机进⾏绑定，请参⻅ 允许多终端注册同⼀分机号。

6. 点击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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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在路由器上配置 DHCP option 66
在 IP 话机所在⽹络中，使⽤ PBX ⽣成的配置链接在路由器上配置 DHCP option 66。

1. 在 PBX 管理⽹⻚上，进⼊ ⾃动配置  > 话机  >  > 选项  > 配置链接，复制配置链接。

2. 在路由器上，使⽤配置链接配置 DHCP option 66。
在本例中，配置如下：

步骤四、在话机上关闭证书验证
⼀些较早的 Mitel 话机没有某些必要的证书，因此会导致证书验证失败，IP 话机⽆法从 PBX 服务器下载配置⽂件实现⾃动配置。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关闭 IP 话机上的证书验证，以跳过 PBX 和话机之间的验证流程。

重要：
关闭证书验证的⽅式可能产⽣安全⻛险，因此强烈建议您使⽤可信的证书。

1. 使⽤话机的 IP 地址登录话机⽹⻚。
a. 在浏览器⻚签的地址栏中，输⼊ IP 话机的 IP 地址，然后按 Enter 键。
b. 输⼊⽤⼾名和密码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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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默认的⽤⼾名为 admin，⽽默认的密码则为 22222。

2. 在左侧导航栏，进⼊ Advanced Settings  > Network  > HTTPS Settings，取消勾选 Validate Certificates  旁边的 Enabled。

3. 点击 Save Settings。
4. ⼿动重启 IP 话机。

执⾏结果
IP 话机⾃动从 PBX 下载配置⽂件并应⽤配置；你可以在 PBX 上查看配置话机的分机注册状态 (路径：⾃动配置  > 话机)。

通过 Yeastar P 系列 IPPBX  配置阿尔卡特朗讯 (ALE) 话机
本⽂以阿尔卡特朗讯 (Alcatel-Lucent Enterprise, ALE) M3 话机 (固件版本号：2.13.39.000.2217) 为例，说明如何通过 Yeastar P 系列 IPPBX  配置阿尔卡特朗讯 (ALE) 话机。
使⽤要求
PBX 服务器和阿尔卡特朗讯 (ALE) 话机的固件需符合在 ⽀持⾃动配置的设备  中所列出的版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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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式
• 通过 PnP ⽅式配置阿尔卡特朗讯 (ALE) 话机
• 通过 DHCP ⽅式配置阿尔卡特朗讯 (ALE) 话机

通过 PnP ⽅式配置阿尔卡特朗讯 (ALE) 话机
如果 IP 话机与 PBX 处于同⼀⽹段中，PBX 系统可通过 PnP 检测到 IP 话机，并显⽰在⾃动配置话机列表中，你可以直接为此 IP 话机分配⼀个分机并进⾏配置。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话机。

话机列表中显⽰所有检测到的话机，以及话机的相关信息，如型号、MAC 地址、IP 地址等。
2. 点击话机旁边的 ，编辑话机。
3. 在 选项  栏，从 模板  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应⽤的配置模板。

注：
模板提供了除分机分配之外的其他话机配置。你可以选择该话机型号的默认模板，或者选择⾃定义的话机配置模板。更多信息，参⻅创建⾃定义⾃动配置模板。

4. 在 分配分机  栏，为话机分配⼀个分机。
提⽰：

如果要分配的分机不在列表中，请检查该分机是否已绑定其他话机或⽹关端⼝。
• 如需解绑分机或⽹关，请参⻅ 释放绑定在话机/⽹关上的分机。
• 如需将同⼀个分机与多个 IP 话机进⾏绑定，请参⻅ 允许多终端注册同⼀分机号。

5.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IP 话机⾃动从 PBX 下载配置⽂件并应⽤；你可以在 PBX 上查看配置话机的分机注册状态 (路径：⾃动配置  > 话机)。

通过 DHCP ⽅式配置阿尔卡特朗讯 (ALE) 话机
如果 IP 话机和 PBX 位于不同的 LAN ⼦⽹上，或者需要部署多台 IP 话机，你可以使⽤ DHCP 配置⽅式。通过⼿动将话机添加到 PBX，并使⽤⽣成的配置链接在 IP 话机所在的⽹络中的路由器上设置 DHCP option 66，IP电话可以获取配置链接，并从 PBX 下载配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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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 收集 IP 话机信息，包括供应商，型号和 MAC 地址。
• 如果话机已使⽤过，需重置话机。

操作步骤
• 步骤⼀、设置远程分机
• 步骤⼆、在 PBX 上添加 IP 话机
• 步骤三、在路由器上配置 DHCP option 66

步骤⼀、设置远程分机
将要分配给 IP 话机的分机设置为远程分机，以确保此分机可以在局域⽹不同⽹段下实现分机注册。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分机。
2. 点击 ⾼级  ⻚签，在 VoIP设置  栏中，勾选 NAT。

3. 点击 安全  ⻚签，在 SIP安全  栏中，勾选 允许远程注册。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步骤⼆、在 PBX 上添加 IP 话机

在 PBX 上添加话机的 MAC 地址，PBX 会⽣成对应的 IP 话机配置⽂件。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话机。
2. 点击 +添加  > 添加。
3. 在 IP话机  栏，配置话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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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选择话机供应商。在本例中，选择 Alcatel-Lucent Enterprise。
• 型号：选择话机型号。在本例中，选择 M3。
• MAC地址：填写 IP 话机的 MAC 地址。

4. 在 选项  栏，完成以下设置。

• 模板：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应⽤的模板。
注：

模板提供了除分机分配之外的其他话机配置。你可以选择该话机型号的默认模板，或者选择⾃定义的话机配置模板。更多信息，参⻅创建⾃定义⾃动配置模板。
• 配置⽅式：选择 DHCP (在办公室)。

PBX ⾃动⽣成⼀个配置链接，显⽰在 配置链接  栏中。
5. 在 分配分机  栏，给话机分配⼀个分机。

提⽰：
如果要分配的分机不在列表中，请检查该分机是否已绑定其他话机或⽹关端⼝。

• 如需解绑分机或⽹关，请参⻅ 释放绑定在话机/⽹关上的分机。
• 如需将同⼀个分机与多个 IP 话机进⾏绑定，请参⻅ 允许多终端注册同⼀分机号。

6. 点击 保存。
步骤三、在路由器上配置 DHCP option 66

在 IP 话机所在⽹络中，使⽤ PBX ⽣成的配置链接在路由器上配置 DHCP option 66。
1. 在 PBX 管理⽹⻚上，进⼊ ⾃动配置  > 话机  >  > 选项  > 配置链接，复制配置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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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路由器上，使⽤配置链接配置 DHCP option 66。
在本例中，配置如下：

执⾏结果
重启 IP 话机后，话机⾃动从 PBX 下载配置⽂件并应⽤配置；你可以在 PBX 上查看配置话机的分机注册状态 (路径：⾃动配置  > 话机)。



⽤⼾⻆⾊
⽤⼾⻆⾊和权限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允许超级管理员基于⻆⾊，为不同的分机⽤⼾分配不同的 PBX 管理权限。本⽂介绍⽤⼾⻆⾊的应⽤以及预置的⽤⼾⻆⾊。
⽤⼾⻆⾊的应⽤
⽤⼾⻆⾊是超级管理员分配 PBX 操作管理权限的⾝份依据，⽤于限制⽤⼾在 Linkus ⽹⻚端上可管理的 PBX 功能。
作为超级管理员，你可以根据员⼯职责为员⼯分配不同的⻆⾊，不同的⻆⾊拥有不同的操作管理权限。例如，将运维部⻔的分机⻆⾊设置为 运维，运维⼈员可以维护 PBX 设备及⽹络安全；将⼈事经理的分机⻆⾊设置为 ⼈事，⼈事经理可以管理所有员⼯的分机。
预置的⽤⼾⻆⾊
Yeastar P 系列 IPPBX  预置多个常规的⽤⼾⻆⾊及对应的权限。预置的⽤⼾⻆⾊及对应的权限如下：

表  33.
⻆⾊ 权限

超级管理员 管理所有 PBX 功能。
注：

超级管理员的⽤⼾名是在你⾸次配置 PBX 时创建的，该⽤⼾名不可修改。
管理员 管理除 仪表盘  和 ⻆⾊  模块以外的所有 PBX 功能。
主管 ⽆权管理 PBX 功能。
运维 管理 安全  和 维护  模块下的所有功能。

更多信息，请参⻅ 安全  和 维护。
员⼯ ⽆权管理 PBX 功能。
⼈事 查看和管理所有分机。
财务 管理订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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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如果预置的⻆⾊⽆法满⾜公司内部需要，你可以创建新的⻆⾊，并为该⻆⾊分配权限。本⽂介绍如何创建⽤⼾⻆⾊。
限制条件

注：
仅系统超级管理员可以创建⽤⼾⻆⾊。
创建⽤⼾⻆⾊
根据员⼯的职责，创建⼀个⽤⼾⻆⾊，并为其分配相应的权限。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
2. 点击 添加，创建⽤⼾⻆⾊。
3. 在 ⻆⾊名称  字段，填写⻆⾊名称。
4. 为该⻆⾊分配权限。

有关权限的详细信息，请参⻅ ⽤⼾⻆⾊权限。
5. 点击 保存。

通过复制⻆⾊创建新⽤⼾⻆⾊
复制⻆⾊新建⻆⾊，新⻆⾊⾃动继承原⻆⾊所有的权限，你可以在现有权限的基础上添加或移除权限。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
2. 创建⼀个⽤⼾⻆⾊。

a. 点击 复制⻆⾊。
b. 在 选择要复制的⻆⾊  下拉列表，选择⼀个⻆⾊。
c. 在⻆⾊名称  字段，填写新⻆⾊的名称。
d. 点击 保存。

复制的新⻆⾊拥有原⻆⾊的所有权限。
3. 修改新⻆⾊权限。

a. 在 ⻆⾊  列表，选择刚复制的新⻆⾊，点击 。
b. 添加或移除权限。

有关权限的详细信息，请参⻅⽤⼾⻆⾊权限。
c. 点击 保存。

后续步骤
为分机⽤⼾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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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机⽤⼾分配⻆⾊
本⽂介绍如何为分机⽤⼾分配⻆⾊。
限制条件

注：
仅系统超级管理员可以为分机⽤⼾分配⻆⾊。
前提条件
已创建相应的⽤⼾⻆⾊。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
2. 在 分机  列表，点击分机旁边的 。
3. 在 ⽤⼾信息  栏，从 ⽤⼾⻆⾊  下拉列表中选择⼀个⻆⾊。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如果该⽤⼾具备管理权限，那么该⽤⼾登录 Linkus ⽹⻚端后，可以进⼊管理中⼼，访问、管理指定的 PBX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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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本⽂介绍如何编辑、删除⽤⼾⻆⾊。
限制条件

注：
仅系统超级管理员可以管理⽤⼾⻆⾊。
编辑⽤⼾⻆⾊
创建⻆⾊后，你可以根据需要，编辑⻆⾊权限。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
2. 在 ⻆⾊  列表，选择⼀个⻆⾊，点击 。
3. 编辑⻆⾊名称，或添加、移除相应的权限。

有关权限的详细信息，请参⻅ ⽤⼾⻆⾊权限。
4. 点击 保存。

删除⽤⼾⻆⾊
闲置不⽤的⽤⼾⻆⾊可以删除。如果要删除的⽤⼾⻆⾊已应⽤于分机，删除⻆⾊后，该分机⻆⾊默认为未定义。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
2. 根据你的需要，删除⽤⼾⻆⾊。

• 删除单个⽤⼾⻆⾊，点击⻆⾊旁边的 ，点击 确定。
• 批量删除⽤⼾⻆⾊，勾选要删除的⻆⾊，点击 删除  和 确定。

⽤⼾⻆⾊权限
本⽂介绍可分配给⽤⼾⻆⾊的所有权限。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允许分配的功能权限如下：

• 分机和中继
• 通讯录
• 呼叫控制
• 呼叫功能
• 通话记录和录⾳
• ⾃动配置
• PBX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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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
• 安全
• 维护
• 应⽤对接
• 订阅服务

分机和中继
指定分机⽤⼾有权管理的分机范围、以及是否有权管理分机组或中继。

表  34.
模块 权限

• 所有部⻔：查看和管理所有部⻔。

分机

• 所有分机：查看和管理所有分机。
例如，你可以将该权限分配给⼈事。员⼯变动时，⼈事可以及时更新员⼯分机信息。

• 所属分机组的所有分机：管理同⼀分机组（全员分机组除外）内所有成员的分机。
例如，你可以将该权限分配给部⻔主管。主管可以查看和管理下属的分机。

• 所属部⻔的所有分机：管理同⼀部⻔（⼦部⻔除外）内所有成员的分机。
• 特定分机：管理指定分机或分机组。

例如，你可以将该权限分配给总监。总监可以查看和管理不同部⻔的分机。
• 仅本分机：管理⾃⼰的分机。

分机组 管理分机组。
中继 管理中继。

通讯录指定分机⽤⼾可以管理的功能。
• 企业联系⼈
• 企业联系⼈群组

注：
该功能适⽤于 通讯录专业版。

• LDAP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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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控制
指定分机⽤⼾可以管理的功能。

• 呼⼊路由
• 呼出路由
• AutoCLIP 路由
• 办公时间和假期
• 紧急号码

呼叫功能
指定分机⽤⼾可以管理的通话功能。

• 语⾳信箱
• 特征码
• IVR
• 响铃组
• 队列
• 会议室
• 速拨码
• ⼴播/对讲
• 录⾳
• PIN 码列表
• 禁⽌/允许号码

通话记录和录⾳
指定分机⽤⼾有权查看和管理通话记录和录⾳的分机范围，以及是否有权查看和管理通话报告。

表  35.
模块 权限

指定⽤⼾可以查看哪些分机的通话记录和录⾳。
• 所有分机：查看所有分机的通话记录和录⾳。
• 所属分机组的所有分机：查看同⼀分机组（全员分机组除外）内所有成员的通话记录和录⾳。
• 所属部⻔的所有分机：查看同⼀部⻔（⼦部⻔除外）内所有成员的通话记录和录⾳。
• 特定分机：查看特定分机的通话记录和录⾳。

通话记录和录⾳⽂件

指定⽤⼾对通话记录的操作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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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续)
模块 权限

• 下载
• 删除

指定⽤⼾对录⾳⽂件的操作权限。
• 播放
• 下载
• 删除

通话报告 查看和管理通话报告。
⾃动配置
指定⽤⼾是否有权管理 ⾃动配置  功能。
PBX设置指定⽤⼾是否有权管理以下功能：

• 常规设置
• 提⽰⾳
• SIP 设置
• 抖动缓冲

系统指定⽤⼾是否有权管理以下功能：
• ⽹络
• ⽇期和时间
• 邮箱
• 存储
• 事件通知
• 远程管理
• 双机热备

安全指定⽤⼾是否有权管理以下功能：
• 安全规则
• 安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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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指定⽤⼾是否有权管理以下功能：
• 升级
• 备份和还原
• 重启
• 重置
• 操作⽇志
• 故障诊断
• 系统⽇志

应⽤对接指定⽤⼾是否有权管理以下功能：
• CRM 集成
• 语⾳转⽂本
• AMI
• 数据库授权

订阅服务
指定⽤⼾是否有权购买服务或启⽤免费试⽤的服务。



话务控制台
管理话务控制台
本⽂介绍有关为分机⽤⼾设置话务控制台的说明。
什么是话务控制台
话务控制台是集成在 Yeastar Linkus ⽹⻚端的⼀个基于⽹⻚的应⽤程序。Yeastar 话务控制台专为需要管理和转接⼤量通话的⼈员⽽设计，如接待员或坐席经理。
更多关于在话务控制台上管理呼叫的信息，请参⻅ 话务控制台⽤⼾操作⼿册。
⽤⼾类型和权限
分机⽤⼾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管理员、⽤⼾、⾃定义。分机⽤⼾在话务控制台上的操作取决于以下权限。
下表为分机组成员中不同⽤⼾类型可获取的权限。

注：
默认情况下，分机组管理员拥有在话务控制台上管理呼叫的所有权限，⽽分机组⽤⼾没有访问和使⽤话务控制台的权限。

权限 分机组
管理员

分机组
⽤⼾

分机组⾃定义⻆⾊
改变分机组成员的状态 √ √ √
呼叫分配管理（转移、转接、拖拽操作） √ √ √
截答或挂断其他分机的电话 √ √ √
通话监听操作（普通监听、密语监听、强插监听） √ √ √
停泊操作（停泊、取回） √ √ √
控制 IVR 来电 √ √ √
切换办公时间和假期状态 √ × √
控制分机的录⾳状态 √ × √

相关信息为成员分配⽤⼾类型查看或更改成员的权限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operator-panel-user-guide/about-this-gui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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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或更改成员在多个分机组的⽤⼾类型



中继
中继概述
中继也可以叫做电话线，中继能够将你的 PBX 与外部⽤⼾联系起来。本⽂介绍 Yeastar P 系列 IPPBX⽀持的中继类型，以及不同类型中继的状态。
中继类型
Yeastar P 系列 IPPBX⽀持的中继类型，如下表所⽰：

分类 中继类型 要求
注册中继
点对点中继SIP 中继
账号中继

⽆需额外接⼊通话模块。

模拟中继 FXO SO 模块或 O2 模块
GSM GSM 模块
3G 3G 模块⽆线中继
4G LTE 4G LTE 模块
E1
T1E1/T1/J1
J1

EX30 扩展板
注：

仅 P560 和 P570 ⽀持 E1/T1/J1 中继。
ISDN BRI BRI B2 模块

中继状态
SIP 中继状态

状态 描述
被禁⽤。
⽹络不可达。
注册失败。

• 中继认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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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描述
• 传输协议不⼀致。
• 对⽅拒绝连接。

注册中。
注册成功。
未监控。
忙碌。已达到最⼤通道数。

FXO 中继状态
状态 描述

故障：FXO ⼝故障，请检查相关接⼝和模块。
不可⽤：FXO ⼝未接⼊ PSTN 线路。
空闲。
忙碌。

GSM/3G/4G LTE 中继状态
状态 描述

故障：模块故障，请检查相关接⼝和模块。
模块已关机。
未检测到 SIM 卡。
⽆信号。
PIN/PUK 码错误。
注册不上运营商。

注：
尝试⼿动选择 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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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描述
空闲，图标表⽰信号强弱。
忙碌，图标表⽰信号强弱。

E1/T1/J1 中继状态
状态 描述

故障。⽆硬件数据流：
• 接⼝/模块故障。

检查相关的接⼝/模块。
• 未接线。
• 运营商未开通中继服务。

不可⽤：
• 协议层参数配置错误。
• 运营商未开通中继服务。

空闲
BRI 中继状态

状态 描述
故障。⽆硬件数据流：

• 接⼝/模块故障。
检查相关的接⼝/模块。

• 未接线。
• 运营商未开通中继服务。

不可⽤：
• 协议层参数配置错误。
• 运营商未开通中继服务。

空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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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P 中继
SIP 中继概述
SIP 中继是 SIP 运营商提供的虚拟电话线。通过 SIP 中继，⽤⼾可以通过⽹络拨打或接听电话。
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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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P 中继类型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三种 SIP 中继类型：

注册中继
基于注册型的中继，使⽤⽤⼾名和密码注册 VoIP 电话服务。

点对点中继
基于 IP 的中继，使⽤ PBX IP 地址和端⼝相互认证。

账号中继
账号中继⼀般⽤于对接 PBX 与其他设备。 你可以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创建⼀个账号，其他设备通过注册该账号连接到 PBX。

SIP 中继创建⽅式
通过模板创建 SIP 中继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全球领先的 SIP 运营商，你可以使⽤内置的 SIP 中继运营商模板快捷创建 SIP 中继。具体配置信息，请参⻅ 通过模板创建 SIP 中继。
SIP 运营商相关信息，请参⻅兼容和⽀持的 SIP 运营商。

创建通⽤型 SIP 中继
如果你的 SIP 供应商还没有通过 Yeastar 的交互性操作测试，你可以创建通⽤型 SIP 中继。
更多信息，请参⻅：

• 创建 SIP 注册中继
• 创建 SIP 点对点中继

http://www.yeastar.cn/itsp-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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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SIP 中继
通过模板创建 SIP 中继
Yeastar 已测试市场上主流的 SIP 运营商，并提供对应的 SIP 中继配置模板。如果你的 SIP 运营商已经过 Yeastar 的测试和兼容，你可以通过模板快速创建 SIP 中继。
前提条件

• 查看你的 SIP 运营商是否已经过 Yeastar 的测试和兼容：全球主流 SIP 运营商。
•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可与 SIP 运营商进⾏通信。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点击 添加。
2. 在 基本  栏中，配置如下：

• 名称：填写易于识别的名称。
• 中继状态：选择 启⽤。
• 选择 SIP 运营商模板：选择 SIP 运营商所在的国家。
• SIP 运营商：选择 SIP 运营商。

SIP 中继的配置信息⾃动在 详细配置  栏显⽰出来。
• 如果中继类型显⽰为 注册中继，你需要填写以下信息：

◦ ⽤⼾名：填写运营商提供的⽤⼾名。
◦ 密码：填写运营商提供的密码。
◦ 认证名称：可选。认证名称⽤于 SIP 认证。如果运营商有提供认证名称，在此处填写该信息。

• 如果中继类型显⽰为 点对点中继，保留默认设置。
3. 可选：  如果你购买了 DID 号码，点击  DIDs/DDIs  ⻚签，为该中继配置 DID 号码。

a. 点击 添加。
b. 在弹出的提⽰框中，配置如下：

• DID/DDI：填写提供的 DID 号码。
• DID/DDI 名称：可选。填写与 DID 号码对应的名称，⽅便识别外线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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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D/DDI 名称。
c. 点击 保存。
d. 添加更多 DID 号码，重复步骤 a - c。

更多 DID 配置信息，请参⻅ 设置中继 DID 号码。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https://www.yeastar.com/itsp-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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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结果
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在中继列表中查看中继连接状态。
如果状态显⽰为 ，表⽰中继注册成功。
更多关于中继状态的信息，请参⻅ SIP 中继状态。
后续步骤

• 如要通过该中继接收外部来电，你需要在呼⼊路由中添加该中继。更多信息，请参⻅设置呼⼊路由。
• 如要通过该中继拨打外部电话，你需要在呼出路由中添加该中继。更多信息，请参⻅设置呼出路由。

创建 SIP 注册中继
本⽂提供⼀个配置⽰例，说明如何创建通⽤类型的 SIP 注册中继。
背景信息
假设你已向 SIP 运营商 ABC 购买了⼀个 SIP 账号，中继信息如下：

• 提供商域名：abc.provider.com
• 协议：SIP
• 注册端⼝：5060
• 传输协议：UDP
• ⽤⼾名：254258255
• 认证名称：254258255
• 密码：05JsOmsIS54SYh

前提条件
• 你已向 SIP 运营商购买 SIP 账号，并且获取了账号名称和密码。
•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可与 SIP 运营商进⾏通信。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点击添加。
2. 在 基本  栏中，配置如下：

• 名称：填写易于识别的名称。
• 中继状态：选择 启⽤。
• 选择 SIP 运营商模板：选择 通⽤。

3. 在 详细配置  栏，选择中继类型，并设置 SIP 运营商提供的中继账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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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继类型：选择 注册中继。
• 协议：选择 SIP 运营商提供的传输协议。在本例中，选择 UDP。
• 域名/IP地址：填写 SIP 运营商提供的域名或 IP 地址。在本例中，填写 abc.provider.com。
• 端⼝：填写注册端⼝。在本例中，填写 5060。
• 主域服务器：填写 SIP 运营商提供的主域服务器。在本例中，填写 abc.provider.com。

注：
如果运营商没有提供主域服务器，则填写域名或 IP 地址。

• ⽤⼾名：填写 SIP 运营商提供的⽤⼾名。在本例中，填写 *254258255。
• 密码：填写 SIP 运营商提供的密码。在本例中，填写　*05JsOmsIS54SYh。
• 认证名称：填写 SIP 运营商提供的认证名称。在本例中，填写 *254258255。

注：
通常，认证名称与⽤⼾名称相同。

• 启⽤呼出代理服务器：可选。如果该中继使⽤了呼出代理服务器，当⽤⼾通过该中继拨打外线电话的时候，所有的 SIP 数据包将会被发送到代理服务器。
注：

联系你的 SIP 运营商确认是否⽀持呼出代理，再根据 SIP 运营商的指导配置呼出代理设置。
4. 可选：  如果你购买了 DID 号码，点击  DIDs/DDIs  ⻚签，为该中继配置 DID 号码。

a. 点击 添加。
b. 在弹出的提⽰框中，配置如下：

• DID/DDI：填写 SIP 运营商提供的 DID 号码。
• DID/DDI 名称：可选。填写与 DID 号码对应的名称，⽅便识别外线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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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D/DDI 名称。
c. 点击 保存。
d. 添加更多 DID 号码，重复步骤 a - c。

更多 DID 配置信息，请参⻅ 设置中继 DID 号码。
5. 可选：  点击 ⾼级，来电号码改编，去电显⽰号码，或 SIP 头域  ⻚签，配置相应信息。
6.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在中继列表中查看中继连接状态。
如果状态显⽰为 ，表⽰中继注册成功。
更多关于中继状态的信息，请参⻅ SIP 中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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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
• 如要通过该中继接收外部来电，你需要在呼⼊路由中添加该中继。更多信息，请参⻅设置呼⼊路由。
• 如要通过该中继拨打外部电话，你需要在呼出路由中添加该中继。更多信息，请参⻅设置呼出路由。

创建 SIP 点对点中继
本⽂提供⼀个配置⽰例，说明如何创建通⽤类型的 SIP 点对点中继。
背景信息
假设你已向 SIP 运营商 ABC 购买了⼀个 SIP 账号，中继信息如下所⽰。

• 提供商域名：abc.provider.com
• 协议：SIP
• 注册端⼝：5060
• 传输协议：UDP

前提条件
• 你向 SIP 运营商购买的 SIP 账号未提供⽤⼾名和密码，运营商仅提供了域名或 IP 地址。
•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可与 SIP 运营商进⾏通信。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点击 添加。
2. 在 基本  栏中，配置如下：

• 名称：填写易于识别的名称。
• 中继状态：选择 启⽤。
• 选择 SIP 运营商模板：选择 通⽤。

3. 在 详细配置  栏，选择中继类型，并设置中继账号信息。
• 中继类型：选择 点对点中继。
• 协议：选择 ITSP 提供的传输协议。在本例中，选择 UDP。
• 域名/IP地址：填写 SIP 运营商域名或 IP 地址。在本例中，填写 abc.provider.com。
• 端⼝：填写注册端⼝。在本例中，填写 5060。
• 主域服务器：填写 SIP 运营商提供的主域服务器。在本例中，填写 abc.provider.com。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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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运营商没有提供主域服务器，则填写域名或 IP 地址。
4. 可选：  如果你购买了 DID 号码，点击 DIDs/DDIs  ⻚签，为该中继配置 DID 号码。

a. 点击 添加。
b. 在弹出的提⽰框中，配置如下：

• DID/DDI：填写提供的 DID 号码。
• DID/DDI 名称：可选。填写与 DID 号码对应的名称，⽅便识别外线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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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D/DDI 名称。
c. 点击 保存。
d. 添加更多 DID 号码，重复步骤 a - c。

更多 DID 配置信息，请参⻅设置中继 DID 号码。
5. 可选：  点击 ⾼级，来电号码改编，去电显⽰号码，或 SIP 头域  ⻚签，配置其他信息。
6.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在中继列表中查看中继连接状态。
如果状态显⽰为 ，表⽰中继注册成功。
更多关于中继状态的信息，请参⻅ SIP 中继状态。
后续步骤

• 如要通过该中继接收外部来电，你需要在呼⼊路由中添加该中继。更多信息，请参⻅设置呼⼊路由。
• 如要通过该中继拨打外部电话，你需要在呼出路由中添加该中继。更多信息，请参⻅设置呼出路由。

创建 SIP 账号中继
SIP 帐号⽤于其他设备向 Yeastar P 系列 IPPBX  系统注册，实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和另⼀台设备建⽴连接。本⽂提供 SIP 账号中继通⽤的指导说明。
前提条件
要使⽤账号中继对接 Yeastar P 系列 IPPBX和第三⽅设备时，你需要确保两个设备上使⽤的分机号码不重复。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点击 添加。
2. 在 基本  栏中，配置如下：

• 名称：填写易于识别的名称。
• 中继状态：选择 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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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SIP 运营商模板：选择 通⽤。
3. 在 详细配置  栏，完成以下配置：

注：
你可以使⽤默认账号信息或⾃定义账号信息。

设置 说明
中继类型 选择 账号中继。
协议 选择传输协议。可选的传输协议有：

• UDP
• TCP

注：
SIP TCP 端⼝默认禁⽤。如果选择此项，你需要进⼊ PBX 设置  > SIP 设置  > 常规  > 基本，启⽤ SIP TCP 端⼝，并重启 PBX 使配置⽣效。

• TLS
⽤⼾名 填写中继账号⽤⼾名。
密码 填写中继账号密码。
认证名称 使⽤默认的认证名称，或者输⼊⼀个⾃定义的认证名称。

注：
如果要连接的设备不⽀持 认证名称  字段，则勾选 使⽤⽤⼾名作为账号中继的认证名称。

4. 可选：  点击 ⾼级，来电号码改编，去电显⽰号码，或 SIP 头域，配置相应的信息。
5. 点击 保存  并 应⽤。

后续步骤
• 在第三⽅设备或软件上注册账号中继。

根据第三⽅设备或软件所处的⽹络环境，你需要提供不同的信息供第三⽅设备或软件注册：
◦ 第三⽅设备或软件与 PBX 处于同⼀个局域⽹

▪ 中继账号详情
▪ 本地 PBX IP 地址
▪ 本地 PBX SIP 端⼝

◦ 第三⽅设备或软件需要与 PBX 进⾏远程对接
▪ 中继账号详情
▪ PBX 的公⽹ IP 地址、外部主机域名或 FQDN 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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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如果账号中继使⽤的是公⽹ IP 地址或外部主机域名，你需要配置⽹络和端⼝映射。

更多信息，请参⻅ 通过公⽹ IP 远程访问 PBX  或 通过域名远程访问 PBX。
▪ 如果账号中继使⽤的是 FQDN，需确保此账号中继可以使⽤ FQDN 进⾏远程 SIP 注册。

更多信息，请参⻅ 通过 Yeastar FQDN 进⾏远程 SIP 访问。
▪ PBX 对外的 SIP 端⼝

• 如要通过该中继接收外部来电，你需要在呼⼊路由中添加该中继。更多信息，请参⻅设置呼⼊路由。
• 如要通过该中继拨打外部电话，你需要在呼出路由中添加该中继。更多信息，请参⻅设置呼出路由。

执⾏结果
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在中继列表中查看中继连接状态。
如果第三⽅设备或软件成功注册到账号中继，中继状态显⽰ ，表⽰两台设备对接成功。
更多关于中继状态的信息，请参⻅SIP 中继状态。
管理 SIP 中继
创建 SIP 中继后，你可以编辑或删除 SIP 中继。
编辑 SIP 中继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
2. 在中继列表⻚⾯，选择相应的中继，点击 。
3. 点击相应的⻚签编辑相关设置。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删除 SIP 中继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
2. 删除⼀个 SIP 中继，请执⾏以下操作：

a. 点击中继旁边的 。
b. 在弹出的提⽰框中点击 是  确认删除。

3. 删除多个 SIP 中继，请执⾏以下操作：
a. 勾选要删除的中继。
b. 点击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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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弹出的提⽰框中点击 是  确认删除。
导出和导⼊ SIP 中继
你可以导出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创建的 SIP 中继，并以此为模板，在导出的⽂件上批量编辑中继信息，再导⼊到 PBX。本⽂介绍如何导出和导⼊ SIP 中继。
背景信息
仅⽀持导⼊点对点中继和注册中继。
导出 SIP 中继
你可以导出所有 SIP 中继（⽂件格式 .CSV），然后在导出的⽂件中增加、删除或修改中继信息。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
2. 点击 导出。

CSV ⽂件⾃动下载到本地。你可以参考 中继参数  检查和编辑 CSV ⽂件中的参数。
导⼊ SIP 中继
我们建议你先导出 SIP 中继数据（⽂件格式为 .CSV），然后使⽤该⽂件作为模板来编辑。通过这种⽅式，可以节省时间，提⾼效率。

前提条件
导⼊⽂件的要求：

• 格式：UTF-8 .CSV
• ⼤⼩：⼩于 50 MB
• ⽂件名称：⼩于 127 个字符
• 导⼊参数：确保导⼊的参数符合要求。更多关于导⼊参数的信息，请参⻅ 中继参数。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
2. 点击 导⼊。
3.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浏览，选择你的 CSV ⽂件。
4. 点击 上传。

CSV ⽂件中的中继会显⽰在⽹⻚上。
相关信息导⼊和导出 -FAQ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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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P 中继设置
本⽂介绍所有与 SIP 中继相关的设置，以供参考。
基本设置

基本设置
设置 说明
名称 设置易于识别的中继名称。
中继状态 启⽤或禁⽤中继。
选择 SIP 运营商模板 选择 SIP 运营商所在的国家。

注：
如果系统未提供中继模板可适⽤于你的 SIP 运营商，选择该设置项为 通⽤。

SIP 运营商 选择已认证的 SIP 运营商以获取模板配置。
详细配置

设置 说明

中继类型
选择中继类型：

• 注册中继
• 点对点中继
• 账号中继

注册中继
协议 选择 SIP 运营商提供的传输协议。

注：
如果选择 TCP，你需要确保 SIP TCP 端⼝已启⽤（路径： PBX 设置  > SIP 设置  > 常规  > 基本  > SIP TCP 端⼝）。

域名/IP地址 填写 SIP 运营商提供的中继域名/IP 地址。
端⼝ 填写 SIP 运营商提供的 SIP 端⼝号。
主域服务器 填写 SIP 运营商提供的主域服务器。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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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如果运营商没有提供主域服务器，则填写域名或 IP 地址。

⽤⼾名 填写注册中继的账号名称。
密码 填写与⽤⼾名匹配的密码。
认证名称 填写中继注册时，认证 SIP 的名称。⼀般与⽤⼾名⼀致。
启⽤呼出代理服务器 如果该中继使⽤了呼出代理服务器，当⽤⼾通过该中继拨打外线电话的时候，所有的 SIP 包将会被发送到代理服务器。

注：
联系你的 SIP 运营商确认是否⽀持呼出代理，再根据 SIP 运营商的指导配置呼出代理设置。

点对点中继
协议 选择 SIP 运营商提供的传输协议。

注：
如果选择 TCP，你需要确保 SIP TCP 端⼝已启⽤（路径： PBX 设置  > SIP 设置  > 常规  > 基本  > SIP TCP 端⼝）。

域名/IP地址 填写 SIP 运营商提供的中继域名/IP 地址。
端⼝ 填写 SIP 运营商提供的 SIP 端⼝号。
主域服务器 填写 SIP 运营商提供的主域服务器。

注：
如果运营商没有提供主域服务器，则填写域名或 IP 地址。

账号中继
协议 选择要注册的第三⽅设备使⽤的传输协议。

注：
如果选择 TCP，你需要确保 SIP TCP 端⼝已启⽤（路径： PBX 设置  > SIP 设置  > 常规  > 基本  > SIP TCP 端⼝）。

⽤⼾名 填写中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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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注：

⽤⼾名即中继号码。
密码 填写与⽤⼾名匹配的密码。
认证名称 选择要注册的第三⽅设备使⽤的认证名称。

⾼级设置
SIP 中继的⾼级设置需要熟悉 SIP 协议的专业知识。不正确的配置可能出现通话问题。⼀般情况下，建议直接使⽤默认设置。针对个别设置，你可以根据实际场景适当修改。
⾼级  ⻚⾯包含以下设置：

• 语⾳编码设置
• VoIP设置
• 通话限制

语⾳编码设置
新建的 SIP 中继会使⽤ PBX 默认的语⾳编码。默认的语⾳编码设置可能与 VoIP 服务提供商使⽤的编码设置不⼀致。为保证正常通话，最⼤限度地提⾼通话质量和通话使⽤的带宽，你需要更改 VoIP 中继的语⾳编码设置，确保与 SIP 运营商的编码设置⼀致。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下列语⾳编码：

• u-law
• a-law
• G729A
• GSM
• H264
• H261
• H263
• H263P
• iLBC
• G722
• G726
• SPEEX
• ADPCM
• MPEG4
• VP8

VoIP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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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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SIP Info 信令携带 DTMF 信号。
• Inband：与语⾳包⼀起通过 RTP 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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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lify 勾选此项，则系统会定期发送 SIP OPTIONS 数据包，以验证中继是否在线。
语⾳加密（SRTP） 是否启⽤语⾳加密。
⽀持T.38 是否启⽤T.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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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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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star 技术⽀持设置⾃定义的配置⽂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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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略⽆SDP的183消息 该配置项将决定 PBX 处理⽆ SDP 的 183 信息的⽅式。
• 启⽤此选项：PBX 不会转发⽆ SDP 的 183 信息。
• 禁⽤此选项：PBX 默认会把所有⽆ SDP 的 183 信息转为带有 SDP 的 183 信息，并进⾏转发。

通话限制
设置 说明
通话限制类型 选择受限制的通话类型：

• 呼出：呼出类型的通话并发会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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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 所有通话类型：呼出和呼⼊的通话并发都会受限制。

最⼤通话并发数 设置该中继所允许的最⼤通话并发数。默认为⽆限制。
DIDs/DDIs
DID/DDI 是中继提供商提供的号码。更多 DID 配置信息，请参⻅DID 号码概述。

• DID 号码⽤于区分通话呼⼊的是同⼀条中继的哪⼀个号码。
更多信息，请参⻅根据 DID 号码路由外部来电。

• 何时需要配置 DID 号码，以及如何配置 DID 号码，请参⻅ 设置中继 DID 号码。
来电号码改编
当⽤⼾呼叫 PBX 时，SIP 运营商发送的主叫 ID 可能不便于⽀持回拨。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根据 SIP 运营商的拨号要求，对外部来电号码进⾏改编。在通话发送给被叫之前，系统会⾃动修改主叫 ID。
更多信息，请参⻅在中继上改编来电号码。
去电显⽰号码
去电显⽰号码是被叫设备上显⽰的电话号码或名称。
你可以为中继设置⼀个通⽤的去电显⽰号码或为指定分机设置单独的去电显⽰号码。

注：
默认情况下，每个中继都有⼀个默认的去电号码。去电显⽰号码功能需要 SIP 运营商⽀持。在设置去电显⽰号码之前，请联系你的 SIP 运营商确认是否⽀持。否则该设置⽆法⽣效，且可能导致外呼失败。
如果你设置了去电显⽰号码，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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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信息，请参⻅⾃定义去电显⽰号码。
SIP 头域
SIP 头域要求熟悉专业的 SIP 协议相关知识。不正确的配置可能出现通话问题。⼀般情况下，建议直接使⽤默认设置。针对个别设置，你可以根据实际场景适当修改。
SIP 头域  ⻚⾯包含以下设置。

• 呼⼊参数
• 呼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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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设置
呼⼊参数

设置 说明
Caller ID获取来源 设置本条中继从哪⾥获取 CallerID。

• [跟随系统]
跟随系统的 来电显⽰获取来源  设置。

• From
• Contact
• Remote-Party-ID
• P-Asserted Identify
• P-Preferred-Identity

DID 获取来源 不同设备或提供商在不同的 SIP 头域中携带 DID 号码。当中继收到⼀通外线来电时，PBX 需要获取到正确的 DID 号码，否则呼叫会失败。
请在分析完 SIP 运营商发送的 SIP 数据包后，再修改此设置。可选的 SIP 头域如下：

• [跟随系统]
跟随系统的 DID 获取来源  设置。

• To
• Invite
• Diver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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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Called-Party-ID
• P-Preferred-Identity

呼出参数
对于外呼通话，你可以定义在 SIP INVITE 头域中携带的参数：

设置 说明
From User Part 设置 SIP INVITE 头域中的主叫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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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更多信息，参⻅ 呼出参数选项说明。

From Display Name Part 设置 SIP INVITE 头域中的主叫名称。
更多信息，参⻅ 呼出参数选项说明。

From Host Part 重要：
• 仅 点对点中继  ⽀持设置此参数。
• 请根据 SIP 运营商的要求设置此参数，否则可能会导致通话异常。

设置 SIP INVITE 头域中 From  字段所使⽤的域名或 IP 地址。
• 默认值：使⽤在创建点对点中继时所配置的 主域服务器  中的域名或 IP 地址。
• ⾃定义：使⽤⾃定义的域名或 IP 地址。你可以在 ⾃定义  下拉列表旁的字段中填写你要使⽤的域名或 IP 地址。

To Host Part 重要：
• 仅 点对点中继  ⽀持设置此参数。
• 请根据 SIP 运营商的要求设置此参数，否则可能会导致通话异常。

设置 SIP INVITE 头域中 To  字段所使⽤的域名或 IP 地址。
• 默认值：使⽤在创建点对点中继时所配置的 主域服务器  中的域名或 IP 地址。
• ⾃定义：使⽤⾃定义的域名或 IP 地址。你可以在 ⾃定义  下拉列表旁的字段中填写你要使⽤的域名或 IP 地址。

Diversion
Remote-Party-ID
P-Asserted-Identity
P-Preferred-Identity

可选：  设置 SIP INVITE 头域中的其他参数。
更多信息，参⻅ 呼出参数选项说明。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2 - 中继  | 239

注：
SIP 中继不同，⽀持的选项也不同。

表  36. 呼出参数选项说明
选项 说明

默认值

系统按从上到下的优先级选择携带的参数：
• 呼出路由去电显⽰号码
• 中继分机去电显⽰号码
• 中继去电显⽰号码
• 中继⽤⼾名
• 分机去电显⽰号码
• 第⼀主叫号码

⽆ 不在 SIP INVITE 数据包中携带此参数。
分机去电显⽰号码 分机设置的分机号。
中继去电显⽰号码 中继通⽤的去电显⽰号码 (中继  > 去电显⽰号码  > 常规)。
中继分机去电显⽰号码 分机在中继中绑定的去电显⽰号码。
呼出路由去电显⽰号码 使⽤呼出路由上配置的去电显⽰号码作为去电显⽰号码。

第⼀主叫号码
发起呼叫的主叫 ID (通话转接前的第⼀个呼叫者)

• 如果第⼀主叫是外部号码，直接使⽤外部号码。
• 如果第⼀主叫是分机，号码优先级为分机去电显⽰号码→ [默认值]。

中继⽤⼾名 中继设置的⽤⼾名。
⾃定义 设置⾃定义值。

其他设置
设置 说明

⽤⼾代理 如果 SIP 运营商需要⽤⼾代理进⾏⾝份验证，请输⼊由 SIP 运营商提供的⽤⼾代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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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Realm Realm 字串单独定义被保护的区域。默认⽆需填写，如需填写请与 SIP 运营商确认。
发送 Privacy ID 是否在 SIP 头域中发送 Privacy ID。默认为禁⽤。
User Phone 是否在 INVITE 包的 SIP 头域中，增加 user=phone 的参数。

注：
仅在 VoIP 服务提供商有要求时再启⽤此选项。

100rel 是否⽀持 100rel。
Maxptime 选择 PBX 发出 INVITE 包时使⽤的 maxptime 值。

注：
如果你选择 默认值，系统会根据呼出电话所使⽤的语⾳编码发送对应的 maxptime 值。

⽀持 Early Media 设置 INVITE 数据包是否包含 P-Early-Media 字段。

模拟 FXO 中继
FXO 模拟中继概述
本⽂介绍什么是 FXO 模拟中继以及 FXO 模拟中继的使⽤。
FXO 模拟中继
FXO 模拟中继是⼀条电话线，⽤于连接你的 PBX 与公共交换电话⽹ （PSTN）或传统 PBX。

• 连接 Yeastar P 系列 IPPBX的 FXO 端⼝与 PSTN 服务提供商
分机⽤⼾可以通过中继与外部⽤⼾进⾏通话。

• 连接 Yeastar P 系列 IPPBX的 FXO 端⼝与传统 PBX 的 FXS 端⼝
公司可以将现有的传统 PBX 与Yeastar P 系列 IPPBX对接，利⽤ VoIP 的优势，实现低成本的通信。

设置 FXO 模拟中继
本节介绍如何设置 FXO 模拟中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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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在 PBX 上⾄少安装⼀个 O2 模块或 SO 模块。
• 模块安装成功并且被 PBX 识别后， PBX ⽹⻚会显⽰ FXO 端⼝。
• 如果 PBX 未检测到安装的模块，请联系 Yeastar 技术⽀持排查问题。

操作步骤
1. 在 PBX 上找到 FXO 端⼝。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查看 FXO 端⼝的位置。
如下图所⽰，FXO 端⼝位于第 1 个扩展板的第 7 个端⼝。

2. 使⽤ RJ11 电话线连接 PBX 的 FXO 端⼝与 PSTN 服务提供商的 FXS 端⼝。
本例中，将电话线连接到第 1 个扩展板的第 7 个端⼝。

3. 可选：  配置 FXO 中继。
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编辑 FXO 中继。

注：
⾼级设置需要熟悉模拟电话的专业知识，谨慎变更⾼级设置，否则中继可能会⽆法正常⼯作。
更多关于中继设置的信息，请参⻅ FXO 模拟中继设置。

执⾏结果
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在中继列表中查看中继连接状态。
如果状态显⽰为 ，表⽰中继连接成功。
更多 FXO 中继状态信息，请参⻅FXO 中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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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
• 如要通过该中继接收外部来电，你需要在呼⼊路由中添加该中继。更多信息，请参⻅设置呼⼊路由。
• 如要通过该中继拨打外部电话，你需要在呼出路由中添加该中继。更多信息，请参⻅设置呼出路由。

释放 FXO 模拟中继
如果通话结束后，FXO 中继仍然处于忙碌状态，你可以强制释放中继，使中继处于空闲可⽤状态。
背景信息
错误的“挂断检测”设置，常常引起通话挂断后中继线⽆法⾃动释放的问题。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编辑相应的中继。
2. 点击 ⾼级  ⻚签。
3. 在 ⾼级  ⻚⾯，点击 释放中继。

中继被释放后，中继状态显⽰为 。
后续步骤调整该中继的 挂断检测  值。

注：
挂断检测设置需要对模拟电话有充分的了解，你可能需要联系中继提供商或 Yeastar 技术⽀持来修改设置。
FXO 模拟中继设置
本⽂介绍所有与 FXO 中继相关的设置，以供参考。
基本设置

设置 描述
名称 填写易于识别中继名称。
接收⾳量 设置 FXO 端⼝的接收⾳量。
发送⾳量 设置 FXO 端⼝的发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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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设置
⾼级设置需要熟悉模拟电话的专业知识，谨慎变更⾼级设置，否则中继会⽆法正常⼯作。对于不同的 PSTN 服务提供商，你可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级设置。
⾼级  ⻚签包含以下设置。

• 挂断检测
• 应答检测
• 来电号码设置
• 其他设置

挂断检测
挂断检测设置帮助 PBX 检测通话是否已挂断。如果你发现⽆法挂断通过 FXO 中继呼出的通话，请修改挂断检测设置。

设置 描述
挂断检测类型 设置检测通话挂断的类型，⽤于识别⼀个通话是否挂断：

• 忙⾳：根据忙⾳判断通话是否挂断。
• 反极检测：根据反极信号判断通话是否挂断。
• 环路电流挂断：根据呼叫断开时产⽣的电流减⼩判断通话是否挂断。

忙⾳次数 选择在挂断前需要检测多少次的忙⾳信号。
默认值为 4。

注：
忙⾳次数  次数太多时，可能造成忙⾳检测失败。

忙⾳模式 指定忙⾳模式。
• 格式：{#####}，{####}。

例如，500,500  表⽰信号⾳时⻓ 500 毫秒，静⾳时⻓ 500 毫秒。
注：

• 如果没有指定的忙⾳模式（[⽆]），系统会将任何多次有规律的重复的“信号⾳时间，静⾳时间”的声⾳模式检测为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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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 如果您设置了忙⾳模式，系统将按照忙⾳模式来判断语⾳是否为忙⾳，设置忙⾳模式将有助于提⾼系统忙⾳检测的准确性。

忙⾳间隔（秒） 忙⾳检测频率。
频率检测 启⽤或禁⽤忙⾳频率检测。
忙⾳频率 如果启⽤了频率检测，必须指定忙⾳频率。

应答检测
设置 描述
应答检测类型 指定检测通话是否被应答的⽅法。此设置会影响通话时⻓统计的准确性。

• [⽆]：⼀旦你使⽤ PSTN 中继呼出，⽆论呼叫是否应答，PBX 都会开始计算通话时间。
• 反极检测：PBX 将在检测到反极信号后开始计算通话时间。

注：
在选择此选项之前，请与 PSTN 服务提供商确认是否⽀持反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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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 描述
检测来电号码 启⽤或禁⽤来电号码检测。
来电检测模式 定义何时开始检测来电号码。

• 响铃后：在第⼀次振铃后检测来电号码。
• 反极后：在检测到反极信号后检测来电号码。
• 响铃前：在第⼀次振铃之前检测来电号码。

来电制式 根据服务提供商提供的⽅式，指定来电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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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 Bell202
• v23-Japan
• DTMF
• ETSI-V23

其他设置
设置 描述
响铃检测超时（毫秒） FXO 设备需要设置⼀个超时时⻓，检测主叫⽅等待被叫⽅应答的时间。

• 有效值：1000-10000
• 默认值：5000

回⾳消除 启⽤或禁⽤回⾳消除。
DID 名称 DID 名称⽤于标识被叫号码。当中继收到外部来电时，该名称将显⽰在被叫⽅的设备上。
外呼号码 此设置通常⽤于呼⼊路由转呼出路由功能。

如果你想通过该中继将外部来电通过呼出路由重定向，则在此处输⼊重定向⽬的地号码。
来电号码改编
当⽤⼾呼叫 PBX 时，SIP 运营商发送的主叫 ID 可能不便于⽀持回拨。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根据 SIP 运营商的拨号要求，对外部来电号码进⾏改编。在通话发送给被叫之前，系统会⾃动修改主叫 ID。
更多信息，请参⻅在中继上改编来电号码。

GSM/3G/4G LTE 中继
GSM/3G/4G LTE 中继概述
本⽂介绍什么是 GSM/3G/4G LTE 中继，以及 GSM/3G/4G LTE 模块⽀持的频段。
什么是 GSM/3G/4G LTE 中继
GSM/3G/4G LTE 中继连接 PBX 与蜂窝⽹络提供商，即可使⽤便捷的移动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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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 GSM/3G/4G LTE 中继，你需要在 PBX 上安装相应的模块，并插⼊与各个模块⽀持的频段相匹配的 SIM 卡。
GSM/3G/4G LTE 模块频段

模块类型 模块型号 频段

GSM SIM800
• EGSM-900 MHz
• PGSM-900 MHz
• DCS-1800 MHz
• GSM850-850 MHz
• PCS-1900 MHz

3G UC15-A • WCDMA：850/1900 MHz
• GSM：850/900/1800/1900 MHz

3G UC15-E • WCDMA：900/2100 MHz
• GSM：900/1800 MHz

3G UC15-T • WCDMA：850/2100 MHz
• GSM：850/900/1800/1900 MHz

4G LTE EC20-CEFAG

• FDD-LTE：B1/B3/B8/B5
• FDD-LTE：B38/B39/B40/B41
• WCDMA：B8/B5
• TD-SCDMA：B39/B5
• CDMA2000 1X：BC0
• CDMA2000 EVDO：BC0
• GSM：900/1800 MHz

4G LTE EC20-CEFD

• FDD-LTE：B1/B3/B8
• FDD-LTE：B38/B39/B40/B41
• WCDMA：B8/B5
• TD-SCDMA：B39/B5
• CDMA2000 1X：BC0
• CDMA2000 EVDO：BC0
• GSM：900/1800 MHz

4G LTE EC25-A • FDD-LTE：B2/B4/B12
• WCDMA：B2/B4/B5

4G LTE EC25-AU
• FDD-LTE：B1/B3/B8/B28
• FDD-LTE：B40
• WCDMA：B1/B2/B5/B8
• GSM：B2/B3/B5/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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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类型 模块型号 频段

4G LTE EC25-E
• FDD-LTE：B1/B3/B5/B7/B8/B20
• FDD-LTE：B38/B40/B41
• WCDMA：B1/B5/B8
• GSM：B3/B8

4G LTE EC25-J • FDD-LTE：B1/B3/B8/B18/B19/B26
• FDD-LTE：B41
• WCDMA：B1/B6/B8/19

4G LTE EC25-V • FDD-LTE：B4/B13

设置 GSM/3G/4G LTE 中继
本节介绍如何设置 GSM/3G/4G LTE 中继。
前提条件在 PBX 上⾄少安装⼀个 GSM 模块，3G 模块或 4G LTE 模块。

• 模块安装成功并且被 PBX 识别后， PBX ⽹⻚会显⽰相应的中继。
• 如果 PBX 未检测到相应的模块，请联系 Yeastar 技术⽀持。

操作步骤
1. 在 GSM/3G/4G LTE 模块上安装 SIM 卡。

2. 将天线旋转到天线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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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选：  配置 GSM/3G/4G LTE中继
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编辑 GSM/3G/4G LTE 中继。
更多关于中继设置的信息，请参⻅GSM/3G/4G LTE 中继设置。

执⾏结果
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在中继列表中查看中继状态。
如果中继状态显⽰为 ， ，或 ， 表⽰中继设置成功；同时，图标也表⽰中继信号的强弱。
更多关于中继状态的信息，请参⻅GSM/3G/4G LTE 中继设置。
后续步骤

• 如要通过该中继接收外部来电，你需要在呼⼊路由中添加该中继。更多信息，请参⻅设置呼⼊路由。
• 如要通过该中继拨打外部电话，你需要在呼出路由中添加该中继。更多信息，请参⻅设置呼出路由。

GSM/3G/4G LTE 中继设置
本⽂介绍所有 GSM/3G/4G LTE 中继相关的设置，以供参考。
基本设置

常规
设置 描述
名称 设置易于识别的中继名称。
PIN码 填写⼿机卡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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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
设置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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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或禁⽤回⾳消除。
DID 名称 DID 名称⽤于标识被叫号码。当中继收到外部来电时，该名称将显⽰在被叫⽅的设备上。
外呼号码

此设置通常⽤于呼⼊路由转呼出路由功能。
如果你想通过该中继将外部来电通过呼出路由重定向，则在此处输⼊重定向⽬的地号码。

运营商设置
设置 描述

运营商

选择运营商。
注：

当中继处于未注册状态时，你可以尝试⼿动选择正确的运营商。
• ⾃动：系统将会⾃动选择⼀个合适的运营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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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电号码改编
当⽤⼾呼叫 PBX 时，SIP 运营商发送的主叫 ID 可能不便于⽀持回拨。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根据 SIP 运营商的拨号要求，对外部来电号码进⾏改编。在通话发送给被叫之前，系统会⾃动修改主叫 ID。
更多信息，请参⻅在中继上改编来电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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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DN E1/T1 中继
E1/T1/J1 中继概述
本⽂介绍什么是 E1/T1/J1 中继，三种中继之间的区别，以及 E1/T1/J1 线缆的相关信息。
什么是 E1/T1/J1 中继
E1/T1/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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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仅 P560 和 P570 ⽀持 E1/T1/J1 中继。
• 如要扩展 E1/T1/J1 中继，你需要安装 EX30 扩展板。⼀个 EX30 扩展板提供⼀个 E1/T1/J1 接⼝。

E1/T1/J1 区别
PRI 由 B 信道（每个 B 信道的速率为 64 kbit/s ）和 D 信道（每个 D 信道的速率为 64 kbit/s ）组成。B 通道⽤于语⾳或⽤⼾数据，D 通道⽤于数据，控制/信令和 X.25 分组⽹络的任何组合。
B 信道为⽤⼾信道，⽤于传输数据、语⾳、图像等⽤⼾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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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T1 和 J1。

PRI 类型 描述
E1 E1 接⼝为 30B+2D。主要在欧洲，中国⼤陆，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使⽤。
T1 T1 接⼝为 23B+D。主要在北美，加拿⼤，中国⾹港等地。
J1 J1 接⼝为 T1 接⼝的变式，主要⽤于⽇本。

E1/T1/J1 线缆
E1 线缆⼀般由运营商提供。如果运营商没有提供 E1 线缆，你可以根据以下指⽰⾃⼰制作 E1 线缆。

注：
E1/T1/J1 线缆与⽹线不同，但是你可以使⽤⽹线，更改线序的⽅式制作 E1 线缆。
E1 线缆的线序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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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E1/T1/J1 中继
本节介绍如何设置 E1/T1/J1 中继。
背景信息
综合业务数字⽹ （ISDN） 使⽤电路交换来提供端到端的数字链接。ISDN 基于 ITU 定义的标准，其中包含 OSI 底三层，即物理层，数据链路层和⽹络层。
要设置 E1/T1/J1 中继，你需要确保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均正常运⾏。
前提条件

• 仅 P560 和 P570 ⽀持 E1/T1/J1 中继。
• 在 PBX 上⾄少安装⼀个 EX30 扩展板。
• 准备 E1/T1/J1 线缆。
• 从 ISDN 运营商获取 E1/T1/J1 中继的信令信息，如下所⽰。

◦ 运营商类型
◦ 信令类型
◦ 线路编码机制
◦ 帧格式
◦ D 通道
◦ B 通道

操作步骤
1. 使⽤ E1/T1/J1 专⽤线缆连接 PBX 的 E1/T1/J1 接⼝和运营商设备的接⼝。
2. 检查中继线路与 PBX 的物理层链路是否成功连接。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查看中继状态。
• 如果中继状态显⽰为  或 ，表⽰该中继线缆连接正常。
• 如果中继状态显⽰为 ，表⽰该中继线路连接不正常，请检查线缆或联系 Yeastar 技术⽀持。

3. 配置 E1/T1/J1 中继，接⼊数据链路层。
a. 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编辑 E1/T1/J1 中继。
b. 在 基本  ⻚⾯，根据运营商提供的信息更改中继必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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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选：  根据运营商提供的信息，更改其他设置。
更多信息，请参⻅ E1/T1/J1 中继设置。

d. 点击 保存。
e. 重启 PBX 使配置⽣效。

执⾏结果
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在中继列表中查看中继连接状态。
如果状态显⽰为 ，表⽰中继正常可⽤。
更多中继状态信息，请参⻅E1/T1/J1 中继状态。
后续步骤

• 如要通过该中继接收外部来电，你需要在呼⼊路由中添加该中继。更多信息，请参⻅设置呼⼊路由。
• 如要通过该中继拨打外部电话，你需要在呼出路由中添加该中继。更多信息，请参⻅设置呼出路由。

E1/T1/J1 中继设置
本⽂介绍所有 E1/T1/J1 中继相关的设置以供参考。
E1/T1/J1 信令类型
P560 和 P570 ⽀持以下⼏种 ISDN 信令。你需要根据 ISDN 运营商提供的信息选择 E1/T1 中继的信令，并做相应的配置。

• PRI
• MFC/R2
• SS7
• E&M

PRI 设置
下表为 E1/T1/J1 中继（PRI 信令类型）的⽹⻚设置参数说明。

设置 描述
基本设置

名称 填写易于识别的中继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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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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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基本设置

• T1
• J1

信令 选择 P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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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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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设置以下两种帧格式：

◦ HDB3
◦ AMI

• 如果 接⼝类型  为 T1 或 J1，可以设置以下两种帧格式：
◦ B8ZS
◦ AMI

语⾳编码 选择该中继的语⾳编码。
• a-law
• u-law

回⾳消除 选项启⽤或禁⽤回⾳消除。
注：

若通话中有回⾳，你可以启⽤该选项。
D 通道 设置⽤于携带控制信令及信令信息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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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基本设置

• 当 接⼝类型  为 E1 时，可输⼊ 1-31 的通道。
• 当 接⼝类型  为 T1或 J1 时，可输⼊ 1-24 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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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 或 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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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对端的⻆⾊设置该接⼝的属性。
• ⽤⼾端：如果对端设置为⽹络端， 则 PBX 需要设置为⽤⼾端。
• ⽹络端：如果对端设置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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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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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 标识 选择 PRI 标识：

• Inband：通过带内放⾳给对端提⽰呼叫进展（即直接给对端放⾳：⽤⼾忙或者号码不存在等）。
注：

不是所有的 PRI/BRI 注册线路都⽀持 Inband。
• Out-of-Band：通过在信令通道使⽤ DISCONNECT / RELEASE 等消息携带 CAUSE 原因值指⽰呼叫进展（⽐如 cause: unassigned number or user busy）。

重置间隔（秒） 设置未使⽤ B 通道的重置间隔。默认值为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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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基本设置

注：
如不希望通道被重置，请设置间隔为 Never。

运营商挂断提⽰⾳检测 • 启⽤此项，对⽅挂机后，你将听⻅运营商播放的挂断提⽰⾳。（请先确认运营商是否发送挂断提⽰⾳）
• 禁⽤此项，对⽅挂机后，你将听⻅系统播放的挂断提⽰⾳。

拨号⽅案
主叫号码拨号⽅案 选择主叫号码拨号⽅案。
主叫号码类型 选择主叫号码类型。
被叫号码拨号⽅案 选择主叫号码拨号⽅案。
被叫号码类型 选择被叫号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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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络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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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ing Party Numbering Plan:ISDN +）Calling Party Numbering Type:International'.
国内来电前缀 Dialplan: '（Calling Party Numbering Plan:ISDN +）Calling Party Numbering Type:National'.
本地来电前缀 Dialplan: '（Calling Party Numbering Plan:ISDN +）Calling Party Numbering Type:Subscriber'.
私⼈来电前缀 Dialplan: 'Calling Party Numbering Plan:private + Calling Party Numbering Type:Subscriber'.
未知来电前缀 Dialplan: '（Calling Party Numbering Plan:ISDN +）Calling Party Numbering Type:Unknown'.

MFC/R2 信令
下⾯表格为 E1/T1/J1 中继 （MFC/R2 信令类型）的⽹⻚设置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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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基本设置
名称 输⼊易于识别的中继名称
信令 选择 PRI  信令 MFC/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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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帧格式选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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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路编码编码：

• HDB3
• AMI

回⾳消除 选项启⽤或禁⽤回⾳消除。
注：

若通话中有回⾳，你可以启⽤该选项。
协议标准 设置 MFC/R2 协议标准。

• Argentina
• Brazil
• China
• Czech
• Colombia
• Ecuador
• Indonesia
• ITU
• Mexico
• Philippines
• Venezuela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2 - 中继  | 257

设置 描述
基本设置
主叫⽤⼾类别 设置主叫⽤⼾类别。

• National
• National priority
• International
• International Priority
• Collect Call

被叫号码最⼤⻓度 被叫号码的最⼤⻓度。
注：

如需⾃定义，请直接在⽂本框中输⼊值。
主叫号码最⼤⻓度 被叫号码的最⼤⻓度。

⾼级设置
强制释放 是否启⽤强制释放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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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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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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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费脉冲超时时间（毫秒） 计费脉冲超时的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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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7 信令
下⾯表格为 T1 中继 （SS7 信令类型）的⽹⻚设置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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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基本设置

名称 设置易于识别的中继名称
信令 选择 S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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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帧格式选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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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路编码：

• HDB3
• AMI

语⾳编码 选择该中继的语⾳编码。
回⾳消除 选项启⽤或禁⽤回⾳消除。

注：
若通话中有回⾳，你可以启⽤该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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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通道。
协议标准 设置 SS7 协议标准。

• ANSI：24位编码
• China：24位编码
• ITU：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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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令链路编码（SLC） 在 SS7 ⽹路⾥的信令链路编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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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基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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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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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令点编码通常由运营商分配。

⾼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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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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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 描述
名称 设置易于识别的中继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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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  信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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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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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路编码：

• HDB3
• AMI

语⾳编码 选择该中继的语⾳编码。
回⾳消除 选项启⽤或禁⽤回⾳消除。

注：
若通话中有回⾳，你可以启⽤该选项。

DIDs/DDIs
DID/DDI 是中继提供商提供的号码。更多 DID 配置信息，请参⻅DID 号码概述。

• DID 号码⽤于区分通话呼⼊的是同⼀条中继的哪⼀个号码。
更多信息，请参⻅根据 DID 号码路由外部来电。

• 何时需要配置 DID 号码，以及如何配置 DID 号码，请参⻅ 设置中继 DID 号码。
来电号码改编
当⽤⼾呼叫 PBX 时，SIP 运营商发送的主叫 ID 可能不便于⽀持回拨。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根据 SIP 运营商的拨号要求，对外部来电号码进⾏改编。在通话发送给被叫之前，系统会⾃动修改主叫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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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请参⻅在中继上改编来电号码。
去电显⽰号码
去电显⽰号码是被叫设备上显⽰的电话号码或名称。
你可以为中继设置⼀个通⽤的去电显⽰号码或为指定分机设置单独的去电显⽰号码。

注：
默认情况下，每个中继都有⼀个默认的去电号码。去电显⽰号码功能需要 SIP 运营商⽀持。在设置去电显⽰号码之前，请联系你的 SIP 运营商确认是否⽀持。否则该设置⽆法⽣效，且可能导致外呼失败。
如果你设置了去电显⽰号码，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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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信息，请参⻅⾃定义去电显⽰号码。

ISDN BRI 中继
BRI 中继概述
本⽂介绍什么是 BRI 中继，以及 BRI 线缆的相关信息。
什么是 BRI 中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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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kbit/s ）和⼀个 D 信道（速率为16 kbit/s）组成，简称 2B+D。B 信道为⽤⼾信道，⽤于传输数据、语⾳、图像等⽤⼾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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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缆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将 RJ11 4 针线缆或 RJ12 6 针电缆连接到 BRI 端⼝。

RJ11 4 针接头

RJ12 6 针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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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BRI 中继
本节介绍如何设置 BRI 中继。
前提条件

• 在 PBX 上⾄少安装⼀个 B2 模块。
• 准备 BRI 线缆。
• 从 ISDN 运营商获取 BRI 中继的信令信息：

◦ 信令
◦ 转换类型
◦ 接⼝属性

背景信息
综合业务数字⽹ （ISDN） 使⽤电路交换来提供端到端的数字链接。ISDN 基于 ITU 定义的标准，其中包含 OSI 底三层，即物理层，数据链路层和⽹络层。
要设置 BRI 中继，你需要确保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均正常运⾏。
操作步骤

1. 使⽤ BRI 专⽤线缆连接 PBX 的 BRI 接⼝和运营商设备的 BRI 接⼝。
2. 检查中继线路与 PBX 的物理层链路是否成功连接。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查看中继状态。
• 如果中继状态显⽰为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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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star 技术⽀持。

3. 配置 BRI 中继，接⼊数据链路层。
a. 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编辑相应的中继。
b. 在 基本  ⻚⾯，根据运营商提供的信息更改中继设置。
c. 可选：  根据运营商提供的信息，更改其他设置。

更多信息，请参⻅ BRI 中继设置。
d. 点击 保存。
e. 重启 PBX 使配置⽣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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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结果
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在中继列表中查看中继连接状态。
如果状态显⽰为 ，表⽰中继可⽤。
更多关于中继状态的信息，请参⻅BRI 中继状态。
后续步骤

• 如要通过该中继接收外部来电，你需要在呼⼊路由中添加该中继。更多信息，请参⻅设置呼⼊路由。
• 如要通过该中继拨打外部电话，你需要在呼出路由中添加该中继。更多信息，请参⻅设置呼出路由。

BRI 中继设置
本⽂介绍所有与 BRI 中继相关的设置以供参考。
基本设置BRI 中继相关设置如下，这些设置会影响中继的连接状态。

设置 描述
名称 填写易于识别的中继名称。
信令 根据中继对端设置选择信令。

• 点对点
• 点对多点

接⼝属性 根据对端的⻆⾊设置该接⼝的属性。
• ⽤⼾端
• ⽹络端

注：
• 如果对端设置为⽹络端，则 PBX 需要设置为⽤⼾端。
• 如果对端设置为⽤⼾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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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ation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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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 National 1
• DMS100
• AT&T 4ess
• Lucent 5ess
• Q.SIG

⾼级设置
⾼级设置影响通过 BRI 中继呼⼊和呼出的通话。不正确的配置可能导致呼叫失败。
⾼级  ⻚签包含以下设置。

• ⾼级
• 拨号⽅案

⾼级
设置 描述
回⾳消除 启⽤或禁⽤回⾳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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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编码 选择该中继的语⾳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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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叠间隔 设置未使⽤ B 通道的重置间隔。如不希望通道被重置，请设置间隔为 Never。
PRI标识 选择 PRI 标识：

• Inband：通过带内放⾳给对端提⽰呼叫进展（即直接给对端放⾳：⽤⼾忙或者号码不存在等）。
注：

不是所有的 PRI/BRI 注册线路都⽀持 Inband。
• Out-of-Band：通过在信令通道使⽤ DISCONNECT / RELEASE 等消息携带 CAUSE 原因值指⽰呼叫进展（⽐如 cause: unassigned number or user busy）。

运营商挂断提⽰⾳检测 • 勾选此选项：对⽅挂机后，你将听⻅运营商给你播放的挂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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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注：

先确认运营商是否发送挂断提⽰⾳。
• 未勾选此选项：对⽅挂机后，你将听⻅系统播放的挂断提⽰⾳。

隐藏去电号码 是否隐藏呼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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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号⽅案
设置 描述
主叫号码拨号⽅案 选择主叫号码拨号⽅案。
主叫号码类型 选择主叫号码类型。
被叫号码拨号⽅案 选择被叫号码拨号⽅案。
被叫号码类型 选择被叫号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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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络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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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ing Party Numbering Plan:ISDN +)Calling Party Numbering Type:International'.
国内来电前缀 Dialplan: '(Calling Party Numbering Plan:ISDN +)Calling Party Numbering Type:National'.
本地来电前缀 Dialplan: '(Calling Party Numbering Plan:ISDN +)Calling Party Numbering Type:Subscriber'.
私⼈来电前缀 Dialplan: 'Calling Party Numbering Plan:private + Calling Party Numbering Type:Subscriber'.
未知来电前缀 Dialplan: '(Calling Party Numbering Plan:ISDN +)Calling Party Numbering Type: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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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s/DDIs
DID/DDI 是中继提供商提供的号码。更多 DID 配置信息，请参⻅DID 号码概述。

• DID 号码⽤于区分通话呼⼊的是同⼀条中继的哪⼀个号码。
更多信息，请参⻅根据 DID 号码路由外部来电。

• 何时需要配置 DID 号码，以及如何配置 DID 号码，请参⻅ 设置中继 DID 号码。
来电号码改编
当⽤⼾呼叫 PBX 时，SIP 运营商发送的主叫 ID 可能不便于⽀持回拨。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根据 SIP 运营商的拨号要求，对外部来电号码进⾏改编。在通话发送给被叫之前，系统会⾃动修改主叫 ID。
更多信息，请参⻅在中继上改编来电号码。
去电显⽰号码
去电显⽰号码是被叫设备上显⽰的电话号码或名称。
你可以为中继设置⼀个通⽤的去电显⽰号码或为指定分机设置单独的去电显⽰号码。

注：
默认情况下，每个中继都有⼀个默认的去电号码。去电显⽰号码功能需要 SIP 运营商⽀持。在设置去电显⽰号码之前，请联系你的 SIP 运营商确认是否⽀持。否则该设置⽆法⽣效，且可能导致外呼失败。
如果你设置了去电显⽰号码，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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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信息，请参⻅⾃定义去电显⽰号码。

通过 BLF 按键抓线呼出
本⽂介绍如何通过⾃动配置功能为 IP 话机配置 BLF 按键，从⽽进⾏ PBX 中继监控，并实现抓线呼出。
限制条件
不⽀持通过 BLF 按键监控 E1/T1 中继和 BRI 中继。
前提条件

• 话机已通过⾃动配置绑定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并分配分机。
有关⾃动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以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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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PnP ⽅式）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DHCP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FQDN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式）

• 如果要实现通过 BLF 按键抓线呼出，需确保分配给话机的分机有权限使⽤所监控的中继。
操作步骤

• 步骤⼀、设置⽤于监控中继的功能键
• 步骤⼆、应⽤配置到 IP 话机

步骤⼀、设置⽤于监控中继的功能键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分配给话机的分机。
2. 点击 功能键  ⻚签。
3. 配置功能键，⽤于监控中继状态。

以下为监控中继 peer-trunk-66.41  的配置⽰例。

• 类型：选择 BLF。
• 值：输⼊要监控的中继名称。在本例中，输⼊ peer-trunk-66.41。
• 标签：可选。输⼊的值会显⽰在话机屏幕上。

4. 点击 保存。
步骤⼆、应⽤配置到 IP 话机

1. 进⼊ ⾃动配置  > 话机，点击话机旁边的  。
系统提⽰是否更新话机配置。

2.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确定。
执⾏结果

• BLF LED 显⽰被监控中继的实时状态：
◦ BLF LED 显⽰绿灯：中继被监控，且当前状态为空闲。
◦ BLF LED 显⽰红灯：中继正在使⽤中。
◦ BLF LED 不亮：BLF 按键配置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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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 BLF 按键，听到拨号⾳后，直接拨打号码即可呼出。



通话控制
紧急呼叫
紧急呼叫概述
本⽂介绍管理紧急呼叫时需要了解的概念，包括紧急呼叫的要求、基础型紧急呼叫、增强型紧急呼叫及相关的术语。
要求
⽤⼾要拨打紧急号码，需要确保以下要求已满⾜：

• IP 话机或软电话已注册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 ⾄少已配置⼀条中继⽤于拨打紧急号码。

基础型紧急呼叫
基础型紧急服务仅将呼叫者连接到本地公共安全应答点（PSAP），但未提供呼叫者的位置信息。紧急呼叫者必须准备好向 PSAP 提供其位置信息。PSAP 与呼叫者进⾏沟通之后安排适当的紧急响应。
详细的配置说明，请参⻅配置基础型紧急呼叫。
增强型紧急呼叫
增强型紧急服务仅适⽤于特定的国家和地区，例如北美的 E911，欧洲⼤陆的 E112，英国的 E999 等。对于增强型紧急呼叫，PSAP 可以根据呼叫号码⽴即查明呼叫者的位置。

重要：
对于⽆线 IP 电话和软电话（例如 Linkus），紧急呼叫者的位置只能由 PBX 上配置的 紧急呼出显⽰号码决定，不是⽤⼾的精准位置。
详细的配置说明，请参⻅配置增强型紧急呼叫。
术语
以下为增强型紧急呼叫的关键术语。

PSAP (Public Safety Answering Point)
公共安全应答点（PSAP）负责接收紧急呼叫并安排适当的紧急响应，例如派出警察，消防或救护队。

ERL (Emergency Response Loc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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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响应位置（ERL）是紧急呼叫者的地理位置，PSAP 在接听来电后向该地理位置派遣紧急响应⼩组。 为了向 PSAP 提供紧急呼叫者的更准确的位置，你可能需要设置多个 ERL。
ELIN (Emergency Location Identification Number)

紧急位置识别号码（ELIN）是与 ERL 相关联的电话号码（紧急呼叫者的 Caller ID）。 ⽤⼾拨打紧急电话时，PSAP 接听到电话后可以通过 ELIN 定位呼叫者的地理位置。
注：

ELIN 还有助于 PSAP 在呼叫断开的情况下回拨紧急呼叫者。
ERL/ELIN 映射⽰例：

• 每栋楼定义⼀个 ERL
同⼀栋楼的⽤⼾都关联到同⼀个 ELIN。

ELIN ERL
6085225672 厦⻔软件园⼆期望海路63-2栋
6085225673 厦⻔软件园⼆期望海路63-3栋

• 每层楼定义⼀个 ERL
同⼀栋楼，每个楼层的所有⽤⼾都关联到同⼀个 ELIN。

ELIN ERL
6085225682 厦⻔软件园⼆期望海路63-2栋 5楼
6085225683 厦⻔软件园⼆期望海路63-2栋 4楼

• 每个房间定义⼀个 ERL
每个房间的⽤⼾都关联到⼀个特定的 ELIN。

ELIN ERL
6085225692 厦⻔思明区软件园观⽇路 1号楼- 房间3005
6085225693 厦⻔思明区软件园观⽇路 1号楼- 房间3006

配置基础型紧急呼叫
出现事故时，为确保分机⽤⼾可以随时拨打紧急电话寻求帮助，你需要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配置紧急呼叫。本⽂介绍如何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  配置基础型紧急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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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紧急号码，点击 添加。
2. 在 名称  栏，填写名称帮助你识别该紧急号码。
3. 在 紧急号码  栏，填写紧急号码。
4. 紧急去电显⽰号码优先级  栏保留默认设置。

注：
• 紧急去电显⽰号码优先级  配置仅适⽤于增强型紧急呼叫，此设置对基础型紧急呼叫不⽣效。
• 对于基础型紧急呼叫，不要设置分机的紧急去电显⽰号码和中继的紧急去电显⽰号码，否则可能会导致外线呼出失败。

5. 在 中继紧急去电显⽰号码  栏，配置⽤⼾呼出紧急号码的中继。
注：

紧急呼叫具有最⾼优先级。当分机⽤⼾拨打紧急号码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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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点击添加。
b. 从 中继  下拉列表中选择⽤⼾呼出紧急号码的中继。
c. 中继紧急去电显⽰号码  字段置空。

注：
对于基础型的紧急呼叫，不要设置紧急呼出号码，否则紧急呼叫可能会失败。

d. 可选：  点击 添加，重复步骤 a 到步骤 c 添加其他中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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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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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 保存  和 应⽤。
后续步骤
设置紧急呼叫后，你可能需要考虑以下配置：

• 配置紧急回拨路由
• 添加紧急呼叫联系⼈

配置增强型紧急呼叫
出现事故时，为确保分机⽤⼾可以随时拨打紧急电话寻求帮助，你需要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配置紧急呼叫。本⽂介绍如何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  配置增强型紧急呼叫。
前提条件向运营商购买增强型紧急服务。
运营商会提供与你的地理位置相关联的 DID 号码。这些 DID 号码也叫紧急位置识别号码（ELIN）。

注：
中国暂时不⽀持该业务。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紧急号码， 点击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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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名称  栏，填写名称帮助你识别该紧急号码。
3. 在 紧急号码  栏，填写紧急号码。
4. 在 紧急去电显⽰号码优先级  栏， 选择拨打紧急号码时的显⽰号码取值顺序。

• 中继紧急去电显⽰号码：如果你要为所有分机⽤⼾设置通⽤的 ELIN，请选择此项。 ⽆论哪个⽤⼾拨打紧急电话，PSAP 都会接收到 中继紧急去电显⽰号码，这表⽰ PSAP 接收到的位置信息是⼀样的。
• 分机紧急去电显⽰号码：如果你要为⽤⼾分配特定的 ELIN，请选择此项。

◦ 具有特定 ELIN 的分机⽤⼾与他们各⾃的位置相关联。
◦ 没有特定 ELIN 的分机⽤⼾共⽤同⼀个 ELIN，即中继紧急呼出显⽰号码，并与⼀个公共位置相关联。

5. 在 中继紧急去电显⽰号码  栏，配置⽤⼾呼出紧急号码的中继。
a. 从 中继  下拉列表中选择⽤⼾呼出紧急号码使⽤的中继。

注：
紧急呼叫具有最⾼优先级。当分机⽤⼾拨打紧急号码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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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 中继紧急去电显⽰号码  字段，填写运营商提供的 ELIN。
c. 可选：  点击 添加，重复步骤 a 步骤 c 添加别的中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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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点击 保存  和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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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配特定的 ELIN
为了向 PSAP 提供紧急呼叫者的准确位置，你可能需要购买多个 ELIN 并将这些 ELIN 分配给分机⽤⼾。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2. 在 ⽤⼾  ⻚签下的 紧急去电显⽰号码  字段，填写分配给该分机⽤⼾的 ELIN。
3. 点击 保存  和 应⽤。

该⽤⼾拨打紧急号码后，PSAP 将接收到该分机⽤⼾的 ELIN，可以定位到该⽤⼾的具体地理位置。
后续步骤
设置紧急呼叫后，你可能需要考虑以下配置：

• 配置紧急回拨路由
• 添加紧急呼叫联系⼈

配置紧急回拨路由
为了确保公共安全应答点（PSAP）在呼叫断开的情况下可以回拨紧急呼叫者，你必须为紧急回拨设置相关的路由，保证 PSAP 能够回拨到紧急呼叫者或者相关的安保⼈员。
操作步骤
假设 PBX 已存在⼀个紧急号码 110，该紧急号码的配置如下：
紧急号码 110 绑定中继 FXO1-7, ⽤⼾拨打紧急号码 110，系统会通过中继 FXO1-7  送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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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紧急号码配置，你需要按照如下步骤为紧急号码 110 设置回拨路由：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呼⼊路由。
2. 点击 添加，添加⼀条呼⼊路由⽤于接听紧急回拨电话。
3. 在 名称  栏，填写名称帮助你识别该呼⼊路由。
4. 在 来电号码规则匹配  栏，加⼊你在 PBX 添加的所有紧急号码。

a. 点击 添加。
b. 在 号码规则  字段中，填写紧急号码。在本例中，填写紧急号码 110。
c. 可选：  重复步骤 a 到步骤 b 添加更多紧急号码。

5. 在 中继  栏，选择紧急号码关联的中继到 已选择  框。
在紧急号码配置⻚⾯可查看该紧急号码关联的中继是哪⼀条。关于紧急号码配置，请参⻅配置基础型紧急呼叫  或 配置增强型紧急呼叫。
本例中，选择紧急号码 110 绑定的中继 FXO1-7 。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3 - 通话控制  | 276

6. 在 默认⽬的地  栏，选择 分机，并选择接听紧急回拨电话的分机⽤⼾。
7. 将其他设置保留为默认设置。
8. 点击 保存  和 应⽤。

执⾏结果
当 PSAP 接线员回拨时，通话会被路由给呼⼊路由设置的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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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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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叫控制  > 紧急号码，点击紧急号码旁边的 。
2.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是，确认删除紧急号码。
3. 点击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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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和导⼊紧急号码
你可以导出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创建的紧急号码，并以此为模板，在导出的⽂件上批量编辑紧急号码，再导⼊到 PBX。本⽂介绍如何导出和导⼊紧急号码。
导出紧急号码
你可以导出所有紧急号码（⽂件格式 .CSV），然后在导出的⽂件中增加、删除或修改紧急号码。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紧急号码。
2. 点击 导出。

CSV ⽂件⾃动下载到本地。你可以参考紧急号码参数检查和编辑 CSV ⽂件中的参数。
导⼊紧急号码建议你先导出紧急号码（⽂件格式为 .CSV），然后使⽤该⽂件作为模板来编辑。通过这种⽅式，可以节省时间，提⾼效率。

前提条件
导⼊⽂件的要求：

• 格式：UTF-8 .CSV
• ⼤⼩：⼩于 50 MB
• ⽂件名称：⼩于 127 个字符
• 导⼊参数：确保导⼊的参数符合要求。更多关于导⼊参数的信息，请参⻅ 紧急号码参数。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紧急号码。
2. 点击 导⼊。
3.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浏览，选择你的 CSV ⽂件。
4. 点击 上传。

CSV ⽂件中的紧急号码会显⽰在⽹⻚上。
相关信息导⼊和导出 -FAQ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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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拨号通知联系⼈
添加紧急呼叫联系⼈
当某个⽤⼾拨打紧急电话时，Yeastar P 系列 IPPBX  会发送⼀条提醒信息，提⽰紧急呼叫联系⼈谁正在拨打哪个紧急号码。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紧急号码  > 通知联系⼈。
2. 点击 添加。
3. 在 通知联系⼈  字段中，选择接收紧急呼叫通知的联系⼈类型。

• 指定分机：向指定的分机⽤⼾发送紧急呼叫通知。例如前台。
如果选择了这个类型的⽤⼾， 在 指定分机  下拉列表中，选择联系⼈的分机。

• 拨打紧急号码的分机的分机组管理员：向拨打紧急号码的分机⽤⼾所属分机组的管理员发送紧急呼叫通知。
• 指定分机组管理员：向指定的分机组的管理员发送紧急呼叫通知。

如果选择了这个类型的⽤⼾，在 指定分机组管理员  下拉列表中，选择指定分机组。
• ⾃定义：向外部联系⼈发送紧急呼叫通知。

如果选择了这个类型的⽤⼾，在 联系⼈名称  字段中填写联系⼈名称。
4. 在 通知⽅式  字段中，选择⼀种通知⽅式。

• 发送邮件：PBX 会向指定的邮箱发送紧急呼叫通知邮件。
关于紧急邮件通知模板内容，请参⻅ 设置紧急呼叫通知邮件。

注：
◦ 要使 PBX 能够成功向指定邮箱发送通知，请确保 邮箱服务器  的配置正确。
◦ 如果紧急呼叫通知的对象是内部分机，请确保该分机有绑定相应的邮箱地址。

• 呼叫⼿机：PBX 呼叫该联系⼈的⼿机号码，然后播放相应的提⽰⾳。
关于提⽰⾳的信息，请参⻅ 设置紧急呼叫通知提⽰⾳。

注：
为确保 PBX 可以成功呼叫⼿机，请根据呼出路由填写相应的 前缀。

• 呼叫分机：PBX 将呼叫联系⼈分机，并播放相应的提⽰⾳。
关于提⽰⾳的信息，请参⻅ 设置紧急呼叫通知提⽰⾳。

5. 点击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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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紧急呼叫通知联系⼈
添加紧急呼叫联系⼈后，你可以编辑或删除这些联系⼈。
编辑紧急呼叫联系⼈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紧急号码  > 通知联系⼈，点击联系⼈旁边的 。
2. 修改联系⼈或通知⽅式。
3. 点击 保存。

删除紧急呼叫联系⼈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紧急号码  > 通知联系⼈。
2. 删除单个联系⼈，操作如下：

a. 点击联系⼈旁边的 。
b. 在弹出的提⽰框中，点击 确定。

3. 删除多个联系⼈，操作如下：
a. 勾选要删除的联系⼈，点击 删除。
b. 在弹出的提⽰框中，点击 确定。

设置紧急呼叫通知邮件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提供⼀个默认的紧急呼叫通知邮件模板，你可以根据需要进⾏⾃定义。
背景信息默认情况下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使⽤系统邮件模板  设置的语⾔来发送紧急呼叫通知邮件。紧急呼叫通知邮件包含以下内容：

• 呼叫者信息：拨打紧急号码的分机名称和号码。
• 紧急呼叫信息：紧急呼叫名称和号码，以及拨打的时间。
• PBX 信息：PBX 名称、SN、LAN IP 地址和 WAN IP 地址。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紧急号码  > 通知联系⼈。
2. 点击 邮件模板。
3. ⾃定义邮件模板。

a. 在 模板  下拉列表中，选择 ⾃定义。
b. 编辑邮件主题及内容。
c. 点击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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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紧急呼叫通知提⽰⾳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提供⼀段默认的紧急呼叫提⽰⾳，你可以根据需要⾃定义提⽰⾳内容。
背景信息
默认的紧急呼叫提⽰⾳内容为哪个联系⼈拨打了哪个紧急号码。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紧急号码  > 通知联系⼈。
2. 点击 通知提⽰⾳。
3. 在弹出的窗⼝中，修改提⽰⾳。

a. 在 提⽰⾳  下拉列表中，选择相应的提⽰⾳或上传⼀个⾃定义提⽰⾳。
注：

上传的铃声要符合 ⾳频⽂件要求。
b. 在 提⽰次数  字段中，设置提⽰⾳要播放的次数。
c. 点击 保存。

办公时间和假期
办公时间和假期概述
本⽂介绍管理办公时间和假期之前需要了解的相关概念。
办公时间办公时间指⼯作⽇中⽤于处理公司业务的时间，包括⼯作过程中的休息时间。Yeastar P 系列 IPPBX  允许你设置⼀个全局办公时间，或者为部分员⼯⾃定义办公时间。

• 全局办公时间
全局办公时间是你公司员⼯普遍适⽤的作息时间。全局办公时间适⽤于⼤多数固定作息的员⼯。
更多信息，请参⻅设置全局办公时间  和 基于全局办公时间路由外部来电。

• ⾃定义办公时间
⾃定义办公时间适⽤于没有固定作息时间的部⻔⼈员。你需要⾃定义作息时间，以满⾜不同部⻔在不同时间的话务处理需求。
更多信息，请参⻅ 根据部⻔办公时间路由外部来电。

• ⾃定义时间段
⾃定义时间段适⽤于没有固定作息时间的员⼯。
更多信息，请参⻅ 根据员⼯办公时间路由外部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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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假期指因为节假⽇⽽暂停公司业务的时间。
假期可分为两种类型：

• 固定⽇期
• ⾮固定⽇期

你可以根据假期类型按⽇期，⽉份或星期设置假期。更多信息，请参⻅创建假期。
⾮办公时间
除了办公时间和假期以外的时间，都定义为⾮办公时间。
相关信息设置全局办公时间创建假期监控时间条件状态切换时间条件⾃动重置时间条件
全局办公时间
设置全局办公时间
本⽂通过具体⽰例介绍如何设置全局办公时间。
背景信息
全局办公时间指公司普遍适⽤的上班时间。全局办公时间适⽤于⼤多数有固定上下班时间的员⼯。
更多关于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其他时间类型的信息，请参⻅ 办公时间和假期概述。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办公时间和假期  > 办公时间，点击 添加。
2. 在 办公时间  栏，点击 添加，然后指定上班时间。
3. 在 休息时间  栏，点击 添加，然后指定休息时间。
4. 在 ⽇期设置  栏，选择⼯作⽇。

• 星期：选择此项，你只能使⽤星期作为办公时间。
• ⾼级选项：选择此项，可以配置更多的办公时间。你可以只配置⽉份和星期，也可以同时配置⽉份、⽇期和星期。

5. 点击 保存  并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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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结果
• 系统⽣成全局办公时间表。
• 你可以根据公司实际的上班时间，创建更多的时间表。在 办公时间  ⻚⾯创建的时间集合都属于全局办公时间。

后续步骤
• 根据全局办公时间处理来电，请参⻅基于全局办公时间路由外部来电。
• 根据全局办公时间限制⽤⼾外呼通话，请参⻅设置呼出路由。

相关信息监控时间条件状态切换时间条件基于全局办公时间路由外部来电根据部⻔办公时间路由外部来电根据员⼯办公时间路由外部来电
管理全局办公时间
本⽂介绍如何修改和删除全局办公时间表。
修改全局办公时间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办公时间和假期。
2. 在 办公时间  ⻚签，编辑相应的时间表。
3. 修改设置。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全局办公时间被更新。
删除全局办公时间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办公时间和假期。
2. 在 办公时间  ⻚签，选择要删除的时间表，点击 删除。
3. 在弹出的提⽰框中点击 确定  确认删除。

系统将该办公时间从全局办公时间列表中删除。
相关信息办公时间和假期概述设置全局办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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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
创建假期
本⽂介绍如何按⽇期、按⽉份、按星期创建假期。
按⽇期创建假期
如果节假⽇时间每年都会变化，则可以按⽇期创建假期。

⽰例
每年春节的⽇期都不同，2020 年中国春节是 1 ⽉ 24 ⽇到 2 ⽉ 8 ⽇。

设置⽰例
1. 登录 PBX 管理⽹⻚，进⼊呼叫控制  > 办公时间和假期  > 假期。
2. 在 假期  ⻚⾯，点击 添加。
3. 在 名称  栏，填写假期名称 2020 

春节
。

4. 在 类型  栏，按⽇期设置假期。

• 假期类型：选择 按⽇期。
• ⽇期：选择假期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5. 点击 保存  并 应⽤。
按⽉份创建假期
如果假期有固定的⽇期，你可以按⽉份创建假期。

⽰例
圣诞节固定在每年的 12 ⽉ 25 ⽇。

设置⽰例
1. 登录 PBX 管理⽹⻚，进⼊呼叫控制  > 办公时间和假期  > 假期。
2. 在 假期  ⻚⾯，点击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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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名称  栏，填写假期名称 
圣诞节

。
4. 在 类型  栏，按⽉份设置假期。

• 假期类型：选择 按⽉份。
• ⽇期：选择假期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5. 点击 保存  并 应⽤。
按星期创建假期
如果假期有固定星期，你可以按星期创建假期。

⽰例
感恩节固定在 11 ⽉第四星期的星期四。

设置⽰例
1. 登录 PBX 管理⽹⻚，进⼊呼叫控制  > 办公时间和假期  > 假期。
2. 在 假期  ⻚⾯，点击 添加。
3. 在 名称  栏，填写假期名称 

感恩节
。

4. 在 类型  栏，按星期设置假期。

• 假期类型：选择 按星期。
• ⽇期：选择⽉份、星期、⽇期和时间。

5. 点击 保存  并 应⽤。
后续步骤

• 根据假期处理来电，请参⻅设置呼⼊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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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假期限制⽤⼾外呼通话，请参⻅设置呼出路由。
相关信息办公时间和假期概述管理假期导出和导⼊假期
管理假期
本⽂介绍如何编辑和删除假期。
编辑假期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办公时间和假期  > 假期。
2. 在 假期  ⻚⾯，选择相应的假期，点击 。
3. 修改假期设置。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相应的假期设置⽴即更新。
删除假期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办公时间和假期  > 假期。
2. 在 假期  ⻚⾯，选择相应的假期，点击 删除。
3.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确定  确认删除。
4. 点击应⽤。

相应的假期从假期列表中移除。
相关信息办公时间和假期概述创建假期导出和导⼊假期
导出和导⼊假期
你可以导出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创建的假期，并以此为模板，在导出的⽂件上批量编辑假期信息，再导⼊到 PBX。本⽂介绍如何导出和导⼊假期。
导出假期
你可以导出所有假期 (⽂件格式 .CSV)，然后在导出的⽂件中增加、删除或修改假期信息。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办公时间和假期  > 假期。
2. 点击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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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V ⽂件⾃动下载到本地。你可以参考 假期参数  检查和编辑 CSV ⽂件中的参数。
导⼊假期
我们建议你先导出假期数据 (⽂件格式为 .CSV)，然后使⽤该⽂件作为模板来编辑。通过这种⽅式，可以节省时间，提⾼效率。

前提条件
导⼊⽂件的要求：

• 格式：UTF-8 .CSV
• ⼤⼩：⼩于 50 MB
• ⽂件名称：⼩于 127 个字符
• 导⼊参数：确保导⼊的参数符合要求。更多关于导⼊参数的信息，请参⻅ 假期参数。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办公时间和假期  > 假期。
2. 点击 导⼊。
3.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浏览，选择你的 CSV ⽂件。
4. 点击 上传。

CSV ⽂件中的假期会显⽰在⽹⻚上。
相关信息办公时间和假期概述创建假期管理假期

时间条件
时间条件概述
使⽤时间条件功能，你可以通过定义⼀系列的时间组，对办公时间、⾮办公时间和假期的来电设置不同的处理⽅式，从⽽提升办公效率。
时间条件的应⽤
时间条件可以应⽤于呼⼊路由、呼出路由以及分机在线状态切换。

呼⼊路由
PBX 会根据来电时间，将来电引导到相应的呼⼊⽬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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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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出路由
你可以在呼出路由中应⽤时间条件，分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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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机在线状态切换
分机在线状态可以跟随时间条件⾃动切换。时间条件改变时，分机的在线状态也会相应改变。
例如，系统的状态切换到 办公时间，则分机状态会相应地切换为 空闲。

注：
如需使⽤此功能，需在分机⻚⾯进⾏相关配置。更多信息，请参⻅ 根据时间⾃动切换分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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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时间条件如果呼⼊路由基于时间条件来引导来电，系统会根据当前所处的时间将来电路由到相应的⽬的地。然⽽，⽤⼾可能需要根据公司当前的营业状态来强制切换上下班状态。更多信息，请参⻅ 切换时间条件。
注：

• 如果⽤⼾没有⼿动重置时间条件，系统会⾃动重置时间条件。更多信息，请参⻅ ⾃动重置时间条件。
• 如需维持切换成功后的时间条件，请参⻅ 禁⽤ “⾃动重置时间条件”。

相关信息基于全局办公时间路由外部来电根据部⻔办公时间路由外部来电根据员⼯办公时间路由外部来电设置呼出路由
允许⽤⼾通过特征码切换时间条件
默认情况下，所有⽤⼾都不能切换时间条件。如需允许⽤⼾通过特征码切换时间条件，你需要为⽤⼾分配相应权限。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进⼊ 呼叫功能  > 特征码。
2. 滚动⻚⾯⾄底部，在 上下班切换  栏为⽤⼾分配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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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设置 特征码 允许切换
全局上下班切换
（适⽤全局办公时间）

*99

时间条件切换前缀
（适⽤⾃定义办公时间和⾃定义时间段）

以 *8 开头的特征码
注：

系统默认为使⽤⾃定义办公时间和⾃定义时间段的呼⼊路由⽣成以 *8 开头的特征码。

选择要授权的分机。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相关信息切换时间条件监控时间条件状态⾃动重置时间条件启⽤或禁⽤⾃动重置时间条件
允许⽤⼾在话务控制台上切换时间条件
默认情况下，所有⽤⼾都不能切换时间条件。如需允许⽤⼾在话务控制台上切换时间条件，你需要为⽤⼾分配权限。
限制条件
分机⽤⼾在话务控制台上只能切换 全局办公时间  的时间条件，⽆法切换其他时间条件。
操作步骤
Yeastar P 系列 IPPBX⽀持为分机组中的管理员分配切换时间条件的权限。下述⽰例说明如何为分机组的管理员分配权限。

注：
如需为特定的⽤⼾单独分配权限，你可以⾃定义⽤⼾类型，并单独分配权限。更多信息，请参⻅ 为成员分配⾃定义⽤⼾类型。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组。
2. 选择⼀个分机组，然后点击 。
3. 在 分机组  ⻚⾯，点击 组权限  ⻚签。
4. 在 权限配置  栏，勾选 切换办公时间和假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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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被授权的⽤⼾可以在话务控制台点击  切换全局办公时间的时间条件。

更多信息，请参⻅在话务控制台切换时间条件。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operator-panel-user-guide/switch-business-hours-and-holida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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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允许⽤⼾通过特征码切换时间条件⾃动重置时间条件启⽤或禁⽤⾃动重置时间条件
切换时间条件
如果呼⼊路由基于时间条件来引导来电，系统会根据当前所处的时间将来电路由到相应的⽬的地。然⽽，⽤⼾可能需要根据公司当前的营业状态来强制切换上下班状态。本⽂介绍如何切换时间条件。
背景信息以下情况下，⽤⼾可能需要切换时间条件：

• 临时夜班模式
下班后，临时需要上夜班的员⼯可以将 PBX 切换到“上班”状态，继续为客⼾提供话务服务。

• 偶尔提前关闭营业
特殊时期，公司可能⽐平常提早关闭营业。例如，在圣诞节当天提前⼀⼩时关闭营业时，⽤⼾需要将系统切换到 "下班" 状态，从⽽将来电转移到下班⽬的地。

切换全局办公时间的时间条件
背景信息

系统管理员创建了⼀条基于全局办公时间的呼⼊路由，如下图所⽰：

操作步骤
下述步骤说明如何切换该路由的时间条件。

1. 为⽤⼾分配权限，允许指定⽤⼾切换时间条件。
2. 如需切换时间条件，拨打相关特征码（默认特征码：*99）。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3 - 通话控制  | 292

系统根据拨打特征码的时间，将来电引导到不同的⽬的地。
表  38.
操作 结果
在 办公时间  拨打 *99 引导来电到 ⾮办公时间  ⽬的地（IVR 6200）。
在 ⾮办公时间  拨打 *99 引导来电到 办公时间  ⽬的地（队列 - 6400）。
在 假期  拨打 *99 引导来电到 办公时间  ⽬的地（队列 - 6400）。

3. 如需重置时间条件，再次拨打特征码（默认特征码：*99）。
注：

• 如果⽤⼾没有⼿动重置时间条件，系统会⾃动重置时间条件。更多信息，请参⻅ ⾃动重置时间条件。
• 如需维持切换成功后的时间条件，请参⻅ 禁⽤ “⾃动重置时间条件”。

切换⾃定义办公时间的时间条件
背景信息

系统管理员创建了⼀条基于⾃定义办公时间的呼⼊路由，如下图所⽰：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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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步骤说明如何切换该路由的时间条件。
1. 为⽤⼾分配权限，允许指定⽤⼾切换时间条件。
2. 如需切换时间条件，拨打特征码 *801。

系统根据拨打特征码的时间，将来电引导到不同的⽬的地：
表  39.
操作 结果
在 办公时间  拨打 *801 引导来电到 ⾮办公时间  ⽬的地（IVR 6200）。
在 ⾮办公时间  拨打 *801 引导来电到 办公时间  ⽬的地（队列 - 6400）。
在 假期  拨打 *801 引导来电到 办公时间  ⽬的地（队列 - 6400）。

3. 如需重置时间条件，再次拨打 *801。
注：

• 如果⽤⼾没有⼿动重置时间条件，系统会⾃动重置时间条件。更多信息，请参⻅ ⾃动重置时间条件。
• 如需维持切换成功后的时间条件，请参⻅ 禁⽤ “⾃动重置时间条件”。

切换⾃定义时间段的时间条件
背景信息

系统管理员创建了⼀条基于⾃定义时间段的呼⼊路由，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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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下述步骤说明如何切换该路由的时间条件。

1. 为⽤⼾分配权限，允许指定⽤⼾切换时间条件。
2. 如需切换到指定的时间条件，拨打指定特征码。

系统根据拨打的特征码，将来电引导到对应的⽬的地：
表  40.
时间组 描述 ⽬的地 特征码
时间段 1 周⼀、周三、周五

• 08:30 ~ 12:00
• 14:00 ~ 18:00

分机
（2000-Leo Ball）

*8103

时间段 2 周四、周六
• 08:30 ~ 12:00
• 14:00 ~ 18:00

分机
（2004-Terrell Smith）

*8104

假期 IVR *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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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组 描述 ⽬的地 特征码
（6201-假期）

⾮办公时间 IVR
（6200-24 ⼩时热线）

*8102

3. 如需重置时间条件，拨打重置特征码 *8100。
注：

• 如果⽤⼾没有⼿动重置时间条件，系统会⾃动重置时间条件。更多信息，请参⻅ ⾃动重置时间条件。
• 如需维持切换成功后的时间条件，请参⻅ 禁⽤ “⾃动重置时间条件”。

相关信息允许⽤⼾通过特征码切换时间条件允许⽤⼾在话务控制台上切换时间条件监控时间条件状态⾃动重置时间条件启⽤或禁⽤⾃动重置时间条件
监控时间条件状态
本⽂介绍如何在 IP 话机上设置 BLF 键以监控时间条件。⽤⼾可以通过 BLF 灯的颜⾊快速了解系统当前的时间状态及来电⽬的地。
背景信息
⽤⼾可以通过两种⽅式监控时间条件状态：

在 IP 话机监控时间条件状态
对于需要在话机上监控时间条件状态的⽤⼾，你可以为每个⽤⼾设置⼀个 BLF 键。
更多信息，请参⻅以下⽂章：

• 监控全局办公时间的时间条件状态
• 监控⾃定义办公时间的时间条件状态
• 监控⾃定义时间段的时间条件状态

在话务控制台监控时间条件状态
授权⽤⼾可以通过话务控制台监控时间条件状态。
更多信息，请参⻅在话务控制台监控时间条件状态。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operator-panel-user-guide/switch-business-hours-and-holida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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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全局办公时间的时间条件状态
背景信息

• 系统管理员创建了⼀条基于全局办公时间的呼⼊路由，如下图所⽰：

• 全局上下班切换  的特征码为 *99。

操作步骤
1. 给分机⽤⼾分配功能键。

a.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点击分机旁边的 
。

b. 点击 功能键  ⻚签。
c. 根据需要配置功能键。

注：
不同话机型号⽀持的按键数量不同。如果你给分机⽤⼾配置的功能键超过话机实际⽀持的按键数，超出的功能键不会⽣效。

• 类型：选择 BLF。
• 值：填写 全局上下班切换  特征码。在本例中，填写 *99。
• 标签：可选。填写显⽰在话机屏幕上的按键名称。

d. 点击 保存。
2. 如果分机已绑定话机，更新话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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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进⼊ ⾃动配置  > 话机。
b. 点击话机旁边的 。
c.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确定，更新话机配置。

3. 如果分机未绑定话机，请参⻅以下⽂章为分机绑定⼀台话机。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PnP ⽅式）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DHCP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FQDN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式）

执⾏结果
不同的 BLF 灯颜⾊表⽰不同的作息状态：

• 红⾊：系统处于办公时间状态。
• 绿⾊：系统处于⾮办公时间状态或假期状态。
• 不亮：BLF 键配置不正确。

监控⾃定义办公时间的时间条件状态
背景信息

系统管理员创建了⼀条基于⾃定义办公时间的呼⼊路由，如下图所⽰：

操作步骤
1. 给分机⽤⼾分配功能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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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点击分机旁边的 
。

b. 点击 功能键  ⻚签。
c. 根据需要配置功能键。

注：
不同话机型号⽀持的按键数量不同。如果你给分机⽤⼾配置的功能键超过话机实际⽀持的按键数，超出的功能键不会⽣效。

• 类型：选择 BLF。
• 值：填写呼⼊路由的特征码。在本例中，填写 *801。
• 标签：可选。填写显⽰在话机屏幕上的按键名称。

d. 点击 保存。
2. 如果分机已绑定话机，更新话机配置。

a. 进⼊ ⾃动配置  > 话机。
b. 点击话机旁边的 。
c.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确定，更新话机配置。

3. 如果分机未绑定话机，请参⻅以下⽂章为分机绑定⼀台话机。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PnP ⽅式）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DHCP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FQDN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式）

执⾏结果
不同的 BLF 灯颜⾊表⽰不同的作息状态：

• 红⾊：系统处于办公时间状态。
• 绿⾊：系统处于⾮办公时间状态或假期状态。
• 不亮：BLF 键配置不正确。

监控⾃定义时间段的时间条件状态
背景信息

系统管理员创建了⼀条基于⾃定义时间段的呼⼊路由，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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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给分机⽤⼾分配功能键。

a.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点击分机旁边的 
。

b. 点击 功能键  ⻚签。
c. 根据需要配置功能键。

注：
不同话机型号⽀持的按键数量不同。如果你给分机⽤⼾配置的功能键超过话机实际⽀持的按键数，超出的功能键不会⽣效。

• 类型：选择 B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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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填写特征码。
• 标签：可选。填写显⽰在话机屏幕上的按键名称。

d. 点击 保存。
2. 如果分机已绑定话机，更新话机配置。

a. 进⼊ ⾃动配置  > 话机。
b. 点击话机旁边的 。
c.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确定，更新话机配置。

3. 如果分机未绑定话机，请参⻅以下⽂章为分机绑定⼀台话机。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PnP ⽅式）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DHCP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FQDN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式）

执⾏结果
不同的 BLF 灯颜⾊表⽰不同的⽬的地状态：

• 红⾊：当前来电将会进⼊此⽬的地。
• 绿⾊：当前来电不会进⼊此⽬的地。
• 不亮：BLF 配置不正确。

注：
配置了 重置  特征码的 BLF 灯默认不亮。

相关信息监控时间条件状态
⾃动重置时间条件
默认情况下，如果授权⽤⼾切换时间条件后未⼿动重置，系统会在下⼀个办公时间起始点、⾮办公时间起始点或假期起始点，⾃动重置时间条件。本⽂提供多个⽰例，帮助你了解系统如何⾃动重置时间条件。
⽰例：全局办公时间或⾃定义办公时间

办公时间
⾮办公时间
时间条件切换点。当到达⼀个切换点时，系统会将来电引导到这个时间条件对应的呼⼊⽬的地。
⼿动切换时间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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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重置时间条件

⽰例⼀：切换到办公时间

⽰例⼆：切换到⾮办公时间

⽰例：⾃定义时间段
时间段 1
时间段 2
⾮办公时间
时间条件切换点。当到达⼀个切换点时，系统会将来电引导到这个时间条件对应的呼⼊⽬的地。
⼿动切换时间条件
⾃动重置时间条件

⽰例⼀：切换到时间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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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切换到⾮办公时间

⽰例：假期
办公时间
假期
时间条件切换点（假期或⾮假期）。当到达⼀个切换点时，系统会将来电引导到这个时间条件对应的呼⼊⽬的地。
⼿动切换时间条件
⾃动重置时间条件

⽰例：切换到⾮假期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3 - 通话控制  | 303

相关信息启⽤或禁⽤⾃动重置时间条件切换时间条件监控时间条件状态
启⽤或禁⽤⾃动重置时间条件
默认情况下，如果授权⽤⼾切换时间条件后未⼿动重置，系统会在下⼀个办公时间起始点、⾮办公时间起始点或假期起始点，⾃动重置时间条件。你可以决定让系统⾃动重置时间条件，或始终保持在切换后的状态。
启⽤ “⾃动重置时间条件”
如需在下⼀个办公时间/⾮办公时间/假期起始点重置时间条件，请根据如下步骤进⾏配置。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特征码。
2. 滚动⻚⾯⾄ 上下班切换  栏。
3. 取消勾选 维持切换后的上下班状态/时间条件。

4. 点击 保存  和 应⽤。
执⾏结果

⽤⼾切换时间条件后，系统会在下⼀个办公时间起始点、⾮办公时间起始点或假期起始点，⾃动重置时间条件。更多信息，请参⻅ ⾃动重置时间条件。
禁⽤ “⾃动重置时间条件”
如需维持切换成功后的状态不变，请根据如下步骤进⾏配置。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特征码。
2. 滚动⻚⾯⾄ 上下班切换  栏。
3. 勾选 维持切换后的上下班状态/时间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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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 保存  和 应⽤。
执⾏结果

⽤⼾切换时间条件后，系统始终维持切换成功后的状态不变，直到⽤⼾⼿动重置。
提⽰：

如需⼿动重置时间条件，参考下述说明：
• 基于 全局办公时间  的呼⼊路由：拨打 全局上下班切换  的特征码。
• 基于 ⾃定义办公时间  的呼⼊路由：拨打呼⼊路由对应的特征码。
• 基于 ⾃定义时间段  的呼⼊路由：拨打 重置  特征码。

相关信息切换时间条件监控时间条件状态

呼⼊路由
呼⼊路由概述
呼⼊路由允许外部来电呼⼊ PBX 系统，并能根据预先配置的规则和条件将来电引导到特定⽬的地。
呼⼊路由类型
根据时间、DID 号码和主叫号码等不同条件配置，可将呼⼊路由分为以下⼏种类型。

注：
• 如果没有配置呼⼊路由相关条件，则该呼⼊路由将适⽤于所有外部来电。即所有的外部来电将会被引导到该路由指定的⽬的地。
• 你可以在呼⼊路由上设置多个⽣效条件。例如，使⽤时间和 DID 号码来限制来电呼⼊；或者使⽤ DID 号码和主叫号码来限制来电。

基于时间条件的呼⼊路由
根据来电的时间将来电引导到相应的⽬的地。根据公司的上下班时间，处理外线来电的⽅式可以有所不同。
更多信息，请参⻅以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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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全局办公时间路由外部来电
• 根据部⻔办公时间路由外部来电
• 根据员⼯办公时间路由外部来电

基于 DID 号码条件的呼⼊路由
根据呼叫者拨打的电话号码（也称为 DID）将呼叫者连接到相应的⽬的地。仅当被叫 DID 号码符合呼⼊路由设置的 DID 号码规则时，来电才会被引导到相应的⽬的地。
更多信息，请参⻅根据 DID 号码路由外部来电。

基于主叫号码条件的呼⼊路由
根据主叫号码决定接收或者拒绝来电。符合来电号码规则的来电才会被引导到相应的⽬的地；不符合来电号码规则的来电则⽆法使⽤该路由建⽴通话。
更多信息，请参⻅根据来电号码路由外部来电。

呼⼊路由⽬的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提供各种呼⼊⽬的地，以满⾜公司的业务需求。
你可以使⽤以下选项设置呼⼊路由⽬的地：

• 分机
• 分机语⾳信箱
• 群语⾳信箱
• 匹配分机
• DID号码范围匹配到分机范围
• DID 号码规则匹配到分机
• IVR
• 响铃组
• 队列
• 会议室
• 外部号码
• 呼出路由
• 传真到邮件
• 挂断
• 播放问候语后挂断

设置呼⼊路由
你需要设置⾄少⼀条呼⼊路由，⽤于接听外部⽤⼾的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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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提供⼀条默认的呼⼊路由，并使⽤ IVR 接听所有的外部来电。你可以删除默认的呼⼊路由，添加⼀条新的呼⼊路由，并根据⾃⼰的需要修改相应的设置。
前提条件
确保⾄少有⼀条中继⽤于接收外部来电。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呼⼊路由，点击 添加。
2. 在 名称  字段中，填写易于识别的名称。
3. 可选：  在 特⾊响铃（Alert Info）  字段，设置 INVITE 请求报⽂中 Alert-info 携带的 “info” 标签值。

收到外线来电时，话机能解析 "Alert-Info" 头域，然后决定要播放哪个铃声。
4. 可选：  如果你希望 PBX 根据 DID 号码引导来电，则配置 DID号码规则匹配。

只有当被叫号码符合 DID 号码规则时，PBX 才会通过此路由将来电引导到对应的⽬的地。
注：

留空表⽰匹配任意被叫号码。
更多信息，请参⻅根据 DID 号码路由外部来电。

5. 可选：  如果你希望 PBX 根据主叫号码引导来电，则需要配置 来电号码规则匹配。
只有当主叫号码符合来电号码规则时，PBX 才会通过此路由将来电引导到对应的⽬的地。

注：
留空表⽰匹配任意主叫号码。
更多信息，请参⻅根据来电号码路由外部来电。

6. 在 中继  栏，选择相应的中继，加⼊ 已选择  框中。
当外部⽤⼾呼⼊该中继时，PBX 将根据呼⼊路由规则引导来电。

7. 配置呼⼊路由⽬的地。
• 如果你希望 PBX 总是将所有来电引导到同⼀个⽬的地，设置如下：

a. 不勾选 基于时间条件路由来电。
b. 设置 默认⽬的地。

• 如果你希望根据时间条件，将来电引导到不同的⽬的地，设置如下：
a. 勾选 基于时间条件路由来电。
b. 在 时间类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应⽤的时间表。
c. 根据时间选择不同的⽬的地。

在此时间段内的来电都会被 PBX 引导到对应的⽬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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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基于时间条件的呼⼊路由设置信息，请参⻅以下⽂章：
◦ 基于全局办公时间路由外部来电
◦ 根据部⻔办公时间路由外部来电
◦ 根据员⼯办公时间路由外部来电

8. 可选：  如要使⽤该呼⼊路由接收传真，则启⽤ 传真检测，并配置传真⽬的地。
• 分机：传真会被发送到选中的分机。

◦ 针对 FXS 分机，你需要将传真机连接到 FXS 分机对应的接⼝上。
◦ 针对 SIP 分机，你需要在兼容 SIP 的传真机上注册分机号。

注：
如果选中的分机被删除，传真⽬的地会⾃动变为 挂断，即⽆法使⽤该呼⼊路由接收传真。

• 传真到邮件：传真将被转换为电⼦邮件附件，并发送到分机的电⼦邮件地址。
注：

确保系统邮箱已正确配置，否则传真到邮件  功能将⽆法正常⼯作。
更多传真设置信息，请参⻅传真概述。

9. 点击 保存  和 应⽤。
基于时间条件的呼⼊路由
基于全局办公时间路由外部来电
本⽂通过具体⽰例介绍如何根据全局办公时间设置呼⼊路由，并控制来电⽬的地。该设置适⽤于⼤部分有固定上下班时间的员⼯。
背景信息

公司作息时间
假设公司⼤多数员⼯都遵循如下时间上下班：

• ⼯作⽇：周⼀⾄周五
• 上班时间：09:00-12:00 ⾄ 14:00-18:00

来电处理⽅式
当客⼾拨打中继号码（5503301），PBX 需要根据当前所处的时间将通话路由到不同的⽬的地：

• 办公期间，将来电路由到专⻔处理业务的 IVR。
• ⾮办公期间，将来电路由到语⾳信箱。
• 假期时间，将来电路由到假期专⽤的 I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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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 已设置⽤于接收外部来电的中继，并且中继状态正常。
• 根据公司实际上班时间设置 全局办公时间。
• 在系统上设置好⽤于接收外部来电的⽬的地。

在本例中，需要预先设置好处理业务的 IVR， 假期专⽤ IVR。
更多 IVR 信息，请参⻅设置 IVR。

• 如果你需要根据不同的时间计划设置多个呼⼊路由，每个呼⼊路由需要关联不同的中继或者关联到同⼀条中继的不同 DID 号码。这样设置，可以保证来电根据路由设置引导到正确的⽬的地。
如何根据 DID 号码设置呼⼊路由，请参⻅ 根据 DID 号码路由外部来电。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呼⼊路由，点击 添加。
2. 在 名称  字段中，填写易于识别的名称。
3. 在 中继  栏，选择相应的中继，加⼊ 已选择  框中。

本例中，选择中继 FXO-5503301。

4. 在 默认⽬的地  栏，完成下列设置：
a. 勾选 基于时间条件路由来电。
b. 在 时间类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 使⽤全局办公时间。
c. 设置 办公时间⽬的地。

本例中，选择 IVR，并且指定接收来电的 IVR。
d. 设置 ⾮⼯作时间⽬的地。

本例中，选择 分机语⾳信箱，并指定语⾳信箱所属的分机。
e. 设置 假期⽬的地。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3 - 通话控制  | 309

本例中，选择 IVR，并且指定接收来电的 IVR。

5.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当客⼾拨打中继号码 5503301 时，系统会根据当前时间将通话路由到对应的⽬的地。
相关信息根据部⻔办公时间路由外部来电根据员⼯办公时间路由外部来电根据 DID 号码路由外部来电根据来电号码路由外部来电根据群组联系⼈路由外部来电
根据部⻔办公时间路由外部来电
本⽂通过⽰例介绍如何为⼯作在不同时段的部⻔单独配置呼⼊路由，并控制来电⽬的地。
情景

部⻔⼯作时间
分⽀机构技术⽀持部⻔的员⼯上班时间与总公司全局办公时间不同。该部⻔⼯作时间如下所⽰：

• ⼯作⽇：周⼀⾄周五
• 办公时间：21:00 - 23:00 和 00:00 - 05:00

来电处理⽅式
当客⼾拨打中继号码（5503302），PBX 需要根据当前所处的时间将通话路由到不同的⽬的地：

• 办公期间，将来电路由到技术⽀持呼叫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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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期间，将来电路由到语⾳信箱。
• 假期时间，将来电路由到假期专⽤的 IVR。

前提条件
• 已设置⽤于接收外部来电的中继，并且中继状态正常。
• 在系统上设置好⽤于接收外部来电的⽬的地。

在本例中，需要预先设置假期专⽤ IVR 和技术⽀持呼叫队列。
更多配置信息，请参⻅设置 IVR  和 创建队列。

• 如果你需要为不同的办公时间设置不同的呼⼊路由，则每个路由需要关联不同的中继，或者同⼀个中继中不同的 DID 号码。这样设置，可以保证来电根据路由设置引导到正确的⽬的地。
如何根据 DID 号码设置呼⼊路由，请参⻅ 根据 DID 号码路由外部来电。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呼⼊路由，点击 添加。
2. 在 名称  字段中，填写易于识别的名称。
3. 在 中继  栏，选择相应的中继，加⼊ 已选择  框中。

本例中，选择中继 FXO-5503302。

4. 在 默认⽬的地  栏，完成下列设置：
a. 勾选 基于时间条件路由来电。
b. 在 时间类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 使⽤⾃定义办公时间。
c. ⾃定义办公时间。

i. 点击 添加⾃定义办公时间。
ii. 在 ⾃定义办公时间  栏，添加⼯作时间。

本例中，添加两个时间段，21:00 - 23:00 和 00:00 -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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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期设置  栏，选择⼯作⽇。
本例中，选择 星期，选择周⼀到周五。

iii. 点击 确认。
d. 根据办公时间设置来电⽬的地。

• 办公时间⽬的地：本例中，选择 队列，选择技术⽀持队列。
• ⾮⼯作时间⽬的地：本例中，选择 分机语⾳信箱，选择分机 2000。
• 假期⽬的地：本例中，选择 IVR，并且指定假期 IVR。

5.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 当客⼾拨打中继号码 5503302 时，系统会根据当前时间将通话路由到对应的⽬的地。
• 系统为该路由⽣成特征码 *801。授权⽤⼾可以拨打 *801  切换该条呼⼊路由的时间条件。更多信息，请参⻅ 切换时间条件。

相关信息基于全局办公时间路由外部来电根据员⼯办公时间路由外部来电根据 DID 号码路由外部来电根据来电号码路由外部来电根据群组联系⼈路由外部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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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员⼯办公时间路由外部来电
本⽂通过⽰例介绍如何根据员⼯个⼈的作息时间表路由外部来电。
情景
医院的值班医⽣负责接待急救病⼈或通过电话安排病⼈的预约。

• 每个值班医⽣都有不同的值班时间，并将根据值班时间提供服务。
• 在没有医⽣值班或假期期间，来电将被路由到 24 ⼩时值班 IVR。

下⾯列出了值班医⽣的值班表。
医⽣姓名 值班时间

Tommy Tse 周⼀ 07:00 - 12:00
周五 12:00 - 18:00

Eric Chan 周⼀ 00:00 - 07:00
周四 07:00 - 12:00

前提条件
• 已设置⽤于接收外部来电的中继，并且中继状态正常。
• 在系统上设置好⽤于接收外部来电的⽬的地。

本例中，需要设置⼀个 IVR，确保患者可以通过 IVR 获得相应的服务。
更多 IVR 信息，请参⻅设置 IVR。

• 如果你需要为不同的办公时间设置不同的呼⼊路由，则每个路由需要关联不同的中继，或者同⼀个中继中不同的 DID 号码。这样设置，可以保证来电根据路由设置引导到正确的⽬的地。
如何根据 DID 号码设置呼⼊路由，请参⻅ 根据 DID 号码路由外部来电。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呼⼊路由，点击 添加。
2. 在 名称  字段中，填写易于识别的名称。
3. 在 中继  栏，选择相应的中继，加⼊ 已选择  框中。

本例中，选择中继 FXO-550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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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默认⽬的地  栏，完成下列设置：
a. 勾选 基于时间条件路由来电。
b. 在 时间类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 配置⾃定义时间段。
c. 为值班医⽣添加值班时间。

i. 点击 添加⾃定义时间段。
ii.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添加，添加时间段，选择对应的来电⽬的地，选择星期。
iii. 点击 确认。
iv. 重复步骤 i - iii  添加更多值班时间。

本例中，添加 4 个值班时间，如下所⽰：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星期 ⽬的地

07:00 12:00 周⼀ Tommy 的分机
12:00 18:00 周五 Tommy 的分机
0:00 07:00 周⼀ Eric 的分机
7:00 12:00 周四 Eric 的分机

d. 设置 假期⽬的地。
本例中，选择 IVR，并且指定⽤于引导患者的 24 ⼩时值班 IVR。

e. 设置 默认⽬的地。
本例中，选择 IVR，并且指定⽤于引导患者的 24 ⼩时值班 I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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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 当客⼾拨打中继号码时，系统会根据当前时间将通话路由到对应的⽬的地。
◦ 在⾃定义的时间段内，外部来电将会到达指定的⽬的地。
◦ 其他未定义的时间段内，外部来电到达 默认⽬的地。
◦ 节假⽇期间，外部来电到达 假期⽬的地。

• 系统为该路由⽣成以下特征码。
提⽰：

授权⽤⼾可以拨打指定特征码切换时间条件，来电会被引导到对应的⽬的地。更多信息，请参⻅ 切换时间条件。
◦ 每个时间段对应⼀个特征码。
◦ 切换⾄假期⽬的地  特征码允许授权⽤⼾切换到假期状态及其对应的呼⼊⽬的地。
◦ 重置  特征码允许授权⽤⼾重置时间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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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换⾄默认⽬的地  特征码允许授权⽤⼾切换到⾮办公时间状态及其对应的呼⼊⽬的地。
相关信息基于全局办公时间路由外部来电根据部⻔办公时间路由外部来电根据 DID 号码路由外部来电根据来电号码路由外部来电根据群组联系⼈路由外部来电
基于DID号码和主叫号码的呼⼊路由
根据 DID 号码路由外部来电
本⽂通过⽰例介绍如何根据被叫号码（DID 号码）路由外部来电。
DID 匹配模式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提供三种 DID 匹配模式：

• DID 号码范围匹配到分机范围
DID 号码范围匹配到分机范围，即⼀个 DID 号码与⼀个分机⼀⼀对应。
更多配置⽰例，请参⻅根据 DID 号码范围路由来电。

• DID 号码规则匹配到分机
设置带变量 {{.Ext}} 的 DID 号码，该变量代表将会被路由到的具体⽬的地号码。
更多配置⽰例，请参⻅根据指定 DID 号码路由来电。

• DID 号码规则
被叫号码与特定 DID 号码匹配时，将来电路由到指定⽬的地。
更多配置⽰例，请参⻅根据 DID 号码规则将来电路由到指定⽬的地。

根据 DID 号码范围路由来电
背景信息
ABC 公司购买了⼀条 SIP 中继，包括 10 个 DID 号码：8823201-8823210
该公司希望根据 DID 号码将来电引导到相应的分机，如下所⽰：

DID 号码 分机号码
882320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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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 号码 分机号码
8823202 1002
8823203 1003
8823204 1004
8823205 1005
8823206 1006
8823207 1007
8823208 1008
8823209 1009
8823210 1010

前提条件
• 向中继提供商购买 DID 号码。
• 已设置⽤于接收外部来电的中继，并且中继状态正常。

注：
PSTN 中继和 GSM 中继没有 DID 号码，本⽂⽰例不适⽤于这两类中继。

设置⽰例
根据 DID 号码配置呼⼊路由，如下：

• 名称：输⼊易于识别的名称。
• DID号码匹配：

◦ DID 匹配模式：选择 DID号码范围匹配到分机范围。
◦ DID 范围：输⼊ DID 起始号码和终结号码。

在本例中，输⼊ 8823201-8823210。

• 来电号码规则匹配：留空表⽰匹配任意线路号码。
• 中继：选择提供 DID 号码的中继。
• 默认⽬的地：选择是否根据时间条件将来电路由到不同的⽬的地，并且配置相应的⽬的地。

本例中，不启⽤时间条件，并将所有来电都路由到默认⽬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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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的地：选择 分机范围，并输⼊分机范围 1001-1010。
注：

DID 号码范围和分机号码范围须包含相同的数量。
◦ 基于时间条件路由来电：不勾选。

• 传真检测：保留默认设置。
执⾏结果
当客⼾拨打 DID 范围内的号码时，可以直接联系到对应的分机⽤⼾。
例如，客⼾拨打 8823201 时，来电会直接路由给分机 1001。
根据指定 DID 号码路由来电
情景
ABC 公司购买了⼀条 SIP 中继，包括 3 个 DID 号码：

• 8821001、8821006 和 8821016
• 该公司希望根据 DID 号码将来电引导到相应的分机，如下所⽰：

DID 号码 分机号码
8821001 1001
8821006 1006
8821016 1016

前提条件
• 向中继提供商购买 DID 号码。
• 已设置⽤于接收外部来电的中继，并且中继状态正常。

注：
PSTN 中继和 GSM 中继没有 DID 号码，本⽂⽰例不适⽤于这两类中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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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例
根据 DID 号码配置呼⼊路由，如下：

• 名称：输⼊易于识别的名称。
• DID号码规则匹配：

◦ DID匹配模式：选择 DID号码规则匹配到分机。
◦ DID号码规则：根据提供的 DID 号码填写 DID 号码规则。

在本例中，输⼊ 882{{.Ext}}。
注：
▪ {{.Ext}}  是⼀个变量，可以匹配到⽬标分机。
▪ 不⽀持通配符 .  和 !。
▪ 仅可设置⼀个 DID 号码规则。

• 来电号码规则匹配：留空表⽰匹配任意线路号码。
• 中继：选择提供 DID 号码的中继。
• 默认⽬的地：选择是否根据时间条件将来电路由到不同的⽬的地，并且配置相应的⽬的地。

本例中，不启⽤时间条件，并将所有来电都路由到默认⽬的地。
◦ 默认⽬的地：选择 匹配分机，并选择相应的分机。

本例中，选择分机 1001，1006 和 1016。
◦ 基于时间条件路由来电：不勾选。

• 传真检测：保留默认设置。
执⾏结果
当客⼾拨打 DID 范围内的号码时，可以直接联系到对应的分机⽤⼾。
例如，客⼾拨打 8821001 时，来电会直接路由给分机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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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DID 号码规则将来电路由到指定⽬的地
情景
ABC 公司购买了⼀条 SIP 中继，包括 2 个 DID 号码：

• 88866608
• 88866609

该公司希望将两个 DID 号码分配给技术⽀持团队和销售团队。
• 当客⼾拨打 88866609 时，来电将被转给技术⽀持团队。
• 当客⼾拨打 88866608 时，来电将被转给销售团队。

前提条件
• 向中继提供商购买 DID 号码。
• 已设置⽤于接收外部来电的中继，并且中继状态正常。

注：
PSTN 中继和 GSM 中继没有 DID 号码，本⽂⽰例不适⽤于这两类中继。

设置⽰例
设置两条呼⼊路由，然后根据不同 DID 号码，将来电路由到不同的⽬的地。

针对销售团队的呼⼊路由：
• 名称：输⼊易于识别的名称。
• DID号码规则匹配：

◦ DID匹配模式：选择 DID号码规则。
◦ DID号码规则：点击 添加，然后输⼊ DID 号码规则或者完整的 DID 号码。

在本例中，输⼊ 88866608。

• 来电号码规则匹配：留空表⽰匹配任意线路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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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继：选择提供 DID 号码的中继。
• 默认⽬的地：选择是否根据时间条件将来电路由到不同的⽬的地，并且配置相应的⽬的地。

本例中，不启⽤时间条件，并将所有来电都路由到默认⽬的地。
◦ 默认⽬的地：选择销售团队所在的队列。
◦ 基于时间条件路由来电：不勾选。

• 传真检测：保留默认设置。
针对技术⽀持团队的呼⼊路由：

• 名称：输⼊易于识别的名称。
• DID号码规则匹配：

◦ DID匹配模式：选择 DID号码规则。
◦ DID号码规则：点击 添加，然后输⼊ DID 号码规则或者完整的来电号码。

在本例中，输⼊ 88866609。

• 来电号码规则匹配：留空表⽰匹配任意线路号码。
• 中继：选择提供 DID 号码的中继。
• 默认⽬的地：选择是否根据时间条件将来电路由到不同的⽬的地，并且配置相应的⽬的地。

本例中，不启⽤时间条件，并将所有来电都路由到默认⽬的地。
◦ 默认⽬的地：选择技术⽀持团队所在的队列。
◦ 基于时间条件路由来电：不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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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检测：保留默认设置。
执⾏结果
客⼾拨打不同的 DID 号码，就可以联系到不同的团队。
根据来电号码路由外部来电
基于来电号码的呼⼊路由将外部⽤⼾与被叫分机⽤⼾快速连接。本⽂通过⽰例介绍如何根据 来电号码  路由来电。
情景
ABC 公司是⼀家中国企业，并为多个城市提供咨询服务。
为了提升客⼾服务体验，该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免费咨询号码 400-661-8815，并拥有多个团队，为来⾃不同地区的客⼾提供专业服务。
例如，以下两个团队将根据不同的来电号码处理外部来电。

表  41.
团队 负责区域 区号
团队-A 福建 • 0591

• 0592
• 0593
• 0594
• 0595
• 0596
• 0597
• 0598
• 0599

团队-B ⼴东 • 0662
• 0663
• 0668
• 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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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例
设置两条呼⼊路由，然后根据不同的来电号码，将来电路由到不同的⽬的地。

针对团队-A 的呼⼊路由设置
• 名称：输⼊易于识别的名称。
• DID号码匹配：留空表⽰匹配任意 DID 号码。
• 主叫号码规则匹配：选择 主叫号码匹配设置，点击 添加，然后输⼊要匹配的来电号码规则或者完整的来电号码。

本例中，填写 059.，表⽰适⽤所有以 059 开头的来电号码。更多来电号码匹配信息，请参⻅DID号码规则和来电号码规则。

• 中继：选择应⽤该路由的中继。
• 默认⽬的地：选择是否根据时间条件将来电路由到不同的⽬的地，并且配置相应的⽬的地。

本例中，不启⽤时间条件，并将所有来电都路由到默认⽬的地。
◦ 默认⽬的地：选择团队-A 所在的队列。
◦ 基于时间条件路由来电：不勾选。

• 传真检测：保留默认设置。
针对团队-B的呼⼊路由设置

• 名称：输⼊易于识别的名称。
• DID号码匹配：留空表⽰匹配任意 DID 号码。
• 主叫号码规则匹配：选择 主叫号码匹配设置，点击 添加，然后输⼊要匹配的来电号码规则或者完整的来电号码。

本例中，填写 066.，表⽰适⽤所有以 066 开头的来电号码。更多来电号码匹配信息，请参⻅DID号码规则和来电号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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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继：选择应⽤该路由的中继。
本例中，选择 siptrunk，中继号码为 400-661-8815。

• 默认⽬的地：选择是否根据时间条件将来电路由到不同的⽬的地，并且配置相应的⽬的地。
本例中，不启⽤时间条件，并将所有来电都路由到默认⽬的地。

◦ 默认⽬的地：选择团队-B 所在的队列。
◦ 基于时间条件路由来电：不勾选。

• 传真检测：保留默认设置。
执⾏结果

• 当福建的客⼾拨打 400-661-8815 时， 团队-A 客服将会处理来电。
• 当⼴东的客⼾拨打 400-661-8815 时， 团队-B 客服将会处理来电。

根据群组联系⼈路由外部来电
为企业联系⼈设置分组后，你可以配置呼⼊路由，将不同类型的客⼾来电路由到不同的⽬的地，提升⼯作效率和客⼾满意度。
前提条件

• 订阅 通讯录专业版。
• 为企业联系⼈设置分组并启⽤ 来电号码匹配  功能。

更多信息，请参⻅ 管理企业联系⼈群组  和 通讯录联系⼈来电显⽰。
应⽤场景ABC 公司的销售团队和技术⽀持团队分别对接不同的客⼾群体。系统管理员将客⼾信息添加到不同的群组中，并分配群组给相应的团队查看，如下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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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团队 企业联系⼈群组
销售团队（队列 6401） 客⼾_拉美
技术⽀持团队（队列 6402） 客⼾_中国

配置⽰例
设置两条呼⼊路由，然后根据不同的企业联系⼈群组，将来电路由到不同的⽬的地。

针对销售团队的呼⼊路由设置
• 名称：输⼊易于识别的名称。
• DID号码匹配：留空表⽰匹配任意 DID 号码。
• 主叫号码匹配：选择 来电匹配特定企业联系⼈群组，并选择群组 客⼾_拉美。

• 中继：选择应⽤该路由的中继。
• 默认⽬的地：选择是否根据时间条件将来电路由到不同的⽬的地，并且配置相应的⽬的地。

本例中，不启⽤时间条件，并将所有来电都路由到默认⽬的地。
◦ 默认⽬的地：选择销售团队所在的队列。
◦ 基于时间条件路由来电：不勾选。

• 传真检测：保留默认设置。
针对技术⽀持团队的呼⼊路由设置

• 名称：输⼊易于识别的名称。
• DID号码匹配：留空表⽰匹配任意 DID 号码。
• 主叫号码匹配：选择 来电匹配特定企业联系⼈群组，并选择群组 客⼾_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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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继：选择应⽤该路由的中继。
• 默认⽬的地：选择是否根据时间条件将来电路由到不同的⽬的地，并且配置相应的⽬的地。

本例中，不启⽤时间条件，并将所有来电都路由到默认⽬的地。
◦ 默认⽬的地：选择技术⽀持团队所在的队列。
◦ 基于时间条件路由来电：不勾选。

• 传真检测：保留默认设置。
Result

• 当群组“客⼾_拉美”中的联系⼈来电时，销售团队会处理来电。
• 当群组“客⼾_中国”中的联系⼈来电时，技术⽀持团队会处理来电。

相关信息根据来电号码路由外部来电根据 DID 号码路由外部来电根据员⼯办公时间路由外部来电根据部⻔办公时间路由外部来电基于全局办公时间路由外部来电
管理呼⼊路由
创建呼⼊路由后，你可以调整呼⼊路由应⽤的优先级。你也可以编辑或删除呼⼊路由。
调整呼⼊路由应⽤优先级
⼀条中继可能被应⽤到多条路由中。当⽤⼾呼⼊应⽤了多条路由的中继时，系统会使⽤优先级较⾼的呼⼊路由来引导来电。你可以根据⾃⼰的需要调整呼⼊路由优先级。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呼⼊路由。
2. 在呼⼊路由列表中，点击     调整呼⼊路由的优先级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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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呼⼊路由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呼⼊路由。
2. 在要编辑的呼⼊路由旁边点击 。
3. 编辑呼⼊路由。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删除呼⼊路由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呼⼊路由。
2. 在要删除的呼⼊路由旁边点击 。
3. 在弹出的提⽰框中，点击 是确认。
4. 点击 应⽤。

导出和导⼊呼⼊路由
你可以导出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创建的呼⼊路由，并以此为模板，在导出的⽂件上批量编辑路由信息，再导⼊到 PBX。本⽂介绍如何导出和导⼊呼⼊路由。
导出呼⼊路由
你可以导出所有呼⼊路由（⽂件格式 .CSV），然后在导出的⽂件中增加、删除或修改呼⼊路由信息。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呼⼊路由。
2. 点击 导出。

CSV ⽂件⾃动下载到本地。你可以参考 呼⼊路由参数  检查和编辑 CSV ⽂件中的参数。
导⼊呼⼊路由
我们建议你先导出呼⼊路由数据（⽂件格式为 .CSV），然后使⽤该⽂件作为模板来编辑。通过这种⽅式，可以节省时间，提⾼效率。

前提条件
导⼊⽂件的要求：

• 格式：UTF-8 .CSV
• ⼤⼩：⼩于 50 MB
• ⽂件名称：⼩于 127 个字符
• 导⼊参数：确保导⼊的参数符合要求。更多关于导⼊参数的信息，请参⻅ 呼⼊路由参数。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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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呼⼊路由。
2. 点击 导⼊。
3.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浏览，选择你的 CSV ⽂件。
4. 点击 上传。

CSV ⽂件中的呼⼊路由会显⽰在⽹⻚上。
相关信息导⼊和导出 -FAQ
DID号码规则和来电号码规则
本⽂介绍可以在 DID 号码规则和来电号码规则中定义的特殊字符，并通过⽰例来帮助你理解和配置号码匹配规则。
号码规则
号码规则  字段仅在设置 DID 号码或来电号码时可配置。号码规则  字段允许填写指定号码或特殊字符以匹配多个号码。
下表列出了 号码规则  字段中允许配置的字符，及其相关信息。

表  43.
号码规则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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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123]  代表号码 1、2 或 3。
注：

数字范围可以⽤破折号指定，例如 [136-8] 表⽰ 1、3、6、7 或 8。
. 代表匹配 1 到多个数字。

⽰例：9011.  代表匹配任何以 9011 开头的号码，但不包含9011。
! 代表匹配 0 到多个数字。

⽰例：9011!  代表匹配任何以 9011 开头的号码，包含 9011。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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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规则⽰例
下表提供了⼏种模式，并列出了匹配数字和不匹配数字的号码。

表  44.
号码规则 匹配的号码 不匹配的号码
0591 • 05910

• 0591012345 • 0591
• 0592229929

+[13-5]XZN! • +4022
• +1136282882 • +0136282882

• +1106282882
0591ZXXXX • 059123456

• 059133456 • 05912345
• 059103456

呼出路由
呼出路由概述
呼出路由是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处理外呼通话遵循的规则。你可以根据不同的呼叫需求，设置多条呼出路由和对应的路由规则，PBX 系统会根据主叫号码、被叫号码、当前时间、优先级等多种条件，将呼叫通过符合规则的路由送出。此功能可帮助企业实现对不同部⻔、⽤⼾对外呼叫的统⼀规划和管理，降低通信成本。
呼出路由规则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对呼出路由配置以下规则。当⽤⼾拨打外线电话时，PBX 系统将选择合适的呼出路由，并以对应规则送出呼叫。

规则 说明
拨号号码规则 可根据不同区域的呼叫要求 (如不同区域拨号时需要添加前缀或区号等信息)，设置对应的呼出路由拨号规则。当⽤⼾拨打的号码与呼出路由拨号规则匹配时，系统会根据呼出路由规则⾃动修改号码，再将号码发送给运营商。

更多拨号规则信息，请参⻅拨号号码规则。
⻓途呼叫⾃动加拨 “0” 可设置⻓途呼叫⼿机号码⾃动加拨 0 规则。当通过呼出路由送出呼叫时，系统可根据被叫⼿机号码的归属地信息，⾃动在异地⼿机号码前加拨 “0”。

更多信息，请参⻅ 设置⻓途呼叫⼿机号码⾃动加拨 “0”。
呼出路由密码 可设置呼出路由密码规则，限制使⽤呼出路由的⽤⼾。⽤⼾在使⽤呼出路由拨打外线电话时，需要输⼊正确的密码才可成功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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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说明
更多信息，请参⻅ 通过 PIN 码限制⽤⼾拨打外线电话。

路由⽣效时间条件 可设置呼出路由⽣效时间规则，控制呼出路由规则在特定时间段内是否⽣效，以满⾜企业不同时段的呼叫需求。⽤⼾只有在指定的时间段内才可成功呼出。
更多信息，请参⻅ 设置呼出路由 ‒ 路由⽣效时间条件。

呼出路由优先级
当⽤⼾拨打外线电话时，系统根据被叫号码，在路由列表中从上到下匹配呼出路由：

• 如果第⼀条呼出路由匹配，则系统将使⽤该路由呼出通话。
• 如果第⼀条呼出路由不匹配，则系统核对第⼆条呼出路由，以此类推。

你可以根据需要设置不同呼出路由的优先级，以确保系统在呼叫时⾸选最适合的呼出路由。
更多信息，请参⻅调整呼出路由匹配的优先级。
设置呼出路由
你需要⾄少设置⼀条呼出路由，让⽤⼾通过中继线拨打外线电话。
背景信息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提供⼀条默认的呼出路由，拨号规则为 X.，即允许⽤⼾拨打任意的外部号码。你可以删除默认的呼出路由，添加⼀条新的呼出路由，并根据⾃⼰的需要修改相应的设置。
前提条件
确保你已设置⼀条中继⽤于拨打外线电话。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呼出路由，点击添加。
2. 在 常规  栏，完成下列设置：

• 名称：输⼊易于识别的名称。
• 去电显⽰号码：可选。默认情况下，每条中继都有特定的号码。当⽤⼾通过该中继拨打外线电话时，中继号码会显⽰在被叫⽤⼾的设备上。如果配置该项，系统会直接使⽤该项配置的号码代替中继号码。

更多去电显⽰号码信息，请参⻅主叫号码(Caller ID)概述。
注：

中继提供商⽀持修改主叫号码时，才可以配置此项，否则可能出现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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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呼通话⽆法建⽴。
◦ 主叫号码⽆法被替换。

3. 在 呼出号码匹配  栏，配置拨号规则。
a. 点击 添加。
b. 配置拨号规则，⽤来匹配或改写⽤⼾拨打的号码。

• 号码规则：输⼊⼀个号码⽤来匹配号码。仅当⽤⼾拨打的号码与该规则匹配时，系统才会使⽤该路由呼出通话。
• 删除前缀位数：可选。若要移除号码前⾯的数字再送出，在此字段中输⼊要移除的数字位数。
• 前置：可选。若要在号码前⾯添加数字，在此字段中输⼊要添加的数字。

c. 添加更多拨号号码规则，重复步骤 a - b。
4. 在 中继  栏，配置应⽤该路由的中继。

a. 在 可⽤的  框中，选择相应的中继，加⼊ 已选择  框中。
b. 可选：  如果选择了多个中继，可以调整中继应⽤的顺序。

• 默认中继顺序
在 已选择  框旁边，点击     调整默认中继顺序。
默认情况下，系统按从上到下的顺序，优先使⽤空闲的中继呼出通话。

• 循环抓取
如果勾选了 循环抓取，系统将会记住上⼀次呼叫时使⽤的中继，并在下⼀次呼叫时，使⽤下⼀条中继呼出通话。

c. 在 呼出路由密码  栏设置密码，增强呼出路由适⽤的安全性。
• 禁⽤：⽆需输⼊密码。
• 单个密码：设置单独的密码。所有⽤⼾在使⽤该路由拨打外线电话时，都必须输⼊该密码。
• PIN 码列表：选择⼀个 PIN 码列表。⽤⼾在拨打出外线电话之前需要先拨打⼀个包含在所选 PIN 码列表中的密码。

注：
⼀般由管理员为每个⽤⼾分配⼀个特定的 PIN 码。更多信息，请参⻅ 添加 PIN 码列表。

5. 选择允许使⽤该呼出路由拨打外线电话的分机⽤⼾。在 分机/分机组  栏，从 可⽤的  框中，选择分机、分机组或部⻔，加⼊到 已选择  框中。
注：

• 仅当 部⻔管理  启⽤时才会显⽰部⻔。
• 默认情况下，当你选择⼀个部⻔，该部⻔关联的⼦部⻔都会被选中。请谨慎选择部⻔。

6. 可选：  在 路由⽣效时间条件  栏，从 路由⽣效时间  下拉列表中，选择呼出路由可⽤的时间。
• 总是可⽤：任何时间，该呼出路由中的分机都可以通过该呼出路由外呼。
• 使⽤全局办公时间：分别设置允许该路由⽣效的时间：

◦ 办公时间： 系统上定义的全局办公时间。
◦ 假期： 系统上设置的假期。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3 - 通话控制  | 331

◦ ⾮办公时间：办公时间和假期以外的未定义的时间。
• 使⽤⾃定义办公时间：设置⾃定义的办公时间以及设置允许该路由⽣效的时间。

◦ 办公时间：⾃定义的办公时间。
◦ 假期：系统上设置的假期。
◦ ⾮办公时间：办公时间和假期以外的未定义的时间。

• 使⽤⾃定义时间段：添加多个⾃定义时间段。只有在添加的时间段内，才可使⽤该呼出路由外呼。你也可以设置节假⽇期间该路由是否可⽤。
7. 可选：点击 ⻓途呼叫  ⻚签，设置⻓途呼叫⼿机号码⾃动加拨 “0” 规则。

a. 开启 ⻓途呼叫加拨 “0”  功能开关。
b. 在 地区  下拉列表中，选择 PBX 所在的省份和城市，以此作为号码归属地判断依据。
c. 在 特殊号码  列表中，根据需要，添加 归属地有变更的⼿机号码。

8. 点击 保存  并 应⽤。
后续步骤
配置好呼出路由后，你需要验证并调整呼出路由的优先级，确保系统可以通过正确的呼出路由呼出外线电话。
更多信息，请参⻅调整呼出路由匹配的优先级。
通过 PIN 码限制⽤⼾拨打外线电话
许多公司通过使⽤ PIN 码来限制拨打外线电话。你可以设置多个 PIN 码，并分配给不同⽤⼾。⽤⼾需要拨打指定的 PIN 码才可通过受限制的呼出路由拨打外线电话。通过这种⽅式，你可以轻松追踪不同⽤⼾的通话。
前提条件
你需要添加⼀个或多个 PIN 码列表。更多信息，请参⻅ 添加 PIN 码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呼出路由 。
2. 点击要配置的呼出路由旁边的 。
3. 在呼出路由配置⻚⾯，滚动⻚⾯到 中继  栏，在 呼出路由密码  下拉选项中，选择 PIN 码列表。
4. 在 PIN 码列表  下拉列表中，选择⼀个 PIN 码列表。
5.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 ⽤⼾通过该呼出路由，拨打外线电话时，需要输⼊所选 PIN 码列表中包含的 PIN 码。
• 当⽤⼾输⼊三次错误的 PIN 码，呼叫会⾃动挂断。
• 如果你启⽤了 PIN 码列表中的 记录在 CDR  选项，通话记录将显⽰每个通话的 PIN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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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途呼叫⼿机号码⾃动加拨 “0”
Yeastar P 系列 IPPBX⽀持为呼出路由配置⻓途呼叫⼿机号码加拨 “0” 的规则。当通过呼出路由发起外呼时，PBX 可以⾃动识别被叫⼿机号码的归属地，并在外地号码前⾯加拨 “0”，从⽽保证⻓途呼叫的顺利进⾏。
使⽤场景
在中国⼤陆地区，某公司的销售团队需要使⽤分机与国内各地客⼾进⾏电话沟通。对于异地固话，其本⾝就带有区号，但是对于⼿机号码，销售⼈员⽆法确定其是否为异地号码，往往在拨号后才听到运营商 “请在⻓途异地⼿机号码前加拨 0” 的提⽰。此时销售⼈员不得不挂断电话重新加拨 “0” 和客⼾⼿机号码再呼出，这种⽅式⼤⼤影响⼯作效率。
通过配置⻓途呼叫加拨 “0” 的规则，销售⼈员只需在通讯录中点击联系⼈号码即可快速拨打电话，PBX 系统会⾃动根据内置的号码地区归属表识别号码的归属地，并在外地号码前⾃动加拨 “0”，从⽽提⾼拨号效率，使业务流程更加顺畅。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呼出路由。
2. 在呼出路由列表中，点击  编辑呼出路由。
3. 点击 ⻓途呼叫  ⻚签，完成以下设置：

a. 启⽤ ⻓途呼叫加拨 “0”。
b. 在 地区  下拉列表中，选择 PBX 所在的省份和城市，以此作为号码归属地判断依据。

4. 可选：  在 特殊号码列表  中，添加特殊号码。
注：

如果联系⼈的⼿机号码办理了归属地变更业务，此时 PBX 系统根据内置号码地区归属表的规则可能就会出现误判，未在外地号码前⾃动加拨 “0”，导致呼叫失败。为避免这种情况，你可以将此类号码添加到 特殊号码列表  中。如果你需要批量添加，请参⻅ 如何⼀次添加多个特殊号码？。
以单个号码为例，假设联系⼈的号码 15892000017 原本为厦⻔⼿机号，办理了归属地变更业务后此号码变更为泉州⼿机号，此时你需要将此联系⼈的号码加⼊特殊号码列表，并标记为外地号码，以保证拨打此号码时可以顺利呼出。

a. 点击 添加。
b. 在弹出的窗⼝中，填写号码信息，并点击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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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码：填写具体的号码。在本例中，填写 15892000017。
• 号码类型：选择号码类型。在本例中，选择 外地号码。

5. 点击 保存。
执⾏结果当通过此条呼出路由呼出时，PBX 会根据内置号码地区归属表，对号码进⾏判断：

• 如果呼出的号码为本地号码，则直接遵循此呼出路由规则进⾏呼出。
• 如果呼出的号码为外地号码，则系统会⾃动在号码前添加 “0” 进⾏呼出。

注：
在通话记录中，仍然只显⽰⽤⼾拨打的号码。

常⻅问题
Q: 我是否可以使⽤⾃⼰的号码地区归属表？

Yeastar ⽀持上传⾃定义的号码地区归属表，上传成功后，PBX 默认使⽤上传的号码归属表作为判断依据。上传的⽂件必须由 Yeastar 提供，如有需要，请联系 Yeastar 技术⽀持。
获取⽂件后，根据以下说明上传号码地区归属表。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呼出路由  >  > ⻓途呼叫。
2. 点击右上⻆的 上传号码地区归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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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浏览，选择要上传的⽂件。
4. 点击 导⼊。

Q: 如何⼀次添加多个特殊号码？
如果需要添加多个特殊号码，你可以先从 PBX 管理⽹⻚上导出特殊号码列表 CSV ⽂件，然后使⽤该⽂件作为模板添加多个号码，最后将此⽂件导⼊ PBX，实现批量添加。具体操作步骤如下所⽰：

注：
导⼊的⽂件需要符合以下要求：

• 格式：UTF-8 .csv
• ⼤⼩：⼩于 50 MB
• ⽂件名称：⼩于 127 个字符
• 导⼊参数：确保导⼊的参数符合要求。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呼出路由  >  > ⻓途呼叫。
2. 在 特殊号码列表  栏，点击 导出。

⼀个 CSV ⽂件会⾃动下载到本地。你可以参考 ⻓途呼叫特殊号码参数  检查和编辑 CSV ⽂件中的参数。
3. 完成编辑后，在 PBX 管理⽹⻚，点击 导⼊。
4.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浏览，选择要上传的⽂件，并点击 导⼊。
5. 点击 保存。

管理呼出路由
创建呼出路由后，你可以调整呼出路由应⽤的优先级。你也可以编辑或删除呼出路由。
调整呼出路由匹配的优先级
当⽤⼾拨打电话时，如果被叫号码匹配到多个拨号规则，则使⽤优先级最⾼的呼出路由。你可以调整呼出路由的优先级，以便拨打外线电话时可以使⽤正确的呼出路由呼出通话。

注：
当拨号规则有重叠时，呼出路由优先级很重要。例如，号码 5503305 匹配到两个拨号规则 
ZXXXXXX  和 X.，PBX 会使⽤优先级较⾼的呼出路由发送呼叫。
⽰例：
当⽤⼾拨打 05503301，有两条呼出路由都匹配到 05503301。

• 路由⻓途电话：拨号规则为 0XXXXXXX，并且使⽤中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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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由本地电话：拨号规则为 X.，并且使⽤中继 2。
要通过中继 1 呼叫 5503301，你需要提⾼“⻓途电话”的呼出路由的优先级；否则 PBX 将匹配“本地”的呼出路由，并使⽤中继 2 路由呼叫。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呼出路由。
2. 点击     调整呼出路由优先级。

注：
PBX 按从上到下的顺序匹配呼出路由。

编辑呼出路由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呼出路由。
2. 在要编辑的呼出路由旁边点击 。
3. 在呼出路由配置界⾯，编辑呼出路由。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删除呼出路由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呼出路由。
2. 在要删除的呼出路由旁边点击 。
3. 在弹出的提⽰框中，点击 确定  确认删除。
4. 点击 应⽤。

导出和导⼊呼出路由
你可以导出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创建的呼出路由，并以此为模板，在导出的⽂件上批量编辑路由信息，再导⼊到 PBX。本⽂介绍如何导出和导⼊呼出路由。
导出呼出路由
你可以导出所有呼出路由（⽂件格式 .CSV），然后在导出的⽂件中增加、删除或修改呼出路由信息。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呼出路由。
2. 点击 导出。

CSV ⽂件⾃动下载到本地。你可以参考 呼出路由参数  检查和编辑 CSV ⽂件中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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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呼出路由
我们建议你先导出呼出路由数据（⽂件格式为 .CSV），然后使⽤该⽂件作为模板来编辑。通过这种⽅式，可以节省时间，提⾼效率。

前提条件
导⼊⽂件的要求：

• 格式：UTF-8 .CSV
• ⼤⼩：⼩于 50 MB
• ⽂件名称：⼩于 127 个字符
• 导⼊参数：确保导⼊的参数符合要求。更多关于导⼊参数的信息，请参⻅ 呼出路由参数。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呼出路由。
2. 点击 导⼊。
3.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浏览，选择你的 CSV ⽂件。
4. 点击 上传。

CSV ⽂件中的呼出路由会显⽰在⽹⻚上。
相关信息导⼊和导出 -FAQ
拨号号码规则
本⽂介绍呼出路由拨号规则的相关设置。
拨号号码规则成分
拨号号码规则由 号码规则，删除前缀位  和 前置  组成。

号码规则
必填项。
指定要匹配的被叫号码。
号码规则字段允许使⽤全数字或与匹配特定数字的特殊字符。下表列出了“号码规则”字段中允许的配置的字符，及其相关信息。

号码规则 描述
X 代表从 0 到 9 的任意数字。
Z 代表从 1 到 9 的任意数字。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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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规则 描述
N 代表从 2 到 9 的任意数字。
[###] 代表中括号内的任⼀数字。

⽰例[123]  代表号码 1、2 或 3。
注：

数字范围可以⽤破折号指定，例如 [136-8] 表⽰ 1、3、6、7 或 8。
. 代表匹配 1 到多个数字。

⽰例：9011.  代表匹配任何以 9011 开头的号码，但不包含9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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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代表匹配 1 个到多个数字。
⽰例：9011！  代表匹配任何以 9011 开头的号码，包含 9011。

• 如果主叫⽅是 FXS 分机，! 代表限制分机⽤⼾拨打的号码及号码的位数。
⽰例：9011！表⽰只有当分机⽤⼾拨打 9011 时，PBX 才会送出号码。

删除前缀位数
可选项。
规定了当⽤⼾拨打的号码符合拨号规则时， PBX 在送出号码前，需要删除⽤⼾拨打的号码的前⼏位数。
⽰例：
拨号规则  设置为 9.，删除前缀位数  设置为 1。
如果⽤⼾要拨打号码 1588902923，⽤⼾应拨打 91588902923。PBX 会删除前缀 9，呼出号码 1588902923。

注：
• 在将号码发送给运营商之前，系统会去除前⾯的数字。
• 如果同时配置了 删除前缀位数  和 前置，系统⾸先从拨号号码中删除前⾯的数字，然后才在拨号号码前添加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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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
可选项。
规定了当⽤⼾拨打的号码符合拨号规则时，PBX 在送出号码前，需要在⽤⼾拨打的号码的前⾯添加前置号码。
⽰例：
前置  设置为 0592。
如果⽤⼾要拨打号码 05925503301，⽤⼾应拨打 5503301。将号码发送给运营商之前，系统会在号码前⾯添加 0592。

注：
• 在将号码发送给运营商之前，系统会加上前置数字。
• 如果同时配置了 删除前缀位数  和 前置，系统⾸先从拨号号码中删除前⾯的数字，然后才在拨号号码前添加数字。

前缀与拨号规则
前缀指的是在系统给运营商发送号码前，从拨号号码中删除的数字。

情景
当你设置以下功能时，需要考虑是否添加 前缀  号码。

• 使⽤⼿机号码给联系⼈发送通知。

• IVR 来电转外部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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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配置前缀号码
你需要根据呼出路由的拨号规则设置外部号码的前缀。如果前缀设置错误，PBX ⽆法成功呼出该外部号码。

• 不需要在号码前添加前缀
呼出路由没有设置 删除前缀位数，则不需要在外部号码前⾯添加前缀。
例如，如果要通过这条呼出路由呼叫号码 125451，你直接拨打号码 125451。

• 需要在号码前添加前缀
呼出路由设置了 删除前缀位数，你需要根据 拨号规则  的设置填写⼿机号码的前缀。
如下图所⽰，你需要在号码前添加前缀 9，只有⾸位号码为 1 的外部号码才能通过该路由呼出。
例如，如果要通过这条呼出路由拨打号码125451，你需要拨 9125451。

拨号号码规则⽰例
本⽂通过拨号规则⽰例帮助你了解呼出路由的拨号⽅式。
本地通话
在中国厦⻔，本地号码都是 7 位数字，并且数字不能以 0 开头，例如 5503305。
针对本地电话，如下表所⽰设置号码规则。

号码规则 删除前缀位数 前置
ZXXXXXX 置空 置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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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电话
在中国厦⻔，⽤⼾需要拨打 4 位区号和 7 位本地号码才能拨打⻓途电话，例如 0595-7588123。

• 区号格式：0ZXX，⾸位数字为 0，第⼆位数字不能为 0。
• 本地号码格式：7 位号码不以 0 开头。

针对⻓途电话，如下表所⽰设置号码规则。
号码规则 删除前缀位数 前置
0ZXXZXXXXXX 置空 置空

移动电话
中国的所有⼿机号码均为 11 位数字，以数字 1 开头，例如 15880260666。
针对移动电话，如下表所⽰设置拨号规则。

号码规则 删除前缀位数 前置
1XXXXXXXXXX 置空 置空

国际电话
所有国际号码都以数字 00 开头。
针对国际电话，如下表所⽰设置拨号规则。

号码规则 删除前缀位数 前置
00. 置空 置空

AutoCLIP 路由
AutoCLIP 路由概述
Yeastar 提供 AutoCLIP (Auto Calling Line Identification Presentation) 功能，这是⼀种智能呼⼊匹配功能。你可以设置 AutoCLIP 路由，将客⼾来电引导到之前拨打客⼾电话的分机⽤⼾。使⽤ AutoCLIP 智能呼⼊匹配功能，可以帮助你提升客⼾满意度，提⾼业务效率和专业度。
使⽤限制AutoCLIP 列表记录的上限为 10 万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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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场景
假设公司中的销售代表拨打外线电话给客⼾推销产品或业务，但是有时候会出现客⼾没有及时接到电话的情况。当客⼾回拨时，接听电话的却是前台或 IVR，⽆法追溯这通电话是谁拨打的。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配置 AutoCLIP 功能，当客⼾回拨电话时，PBX 会将来电引导到之前拨打客⼾电话的分机上。
PBX 如何实现智能呼⼊匹配？

1. 当分机⽤⼾拨打外线电话给客⼾，PBX ⾃动将这条通话记录保存在 AutoCLIP 路由列表中，包含分机号码、被叫号码和所使⽤的中继。
2. 当客⼾回拨电话时，PBX 会先从 AutoCLIP 路由列表中查询是否有匹配的记录。

• 如果 AutoCLIP 路由列表中有匹配的记录，PBX 会将来电引导到对应的分机。
• 如果 AutoCLIP 路由列表中没有匹配的记录，PBX 会根据呼⼊路由的设置，将来电引导到相应的⽬的地。

通过 AutoCLIP 智能匹配来电
通过配置 Yeastar P 系列 IPPBX  AutoCLIP 路由，PBX 可实现智能来电匹配，将客⼾来电引导到相关的分机⽤⼾，从⽽提升业务效率和客⼾满意度。本⽂介绍如何配置 AutoCLIP 路由功能。
前提条件
需确保运营商提供的中继已开通来电显⽰服务，否则 PBX ⽆法识别来电号码，也就⽆法实现智能呼⼊匹配。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AutoCLIP 路由。
2. 打开⻚⾯上⽅的 AutoCLIP 路由  功能开关。

3. 点击 设置，设置 AutoCLIP 路由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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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需要进⾏以下配置。

表  45.
设置 描述

记录保留时间 设置记录在 AutoCLIP 列表中的保留时间。如果记录保留时间超过此处设置的时间值，PBX 将⾃动删除此条记录。
提⽰：

你可以在 AutoCLIP 列表中直接查看记录的超时时间。
匹配位数 定义从来电号码的尾数开始，有多少位数字被⽤于匹配 AutoCLIP 记录号码。

注：
如果呼⼊号码⼩于设置的匹配位数，则进⾏精准匹配。

删除使⽤过的记录 启⽤后，当 AutoCLIP 记录成功匹配，相关分机接听了客⼾来电后，PBX 将⾃动删除此条记录。
只记录未接电话 启⽤后，只有未被应答的呼出电话会被记录到 AutoCLIP 列表中。

注：
PSTN 线路不受此选项影响，经过 PSTN 线路呼出的所有通话都会被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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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匹配呼出中继 启⽤后，只有在通话从之前呼出的中继呼⼊时，PBX 才会根据 AutoCLIP 的记录引导通话。

5. 在 中继  栏，选择 AutoCLIP 路由应⽤于哪些中继。

a. 选择想要的中继。
b. 将选中的中继从 可⽤的  框添加到 已选择  框。

6. 在 分机/分机组  栏，选择哪些分机可以使⽤ AutoCLIP 路由。

a. 选择想要的分机或分机组。
b. 将选中的分机或分机组从 可⽤的  框添加到 已选择  框。

7.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当分机⽤⼾使⽤ AutoCLIP 功能选中的中继拨打外线电话时，PBX 产⽣⼀条 AutoCLIP 记录，包含分机号码、拨打的外线号码以及使⽤的中继。可在 呼叫控制  > AutoCLIP 路由  查看⽣成的 AutoCLIP 记录。

注：
如果有多个分机⽤⼾拨打了相同的外线电话，PBX 只会匹配最近的 AutoCLIP 记录，将客⼾回拨的通话引导到相关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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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AutoCLIP 记录
本⽂介绍如何⼿动删除不需要的 AutoCLIP 记录。
删除单条记录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AutoCLIP 路由。
2. 点击要删除的记录旁边的 。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确定。

删除多条记录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AutoCLIP 路由。
2. 勾选多条记录，点击 删除。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确定。

DID 号码
DID 号码概述
本⽂介绍什么是 DID 号码以及 DID 号码的应⽤。
什么是 DID 号码？
DID（Direct Inward Dialling，直接拨⼊）是运营商提供的⼀种电话服务。通常情况下，中继提供商会提供⼀个 DID 号码段。DID 号码需要额外收费，你需要联系中继提供商购买 DID 号码。⽀持 DID 号码的中继如下：

• SIP
• BRI
• E1/T1/J1

注：
FXO 中继和 GSM/3G/4G 中继不⽀持 DID 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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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 号码的应⽤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允许你在呼⼊路由或中继上配置 DID 号码，实现不同的功能。

在呼⼊路由上配置 DID 号码
• 公司可以使⽤ DID 号码来识别来电⽬的，例如客⼾服务，销售等。
• DID 号码也可以分配给个别的员⼯。如此，客⼾可以直接呼叫某个员⼯。

更多信息，请参⻅根据 DID 号码路由外部来电。
在中继上配置 DID 号码

• 针对 SIP 注册中继
对于 SIP 注册中继，如果 SIP 运营商提供的 DID 号码与 SIP 认证名称不同，你需要在中继上添加 运营商提供的 DID 号码，否则外部来电⽆法通过该中继呼⼊。

• 识别外部来电
为了识别哪个 DID 号码被呼叫，你可以为每个 DID 号码设置⼀个 DID 名称。

更多信息，请参⻅设置中继 DID 号码。
设置中继 DID 号码
本⽂介绍中继 DID 号码的应⽤场景，以及如何设置中继 DID 号码。
背景信息DID 号码⽤于区分通话从同⼀条中继的哪⼀个号码呼⼊。更多信息，请参⻅根据 DID 号码路由外部来电。
以下场景中，你需要在中继上设置 DID 号码。

• 针对 SIP 注册中继
对于 SIP 注册中继，如果运营商提供的 DID 号码与 SIP 认证名称不同，你需要在中继上添加运营商提供的 DID 号码，否则外部来电⽆法通过该中继呼⼊。

• 识别外部来电
为了识别哪个 DID 号码被呼叫，你可以为每个 DID 号码设置⼀个 DID 名称。

前提条件向 SIP 运营商购买 DID 号码。
注：

仅 SIP 中继、BRI 中继和 E1/T1/J1 中继⽀持 DID 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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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DID 号码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编辑相应的中继。
2. 点击 DIDs/DDIs  ⻚签，点击 添加。
3. 在弹出的提⽰框中，配置 DID。

• DID/DDI：输⼊提供的 DID 号码。
• DID/DDI 名称：为每个 DID 号码绑定⼀个名称。

当 DID 号码被呼叫时，被叫设备上会显⽰ DID 名称。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删除 DID 号码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编辑相应的中继。
2. 点击 DIDs/DDIs  ⻚签。
3. 在 DIDs/DDIs  ⻚⾯，点击  删除单个 DID 号码。
4. 如要批量删除 DID 号码，勾选相应的 DID 号码，点击 删除。
5. 点击 保存。

导出和导⼊中继 DIDs/DDIs 号码
你可以导出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创建的 DIDs/DDIs 号码，并以此为模板，在导出的⽂件上批量编辑 DIDs/DDIs 号码，再导⼊到 PBX。本⽂介绍如何导出和导⼊ DIDs/DDIs 号码。
背景信息
⽀持 DIDs/DDIs 号码的中继如下：

• SIP
• BRI
• E1/T1/J1

注：
FXO 中继和 GSM/3G/4G LTE 中继没有 DID 号码。
导出所有 DIDs/DDIs 号码
你可以导出所有 DIDs/DDIs 号码（⽂件格式 .CSV），然后在导出的⽂件中增加、删除或修改 DIDs/DDIs 号码。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编辑相应的中继。
2. 在 DIDs/DDIs  ⻚签，点击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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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V ⽂件⾃动下载到本地。你可以参考 中继 DIDs/DDIs 参数  检查和编辑 CSV ⽂件中的参数。
导⼊ DIDs/DDIs 号码
建议你先导出 DIDs/DDIs 号码（⽂件格式为 .CSV），然后使⽤该⽂件作为模板来编辑。通过这种⽅式，可以节省时间，提⾼效率。

前提条件
导⼊⽂件的要求：

• 格式：UTF-8 .CSV
• ⼤⼩：⼩于 5 MB
• ⽂件名称：⼩于 127 个字符
• 导⼊参数：确保导⼊的参数符合要求。更多关于导⼊参数的信息，请参⻅ 中继 DIDs/DDIs 参数。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编辑相应的中继。
2. 在 DIDs/DDIs  ⻚签，点击 导⼊。
3.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浏览，选择你的 CSV ⽂件。
4. 点击 上传。

CSV ⽂件中的 DID 号码会显⽰在⽹⻚上。
相关信息导⼊和导出 -FAQ

主叫号码
主叫号码(Caller ID)概述
本⽂介绍什么是主叫号码 (Caller ID)，以及Yeastar P 系列 IPPBX  的多种主叫号码类型。
什么是主叫号码 (Caller ID)
主叫号码是⼀种电话服务，当建⽴呼叫时，呼叫者的电话号码和姓名会被发送到被叫⽅的设备。
主叫号码类型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的主叫号码类型如下：

去电显⽰号码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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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分机⽤⼾拨打外线电话时，被叫设备上会显⽰的电话号码，即为去电显⽰号码。每条中继都有特定的号码，被叫收到来电时，设备上会显⽰此号码。
如需⾃定义去电显⽰号码，你需要向中继提供商购买相关的服务，并且在 PBX 上设置去电显⽰号码。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上，⽀持设置去电显⽰号码的功能如下：

• 紧急呼叫
• 呼出路由
• 中继
• 分机

更多信息，请参⻅ ⾃定义去电显⽰号码.
来电显⽰号码

外部客⼾呼⼊Yeastar P 系列 IPPBX  时，在分机⽤⼾设备上显⽰的号码，即为来电显⽰号码。
PBX 可以更改来电显⽰号码，再发送给分机⽤⼾的设备。更多信息，请参⻅ 在中继上改编来电号码。

去电显⽰号码优先级
当分机⽤⼾拨打外线电话时，系统⾸先判断该通话是否为紧急呼叫，然后再根据以下优先级（从⾼到低），发送去电显⽰号码。

1. 分机的紧急去电显⽰号码
2. 中继的紧急去电显⽰号码
3. 呼出路由的去电显⽰号码
4. 与分机绑定的中继去电显⽰号码
5. 中继去电显⽰号码
6. 运营商提供的默认中继号码
7. 分机显⽰号码

在中继上改编来电号码
本⽂介绍如何更改来电号码，并提供⼀个⽰例帮助你理解改编规则。
背景信息如果外部来电号码的格式不便于分机⽤⼾直接回拨时，你可以改编来电号码。
所有中继类型都⽀持改编来电号码。你可能需要根据不同的中继服务，设置不同的来电号码改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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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来电号码改编规则
1. 登录 PBX ⽹⻚，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编辑相应的中继。
2. 点击 来电号码改编  ⻚签。
3. 在 来电号码改编  ⻚⾯，点击 添加。
4. 在弹出的窗⼝中，配置改编规则，点击 确认。

• 匹配模式：指定需要改编的来电号码规则。符合规则的来电号码会被改编。
• 删除前缀位数：指定要删除来电号码的前⼏位。
• 前置：指定要添加到来电号码前⾯的数字。

注：
如果同时配置了 删除前缀位数  和 前置，系统⾸先删除来电号码前⾯的数字，然后才在来电号码前添加数字。

5. 点击 保存  并 应⽤。
⽰例 1
公司 A 想要在以 1 开头的 11 位来电号码前添加数字 0，⽅便回拨。
例如，公司 A 需要将来电号码 12345678910 显⽰为 012345678910。
本例中，设置来电号码规则如下图所⽰：

• 匹配模式：1XXXXXXXXXX
• 删除前缀位数：置空。
• 前置：0

⽰例 2
公司 B 希望来电的号码不显⽰区号 (0592)。
例如，公司 B 希望来电号码 05925503301 显⽰为 550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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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中，来电号码改编设置如下图所⽰：

• 匹配模式：0592XXXXXXX
• 删除前缀位数：4
• 前置：置空

导出和导⼊"来电号码改编规则"
你可以导出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创建的"来电号码改编规则"，并以此为模板，在导出的⽂件上批量编辑“来电号码改编”规则，再导⼊到 PBX。本⽂介绍如何导出和导⼊"来电号码改编规则"。
导出所有“来电号码改编规则”
你可以导出所有“来电号码改编规则”（⽂件格式 .CSV），然后在导出的⽂件中增加、删除或修改“来电号码改编规则”。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编辑相应的中继。
2. 在 来电号码改编  ⻚签，点击 导出。

CSV ⽂件⾃动下载到本地。你可以参考 来电号码改编规则参数  检查和编辑 CSV ⽂件中的参数。
导⼊“来电号码改编规则”
建议你先导出来电号码改编规则（⽂件格式为 .CSV），然后使⽤该⽂件作为模板来编辑。通过这种⽅式，可以节省时间，提⾼效率。

前提条件
导⼊⽂件的要求：

• 格式：UTF-8 .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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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5 MB
• ⽂件名称：⼩于 127 个字符
• 导⼊参数：确保导⼊的参数符合要求。更多关于导⼊参数的信息，请参⻅ 来电号码改编规则参数。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编辑相应的中继。
2. 在 来电号码改编  ⻚签，点击 导⼊。
3.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浏览，选择你的 CSV ⽂件。
4. 点击 上传。

CSV ⽂件中的来电号码改编规则会显⽰在⽹⻚上。
相关信息导⼊和导出 -FAQ
⾃定义去电显⽰号码
本⽂介绍⼏种不同的⾃定义去电显⽰号码的⽅式，让客⼾能够明确识别来电者⾝份。
背景信息
⾃定义去电显⽰号码前，你可以需要了解以下概念：

• 主叫号码类型
• 去电显⽰号码优先级

前提条件
⾃定义去电显⽰号码服务需要中继提供商⽀持。
⾃定义中继去电显⽰号码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编辑相应的中继。
2. 点击 去电显⽰号码  ⻚签。
3. 在 常规  栏，配置通⽤的 去电显⽰号码  和 去电显⽰名称。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当⽤⼾使⽤该中继拨打外线电话时，被叫⽅的设备上会显⽰通⽤的去电显⽰号码和名称。
为分机配置去电显⽰号码
你可以在中继的基础上为指定分机设置单独的去电显⽰号码，以便⽤⼾可以使⽤该绑定的号码发起呼叫。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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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编辑相应的中继。
2. 点击 去电显⽰号码  ⻚签。
3. 在 去电显⽰号码列表  栏，点击 添加，然后为分机配置去电显⽰号码。
4. ⼀个去电显⽰号码绑定多个分机：选择 ⼀到多个分机共同使⽤⼀个去电显⽰号码，设置如下：

• 去电显⽰号码
• 去电显⽰名称
• 绑定的分机

5. 连续的去电显⽰号码和连续的分机号⼀⼀对应绑定：选择 去电显⽰号码范围，设置如下：
• 分机范围对应去电显⽰号码范围
• 分机范围
• 去电显⽰名称

6. 点击 保存  并 应⽤。
当⽤⼾通过该中继拨打外线电话时，与分机绑定的去电显⽰号码会显⽰在被叫⽤⼾的设备上。
根据被叫号码⾃定义去电显⽰号码
呼叫多个地区时，你可能需要针对不同的被叫区号显⽰预先设置的本地号码。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根据被叫号码配置去电显⽰号码。
如下⽰例，当⽤⼾呼叫区号 0592 的本地号码时，去电显⽰号码为 05925503301。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呼出路由，编辑相应的呼出路由。
2. 在 常规  栏，在 去电显⽰号码  字段中填写⾃定义的号码。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导出和导⼊去电显⽰号码
你可以导出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创建的去电显⽰号码，并以此为模板，在导出的⽂件上批量编辑去电显⽰号码，再导⼊到 PBX。本⽂介绍如何导出和导⼊去电显⽰号码。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3 - 通话控制  | 353

导出所有去电显⽰号码
你可以导出所有去电显⽰号码（⽂件格式 .CSV），然后在导出的⽂件中增加、删除或修改去电显⽰号码。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编辑相应的中继。
2. 点击 去电显⽰号码  ⻚签。
3. 在 去电显⽰号码列表  栏，点击 导出。

CSV ⽂件⾃动下载到本地。你可以参考 中继去电显⽰号码参数  检查和编辑 CSV ⽂件中的参数。
导⼊去电显⽰号码
建议你先导出去电显⽰号码（⽂件格式为 .CSV），然后使⽤该⽂件作为模板来编辑。通过这种⽅式，可以节省时间，提⾼效率。

前提条件
导⼊⽂件的要求：

• 格式：UTF-8 .CSV
• ⼤⼩：⼩于 5 MB
• ⽂件名称：⼩于 127 个字符
• 导⼊参数：确保导⼊的参数符合要求。更多关于导⼊参数的信息，请参⻅ 中继去电显⽰号码参数.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编辑相应的中继。
2. 在 去电显⽰号码列表  栏，点击 导⼊。
3.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浏览，选择你的 CSV ⽂件。
4. 点击 上传。

CSV ⽂件中的去电显⽰号码会显⽰在⽹⻚上。
相关信息导⼊和导出 -FAQ

特⾊响铃
特⾊响铃概述
本⽂介绍什么是特⾊响铃，特⾊响铃的应⽤以及特⾊响铃的实现⽅式。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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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特⾊响铃
通过给不同类型的来电配置不同的铃声，员⼯可以在不查看话机上来电者信息的情况下，通过独特的铃声快速辨别来电者的意图。
例如，公司为销售团队、技术⽀持团队和客⼾服务团队分别设置了不同的队列或响铃组，客⼾通过拨打 IVR 的⽅式选择不同的业务进⾏咨询。对于⼩型企业⾥⾝兼多职的部分职员，给不同的业务设置不同的铃声，可以使这些员⼯快速识别来电者⾝份以及咨询的业务类型。

重要：
不是所有的 IP 终端都⽀持特⾊响铃功能。确保你的话机⽀持通过 “Alert info” ⽅式区别响铃。
特⾊响铃的应⽤你可以为下列通话类型设置特⾊响铃：

• 为内线来电设置特⾊响铃
• 为外线来电设置特⾊响铃
• 为队列来电设置特⾊响铃
• 为响铃组来电设置特⾊响铃
• 为 IVR 来电设置特⾊响铃

特⾊响铃的实现⽅式特⾊响铃功能能触发话机识别来电类型，并播放相应的铃声。来电类型的识别是通过 “info” 标签来实现的。
1.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将 “info” 标签添加到来电的 Alert-Info 头域中，然后将来电（携带 Alert-info 头域的 INVITE 请求）发送给话机。
2. 话机通过检查 INVITE 请求中的 “Alert-Info” 头域，识别出 “info” 标签中的⽂本信息，再根据 “info” 标签信息播放相应的铃声。

为内线来电设置特⾊响铃
当分机⽤⼾听到内线来电响铃时，⽤⼾可以直接区分来电对象是客⼾还是同事。
操作步骤

1. 在 PBX 上设置内线来电的 Alert info。
2. 为话机指定内线来电铃声。

在 PBX 上设置内线来电的 Alert info
1. 登录 PBX 管理⽹⻚，进⼊ PBX 设置  > SIP 设置  > ⾼级。
2. 在 SIP 请求头域  栏的 内线 Alert info  字段中，填写 info 标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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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本信息⽤于触发话机在收到来电时，播放与该⽂本相对应的铃声。
本例中，设置为 Internal。

为话机指定内线来电铃声对于需要识别内线来电的⽤⼾，你可以通过⾃动配置的⽅式  为他们的话机设置特⾊铃声。
注：

⽤⼾也可以登录话机⽹⻚，⾃⾏设置特⾊铃声。更多信息，请联系话机⼚商。
前提条件

⽤⼾需要设置特⾊响铃的话机必须有绑定相应的分机。
更多信息，请参⻅以下⽂章。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PnP ⽅式）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DHCP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FQDN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式）

操作步骤
1. 为话机设置指定铃声。

a.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b. 点击 话机  ⻚签，然后编辑该分机绑定的话机。
c. 在 区别振铃  栏，点击 添加。
d. 在 Alert Info  字段中，选择内线通话配置的 info。

本例选择 Internal。
e. 在 铃声  字段中，为内线通话选择⼀个铃声。

本例选择 Ring1.wav。
注：

不同话机型号⽀持的铃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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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点击 保存。
2. 更新话机配置。

a. 进⼊ ⾃动配置  > 话机。
b. 点击话机旁边的 。

执⾏结果
内线来电时，⽤⼾话机播放铃声 Ring1.wav。
为外线来电设置特⾊响铃
你可以根据不同的呼⼊路由设置不同的来电铃声。话机收到外线来电时，⽤⼾可以直接区分来电对象是客⼾还是同事。
操作步骤

1. 在 PBX 上设置外线来电的 Alert info。
2. 为话机指定外线来电铃声。

在 PBX 上设置外线来电的 Alert info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呼⼊路由，编辑相应的呼⼊路由。
2. 在 常规  栏，在 呼⼊ Alert Info  字段中，填写 info 标签值。

info ⽂本信息⽤于触发话机在收到来电时，播放与该⽂本相对应的铃声。
本例中，设置为 international。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为话机指定外线来电铃声
对于需要识别外线来电的⽤⼾，你可以通过⾃动配置的⽅式  为他们的话机设置特⾊铃声。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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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登录话机⽹⻚，⾃⾏设置特⾊铃声。更多信息，请联系话机⼚商。
前提条件

⽤⼾需要设置特⾊响铃的话机必须有绑定相应的分机。
更多信息，请参⻅以下⽂章。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PnP ⽅式）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DHCP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FQDN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式）

操作步骤
1. 为话机设置指定铃声。

a.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b. 点击 话机  ⻚签，然后编辑该分机绑定的话机。
c. 在 区别振铃  栏，点击 添加。
d. 在 Alert Info  字段中，选择外线通话配置的 info。

本例选择 international。
e. 在 铃声  字段中，为外线通话选择⼀个铃声。

本例选择 Ring1.wav。
注：

不同话机型号⽀持的铃声不同。

f. 点击 保存。
2. 更新话机配置。

a. 进⼊ ⾃动配置  > 话机。
b. 点击话机旁边的 。

执⾏结果
外部⽤⼾通过以上配置的呼⼊路由呼⼊ PBX 时，⽤⼾话机播放铃声 Ring2.wav。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3 - 通话控制  | 358

为队列来电设置特⾊响铃
你可以为不同的队列设置不同的来电铃声。当⼀个坐席同时服务于多个队列的时候，特⾊响铃可以帮助他快速识别来电所属的队列。
操作步骤

1. 在 PBX 上设置队列来电的 Alert info。
2. 为话机指定队列来电铃声。

在 PBX 上设置队列来电的 Alert info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队列，编辑相应的队列。
2. 点击 队列偏好设置  ⻚签。
3. 在 基本  栏的 队列 Alert Info  字段中，填写 info 标签值。

info ⽂本信息⽤于触发话机在收到来电时，播放与该⽂本相对应的铃声。
本例中，设置为 Support。

为话机指定队列来电铃声对于需要识别队列来电的坐席，你可以通过⾃动配置的⽅式  为他们的话机设置特⾊铃声。
注：

⽤⼾也可以登录话机⽹⻚，⾃⾏设置特⾊铃声。更多信息，请联系话机⼚商。
前提条件

⽤⼾需要设置特⾊响铃的话机必须有绑定相应的分机。
更多信息，请参⻅以下⽂章。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PnP ⽅式）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DHCP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FQDN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式）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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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话机设置指定铃声。
a.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b. 点击 话机  ⻚签，然后编辑该分机绑定的话机。
c. 在 区别振铃  栏，点击 添加。
d. 在 Alert Info  字段中，选择队列通话配置的 info。

本例选择 Support。
e. 在 铃声  字段中，为队列通话选择⼀个铃声。

本例选择 Ring3.wav。
注：

不同话机型号⽀持的铃声不同。

f. 点击 保存。
2. 更新话机配置。

a. 进⼊ ⾃动配置  > 话机。
b. 点击话机旁边的 。

执⾏结果⽤⼾呼⼊该 Support 队列时，坐席话机播放铃声 Ring3.wav。
为响铃组来电设置特⾊响铃
你可以为不同的响铃组设置不同的来电铃声。当⼀个分机⽤⼾同时服务于多个响铃组的时候，特⾊响铃可以帮助他快速识别来电所属的响铃组。
操作步骤

1. 在 PBX 上设置响铃组来电的 Alert info。
2. 为话机指定响铃组来电铃声。

在 PBX 上设置响铃组来电的 Alert info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响铃组，编辑相应的响铃组。
2. 在 响铃组 Alert Info  栏，填写 info 标签值。

info ⽂本信息⽤于触发话机在收到来电时，播放与该⽂本相对应的铃声。
本例设置为 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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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话机指定响铃组来电铃声
对于需要识别响铃组来电的组员，你可以通过⾃动配置的⽅式  为他们的话机设置特⾊铃声。

注：
⽤⼾也可以登录话机⽹⻚，⾃⾏设置特⾊铃声。更多信息，请联系话机⼚商。

前提条件
⽤⼾需要设置特⾊响铃的话机必须有绑定相应的分机。
更多信息，请参⻅以下⽂章。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PnP ⽅式）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DHCP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FQDN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式）

操作步骤
1. 为话机设置指定铃声。

a.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b. 点击 话机  ⻚签，然后编辑该分机绑定的话机。
c. 在 区别振铃  栏，点击 添加。
d. 在 Alert Info  字段中，选择响铃组通话配置的 info。

本例选择 Sales。
e. 在 铃声  字段中，为响铃组通话选择⼀个铃声。

本例选择 Ring4.wav。
注：

不同话机型号⽀持的铃声不同。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3 - 通话控制  | 361

f. 点击 保存。
a. 更新话机配置。

i. 进⼊ ⾃动配置  > 话机。
ii. 点击话机旁边的 。

执⾏结果
当⽤⼾呼⼊该 Sales 响铃组时，组员话机播放铃声 Ring4.wav。
为 IVR 来电设置特⾊响铃
你可以为不同的 IVR 设置不同的特⾊响铃，分机⽤⼾可以通过铃声快速识别来电来源。
操作步骤

1. 在 PBX 上设置 IVR 来电的 Alert info。
2. 为话机指定 IVR 来电铃声。

在 PBX 上设置 IVR 来电的 Alert info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IVR。
2. 在 IVR Alert Info  字段中，填写 info 标签值。

info ⽂本信息⽤于触发话机在收到来电时，播放与该⽂本相对应的铃声。
本例设置为 Customer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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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话机指定 IVR 来电铃声
对于需要识别 IVR 来电的组员，你可以通过⾃动配置的⽅式  为他们的话机设置特⾊铃声。

注：
⽤⼾也可以登录话机⽹⻚，⾃⾏设置特⾊铃声。更多信息，请联系话机⼚商。

前提条件
⽤⼾需要设置特⾊响铃的话机必须有绑定相应的分机。
更多信息，请参⻅以下⽂章。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PnP ⽅式）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DHCP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FQDN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式）

操作步骤
1. 为话机设置指定铃声。

a.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b. 点击 话机  ⻚签，然后编辑该分机绑定的话机。
c. 在 区别振铃  栏，点击 添加。
d. 在 Alert Info  字段中，选择 IVR 通话配置的 info。

本例选择 CustomerService。
e. 在 铃声  字段中，为 IVR 通话选择⼀个铃声。

本例选择 Ring5.wav。
注：

不同话机型号⽀持的铃声不同。

f. 点击 保存。
2. 更新话机配置。

a. 进⼊ ⾃动配置  > 话机。
b. 点击话机旁边的 。

执⾏结果
当⽤⼾呼⼊该 IVR ，并通过 IVR 引导呼⼊分机时，话机播放铃声 Ring5.w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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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来电显⽰名称
特⾊来电显⽰名称
本⽂介绍什么是特⾊来电显⽰名称，并提供特⾊来电显⽰名称⽰例帮助你理解特⾊来电显⽰名称。
什么是特⾊来电显⽰名称
特⾊来电显⽰名称可以让⽤⼾了解来电途径及来电者⾝份。特⾊来电名称是显⽰在话机上的⼀串字符，包括如下信息（优先级从⾼到低）：

1. 企业通讯录或个⼈通讯录中的联系⼈名称。
注：

如果分机⽤⼾没有权限查看企业通讯录，则存储在企业通讯录中的联系⼈姓名将不会显⽰在该分机⽤⼾的话机上。
2. 呼叫功能名称（IVR、响铃组或队列）

注：
如果来电到达分机前经过多个呼叫功能的转接，来电名称只显⽰最后⼀个执⾏转接的功能名称。例如，来电到达 IVR 后转到队列，队列的名称就会显⽰在话机上。

3. 中继 DID/DDI 名称
4. 主叫名称（Caller ID Name (CNAM））：呼叫者发送的 CNAM 可能为呼叫者名称或者所属的公司名称。

注：
CNAM 由主叫⽅定义。

特⾊来电显⽰名称⽰例
公司的技术⽀持团队负责为中国和美国的客⼾提供服务。PBX 上的配置如下：

队列
技术⽀持的队列名称为 “Support”。

SIP 中继
⼀条 SIP 中继上绑定的 DID 号码及其对应的名称。

表  46.
DID 号码 DID 名称
1258888 China
1256666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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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的企业通讯录⾥⾯有两个客⼾：
名称 号码

Sunmy 5502222
Becky 5503333

当客⼾拨打不同的 DID 号码呼⼊技术⽀持的队列，特⾊来显名称会显⽰在坐席的话机上。名称显⽰的顺序如下：
{contact_name}: {queue_name}: {trunk_did_name}: {caller_name}

注：
如果上述的任意⼀项名称没有配置的话，该部分的名称直接忽略不显⽰。
⽰例：

• 客⼾ Becky 拨打 1258888 进⼊技术⽀持热线，并且 Becky 没有设置主叫名称（Caller ID Name (CNAM）），则特⾊来电名称显⽰为 Becky: Support: China。
• 客⼾ Sunmy 拨打 1256666 进⼊技术⽀持热线，并且 Sunmy 没有设置主叫名称（Caller ID Name (CNAM）），则特⾊来电名称显⽰为 Sunmy: Support: America。
• 客⼾ C 拨打 1258888 进⼊技术⽀持热线，并且 C 设置了主叫名称（Caller ID Name (CNAM））为 “Yeastar”，则特⾊来电名称显⽰为 Support: China: Yeastar。

启⽤或禁⽤特⾊来电名称显⽰
你可以决定来电名称要不要显⽰呼叫功能名称（IVR 名称、队列名称或响铃组名称），或中继 DID/DDI 名称。
启⽤或禁⽤呼叫功能名称
呼叫功能名称指 IVR 名称、队列名称或响铃组名称。

1. 登录 PBX 管理⽹⻚，进⼊ PBX 设置  > 常规设置。
2. 在 特⾊来电显⽰名称  栏，根据需要修改设置：

• 如需显⽰队列名称、响铃组名称和 IVR 名称，勾选 显⽰呼叫功能名称。
• 如需隐藏队列名称、响铃组名称和 IVR 名称，取消勾选 显⽰呼叫功能名称。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启⽤或禁⽤ DID/DDI 名称

1. 登录 PBX 管理⽹⻚，进⼊ PBX 设置  > 常规设置。
2. 在 特⾊来电显⽰名称  栏，根据需要修改设置：

• 如需显⽰中继 DID 号码绑定的名称，勾选 显⽰ DID/DDI 名称。
• 如需隐藏中继 DID 号码绑定的名称，取消勾选 显⽰ DID/DDI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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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 保存  并 应⽤。



队列控制
队列控制概述
本⽂介绍 Yeastar 队列控制服务的亮点功能及设置步骤。
前提条件
订阅 Yeastar 队列控制台  服务后，才能使⽤队列控制台。

提⽰：
订阅服务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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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 Yeastar 队列控制服务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提供的呼⼊型队列控制解决⽅案，旨在帮助运营服务中⼼的中⼩企业提⾼坐席效率、响应能⼒和客⼾满意度。
Yeastar 队列控制为管理员和坐席提供了⼀个功能强⼤的控制台，⽤于处理 队列  来电。队列控制台是⼀个与 Linkus ⽹⻚端集成的基于⽹⻚的实⽤程序，包括⼀个可⾃定义的、实时跟踪 16 项队列关键性能指标的看板、⼀个能够实时监控和管理队列活动的队列⾯板、队列控制报告、SLA 等。
更多关于在队列控制台上监控队列性能和管理队列通话的信息，请参⻅ Yeastar 队列控制台⽤⼾操作⼿册。
亮点

• 实时指标看板：显⽰队列控制指标和 KPI 完成情况，队列管理员可以通过这些指标和 KPI 监控和优化队列控制。
• ⽤⼾处理来电的队列⾯板：实时显⽰通话指标和坐席表现情况，并提供通话活动的全⾯视图，以便管理员和坐席处理队列来电。
• ⽤于评估性能的 SLA：确保队列控制提供的服务始终满⾜或超过 SLA 指标。
• 多样化队列控制报告：实时和历史性报表，能够有效帮助系统管理员跟踪队列性能指标并评估坐席表现。

设置队列控制的步骤
1. 创建队列。
2. 设置队列控制。

a. 设置队列管理员：将⼀个或多个分机⽤⼾设置为队列管理员。
队列管理员可以通过电⼦邮件接收队列通知。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call-center-console-user-guide/about-this-guide.html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call-center-console-user-guide/about-this-gui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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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定义队列通知：激活队列控制服务后，当漏接来电、主叫放弃呼叫或服务⽔平协议（SLA）达到预警阈值时，系统会向队列管理员发送电⼦邮件通知。
c. 队列⾯板授权：授权给队列管理员和坐席，使其可以在队列控制台上执⾏相关操作。
d. 设置服务⽔平协议(SLA)：设置服务⽔平。

3. 查看和预约队列控制报告。

队列控制设置
设置队列管理员
激活队列控制服务后，你可以将任意分机设置为队列管理员。队列管理员可以不是队列坐席。本⽂介绍如何设置队列管理员。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队列，编辑相应的队列。
2. 点击 队列成员  ⻚签。
3. 在 队列管理员  模块中，管理队列管理员：

• 添加队列管理员：在 可⽤的  框中，选择相应的分机，加⼊ 已选择  框中。
• 删除队列管理员：在 已选择  框中，选择相应的分机，加⼊ 可⽤的  框中。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定义队列通知
激活队列控制服务后，当漏接来电、主叫放弃呼叫、服务⽔平协议（SLA）达到预警阈值、主叫请求队列回拨、队列回拨失败时，系统会向队列管理员发送电⼦邮件通知。本⽂介绍如何⾃定义队列通知。
前提条件

• 确保队列管理员分机已绑定有效的邮件地址。
• 确保 系统邮箱  设置有效。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队列，编辑相应的队列。
2. 点击 队列成员  ⻚签。
3. 根据需要勾选相应的通知选项。

• 启⽤队列未接来电通知：当该队列有未接来电时，系统将发送邮件通知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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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队列来电弃呼通知：当已呼⼊队列的呼叫者放弃等待时，系统将发送邮件通知管理员。
• 启⽤服务⽔平协议（SLA）低于警报阈值通知：当队列服务⽔平协议（SLA）低于设置的警报阈值时，系统将发送邮件通知管理员。
• 启⽤队列回拨请求通知：当呼叫者成功请求队列回拨时，系统将发送邮件通知队列管理员。
• 启⽤队列回拨失败通知：当队列回拨失败时，系统将发送邮件通知队列管理员。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队列⾯板授权
订阅队列控制服务后，你可以决定队列管理员和坐席在队列⾯板上可以执⾏的操作，并分别为队列管理员和坐席授予相应的队列⾯板操作权限。本⽂介绍如何为队列管理员和坐席授予权限。
队列⾯板权限

权限 管理员 坐席
改变坐席状态 √ ×
通话监听操作（普通监听、密语监听、强插监听） √ ×
切换坐席的录⾳状态 √ ×
呼叫分配管理（转移、转接、拖拽操作） √ √
允许截答或挂断坐席的电话 √ √
呼叫停泊操作 √ √

队列管理员授权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队列，编辑相应的队列。
2. 点击 队列⾯板权限  ⻚签。
3. 在 管理员  模块中，根据需要勾选相应的权限。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坐席授权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队列，编辑相应的队列。
2. 点击 队列⾯板权限  ⻚签。
3. 在 坐席  模块中，根据需要勾选相应的权限。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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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服务⽔平协议(SLA)
订阅队列控制服务后，你可以为队列设置服务⽔平协议。本⽂介绍什么是服务⽔平协议以及如何设置服务⽔平协议。
服务⽔平协议(SLA)
服务⽔平协议是队列服务性能统计数据。它规定了坐席的服务⽔平，从⽽确保每个坐席的⼯作都能凝聚在同⼀个⽬标上。
SLA 表⽰规定时间内应答的来电的百分⽐。我们假设⽬标是在 20 秒内应答 80% 的来电。如果实际结果⼩于 80%，管理员可以以此判定服务未达标。
计算公式如下：

如何设置服务⽔平协议
你可以为每个队列设置⽬标服务级别和 SLA 阈值，并定期评估服务级别。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队列，编辑相应的队列。
2. 点击 队列偏好设置  ⻚签。
3. 在 服务⽔平协议（SLA）  模块中，根据你的需要编辑 SLA。

• SLA 时间（秒）：规定坐席接听队列来电的时间。
如果呼叫者等待的时间短于规定的时间，则满⾜ SLA。

• 评价时间间隔（分钟）：将队列的 SLA 性能与警报阈值进⾏⽐较的时间间隔，以便系统可以相应地发送邮件通知。
• 警报阈值（%）：队列的服务⽔平警报阈值。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队列通话报告
队列通话报告概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提供⼀组预定义的报告，这些报告涉及队列通话性能的详细信息。本⽂介绍如何使⽤队列通话报告及相关的报告类型。
队列通话报告可以做什么
系统通过对客⼾呼⼊数据的⾃动化统计，⽣成图形或表格形式的报告，有效帮助你轻松提取宝贵的数据，简化数据分析⼯作。队列通话报告既实时显⽰当前运⾏情况，同时保留了历史记录。你可以按需查看和预约报表，以便评估过去的表现情况，为规划后期⼯作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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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类型我们将报告分为两类：队列表现报告和坐席表现报告。
• 队列表现报告：队列表现报告使你能够深⼊了解⼀段时间内⼀个或多个队列的⼯作效率，并帮助你评估每个队列的表现。

◦ 队列平均等待和通话时间报告
◦ 队列业绩报告
◦ 队列业绩活动报告
◦ 队列回拨摘要报告
◦ 队列回拨报告
◦ 满意度报告
◦ 满意度调查详情报告

• 坐席表现报告：坐席表现报告可帮助你了解⼀个或多个坐席的表现，你可以此评估在⼀段时间内每个坐席的⼯作是否满⾜预定的⽬标。
◦ 坐席签⼊报告
◦ 坐席暂停报告
◦ 坐席未接通报告
◦ 坐席业绩报告
◦ 坐席呼叫摘要报告

队列表现报告
队列平均等待和通话时间报告
队列平均等待和通话时间报告提供呼叫者在队列中等待坐席接听的平均时间以及坐席处理通话的平均时间。该报告可帮助你确定队列呼叫的⾼峰期，并依此合理分配坐席资源。本⽂介绍报告的详细信息以及报告⽰例。
报告详细信息
队列平均等待和通话时间包括⼀个统计图和⼀个数据表，每个队列的详细信息如下：

参数 描述
平均等待时⻓ 来电在队列中排队等待空闲坐席接听的平均时间。
平均通话时⻓ 呼叫者与坐席通话的平均⼀通通话的时间。

报告⽰例
如下报告⽰例为2021年1⽉客⼾服务部每天的平均等待时⻓和平均通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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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列业绩报告
队列业绩报告提供了队列通话处理的相关信息。本⽂介绍报告的详细信息以及报告⽰例。
报告详细信息下表列出了队列业绩的各项指标信息。

参数 描述
总来电数 队列接收的来电总数。
已接 队列应答的来电总数。
未接 队列未接的来电总数。
放弃 呼叫者在接⼊坐席前放弃的呼叫总数。
平均等待时⻓ 来电在队列中排队等待空闲坐席接听的平均时间。
最⼤等待时⻓ 坐席应答前呼叫者在队列中等待的最⻓时间。
来电接通率 已应答通话数占来电总数的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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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来电未接率 未接通话数占来电总数的百分⽐。
来电放弃率 已放弃通话数占来电总数的百分⽐。
SLA 队列在⼀段时间周期内的服务⽔平。SLA 表⽰在规定时间内应答来电数占来电总数的百分⽐。

报告⽰例
如下报告⽰例为 2022年11⽉1⽇队列 6400 的业绩情况。呼叫者在 10 秒内主动放弃呼叫的通话不计⼊报告。

队列业绩活动报告
队列业绩活动报告提供以⼩时、天、⽉为单位的队列通话信息。本⽂介绍报告的详细信息以及报告⽰例。
报告详细信息下表列出了队列业绩活动的各项指标信息。

参数 描述
总来电数 队列接收的来电总数。
已接 队列应答的来电总数。
未接 队列未接的来电总数。
放弃 呼叫者在接⼊坐席前放弃的呼叫总数。
平均等待时⻓ 来电在队列中排队等待空闲坐席接听的平均时间。
最⼤等待时⻓ 坐席应答前呼叫者在队列中等待的最⻓时间。
来电接通率 已应答通话数占来电总数的百分⽐。
来电未接率 未接通话数占来电总数的百分⽐。
来电放弃率 已放弃通话数占来电总数的百分⽐。
SLA 队列在⼀段时间周期内的服务⽔平。SLA 表⽰在规定时间内应答来电数占来电总数的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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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例
以下报告⽰例为2022年11⽉1⽇队列 6400 每⼩时的业绩活动报告。呼叫者在 10 秒内主动放弃呼叫的通话不计⼊报告。

队列回拨摘要报告
队列回拨摘要报告提供了队列回拨的摘要信息。本⽂介绍报告的详细信息，并提供⼀个报告⽰例。
前提条件
你已订阅 “队列控制台” 服务。
报告详细信息
下表列出了队列回拨摘要报告的各项指标信息。

参数 描述
回拨失败 队列回拨失败的总数。
回拨成功 队列成功回拨的总数。
回拨请求数 呼叫者成功请求队列回拨的总数。
总来电数 队列接收的来电总数。

报告⽰例
以下报告⽰例为2022年1⽉7⽇队列 6400-Support_Local  回拨的摘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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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列回拨报告
队列回拨报告提供了队列回拨的详细信息。本⽂介绍报告的详细信息，并提供⼀个报告⽰例。
前提条件
你已订阅 “队列控制台” 服务。
报告详细信息
下表列出了队列回拨的各项指标信息。

参数 描述
时间 呼叫者呼⼊队列的时间。
主叫号码 呼叫者的来电号码。
回拨时间 系统执⾏回拨的时间。
回拨号码 呼叫者登记的回拨号码。
等待时⻓ 呼叫者发起呼叫到接听回拨的时间。
回拨结果 回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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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失败原因 回拨失败的原因。

报告⽰例
以下报告⽰例为2022年1⽉7⽇队列 6400-Support_Local  的回拨详情。

满意度报告
满意度调查报告提供了从呼叫者那⾥收集到的与队列及其坐席相关按键的统计数据。本⽂介绍报告的详细信息以及报告⽰例。
报告详细信息

参数 描述
KEY: 
{key_pressed}({numeric} 分值)

呼叫者听到满意度调查提⽰⾳时按下的按键，以及按键对应的分值。
总 KEY 呼叫者针对此坐席的满意度调查按下按键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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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总分 坐席的满意度总分。
平均分 坐席的满意度平均分。

注：
平均分  ＝ 总分 / 总 KEY，计算出的平均分保留两位⼩数，不四舍五⼊。

报告⽰例如下报告⽰例为2022年11⽉3⽇队列6400的满意度调查结果。

满意度调查详情报告
满意度调查详情报告反映呼叫者对每通坐席通话的评价。本⽂介绍报告的详细信息以及报告⽰例。
报告详细信息

参数 描述
时间 呼叫者呼⼊队列的时间。
主叫号码 呼叫者的来电号码。
按键 呼叫者听到满意度调查提⽰⾳时按下的按键。
分值 按键对应的分值。

报告⽰例
以下报告⽰例为2022年11⽉3⽇队列 6400 所有坐席的满意度调查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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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席表现报告
坐席签⼊报告
坐席签⼊报告提供有关每个坐席签⼊和签出的详细记录。该报告帮助你统计轮班⼯作的坐席的考勤情况。本⽂介绍报告的详细信息以及报告⽰例。
报告详细信息
坐席签⼊报告以表格的形式统计每个坐席的考勤信息，如下表所⽰：

参数 描述
签⼊ 坐席签⼊到队列的⽇期和时间。
签出 坐席从队列中签出的⽇期和时间。
总签⼊时⻓ 从签⼊到签出之间经过的时间。

报告⽰例
如下报告⽰例为过去 7 天内客⼾服务部坐席的签⼊、签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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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席暂停报告
坐席暂停报告提供有关每个坐席暂停和恢复接收队列来电的详细信息。该报告帮助你统计每个坐席暂停接收队列来电的时⻓。本⽂介绍报告的详细信息以及报告⽰例。
报告详细信息
坐席暂停报告以表格的形式统计每个坐席的暂停服务信息，如下表所⽰：

参数 描述
暂停 坐席暂停接收队列来电的⽇期和时间。
暂停原因 坐席暂停接收队列来电的原因。
恢复 表⽰暂停原因变更；或显⽰坐席恢复接收队列来电的⽇期和时间。
总暂停时⻓ 从切换⾄当前暂停状态到变更状态（恢复接收队列来电或变更为其他暂停原因）之间经过的时间。

报告⽰例
下图所⽰为过去 7 天内队列 6401 中坐席的暂停服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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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席未接通报告
坐席未接通报告提供每个坐席的未接通话记录。该报告帮助你评估坐席的⼯作效率。本⽂介绍报告的详细信息以及报告⽰例。
报告详细信息

参数 描述
时间 坐席未接来电的⽇期和时间。
等待时⻓ 呼叫者等待坐席应答的时间。
主叫号码 来电者的号码信息。
尝试呼叫次数 尝试呼叫该坐席的次数。
坐席未接原因 来电未被应答的原因。

• 放弃：来电者放弃呼叫。
• 未接：来电进⼊按键⽬的地未被应答，或者来电进⼊呼叫失败⽬的地。

队列状态 未接来电的最终状态，指⽰未接来电最终是否由其他坐席应答。
报告⽰例
如下报告⽰例为2022年11⽉2⽇队列 6400 所有坐席的未接来电记录。呼叫者在 10 秒内主动放弃呼叫的通话不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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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席业绩报告
坐席业绩报告提供每个坐席通话的详细信息。本⽂介绍报告的详细信息以及报告⽰例。
报告详细信息

参数 描述
总来电数 坐席接收的来电总数。
已接 坐席应答的来电总数。
未接 坐席未接的来电总数。
平均等待时⻓ 来电在队列中排队等待坐席接听的平均时间。
最⼤等待时⻓ 坐席应答前呼叫者在队列中等待的最⻓时间。
平均通话时⻓ 坐席通话所⽤的平均时间。
总通话时⻓ 坐席呼⼊和呼出通话所⽤时间的总和。
来电未接率 未接来电数占总来电数的百分⽐。

报告⽰例
如下报告⽰例为2022年11⽉3⽇队列 6400 所有坐席的通话摘要。呼叫者在 10 秒内主动放弃呼叫的通话不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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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席呼叫摘要报告
坐席呼叫摘要报告提供有关每个坐席呼⼊和呼出的通话记录。本⽂介绍报告的详细信息以及报告⽰例。
报告详细信息

参数 描述
呼⼊ 坐席应答的来电数量。
呼出 坐席呼出的去电数量。
通话时⻓ 坐席呼⼊和呼出通话所⽤的时间。
总通话数 坐席处理的来电通话和去电通话的总数。
总通话时⻓ 坐席呼⼊和呼出通话所⽤时间的总和。
平均通话时⻓ 坐席呼⼊和呼出通话所⽤的平均时间。

报告⽰例
如下报告⽰例为2022年11⽉1⽇队列 6400 所有坐席的呼叫摘要。



通话功能
语⾳信箱
语⾳信箱概述
PBX 集成了免费语⾳信箱。本⽂介绍⽀持的语⾳信箱类型，语⾳信箱的应⽤，语⾳信箱个性化以及语⾳信箱容量和限制。
语⾳信箱类型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两种语⾳信箱：

• 分机语⾳信箱：每个分机独有的语⾳信箱。
• 群语⾳信箱：⾯向团队，⽤于共享或者群发语⾳信息的群语⾳信箱。

群语⾳信箱常⽤于某个项⽬组或某个业务部⻔， 例如，为技术⽀持团队设置专⻔的群语⾳信箱，客⼾可以直接给技术⽀持团队留⾔，团队中的每个成员都可以访问群语⾳信箱查听客⼾的留⾔。
语⾳信箱的应⽤
语⾳信箱可灵活应⽤于各种通话场景：

• 分机：当分机⽤⼾不⽅便接听来电时，允许呼叫者留⾔。
更多信息，请参⻅将分机⽤⼾的来电转到语⾳信箱。

• 响铃组和队列：没有空闲坐席可以接听来电，或者来电响铃超时，允许呼叫者留⾔。
更多信息，请参⻅将响铃组或队列的⽆⼈接听⽬的地设置为语⾳信箱。

• IVR：给客⼾提供语⾳留⾔的选择。当客⼾⽆法从 IVR 菜单中获取信息时，他们可以选择留⾔。
更多信息，请参⻅允许⽤⼾在 IVR 上留⾔。

• 外线呼⼊：⽆需⼈⼯接听，提供专线收集⽤⼾反馈信息。
更多信息，请参⻅所有外部来电转语⾳信箱。

语⾳信箱个性化
⽀持多种语⾳信箱个性化设置：

• 语⾳信箱问候语：分机⽤⼾可以使⽤全局⾃定义的问候语，也可以针对不同的在线状态⾃定义不同的问候语。
更多信息，请参⻅语⾳信箱问候语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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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留⾔通知：多种语⾳留⾔通知的⽅式，包括 IP 话机、电⼦邮件或 Linkus 客⼾端。
更多信息，请参⻅语⾳留⾔通知概述。

• 信封播报：在播报语⾳留⾔前播报留⾔简介，包括留⾔⽇期和时间、来电号码和留⾔时⻓。
更多信息，请参⻅设置信封播报。

• 留⾔体验：友好的留⾔体验，例如允许留⾔者审阅留⾔、仅留⾔不呼叫分机⽤⼾、在语⾳信箱中转接话务员等。更多信息，请参⻅：
◦ 允许呼叫者按键留⾔
◦ 允许在语⾳信箱中拨打分机
◦ 允许转接话务员
◦ 允许审阅留⾔

可控的语⾳信箱容量和限制默认的语⾳信箱及限制，以及可调节的范围如下：
• 单条留⾔时⻓：1 到 15 分钟。

默认最⼩的留⾔时⻓为 2 秒；最⼤的留⾔时⻓为 10 分钟。
如需修改留⾔时⻓限制，请参⻅限制语⾳留⾔⻓度。

• 信箱容量：1 到 500 条。
默认的信箱容量为 100 条。
如需修改信箱容量，请参⻅ ⾃动清理语⾳信息。

• 存储时⻓：⽆限制。
默认存储时⻓为 0 ，表⽰⽆限制。
如需修改存储时⻓，请参⻅⾃动清理语⾳信息。

群语⾳信箱
为队列设置群语⾳信箱
你可以为队列设置⼀个群语⾳信箱。当群语⾳信箱收到新留⾔时，队列中的所有坐席都能收到新留⾔提醒。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进⼊ 呼叫功能  > 语⾳信箱  > 群语⾳信箱。
2. 点击 添加。
3. 在 基本  栏，配置如下信息。

• 类型：选择 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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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列：选择⼀个队列。
• 号码：群语⾳信箱号码与队列号码⼀致。
• 名称：群语⾳信箱名称与队列名称⼀致。
• 模式：选择接收群语⾳信息的模式。

◦ 共享⾄成员：语⾳留⾔存储在群语⾳信箱中，所有成员共享留⾔信息。任意成员可以管理群邮箱中的留⾔。
◦ 群发⾄成员：语⾳留⾔未存储在群语⾳信箱中，⽽是直接转发到每个成员个⼈的分机语⾳信箱中。

• 语⾳信箱PIN码认证：启⽤或禁⽤语⾳信箱 PIN 码。
• 语⾳信箱密码：如果启⽤了语⾳信箱 PIN 码认证，填写相应的 PIN 码。
• 播放⽇期和时间：可选。在播放语⾳留⾔前播报收到留⾔的⽇期和时间。
• 播放来电号码：可选。 在播放语⾳留⾔前播报留⾔者号码。
• 播放留⾔时⻓：可选。在播放语⾳留⾔前播报留⾔的时⻓。

4. 在 成员  栏，群语⾳信箱的成员与队列坐席保持⼀致。
注：

当队列坐席改变时，该群语⾳信箱的成员也跟着改变。
5. 在 群语⾳信箱问候语  栏，选择⼀个问候语。

你可以点击 问候语管理  ⾃定义问候语或管理⾃定义的问候语。
6. 点击 保存  并 应⽤。

相关信息启⽤或禁⽤语⾳信箱密码修改语⾳信箱密码设置信封播报修改语⾳信箱问候语录制或上传语⾳信箱问候语管理群语⾳信箱问候语
为响铃组设置群语⾳信箱
你可以为响铃组设置⼀个群语⾳信箱。当群语⾳信箱收到新留⾔时，响铃组中的所有成员都可以收到新留⾔提醒。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语⾳信箱  > 群语⾳信箱。
2. 点击 添加。
3. 在 基本  栏，配置如下信息。

• 类型：选择 响铃组。
• 响铃组：选择⼀个响铃组。
• 号码：群语⾳信箱号码与响铃组号码保持⼀致。
• 名称：群语⾳信箱名称与响铃组名称保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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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选择接收群语⾳信息的模式。
◦ 共享⾄成员：语⾳留⾔存储在群语⾳信箱中，所有成员共享留⾔信息。任意成员可以管理群邮箱中的留⾔。
◦ 群发⾄成员：语⾳留⾔未存储在群语⾳信箱中，⽽是直接转发到每个成员个⼈的分机语⾳信箱中。

• 语⾳信箱PIN码认证：启⽤或禁⽤语⾳信箱 PIN 码。
• 语⾳信箱密码：如果启⽤了语⾳信箱 PIN 码认证，填写相应的 PIN 码。
• 播放⽇期和时间：可选。在播放语⾳留⾔前播报收到留⾔的⽇期和时间。
• 播放来电号码：可选。 在播放语⾳留⾔前播报留⾔者号码。
• 播放留⾔时⻓：可选。在播放语⾳留⾔前播报留⾔的时⻓。

4. 在 成员  栏，群语⾳信箱的成员与响铃组成员保持⼀致。
注：

当响铃组成员改变时，该群语⾳信箱的成员也跟着改变。
5. 在 群语⾳信箱问候语  栏，选择⼀个问候语。

你可以点击 问候语管理  ⾃定义问候语或管理⾃定义的问候语。
6. 点击 保存  并 应⽤。

相关信息启⽤或禁⽤语⾳信箱密码修改语⾳信箱密码设置信封播报修改语⾳信箱问候语录制或上传语⾳信箱问候语管理群语⾳信箱问候语
为⾃定义群组设置群语⾳信箱
如果项⽬组中的成员来⾃不同的部⻔，你可以为这个项⽬组的成员设置⼀个群语⾳信箱。当群语⾳信箱收到留⾔时，群组中所有的成员都可以收到新语⾳留⾔提醒。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语⾳信箱  > 群语⾳信箱。
2. 点击 添加。
3. 在 基本  栏，配置如下信息。

• 类型：选择 ⾃定义。
• 号码：填写群语⾳信箱号码。
• 名称：填写群语⾳信箱名称。
• 模式：选择接收群语⾳信息的模式。

◦ 共享⾄成员：语⾳留⾔存储在群语⾳信箱中，所有成员共享留⾔信息。任意成员可以管理群邮箱中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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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发⾄成员：语⾳留⾔未存储在群语⾳信箱中，⽽是直接转发到每个成员个⼈的分机语⾳信箱中。
• 语⾳信箱PIN码认证：启⽤或禁⽤语⾳信箱 PIN 码。
• 语⾳信箱密码：如果启⽤了语⾳信箱 PIN 码认证，填写相应的 PIN 码。
• 播放⽇期和时间：可选。在播放语⾳留⾔前播报收到留⾔的⽇期和时间。
• 播放来电号码：可选。 在播放语⾳留⾔前播报留⾔者号码。
• 播放留⾔时⻓：可选。在播放语⾳留⾔前播报留⾔的时⻓。

4. 在 成员  栏，选择项⽬组成员。
5. 在 群语⾳信箱问候语  栏，选择⼀个问候语。

你可以点击 问候语管理  ⾃定义问候语或管理⾃定义的问候语。
6. 点击 保存  并 应⽤。

相关信息启⽤或禁⽤语⾳信箱密码修改语⾳信箱密码设置信封播报修改语⾳信箱问候语录制或上传语⾳信箱问候语管理群语⾳信箱问候语
管理群语⾳信箱
本⽂介绍如何编辑群语⾳信箱，以及如何删除群语⾳信箱。
编辑群语⾳信箱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语⾳信箱  > 群语⾳信箱。
2. 点击群语⾳信箱旁边的 。
3. 根据需要修改群语⾳信箱设置。

• 启⽤或禁⽤语⾳信箱密码
• 修改语⾳信箱密码
• 设置信封播报
• 修改语⾳信箱问候语
• 录制或上传语⾳信箱问候语
• 管理群语⾳信箱问候语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删除群语⾳信箱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语⾳信箱  > 群语⾳信箱。
2. 删除⼀个群语⾳信箱：

a. 点击群语⾳信箱旁边的 。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5 - 通话功能  | 387

b. 点击 应⽤。
3. 删除多个群语⾳信箱：

a. 勾选要删除的群语⾳信箱，点击 删除。
b. 点击 确定  并 应⽤。

发送和接收语⾳留⾔
来电转语⾳信箱
在不⽅便接听来电时允许客⼾留⾔，可以避免错过重要信息。本⽂介绍如何将各种来电转到语⾳信箱。
背景信息
如果⼀个发展中的企业频繁错过来电，潜在的客⼾可能会因此失去耐⼼。将来电⾃动转到语⾳信箱可帮助你与客⼾保持联系，提升客⼾服务满意度。
在以下场景中，你可以考虑将语⾳信箱作为来电⽬的地，系统会⾃动将来电转移到语⾳信箱：

• 将分机⽤⼾的来电转到语⾳信箱：分机⽤⼾不⽅便接听来电。
• 将响铃组或队列的⽆⼈接听⽬的地设置为语⾳信箱：没有空闲坐席可以接听来电，或者来电响铃超时。
• 允许⽤⼾在 IVR 上留⾔：给客⼾提供语⾳留⾔的选择。当客⼾⽆法从 IVR 菜单中获取信息时，他们可以选择留⾔。
• 所有外部来电转语⾳信箱：只收集⽤⼾反馈信息，不需要即时处理的客⼾来电。

将分机⽤⼾的来电转到语⾳信箱
你可以根据⽤⼾的需要，为每种在线状态设置呼叫转移规则。系统会根据⽤⼾的在线状态，将来电转到分机⽤⼾的语⾳信箱。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2. 点击 状态  ⻚签，选择要配置的状态。
3. 在 呼叫前转  栏，勾选通话转移条件。
4. 选择接收来电的语⾳信箱类型：

• 语⾳信箱：将来电转接到分机语⾳信箱。
• 群语⾳信箱：将来电转接到群语⾳信箱。

5. 点击 保存  并 应⽤。
将响铃组或队列的⽆⼈接听⽬的地设置为语⾳信箱

1. 登录 PBX 管理⽹⻚，设置⽆⼈接听⽬的地为语⾳信箱。
• 为响铃组设置⽆⼈接听⽬的地，进⼊ 呼叫功能  > 响铃组，编辑相应的响铃组。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5 - 通话功能  | 388

• 为队列设置⽆⼈接听⽬的地，进⼊ 呼叫功能  > 队列，编辑相应的队列。
2. 在 ⽆⼈接听⽬的地  下拉列表中，选择接收来电的语⾳信箱类型：

• 分机语⾳信箱：将来电转接到分机语⾳信箱。
• 群语⾳信箱：将来电转接到群语⾳信箱。

3. 选择接收语⾳留⾔的分机。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允许⽤⼾在 IVR 上留⾔
前提条件

更新 IVR 语⾳菜单，提⽰⽤⼾可以按键留⾔。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IVR，编辑相应的 IVR。
2. 点击 按键事件  ⻚签，选择⼀个按键。
3. 设置按键事件⽬的地：

• 分机语⾳信箱：将来电转接到分机语⾳信箱。
• 群语⾳信箱：将来电转接到群语⾳信箱。

4. 选择接收语⾳留⾔的分机。
5.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所有外部来电转语⾳信箱⾮⼯作时间，你可以将外部来电全部转移到语⾳信箱。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呼⼊路由，编辑相应的呼⼊路由。
2. 在 默认⽬的地  下拉列表中，选择接收来电的语⾳信箱类型：

• 分机语⾳信箱：将来电转接到分机语⾳信箱。
• 群语⾳信箱：将来电转接到群语⾳信箱。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在不呼叫⽤⼾的情况下留⾔
本⽂介绍如何在不呼叫⽤⼾的情况下给⽤⼾留⾔。
背景信息
虽然你可以通过电⼦邮件或短信传递信息，但有时候声⾳能表达的诚意是⽂字⽆法替代的。当你不希望打扰某⼈或没有时间进⾏电话交谈时，你可以直接给⽤⼾留⾔。
这种⽅式在团队⼯作中很有⽤。当你的伙伴忙于开会或是下班后，你有⼀些信息需要与他们分享时，你可以给他们留⾔，⽽不是通过电话打扰他们；同时，这也可以让你的伙伴能够在回应信息前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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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仅内部分机⽤⼾可以使⽤此功能。
操作步骤

1. 给某个分机⽤⼾留⾔，拨打特征码 *12  + 分机号码，如 *121001。
2. 给队列、响铃组或某个群组留⾔，拨打特征码 *12  + 群语⾳信箱号码，如 *126100。
3. 跟随语⾳提⽰进⾏留⾔。
4. 挂断或按 #  键结束留⾔。
提⽰：

默认的语⾳留⾔特征码为 *12。你可以在 PBX ⽹⻚上更改、启⽤或禁⽤特征码：呼叫功能  > 特征码  > 语⾳信箱  > 指定分机/群语⾳信箱留⾔。
语⾳留⾔转电⼦邮件
电⼦邮件是最流⾏的商务交流⼯具之⼀。将语⾳留⾔以语⾳⽂件的⽅式发送到分机⽤⼾的电⼦邮箱，能有效提⾼⽤⼾的⼯作效率。本⽂介绍语⾳留⾔到转电⼦邮件的应⽤，以及如何将语⾳邮件转给相应分机⽤⼾的电⼦邮箱。
背景信息

应⽤场景
对于经常出差，并且需要实时响应客⼾需求的分机⽤⼾，将语⾳留⾔转到电⼦邮件的⽅式，不仅能够使⽤⼾及时收到提醒，还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语⾳留⾔，即时处理相关事务。

好处
分机⽤⼾收到语⾳留⾔的同时，会收到⼀封电⼦邮件。邮件内容包含 .wav 格式的语⾔留⾔⽂件、留⾔者名称、留⾔时间和回拨号码。

• 易于识别：在电⼦邮件中，分机⽤⼾可以快速识别留⾔者⾝份，并根据需要收听语⾳留⾔。
• 便于收听：分机⽤⼾可以通过电脑、智能⼿机或移动设备查看和收听⾃⼰的语⾳留⾔；⽽不需要呼⼊语⾳信箱，在迷宫般的语⾳菜单中浏览信息。他们也可以快进或快退，直接听取重点信息。
• 快捷分享：分机⽤⼾可以转发邮件，与项⽬成员分享语⾳留⾔，提⾼协作效率。
• 便捷管理：由于所有的语⾳留⾔都存储在电⼦邮箱中，因此管理⽂件更加容易。分机⽤⼾可以便捷地对语⾳邮件进⾏优先级排序、搜索、删除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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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 确保⽤⼾的分机号已正确绑定邮箱地址。
• 确保系统邮箱可正常运⾏，否则 PBX ⽆法将语⾳留⾔转发到分机⽤⼾的电⼦邮箱。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2. 点击 语⾳信箱  ⻚签。
3. 在 新留⾔通知  下拉列表中，选择 发送含⾳频附件的电⼦邮件通知。
4. 在 通知后  下拉列表中，设置分机⽤⼾收到语⾳邮件后，语⾳信箱中留⾔的处理⽅式。
5. 点击 保存  并 应⽤。

管理语⾳留⾔
查听语⾳留⾔
本⽂介绍如何查听语⾳留⾔。
背景信息

查听⽅式
四种查听语⾳留⾔的⽅式：

• IP 话机
• Linkus 客⼾端
• 邮件
• IVR

语⾳留⾔特征码
默认查听语⾳留⾔的特征码为 *2。你可以在 PBX ⽹⻚上更改、启⽤或禁⽤特征码：呼叫功能  > 特征码  > 语⾳信箱  > 收听新留⾔/订阅留⾔状态。

在 IP 话机上查听语⾳留⾔
通过⾃⼰的话机查听语⾳留⾔

1. 拨打特征码 *2。
2. 跟随语⾳提⽰输⼊你的语⾳信箱密码，按 # 键结束。
3. 根据 语⾳菜单  向导操作并查听语⾳留⾔。

通过他⼈话机查听⾃⼰的语⾳留⾔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5 - 通话功能  | 391

1. 拨打特征码 *2  + ⾃⼰的分机号码，如 *121001。
2. 跟随语⾳提⽰输⼊你的语⾳信箱密码，按 # 键结束。
3. 根据 语⾳菜单  向导操作并查听语⾳留⾔。

通过话机查听群语⾳留⾔
如果群语⾳信箱的模式为 共享⾄成员，那么群组成员可以在群语⾳信箱中查听留⾔。任意成员查听留⾔后，该留⾔的状态会修改为已读。

1. 拨打特征码 *2  + 群语⾳信箱号码，如 *126100。
2. 根据 语⾳菜单  向导操作并查听语⾳留⾔。

在 Linkus 客⼾端查听语⾳留⾔
如果你为分机⽤⼾启⽤了 Linkus 客⼾端，分机⽤⼾可以直接在 Linkus 客⼾端上查听语⾳留⾔。
通过邮件查听语⾳留⾔
如果你为分机设置了 转发语⾳留⾔到邮件，分机⽤⼾可以在他们的邮箱中查听语⾳留⾔。
通过 IVR 查听语⾳留⾔如果你允许⽤⼾拨打 IVR 查听语⾳留⾔，分机⽤⼾即使出差在外也可以通过 IVR 随时随地查听语⾳留⾔。

1. 呼⼊ IVR，跟随语⾳提⽰操作。
2. 拨打特征码 *2  + ⾃⼰的分机号码或群语⾳信箱号码。
3. 根据 语⾳菜单  向导操作并查听语⾳留⾔。

启⽤或禁⽤“语⾳留⾔转写”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语⾳留⾔转写功能。使⽤该功能可以将语⾳留⾔转换为⽂本，⽤⼾可直接查看留⾔内容，为⽤⼾提供了极⼤的便利和效率。
启⽤'语⾳留⾔转写'

前提条件
语⾳留⾔转写  功能需要使⽤第三⽅的语⾳转写（STT, Speech-to-Text）服务将语⾳留⾔转写为⽂本。在使⽤此功能之前，需确保 PBX 与第三⽅语⾳转写服务已对接。
⽬前，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与⾕歌 Cloud Speech-to-Text API 服务对接。更多信息，请参⻅ 对接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与⾕歌 Cloud Speech-to-Text。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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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语⾳信箱  > 语⾳信箱设置。
2. 滚动⻚⾯到底部，启⽤ 语⾳留⾔转写。

3.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语⾳留⾔转写  功能已启⽤，⽤⼾可在不同平台上接收到带有转写⽂本的语⾳留⾔：
Linkus ⽹⻚端和 Linkus ⼿机端

⽤⼾可在 Linkus ⽹⻚端和 Linkus ⼿机端上查看每个语⾳留⾔的转写⽂本。

Email 客⼾端
若启⽤了 语⾳留⾔转电⼦邮件  功能，则⽤⼾收到的语⾳留⾔将⾃动转换为⽂字，并显⽰在邮件正⽂中。
下图为语⾳留⾔通知邮件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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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语⾳留⾔转写'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语⾳信箱  > 语⾳信箱设置。
2. 滚动⻚⾯到底部，关闭 语⾳留⾔转写。

3.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语⾳留⾔转写  功能不可⽤。
设置信封播报
本⽂介绍如何启⽤和禁⽤信封播报功能。
背景信息
播放语⾳留⾔前，会先播报信封信息。信封内容如下：

• 收到留⾔的⽇期和时间
• 留⾔者号码
• 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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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根据⽤⼾需要，为他们启⽤或禁⽤信封播报功能。
为分机语⾳信箱设置信封播报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2. 点击 语⾳信箱  ⻚签。
3. 根据需要启⽤相应的信封播报信息：

• 播放⽇期和时间：播报收到留⾔的⽇期和时间。
• 播放来电号码：播报留⾔者号码。
• 播放留⾔时⻓：播报留⾔时⻓。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为群语⾳信箱设置信封播报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语⾳信箱  > 群语⾳信箱，编辑相应的群语⾳信箱。
2. 在 基本  栏，根据需要启⽤相应的信封播报信息：

• 播放⽇期和时间：播报收到留⾔的⽇期和时间。
• 播放来电号码：播报留⾔者号码。
• 播放留⾔时⻓：播报留⾔时⻓。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限制语⾳留⾔⻓度
限制语⾳留⾔消息⻓度是减少⽆效或冗⻓语⾳信息的有效⽅法。本⽂介绍如何限制语⾳可留⾔的时⻓（最⼤和最⼩）。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语⾳信箱  > 语⾳信箱设置  > 留⾔选项。
2. 在 最⼤留⾔时⻓（秒）  下拉列表中，选择时间。

超时的部分会被丢弃。
3. 在 最⼩留⾔时⻓（秒）  下拉列表中，选择时间。

⼩于最⼩时⻓限制的语⾔留⾔会被丢弃。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提⽰：
你可能需要在问候语中告知留⾔时⻓，使留⾔者可以知悉留⾔时间限制并精简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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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语⾳留⾔的存储位置
默认情况下，语⾳留⾔信息存储在本地服务器中。你可以将留⾔存储在外部存储设备上。本⽂介绍如何设置语⾳留⾔的存储位置。
前提条件
设置 存储设备。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存储  > 存储位置。
2. 在 语⾳留⾔  下拉列表中，选择⼀个存储设备。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语⾳留⾔⾃动存储在指定的存储设备中。
⾃动清理语⾳信息
及时清理旧的语⾳留⾔，可以为接收新语⾳留⾔释放充⾜的存储空间。你可以决定系统⾃动保存每个语⾳信箱的语⾳留⾔的数量和时间。当存储数量或时间达到限制值时，系统⾃动清理旧的语⾳留⾔。本⽂介绍如何为每个语⾳信箱设置语⾳留⾔⾃动清理功能。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存储  > ⾃动清理  > 语⾳留⾔⾃动清理。
2. 在 最⼤存储条数  字段，输⼊每个语⾳信箱存储的最⼤语⾳留⾔数量。
3. 在 最⼤存储天数  字段，输⼊保留语⾳留⾔的最⻓天数。

注：
0 表⽰⽆限制。

4.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如果已启⽤ ⾃动清理提醒，当保留的语⾳留⾔到达限制值的 90% 时，系统会发送邮件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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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信箱安全
修改语⾳信箱密码
本⽂介绍如何修改某个分机语⾳信箱密码和群语⾳信箱密码。
背景信息
默认情况下，分机⽤⼾需要输⼊语⾳信箱密码才能查听他们的语⾳留⾔。默认的语⾳信箱密码是系统随机⽣成的。
修改分机语⾳信箱密码两种修改语⾳信箱密码的⽅式：

• 通过⽹⻚界⾯
• 通过语⾳信箱

注：
语⾳信箱密码仅限数字，⻓度要求⾄少 3 位。

通过⽹⻚修改分机语⾳信箱密码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2. 点击 语⾳信箱  ⻚签。
3. 在 语⾳信箱密码  字段，填写数字密码。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通过分机语⾳信箱修改分机语⾳信箱密码
1. 拨打 *2  进⼊语⾳信箱，输⼊原始的语⾳信箱密码。
2. 按 4  修改语⾳信箱密码。
3. 跟随语⾳指⽰，输⼊新的密码按 # 键。

保存新密码后通话⾃动挂断。
修改群语⾳信箱密码两种修改群语⾳信箱密码的⽅式：

• 通过⽹⻚界⾯
• 通过语⾳信箱

通过⽹⻚修改群语⾳信箱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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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语⾳信箱  > 群语⾳信箱，编辑相应的群语⾳信箱。
2. 在 语⾳信箱密码  字段中，填写 PIN 码。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通过群语⾳信箱修改群语⾳信箱密码
1. 拨打 *2  + 群语⾳信箱号码进⼊语群⾳信箱，输⼊原始的群语⾳信箱密码。
2. 按 4  修改群语⾳信箱密码。
3. 跟随语⾳指⽰，输⼊新的密码按 # 键。

保存新密码后通话⾃动挂断。
启⽤或禁⽤语⾳信箱密码
语⾳信箱密码可以防⽌窃听。本⽂介绍如何启⽤和禁⽤语⾳信箱密码。

注：
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建议你为分机⽤⼾启⽤语⾳信箱密码。
启⽤或禁⽤分机语⾳信箱密码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2. 点击 语⾳信箱  ⻚签。
3. 启⽤语⾳信箱密码，在 语⾳信箱PIN码认证  下拉列表中选择 启⽤。
4. 禁⽤语⾳信箱密码，在 语⾳信箱PIN码认证  下拉列表中选择 禁⽤。
5. 点击 保存  并 应⽤。

启⽤或禁⽤群语⾳信箱密码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语⾳信箱  > 群语⾳信箱，编辑相应的群语⾳信箱。
2. 启⽤语⾳信箱密码，在 语⾳信箱PIN码认证  下拉列表中选择 启⽤。
3. 禁⽤语⾳信箱密码，在 语⾳信箱PIN码认证  下拉列表中选择 禁⽤。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语⾳留⾔问候语
语⾳信箱问候语概述
语⾳信箱问候语类似于语⾳短消息，在留⾔者录制留⾔前播放。你可以通过问候语向留⾔者传达你的信息，⽐如你何时有空，其它联系⽅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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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候语类型
你可以设置两种类型的语⾳信箱问候语：

• 全局问候语：适⽤于没有⾃定义问候语的分机语⾳信箱或群语⾳信箱。
• ⾃定义问候语：适⽤于有⾃定义个⼈问候语的分机语⾳信箱或群语⾳信箱。

基于在线状态的个⼈问候语
分机⽤⼾可以选择在不同的在线状态下播放不同的问候语：

• 默认问候语：对于没有指定个性化问候语的在线状态，播放默认问候语。
• 在线状态问候语：系统根据分机⽤⼾当前的在线状态（空闲、离开、免打扰、午休、出差和下班）播放相应的问候语。例如，为不同的在线状态设置不同的问候语：

◦ 午休：“你好，午餐时间，稍后给你回复。”
◦ 离开：“我现在不在位置，请稍后再拨。”

录制或上传语⾳信箱问候语
本⽂介绍如何录制或上传语⾳信箱问候语。
背景信息
个性化的问候语可以让打电话的⼈感到亲切，并让他们知道你⽆法接听电话的原因以及他们如何联系你。
每个分机⽤⼾最多可定制 10 个独⽴的问候语。两种⾃定义个⼈问候语的⽅式：

• 上传⾳频⽂件：准备⼀个 WAV 格式的⾳频⽂件。
注：

上传的⽂件应满⾜ ⾳频⽂件要求。
• 在话机上录制语⾳信箱问候语：通过系统呼叫分机，分机⽤⼾可以在接听来电后录制语⾳信箱问候语。

为分机语⾳信箱设置问候语
分机⽤⼾可能希望他们的语⾳信箱能根据在线状态播放更加个性化和专业化的问候语，你可以为每个⽤⼾设置个性化的语⾳信箱问候语。

上传分机语⾳信箱问候语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2. 点击 语⾳信箱  ⻚签。
3. 在 语⾳信箱问候语  栏，点击 问候语管理。
4.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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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要上传的⾳频⽂件，点击 打开。
你可以在 问候语管理  列表中查看和管理问候语。

在话机上录制分机语⾳信箱问候语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2. 点击 语⾳信箱  ⻚签。
3. 在 语⾳信箱问候语  栏，点击 问候语管理。
4.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录制问候语  ⻚签。
5. 在 ⾳频⽂件名  字段，填写易于识别的⽂件名称。
6. 在 分机  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录制⾳频的分机号。
7. 点击 保存。

系统将呼叫选择的分机。
8. 接听来电，直接录制问候语。

结束录制问候语后，按 #  键或直接挂断电话，你就可以在 问候语管理  列表中查看和管理问候语。
为群语⾳信箱设置问候语

上传群语⾳信箱问候语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语⾳信箱  > 群语⾳信箱，编辑相应的群语⾳信箱。
2. 在 群语⾳信箱问候语  栏，点击 问候语管理。
3.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上传。
4. 选择要上传的⾳频⽂件，点击 打开。

你可以在 问候语管理  列表中查看和管理问候语。
在话机上录制群语⾳信箱问候语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语⾳信箱  > 群语⾳信箱，编辑相应的群语⾳信箱。
2. 在 群语⾳信箱问候语  栏，点击 问候语管理。
3. 在 语⾳信箱问候语  栏，点击 问候语管理。
4.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录制问候语  ⻚签。
5. 在 ⾳频⽂件名  字段，填写易于识别的⽂件名称。
6. 在 分机  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录制⾳频的分机号。
7. 点击 保存。

系统将呼叫选择的分机。
8. 接听来电，直接录制问候语。

结束录制问候语后，按 #  键或直接挂断电话，你就可以在 问候语管理  列表中查看和管理问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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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个⼈语⾳信箱问候语
本⽂介绍如何管理分机⽤⼾的语⾳信箱问候语，包括播放，下载和删除问候语。
播放个⼈问候语
要检查上传的问候语或录制的问候语的播放效果，你可以在电话或⽹⻚上直接播放问候语。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2. 点击 语⾳信箱  ⻚签。
3. 在 语⾳信箱问候语  栏，点击 问候语管理。
4. 选择要播放的问候语，点击 。
5. 在弹出的窗⼝中，选择播放问候语的⽅式：

• 通过⽹⻚播放：点击  直接在⽹⻚上播放问候语。
• 通过分机播放：在电话上收听问候语。

a. 选择⼀个分机，然后点击 播放。
系统将呼叫你的分机。

b. 接听来电即可听到问候语。
下载个⼈问候语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2. 点击 语⾳信箱  ⻚签。
3. 在 语⾳信箱问候语  栏，点击 问候语管理。
4. 选择要下载的问候语，点击 。

删除个⼈问候语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2. 点击 语⾳信箱  ⻚签。
3. 在 语⾳信箱问候语  栏，点击 问候语管理。
4. 删除问候语：

• 删除单个问候语，点击问候语旁边的 。
• 批量删除问候语，勾选要删除的问候语，点击 删除。

5. 点击 保存  并 应⽤。
管理群语⾳信箱问候语
本⽂介绍如何管理群语⾳信箱问候语，包括播放，下载和删除问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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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群语⾳信箱问候语
要检查上传的问候语或录制的问候语的播放效果，你可以在电话或⽹⻚上直接播放问候语。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语⾳信箱  > 群语⾳信箱，编辑相应的群语⾳信箱。
2. 在 群语⾳信箱问候语  栏，点击 问候语管理。
3. 选择要播放的问候语，点击 。
4. 在弹出的窗⼝中，选择播放问候语的⽅式：

• 通过⽹⻚播放：点击  直接在⽹⻚上播放问候语。
• 通过分机播放：在电话上收听问候语。

a. 选择⼀个分机，然后点击 播放。
系统将呼叫你的分机。

b. 接听来电即可听到问候语。
下载群语⾳信箱问候语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语⾳信箱  > 群语⾳信箱，编辑相应的群语⾳信箱。
2. 在 群语⾳信箱问候语  栏，点击 问候语管理。
3. 选择要下载的问候语，点击 。

删除群语⾳信箱问候语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语⾳信箱  > 群语⾳信箱，编辑相应的群语⾳信箱。
2. 在 群语⾳信箱问候语  栏，点击 问候语管理。
3. 删除问候语：

• 删除单个问候语，点击问候语旁边的 。
• 批量删除问候语，勾选要删除的问候语，点击 删除。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修改语⾳信箱问候语
系统默认的问候语和⾃定义的问候语都可以修改。本⽂介绍如何修改分机语⾳信箱问候语和群语⾳信箱问候语。
修改全局语⾳留⾔问候语

前提条件
上传⾃定义问候语  或者 录制⼀条问候语。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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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语⾳信箱  > 语⾳信箱设置  > 问候语选项。
2. 在 全局留⾔问候语  下拉列表中，选择⼀个语⾳提⽰语。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操作结果
修改后的全局留⾔问候语会对所有未⾃定义问候语的分机语⾳信箱和群语⾳信箱⽣效。

修改分机语⾳信箱问候语
前提条件

为个别分机⽤⼾录制或上传语⾳信箱问候语。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2. 点击 语⾳信箱  ⻚签。
3. 在 语⾳信箱问候语  栏，选择⼀个问候语：

• 默认问候语：从 默认问候语  下拉列表中选择⼀个问候语。
当⽤⼾切换在线状态，且该状态的 状态问候语  设置为 ⽆  的时候，系统会播放默认的问候语。

• 在线状态问候语（空闲、离开、 免打扰、午餐、出差、 下班)：在各个在线状态下拉列表中选择相应的问候语。
系统根据分机⽤⼾当前的在线状态播放相应的问候语。

提⽰：
你也可以选择 录制新问候语  录制并使⽤新的提⽰语。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修改群语⾳信箱问候语

前提条件
为群语⾳信箱录制或上传问候语。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语⾳信箱  > 群语⾳信箱，编辑相应的群语⾳信箱。
2. 在 群语⾳信箱问候语  栏，选择⼀个问候语。

提⽰：
你也可以选择 录制新问候语  录制并使⽤新的提⽰语。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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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留⾔提醒
语⾳留⾔通知概述
分机⽤⼾在收到新的语⾳留⾔时可以收到即时通知。本⽂介绍接收新语⾳留⾔通知的各种⽅式。
IP 话机上的新语⾳留⾔通知
通过监控语⾳信箱的状态，可以实时了解是否收到新语⾳留⾔。两种在 IP 话机上监控语⾳信箱状态的⽅式如下：

通过功能键监控语⾳信箱状态
你可以使⽤功能键监控语⾳信箱状态的变化，包括监控⾃⼰的语⾳信箱或其他⽤⼾的语⾳信箱。当项⽬组成员共享同⼀个语⾳信箱接收留⾔时，对语⾳信箱的监控可以使项⽬组成员及时了解语⾳信箱状态及查听新语⾳留⾔。⼀旦有⼈听取或删除留⾔，其他⼈也不需要去重复处理这些留⾔。
更多信息，请参⻅ 在话机上监控语⾳信箱状态。

通过 MWI 监控语⾳信箱状态
信息等待指⽰器（MWI）是⼀个话机基础功能，当你收到新的语⾳留⾔时，话机会显⽰相关提醒。通常情况下，MWI 通过指⽰灯或⾳频提醒新留⾔。MWI 提醒的效果因设备⽽异。

电⼦邮件通知你可以为分机⽤⼾设置电⼦邮件通知。当⽤⼾收到语⾳留⾔时，能够第⼀时间收到通知，快速识别留⾔者⾝份和留⾔的时间，并且直接收听语⾳留⾔，从⽽提⾼⼯作效率。
• 对于不经常使⽤话机的员⼯来说，他们不需要时刻留意话机或时常查看语⾳信箱。
• 对于经常出差的员⼯，他们可以实时处理语⾳留⾔，及时回复留⾔。

更多信息，请参⻅ 为语⾳留⾔设置电⼦邮件提醒。
在话机上监控语⾳信箱状态
本⽂介绍如何在话机上通过功能键监控语⾳信箱状态。
背景信息对于需要在话机上监控语⾳信箱状态的分机⽤⼾，你可以通过⾃动配置⽅式为这些分机⽤⼾配置功能键。

注：
⽤⼾⾃⼰也可以在话机上⼿动设置功能键。更多信息，请咨询话机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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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功能键监控语⾳信箱状态
操作步骤

1. 给分机⽤⼾分配功能键。
a.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 如果要为某个分机⽤⼾单独配置功能键，点击对应分机旁边
的 。

• 如果要为多个分机⽤⼾配置功能键，勾选相应的分机，点击 编辑。
b. 点击 功能键  ⻚签。
c. 根据需要配置功能键。

注：
不同话机型号⽀持的按键数量不同。如果你给分机⽤⼾配置的功能键超过话机实际⽀持的按键数，超出的功能键不会⽣效。

• 类型：选择要监控的语⾳信箱类型。
◦ 要监控分机语⾳信箱，选择 收听留⾔。
◦ 要监控群语⾳信箱，选择 收听群语⾳留⾔。

注：
对于模式为 转发⾄成员  的群语⾳信箱，由于语⾳留⾔没有存储在群语⾳信箱中，故⽆法使⽤功能键监控语⾳信箱状态。

• 值：根据按键类型配置具体的按键值，例如，停泊号码、队列号码或者分机号。
• 标签：可选。填写显⽰在话机屏幕上的按键名称。

d. 点击 保存。
2. 如果分机未绑定话机，请参⻅以下⽂章为分机绑定⼀台话机。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PnP ⽅式）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DHCP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FQDN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式）

3. 如果分机已绑定话机，更新话机配置。
a. 进⼊ ⾃动配置  > 话机。
b. 点击话机旁边的 。

执⾏结果
功能键实时显⽰语⾳信箱的状态。

• 绿⾊：语⾳信箱没有未读的语⾳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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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语⾳信箱有未读语⾳留⾔。分机⽤⼾可以直接按该功能键查听语⾳留⾔。
注：

指⽰灯状态可能会因话机型号⽽异。
为语⾳留⾔设置电⼦邮件提醒
本⽂介绍如何为语⾳留⾔设置电⼦邮件提醒。
限制电⼦邮件提醒只适⽤于分机语⾳信箱。群语⾳信箱收到新留⾔时不会收到邮件提醒。

注：
共享⾄成员  模式的群语⾳信箱会将新留⾔转发到分机的个⼈语⾳信箱中。这种情况下，分机才可以收到群留⾔提醒。
前提条件

• 确保⽤⼾的分机号已正确绑定邮箱地址。
• 确保 系统邮箱  可正常运⾏，否则 PBX ⽆法将语⾳留⾔转发到分机⽤⼾的邮箱。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2. 点击 语⾳信箱  ⻚签。
3. 在 新留⾔通知  下拉列表中，选择语⾳留⾔的通知⽅式或禁⽤电⼦邮件通知。

• 不发送邮件通知：禁⽤电⼦邮件通知。
• 发送不含⾳频附件的电⼦邮件通知：收到新的语⾳留⾔后，通过电⼦邮件提醒分机⽤⼾收到新的语⾳留⾔。
• 发送含⾳频附件的电⼦邮件通知：收到新的语⾳留⾔后，将新的语⾳留⾔转换成 .wav 格式的语⾳⽂件，附在邮件中发送给分机⽤⼾。

注：
如果你使⽤默认的 语⾳留⾔到信箱  邮件模板，通知邮件包含下列内容。如果需要⾃定义邮件模板，请参⻅ ⾃定义邮件模板。

• 留⾔者名称
• 来电号码
• 留⾔的时间
• 转写的语⾳留⾔⽂本（需要先 启⽤语⾳留⾔转写功能）
• PBX 设备信息

4. 在 通知后  下拉列表中，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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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做任何操作：保留语⾳信箱中的新语⾳留⾔并标记为未读。
• 标记为已读：保留语⾳信箱中的新语⾳留⾔并标记为已读，防⽌⽤⼾在其它设备上重复收到提醒。
• 删除语⾳留⾔：删除语⾳留⾔，节省存储空间。

注：
我们建议你仅在发送含⾳频的电⼦邮件通知时，才选择 删除语⾳留⾔。

5. 点击 保存  并 应⽤。
⾃定义语⾳信箱操作
允许呼叫者按键留⾔
本⽂介绍如何允许呼叫者按键直接留⾔。
背景信息
默认情况下，当呼叫者进⼊语⾳信箱后，PBX 会⾃动录⾳。此时呼叫者可能还没准备好留⾔，或者他们并没有留⾔的打算。这种情况下，即使呼叫者直接挂断电话，语⾳信箱也会⽣成⼤量的⽆⽤留⾔。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语⾳信箱  > 语⾳信箱设置。
2. 在 主叫选项  栏，勾选 按 5 留⾔。
3.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呼叫者听完问候语之后，可以选择要不要留⾔。在准备好留⾔内容后，呼叫者可以按 5 开始留⾔。
后续步骤
如果使⽤了⾃定义的问候语，更新问候语， 提醒留⾔者按 5 留⾔。
允许在语⾳信箱中拨打分机
本⽂介绍如何允许⽤⼾在语⾳信箱中拨打分机。
背景信息
对于常常在多地办公的员⼯，他们可以录制语⾳信箱问候语告知客⼾可以拨打哪些号码联系到他们；同时，你也可以允许客⼾直接拨打员⼯的分机号，⽽不必挂断当前通话再重新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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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当紧急情况下，客⼾⽆法直接联系到经理时，客⼾可以选择拨打秘书的分机，⽽不是被动地给经理留⾔。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语⾳信箱  > 语⾳信箱设置。
2. 在 主叫选项  栏，勾选 允许拨打分机。
3. 在 可⽤的  选择框中，选择相应的分机，加⼊ 已选择  框中。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呼叫者可以按 * 键拨打分机。
后续步骤如果使⽤了⾃定义的问候语，更新问候语， 提醒留⾔者按 * 键拨打分机。
允许转接话务员
本⽂介绍如何允许⽤⼾退出语⾳信箱转接话务员。
背景信息
对于技术⽀持、医⽣或销售经理等，即使是下班后也需要有⼈值班时刻应对紧急情况。紧急情况下，当客⼾来电进⼊语⾳信箱后，最好能够允许⽤⼾直接转接服务台，否则他们需要挂断电话再重新呼叫服务台。
操作步骤
你可以使⽤ IVR 或指定固定分机接听紧急来电。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语⾳信箱  > 语⾳信箱设置。
2. 在 主叫选项  栏，勾选 允许按0转接。
3. 在 ⽬的地  下拉列表中，选择⼀相应的⽬的地。

• IVR：将来电转移到 IVR。
• 分机：将来电转移给指定分机。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留⾔者可以按 0 键转接话务员。
后续步骤如果使⽤了⾃定义的问候语，更新问候语， 提醒留⾔者按 0 键转接话务员。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5 - 通话功能  | 408

允许审阅留⾔
留⾔者可以在录制留⾔后播放录制的留⾔，及时检查留⾔的内容是否合适。本⽂介绍如何允许⽤⼾审阅留⾔。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语⾳信箱。
2. 在 主叫选项  栏，勾选 允许审阅留⾔。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全局语⾳信箱设置
本⽂介绍全局语⾳信箱相关设置，包括主叫选项、留⾔选项和问候语选项。
主叫选项

设置 描述
允许按0转接 允许留⾔者按 0 退出语⾳信箱，然后转接指定的 IVR 或分机。
允许拨打分机 在播放问候语期间，留⾔者可按 * 键，听到拨号提⽰⾳后，拨打分机。
按 5 留⾔ 在播放问候语期间，留⾔者可以按 5 直接开始录制留⾔；不需要等待提⽰⾳播放结束。
允许审阅留⾔ 留⾔者可以在录制留⾔后播放、保存或重新录制留⾔。

留⾔选项
设置 描述

最⼤留⾔时⻓（秒） 设置⼀条语⾳留⾔的最⻓录制时间。
默认留⾔者可录制的最⻓语⾳留⾔时⻓为 600 秒（10分钟）。

最⼩留⾔时⻓（秒） 设置⼀条有效语⾳留⾔的最短时⻓要求。
默认少于 2 秒的语⾳留⾔为⽆效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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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候语选项
设置 描述

最⼤问候语时⻓（秒） 播放留⾔问候语的最⼤时⻓，超出时⻓的问候语将不会继续播放。
默认播放问候语时⻓为 60 秒（1分钟）。

系统留⾔问候语 选择应⽤于所有分机的问候语。
语⾳留⾔转写
启⽤或禁⽤ 语⾳留⾔转写  功能。更多信息，请参⻅ 启⽤或禁⽤“语⾳留⾔转写”。
语⾳信箱菜单选项
本⽂介绍语⾳信箱操作菜单。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5 - 通话功能  | 410

分机语⾳信箱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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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语⾳信箱菜单

语⾳信箱容量和限制
你可以限制每个分机可存储的语⾳留⾔量、存储时间及留⾔时⻓。
每个分机默认的语⾳信箱容量和限制
语⾳信箱容量限制为 100 条留⾔，每条留⾔最多 10 分钟。当留⾔数量达到限制时，系统⾃动删除旧的语⾳留⾔。
语⾳留⾔的存储时间⽆限制。
调整语⾳信箱容量和限制

• 若要调整的语⾳信箱的容量，请参⻅⾃动清理语⾳信息。
• 若要调整单条语⾳留⾔时⻓，请参⻅限制语⾳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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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R
交互式语⾳响应（IVR）概述
PBX 集成了免费的交互式语⾳响应（IVR）。本⽂介绍什么是交互式语⾳响应（IVR），IVR 的应⽤，以及多级 IVR。
什么是 IVR
交互式语⾳响应（IVR）是⼀种⾃动电话技术，可与呼叫者进⾏交互，收集信息并将通话路由到适当的⽬的地。IVR 可以充当虚拟接待员来处理⼤量电话。这意味着不需要专⻔的接待员从事电话转接⼯作。借助 IVR，客⼾可以快速获得响应或⾃⾏寻求相应的服务。
IVR 的应⽤
IVR 使⽤可⾃定义的语⾳提⽰为呼叫者提供服务向导，例如“产品咨询请按 1，留⾔请按 2”。IVR 根据客⼾在语⾳菜单中的选择，将通话转接到指定的个⼈、部⻔、队列等。
多级 IVR 是⼀种可选⽅式，它允许你将新的 IVR 作为另⼀个 IVR 的选项。多级菜单的⽅式能为⽤⼾提供多样化的选项。多级 IVR 帮助你灵活地对交互菜单进⾏分类，例如将销售部⻔划分为多个区域，并更精确地路由通话。
你可以⾃定义 IVR 为客⼾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针对客⼾
• 播放⾃定义的欢迎问候语。
• 允许客⼾留⾔。
• 允许客⼾通过名称或分机号呼叫某个内部员⼯。

针对内部员⼯
• 允许员⼯通过 IVR 拨打外线电话。
• 允许员⼯通过 IVR 查听语⾳留⾔。
• 允许员⼯通过拨打特征码 #9 更改 IVR 提⽰⾳。

IVR 按键事件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三种按键事件类型：
• 菜单选项：提供给客⼾选择菜单的数字键、# 键 和 * 键。
• 超时：如果在限定时间内客⼾没有操作，将通话转移到指定的⽬的地。
• ⽆效按键：当客⼾按下未定义的按键时，将通话转移到指定的⽬的地。

按键⽬的地
按键事件可选⽬的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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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断：挂断来电。
• 分机：将来电转移给指定分机。
• 分机语⾳信箱：给指定的分机留⾔。
• 群语⾳信箱：给指定的群组留⾔。
• IVR：进⼊下⼀级 IVR。
• 响铃组：将来电转移给指定响铃组。
• 队列：将来电转移给指定队列。
• 会议室：将来电转移给指定会议室。
• 通过名称呼叫：通话分机名称拨打电话。

更多信息，请参⻅允许呼叫者通过 IVR 按姓名拨号。
• 外部号码：将来电转移给外部号码。
• 播放提⽰⾳后退出：播放⾃定义提⽰⾳，然后挂断来电。
• 播放 IVR 提⽰⾳：播放 IVR 提⽰⾳，然后挂断来电。

注：
◦ 此选项仅适⽤于 ⽆效按键⽬的地。
◦ 当呼叫者输⼊此 IVR 未定义的按键，系统会重复播放 IVR 提⽰⾳。IVR 提⽰⾳播放的次数达到上限后，系统会直接挂断通话。

设置 IVR
PBX 提供简易的 IVR 配置界⾯，你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实时设置和变更 IVR 菜单。本⽂介绍如何设置 IVR。
前提条件
在设置 IVR 之前，录制⾃定义提⽰⾳  或上传⾃定义提⽰⾳，为客⼾提供语⾳向导。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IVR，点击 添加。
2. 在 基本  ⻚签，编辑 IVR 的基本设置。

• 号码：填写⼀个虚拟号码。呼叫者可以通过该号码呼⼊IVR。
默认 IVR 号码范围  为 6200~6299。

• 名称：填写易于识别的 IVR 名称。
• 提⽰⾳：设置 IVR 语⾳菜单，向呼叫者播放问候语并介绍 IVR 菜单选项。

默认提⽰语为“请输⼊分机号码，或按 0”。
最多可选择 5 个⾳频⽂件，系统按顺序播放⾳频⽂件。

• 提⽰次数：系统重复播放提⽰⾳的最⼤次数。
• 响应超时时⻓（s）：系统播放完 IVR 提⽰⾳后，客⼾⽆操作的时⻓限制。
• 按键超时时⻓（s）：客⼾输⼊的按键和下⼀个按键间隔的超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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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R Alert Info：可选。设置 INVITE 请求报⽂中 Alert-info 携带的 “info” 标签值。
收到 IVR 来电时，话机能解析 "Alert-Info" 头域，然后决定要播放哪个铃声。

• 允许拨打分机：是否允许⽤⼾通过 IVR 拨打分机号。
◦ 禁⽤：禁⽌通过 IVR 拨打分机号。
◦ 所有分机：⽤⼾可以拨打所有分机号码。
◦ 允许分机：⽤⼾可以拨打指定的分机。
◦ 禁⽌分机：⽤⼾⽆法拨打指定的分机。

• 允许呼出路由拨出：是否允许分机⽤⼾通过 IVR 拨打外线电话。
• 允许查阅语⾳留⾔：是否允许分机⽤⼾通过 IVR 查阅语⾳邮件。
• 拨打 #9 修改 IVR 提⽰⾳：是否允许分机⽤⼾拨打 #9 录制新的提⽰⾳并应⽤。

注：
修改 IVR 提⽰⾳后，只保留新录制的提⽰⾳，IVR 设置中原有的提⽰⾳将被移除。

3. 在 按键事件  ⻚签，设置 IVR 按键菜单。
• 按键：为每个键（0-9，*和#）选择按键事件。
• 响应超时：选择超时⽬的地。

当呼叫者在 I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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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效按键：选择⽆效按键⽬的地。

当呼叫者输⼊未定义的按键时，将通话转到该⽬的地。
• 可选：  勾选 允许退出录⾳。

当通话被路由到按键⽬的地时，即使系统已启⽤ 通话录⾳，该通话也不会被录⾳。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后续步骤
设置呼⼊路由，并将 IVR 设置为路由⽬的地。
相关信息允许呼叫者通过 IVR 拨打分机号允许呼叫者通过 IVR 按姓名拨号允许呼叫者通过 IVR 拨打外线电话允许⽤⼾远程修改 IVR 提⽰⾳IVR 来电转外部号码
设置 IVR 提⽰⾳
你可以使⽤⾃定义问候语和提⽰语，为客⼾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向导。本⽂介绍如何根据 IVR 菜单设置 IVR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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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R 提⽰⾳类型通常情况下，IVR 提⽰⾳由⼏个语⾳⽚段构成：
• 欢迎问候语：欢迎问候语是客⼾接⼊ IVR 通话时听到的第⼀条提⽰语。

例如，“欢迎致电 Yeastar”。
• 菜单提⽰语：为客⼾提供⼀系列操作选项。

例如，“如需即时服务，请按 1 联系技术⽀持；留⾔，请按 2”。
• 再⻅问候语：结束通话前播放的问候语。

准备 IVR 提⽰⾳⽂件
使⽤单个⾳频⽂件或多个⾳频⽚段⾃定义 IVR 提⽰⾳。

通过单个⾳频⽂件⾃定义 IVR 提⽰⾳
你可以在单个⾳频⽂件中录制问候语、IVR 菜单或任何信息。单⽂件的⽅式易于管理。

通过多个⾳频⽚段⾃定义 IVR 提⽰⾳
Yeastar IVR 允许你将 5 个不同的⾳频⽚段组合成⼀个 IVR 提⽰⾳。当客⼾进⼊ IVR 时，系统按顺序播放⾳频⽚段。
多⾳频⽚段的应⽤场景：

• 经常修改 IVR 提⽰⾳。
每次变更 IVR 按键菜单时，都需要更新 IVR 提⽰⾳。根据菜单内容将你的 IVR 提⽰⾳剪辑成多个⾳频，如⽚段 1 ⽤于欢迎问候语，⽚段 2 ⽤于提⽰按键菜单等等。下⼀次，当你需要更改 IVR 提⽰⾳时，只需更换特定的⽚段即可。

• 单个⾳频⽂件超出限制。
上传的⽂件应满⾜ ⾳频⽂件要求。超过 8 MB 的⾳频⽂件⽆法上传。将⾳频⽂件剪辑成多个⽚段，分段上传即可。

更改 IVR 提⽰⾳
1. 登录 PBX 管理⽹⻚，进⼊ PBX 设置  > 提⽰⾳  > ⾃定义提⽰⾳，上传⾃定义提⽰⾳或录制⾃定义提⽰⾳。

注：
上传的⽂件应满⾜ ⾳频⽂件要求。

2. 进⼊ 呼叫功能  > IVR，编辑所需的 IVR。
3. 在 提⽰⾳  下拉列表中，选择更新的 IVR 提⽰⾳。

最多可选择 5 个⾳频⽂件，系统按顺序播放⾳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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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提⽰次数  下拉列表中，选择提⽰⾳重复播放的次数。
5. 点击 保存  并 应⽤。

相关信息允许⽤⼾远程修改 IVR 提⽰⾳
允许呼叫者通过 IVR 拨打分机号
本⽂介绍如何允许⽤⼾在 IVR 通话中拨打分机。
背景信息
对于新客⼾来说，IVR 可以帮助他们找到需要联系的员⼯或部⻔。但对于⽼客⼾来说，即使他们知道分机号码，他们也不得不听完整个⾳频提⽰才能联系到相应的员⼯或部⻔。这种⽅式既浪费时间⼜容易让⼈失去耐⼼。
对于知晓员⼯分机号的客⼾，最好允许他们直接拨打分机号。
前提条件
在允许通过 IVR 直接拨打分机号之前，请更新 IVR 提⽰⾳，提⽰客⼾如何直接拨打分机号。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IVR，编辑相应的 IVR。
2. 在 提⽰⾳  下拉列表中，选择更新的 IVR 提⽰⾳。
3. 在 允许拨打分机  下拉列表中，选择可⽤分机或可供呼叫者拨打的分机号码。

• 所有分机：呼叫者可以拨打所有分机号码。
• 允许分机：呼叫者只能拨打选定的分机。
• 禁⽌分机：除了禁⽌的分机外，呼叫者可以拨打其他任意分机。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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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呼叫者通过 IVR 按姓名拨号
对于不记得员⼯分机号码的客⼾，你可以允许他们在 IVR 中通过输⼊员⼯姓⽒或名字的前三个字⺟进⾏拨号，呼叫相应的分机⽤⼾。使⽤这种⽅式，客⼾可以更容易地找到要联系的⼈。
限制条件
“通过名称呼叫” 功能⽀持查询显⽰姓名为英⽂或拼⾳的分机⽤⼾。
操作步骤

1. 设置分机的显⽰姓名
2. ⾃定义 IVR 提⽰⾳
3. 配置 IVR

设置分机的显⽰姓名
使⽤ “通过名称呼叫” 功能时，IVR 会对分机的显⽰姓名进⾏搜索。因此，需要确保你已为⽤⼾的分机设置了显⽰姓名。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分机。
2. 在 ⽤⼾信息  栏，设置分机⽤⼾的 姓⽒  和 名字。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定义 IVR 提⽰⾳你需要准备好⾃定义的 IVR 提⽰⾳，指导呼叫者按下指定按键进⼊ “通过名称呼叫” 功能。
1. 登录 PBX 管理⽹⻚，进⼊ PBX 设置  > 提⽰⾳  > ⾃定义提⽰⾳。
2. 上传⾃定义提⽰⾳  或 录制⾃定义提⽰⾳。

注：
上传的⽂件应满⾜ ⾳频⽂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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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IVR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IVR，编辑相应的 IVR。
2. 更新 IVR 提⽰⾳。

a. 进⼊ 基本  ⻚签。
b. 在 提⽰⾳  下拉列表中，选择⾃定义的 IVR 提⽰⾳。

最多可选择 5 个⾳频⽂件，系统按顺序播放⾳频⽂件。

3. 设置 IVR 的按键⽬的地。
a. 进⼊ 按键事件  ⻚签。
b. 在按键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通过名称呼叫。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呼叫者呼⼊到 IVR 后，可通过输⼊分机⽤⼾显⽰姓名的前三个字⺟，快速搜索并转接到⽤⼾的分机。
⽰例
参考以下⽰例，了解通过 IVR 按姓名拨号的流程。在此例中，按键 1 的⽬的地被设置为 通过名称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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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呼叫者呼⼊到 IVR，听到 IVR 提⽰⾳。
2. 呼叫者根据 IVR 提⽰⾳，按 “1” 进⼊ “通过名称呼叫” 功能。
3. 听到 提⽰语1  后，呼叫者输⼊分机⽤⼾姓名的前三个字⺟。

例如，要搜索显⽰姓名为 “Li Lei” 的分机⽤⼾，呼叫者需要在拨号盘上按 5-4-5，表⽰前三个字⺟ L  I  L。
4. IVR 将查找最匹配的⽤⼾，并播放对应提⽰⾳：

• 如果未找到匹配⽤⼾，IVR 会播放 提⽰语2。
• 如果找到匹配⽤⼾，IVR 会播放 提⽰语3， 向呼叫者提供分机⽤⼾的名称和分机号码，以及后续操作提⽰：

◦ 1：如果这是您要查找的⼈，请按 “1”。
IVR 会将通话转接到分机⽤⼾。
◦ *：否则请按 “*” 键。

IVR 将继续搜索并播放其他匹配的分机⽤⼾信息，供呼叫者确认。若再⽆匹配⽤⼾，IVR 将播放 提⽰语4。
默认提⽰语当呼叫者选择 通过名称呼叫  选项，提⽰语内容如下：

播报设置 情景
欢迎访问菜单。请输⼊对⽅名字的前三个字⺟，请输⼊话机数字键，⽤ 7 键代表 Q，⽤ 9 键表⽰ Z。

当呼叫者选择通过名称呼叫时播放的提⽰语。

没有您要查找的信息。 当呼叫者输⼊三个字⺟后没有匹配的联系⼈时播放的提⽰语。
[姓名]分机[号码]如果这是您要查找的⼈，请按1，否则请按 * 键。 当呼叫者输⼊三个字⺟后检索到匹配的联系⼈时播放的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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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报设置 情景
没有您要查找的信息。 呼叫者按 * 键继续搜索后，⽬录中没有其他匹配的联系⼈时播放的提⽰语。

允许呼叫者通过 IVR 拨打外线电话
本⽂介绍如何允许⽤⼾通过 IVR 拨打外线电话。
背景信息
当总部和分⽀机构之间互连两个 PBX，你只需要在总部 PBX 上设置⼀个 IVR，并允许分机⽤⼾通过总部 IVR 拨打外线电话。通过这种⽅式，客⼾只需要拨打总部的号码，就可以直接联系分⽀机构的员⼯或相关部⻔。
前提条件

• 在两台互连的 PBX 上分别设置呼出路由和呼⼊路由。
• 上传或录制 IVR 提⽰⾳  提⽰⽤⼾如何拨打外线电话。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IVR，编辑相应的 IVR。
2. 在 提⽰⾳  下拉列表中，选择更新的 IVR 提⽰⾳。
3. 勾选 允许呼出路由拨出。
4. 在 可⽤的  框中，选择相应的路由，加⼊ 已选择  框中。
5. 点击 保存  并 应⽤。

允许⽤⼾远程修改 IVR 提⽰⾳
在紧急情况下（例如在恶劣天⽓下提早结束营业），⽤⼾可能需要更改 IVR 提⽰⾳。Yeastar P 系列 IPPBX  允许⽤⼾在不使⽤电脑登录 PBX 的情况下，通过电话呼⼊ IVR，拨打指定特征码来录制并应⽤新的 IVR 提⽰⾳。
限制条件

• ⾃定义提⽰⾳的数量未达到 上限，否则⽤⼾⽆法录制新的 IVR 提⽰⾳。
• 仅⽀持录制 2 分钟的提⽰⾳。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IVR，编辑相应的 IVR。
2. 在 基本  ⻚签中，勾选 拨打 #9 修改 IVR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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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修改 IVR 提⽰⾳密码  栏，设置⼀个⽤于验证的密码。
⽤⼾需要输⼊正确的密码才能更改 IVR 提⽰⾳。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呼⼊ IVR，拨打 #9 并输⼊密码，然后根据语⾳提⽰录制新的 IVR 提⽰⾳。
提⽰⾳保存后，IVR 设置中原有的提⽰⾳将被移除，新录制的提⽰⾳会被保留并应⽤。

注：
新录制的提⽰⾳保存在 PBX 设置  > 提⽰⾳  > ⾃定义提⽰⾳，⽂件名格式为 IVR{ivr_number}Date{date}Number{extension_number}。

⽰例
参考以下⽰例，了解远程更改 IVR 提⽰⾳的流程。

1. 在 IVR 通话中，⽤⼾拨打 #9，然后输⼊密码。
2. 听到哔声后，⽤⼾开始录制提⽰⾳。录制完成后，按 # 结束。
3. ⽤⼾按指定按键，管理新录制的提⽰⾳：

• 1：播放提⽰⾳。
• 2：保存提⽰⾳并应⽤到此 IVR。
• 3：删除提⽰⾳。

IVR 来电转外部号码
本⽂介绍如何允许⽤⼾按键转拨指定的外线号码。
背景信息
IVR 来电转外部号码对于医疗系统、IT 技术⽀持等需要提供 24 ⼩时服务的企业来说，尤其重要。

医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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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患者呼叫医院 IVR 时，患者可以通过按键直接转到医疗应答服务，预约会诊或询问健康问题和医疗问题。
IT 技术⽀持

下班后，客⼾呼⼊公司 IVR 时，他们可以选择连接紧急热线。 该紧急⽀持热线可以设置为值班运维⼯程师的⼿机号码。
前提条件
根据你的 IVR 按键设置，更新 IVR 提⽰⾳，提⽰⽤⼾通过按键转外线。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IVR，编辑相应的 IVR。
2. 在 提⽰⾳  下拉列表中，选择更新的 IVR 提⽰⾳。
3. 点击 按键事件  ⻚签。
4. 选择⼀个按键，设置⽬的地为 外部号码。
5. 可选：在 前缀  字段中，填写 呼出路由前缀，PBX 会将来电从匹配的呼出路由送往外部号码。

• 若呼出路由未设置 删除前缀位数，则不需要设置 前缀。
• 若呼出路由设置 删除前缀位数，则需要根据呼出路由的 匹配模式  的设置填写 前缀。

6. 填写外部号码（如客服中⼼号码或⼿机号码）。
7. 点击 保存  并 应⽤。

IVR 配置⽰例
本⽂展⽰了单级 IVR 配置和多级 IVR 配置的⽰例。
单级 IVR 配置
背景信息
公司需要通过 IVR 将来电转给售前、技术⽀持、售后和个⼈经理。
本例假设使⽤的响铃组、队列、提⽰⾳和呼⼊路由已预先配置。
步骤⼀、设计 IVR
当客⼾呼⼊ IVR（6200）时，可以根据⾃⼰的需要选择不同的服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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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上传 IVR 提⽰⾳
1. 进⼊ PBX设置  > 提⽰⾳  > ⾃定义提⽰⾳，点击 上传。
2. 选择要上传的⾳频⽂件。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步骤三、设置 IVR

1. 进⼊ 呼叫功能  > IVR，点击 添加。
2. 在 基本  ⻚签中，编辑 IVR 的基本设置。

3. 在 按键事件  ⻚签中，设置 IVR 按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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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 保存  并 应⽤。
多级 IVR 配置
背景信息
随着业务的扩展，公司需要根据来电者的使⽤语⾔为其提供双语⾃动话务功能。当客⼾呼⼊ IVR 时，他们可以选择服务语⾔。
为了实现这⼀⽬标，公司需要升级其 IVR 系统以⽀持多种语⾔。本例假设使⽤的响铃组、队列、提⽰⾳和呼⼊路由已预先配置。
步骤⼀、设计 IVR当客⼾呼⼊ IVR-主菜单（6200）时，他们可以选择要使⽤的语⾔。

• 如果客⼾选择中⽂，呼叫将被转移到 IVR-中⽂（6201）。
• 如果客⼾选择英语，呼叫将被重定向到 IVR-英⽂（6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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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设置 IVR
1. 参考单级 IVR 配置，设置不同语⾔的 IVR。

• IVR-1(6201)
• IVR-2(6202)

2. 设置主 IVR-主菜单（6200）。
a. 在 基本  ⻚签中，编辑 IVR 的基本设置。

b. 在 按键事件  ⻚签中，设置 IVR 按键菜单。
• 按键 1 设置为 IVR-中⽂（6201）。
• 按键 2 设置为 IVR-英⽂（6202）。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5 - 通话功能  | 426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下图显⽰创建的多级 IVR。

通话录⾳
通话录⾳概述
录⾳能够保留重要的通话内容，常⽤于评估员⼯的⼯作表现，提供服务反馈。本⽂介绍录⾳⽅式，录⾳类型，录⾳提⽰语及录⾳管理。
录⾳⽅式当通话建⽴时，系统⾃动录⾳。在通话录⾳期间，⽤⼾可以暂停录⾳，以避免敏感信息被录制。通话结束后，系统将通话录⾳转换为带有数字签名的⾳频⽂件（.wav）。

注：
数字签名⽤于鉴别录⾳⽂件是否被更改过。
录⾳类型
你可以为分机、中继、会议室和队列分别设置通话录⾳。

• 分机：仅录制指定分机的所有通话，包括该分机的内部通话和外部通话。
注：

默认不会录制对讲通话和语⾳留⾔。
• 中继：仅录制指定中继上的所有通话，包括该中继上的呼⼊通话和呼出通话。

例如，使⽤专⽤中继处理客⼾问题时，系统只记录此中继上的所有通话，⽽不会录制内部通话或其它中继上的通话。
• 会议室：录制指定会议室通话（所有会议成员的通话都会被录制）。
• 队列：录制指定队列上的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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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坐席签⼊到两个队列（售后服务和技术⽀持），并且售后服务启⽤了通话录⾳。系统仅录制售后服务队列的通话，不会录制技术⽀持队列的通话。
注：

仅当队列或会议室启⽤通话录⾳功能时，系统才对队列和会议室通话进⾏录⾳。例如，分机 1000 是队列坐席，如果只对分机 1000 启⽤录⾳，⽽没有启⽤队列录⾳，则当分机 1000 接听队列来电时，该通话不会被录⾳。
录制提⽰语
默认情况下，通话录⾳时，系统不播放任何提⽰语。
为确保录⾳的合法性，并且征求通话⽅的同意，你可以为内部通话、外线呼⼊和外线呼出分别设置不同的录⾳提⽰语。系统在录⾳开始前播放录⾳提⽰语。
录⾳管理

• 对于分机⽤⼾：分机⽤⼾可以在话机或 Linkus 客⼾端上监控和切换通话录⾳状态。
• 对于管理员：管理员可以设置录⾳⽂件的存储位置，管理录⾳⽂件，或给其他分机⽤⼾授权管理录⾳⽂件。

设置通话录⾳
本⽂介绍如何为分机、中继、会议室和队列设置通话录⾳。
前提条件使⽤录⾳功能前，需要先指定录⾳⽂件的存储位置，否则⽆法进⾏通话录⾳。更多信息，请参⻅管理存储位置。
设置分机录⾳
系统对分机的所有内部通话和外部通话进⾏录⾳。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录⾳。
2. 可选：  勾选 启⽤内部通话录⾳。
3. 在 可⽤的  框中，选择相应的分机，加⼊ 已选择  框中。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设置中继录⾳
系统⾃动录制所选中继上的所有外线通话。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录⾳。
2. 在 可⽤的  框中，选择相应的中继，加⼊ 已选择  框中。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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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会议室录⾳
系统⾃动录制所选会议室上的所有通话。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录⾳。
2. 在 可⽤的  框中，选择相应的会议室，加⼊ 已选择  框中。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设置队列录⾳
系统⾃动录制所选队列上的所有通话。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录⾳。
2. 在 可⽤的  框中，选择相应的队列，加⼊ 已选择  框中。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设置录⾳提⽰
本⽂介绍如何为内部通话和外线通话分别设置录⾳提⽰语。
设置内部通话的录⾳提⽰⾳

1. 登录 PBX 管理⽹⻚，进⼊ PBX 设置  > 提⽰⾳  > ⾃定义提⽰⾳，上传⾃定义提⽰⾳或录制⾃定义提⽰⾳。
注：

上传的⽂件应满⾜ ⾳频⽂件要求。
2. 进⼊ 呼叫功能  > 录⾳。
3. 在 内部通话录⾳提⽰⾳  下拉列表中，选择内部通话提⽰⾳。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设置外线呼⼊的录⾳提⽰语
1. 登录 PBX 管理⽹⻚，进⼊ PBX 设置  > 提⽰⾳  > ⾃定义提⽰⾳，上传⾃定义提⽰⾳或录制⾃定义提⽰⾳。

注：
上传的⽂件应满⾜ ⾳频⽂件要求。

2. 进⼊ 呼叫功能  > 录⾳。
3. 在 呼⼊通话录⾳提⽰⾳  下拉列表中，选择外线呼⼊提⽰⾳。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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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呼出外线的录⾳提⽰语
1. 登录 PBX 管理⽹⻚，进⼊ PBX 设置  > 提⽰⾳  > ⾃定义提⽰⾳，上传⾃定义提⽰⾳或录制⾃定义提⽰⾳。

注：
上传的⽂件应满⾜ ⾳频⽂件要求。

2. 进⼊ 呼叫功能  > 录⾳。
3. 在 呼出通话录⾳提⽰⾳  下拉列表中，选择呼出外线提⽰⾳。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允许⽤⼾切换录⾳状态
默认情况下，如果你为指定分机、中继、会议室、队列设置通话录⾳，那么指定的通话开始时即⾃动录⾳，通话过程中⽤⼾不能切换录⾳状态。为了避免通话过程中个⼈敏感信息被录制，或允许部分⽤⼾在必要时⾃⾏开启通话录⾳，你可以为⽤⼾分配相关权限，以便⽤⼾能在通话过程中随时开始、暂停或恢复录⾳。
限制条件

注：
即使你为⽤⼾分配了切换录⾳状态的权限，⽤⼾也不能切换 会议室通话  的录⾳状态。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2. 点击 功能  ⻚签。
3. 在 通话录⾳  栏，为⽤⼾分配录⾳相关的权限：

a. 在 录⾳操作  栏，为分机⽤⼾分配录⾳的操作权限：

• 暂停/恢复：在开启录⾳的通话中，⽤⼾可以暂停或恢复录⾳。
• 开始/暂停/恢复：在除会议室通话以外的任意通话中，⽤⼾可以随时开始、暂停或恢复录⾳。

提⽰：
如需开启指定通话的录⾳功能，请参⻅ 设置通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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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选：  如需允许分机⽤⼾查看录⾳，勾选 允许⽤⼾查看录⾳。
4. 点击 保存  和 应⽤。

执⾏结果⽤⼾可以通过以下⽅式切换录⾳状态：
• 按 Linkus 客⼾端的录⾳按钮
• 拨打特征码

注：
默认切换录⾳状态的特征码为 *1。你可以在 PBX ⽹⻚上更改、启⽤或禁⽤特征码 （路径：呼叫功能  > 特征码  > 录⾳  > 切换分机的录⾳状态）。

通过 BLF 键监控录⾳状态
本⽂介绍如何设置 BLF 键，⽤于监控通话录⾳状态。
背景信息对于需要在话机上监控录⾳状态的⽤⼾，你可以通过⾃动配置  的⽅式为每个⽤⼾设置⼀个 BLF 键。

注：
⽤⼾⾃⼰也可以在话机上设置功能键。更多信息，请咨询话机提供商。
设置 BLF 键

1. 给分机⽤⼾分配功能键。
a.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 如果要为某个分机⽤⼾单独配置功能键，点击对应分机旁边的 。
• 如果要为多个分机⽤⼾配置功能键，勾选相应的分机，点击 编辑。

b. 点击 功能键  ⻚签。
c. 根据需要配置功能键。

注：
不同话机型号⽀持的按键数量不同。如果你给分机⽤⼾分配置的功能键超过话机实际⽀持的按键数，超出的功能键不会⽣效。

• 类型：选择 BLF。
• 值：填写特征码 *1+{extension}（如 *11000）。
• 标签：可选。填写显⽰在话机屏幕上的按键名称。

d. 点击 保存。
2. 如果分机未绑定话机，请参⻅以下⽂章为分机绑定⼀台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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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PnP ⽅式）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DHCP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FQDN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式）

3. 如果分机已绑定话机，更新话机配置。
a. 进⼊ ⾃动配置  > 话机。
b. 点击话机旁边的 。

执⾏结果BLF 键实时显⽰语⾳信箱的状态。
• 红⾊：分机当前的通话处于录⾳状态，BLF 键红⾊常亮。
• 绿⾊：分机当前没有通话或者录⾳处于暂停状态，BLF 键绿⾊常亮。
• 不亮：BLF 键没有订阅到分机的录⾳状态。检查配置是否正确。

注：
指⽰灯状态可能会因话机型号⽽异。
管理通话录⾳⽂件
本⽂介绍如何管理通话录⾳⽂件，包括搜索、播放、下载或删除。
搜索录⾳⽂件
你可以按时间、主叫号码、被叫号码或通话 ID 搜索录⾳⽂件。

1. 登录 PBX 管理⽹⻚，进⼊ 通话记录和录⾳  > 录⾳⽂件。
2. 设置搜索条件。

• 时间：设置开始⽇期和结束⽇期。
若要指定时间段，点击 选择时间  选择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 主叫号码：填写来电者的号码或姓名。
• 被叫号码：填写接听者的号码或姓名。

提⽰：
点击  可对调主叫⽅和被叫⽅。

• ID：填写录⾳⽂件编号。
搜索结果显⽰在下⾯的列表中。

播放录⾳⽂件
1. 登录 PBX 管理⽹⻚，进⼊ 通话记录和录⾳  > 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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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录⾳旁边的 。
• 通过⽹⻚播放：点击  直接在⽹⻚上播放通话录⾳。
• 通过分机播放：在电话上播放通话录⾳。

a. 选择⼀个分机，然后点击 播放。
系统将呼叫分机。

b. 接听来电即可听到录⾳内容。
下载录⾳⽂件

注：
⼀次最多可以下载 600 MB （少于 100个）的录⾳⽂件。超过限制的录⾳⽂件不会被下载。

1. 登录 PBX 管理⽹⻚，进⼊ 通话记录和录⾳  > 录⾳⽂件。
2. 点击录⾳⽂件旁边的 ，下载录⾳⽂件。
3. 下载多个录⾳⽂件，操作如下：

a. 勾选要下载的录⾳⽂件。
b. 点击 下载录⾳。

删除录⾳⽂件
1. 登录 PBX 管理⽹⻚，进⼊ 通话记录和录⾳  > 录⾳⽂件。
2. 删除单个录⾳⽂件，或批量删除录⾳⽂件。

• 删除单个录⾳⽂件：选择要删除的录⾳⽂件，点击  和 确定。
• 批量删除录⾳⽂件：勾选要删除的录⾳⽂件，点击 删除  和 确定。

⾃动清理录⾳⽂件
及时清理旧的录⾳，释放充⾜的存储空间。本⽂介绍如何为每个分机设置录⾳⽂件⾃动清理。
背景信息
默认情况下，当设备的存储率达到 最⼤存储限制  的 80% 时，PBX 会⾃动删除最早的录⾳⽂件。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存储  > ⾃动清理  > 录⾳⽂件⾃动清理。
2. 在 设备最⼤使⽤率（%）  下拉列表中，选择录⾳⽂件存储设备的最⼤使⽤率。
3. 在 最⼤存储天数  字段，填写保留录⾳留⾔的最⻓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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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0 表⽰⽆限制。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注：

如果已启⽤ ⾃动清理提醒，当存储率到达极限值的 90% 时，系统会发送邮件提醒。如果旧录⾳⽂件具有保留价值，建议及时备份录⾳⽂件或扩⼤存储限制。
授权管理录⾳⽂件
默认情况下，只有超级管理员才有权限管理通话录⾳⽂件。本⽂介绍如何给分机⽤⼾授予管理录⾳⽂件的权限。
背景信息
作为超级管理员，你可以给不同的⻆⾊授予不同的管理权限，并给不同的分机⽤⼾分配不同的⻆⾊。⽤⼾可以登录 Linkus ⽹⻚端管理录⾳⽂件。
操作步骤

1. 设置⽤⼾⻆⾊。
a.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编辑相应的⻆⾊。
b. 在 通话记录和录⾳  栏，指定该⻆⾊可管理的分机并分配录⾳操作权限。

• 管理的分机：指定可管理的分机范围。
• 录⾳⽂件操作权限：指定可操作权限，包括 播放、下载以及 删除。

c. 点击 保存。
2. 为分机⽤⼾分配⻆⾊。

a. 进⼊ 分机，编辑要授权的分机。
b. 在 ⽤⼾信息  栏，从 ⽤⼾⻆⾊  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分配的⻆⾊。
c. 点击 保存  并 应⽤。

限制⽤⼾查看录⾳⽂件
默认情况下，所有⽤⼾都能查看和管理⾃⼰的录⾳⽂件。你可以根据公司内部⼈员的构成情况，限制⽤⼾查看录⾳⽂件。
使⽤要求和限制条件

使⽤要求
PBX 服务器：37.4.0.17 或更⾼版本

限制条件
该功能仅适⽤于 Linkus ⽹⻚端和 Linkus ⼿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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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us ⽹⻚端：37.4.0.17 或更⾼版本
• Linkus iOS 版本：4.3.8 或更⾼版本
• Linkus 安卓版本：4.3.11 或更⾼版本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分机。
2. 点击 功能  ⻚签。
3. 在 通话录⾳  栏，取消勾选 允许⽤⼾查看录⾳。
4. 点击 保存。

执⾏结果该分机⽤⼾不能在 Linkus ⽹⻚端和⼿机端上查看录⾳⽂件。

响铃组
响铃组概述
响铃组是⼀个可以在职员之间共享来电的功能。本⽂介绍什么是响铃组，响铃策略，⽆⼈接听⽬的地，以及未接来电提醒。
什么是响铃组
响铃组允许你将多个分机号集合起来，使⽤⼀个虚拟号码统⼀标识⼀个分机群组。客⼾拨打该虚拟号码时，响铃组中的所有成员都会收到来电，以此可避免漏接客⼾来电。响铃组功能⼴泛应⽤于销售、技术⽀持、财务等需要根据不同业务分配来电的部⻔。
响铃策略
响铃组⽀持两种响铃策略：

• 同时响铃：响铃组收到来电时，所有响铃组分机同时响铃。响铃组中任意⼀个成员分机接听来电后，其他成员分机停⽌响铃。如果在响铃期间⽆⼈应答来电，系统会将来电路由到⽆⼈接听⽬的地。
• 顺序响铃：响铃组收到来电时，系统⾸先将来电分配给响铃组列表中的第⼀个可⽤分机。如果在响铃期间该分机没有应答，则系统将来电转移给下⼀个可⽤分机，以此类推，直到最后⼀个可⽤分机。如果最终还是⽆⼈应答该来电，系统会将来电路由到⽆⼈接听⽬的地。
• 记忆响铃：响铃组收到来电时，系统⾸先将来电分配给响铃组列表中的第⼀个可⽤分机。如果在响铃期间该分机没有应答，则系统进⼊第⼆轮响铃，将响铃第⼀个可⽤分机和第⼆个可⽤分机。如果在响铃期间这两个分机都没有应答，则系统进⼊第三轮响铃，将响铃第⼀个可⽤分机、第⼆个可⽤分机和第三个可⽤分机，以此类推，直到响铃最后⼀个可⽤分机。如果最终还是⽆⼈应答该来电，系统会将来电路由到⽆⼈接听⽬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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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听⽬的地
当进⼊响铃组的来电⽆⼈可应答时，你可以将来电路由到以下⽬的地：

• 挂断
• 分机
• 分机语⾳信箱
• 群语⾳信箱
• IVR
• 响铃组
• 队列
• 外部号码
• 播放提⽰⾳后退出

未接来电提醒
当响铃组有未接来电时，系统可以记录未接来电，并通过邮件通知响铃组成员。
如需记录响铃组的未接来电，请参⻅ 记录未接来电。
如需为成员设置响铃组未接来电的邮件提醒，请参⻅ 有未接来电时发送邮件通知。
创建响铃组
本⽂介绍如何创建响铃组。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响铃组，点击 添加。
2. 设置响铃组。

• 号码：填写呼叫者呼⼊响铃组的虚拟号码。
默认响铃组 号码范围  为 6300-6399。

• 名称：填写易于识别的名称。
• 响铃策略：选择来电分配策略。

◦ 同时响铃：响铃组中所有可⽤的分机同时响铃。
◦ 顺序响铃：响铃组中可⽤的分机按顺序响铃。
◦ 记忆响铃：先响铃响铃组中的第⼀个可⽤分机。如果未接则响铃第⼀个可⽤分机和第⼆个可⽤分机。如果还是未接，则响铃第⼀个可⽤分机、第⼆个可⽤分机、第三个可⽤分机，以此类推，直到响铃所有可⽤分机。

• 响铃超时(s)：设置坐席收到来电时的响铃时间。响铃超时后，系统将来电转移给下⼀个成员或将来电路由到 ⽆⼈接听⽬的地。
• 响铃组 Alert Info：可选。设置 INVITE 请求报⽂中 Alert-info 携带的 “info” 标签值。

收到响铃组来电时，话机能解析 “Alert-Info” 头域，然后决定要播放哪个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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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员：在 可⽤的  框中，选择相应的分机，加⼊ 已选择  框中。
• ⽆⼈接听⽬的地：设置⽆⼈接听时的来电的最终⽬的地。

◦ 挂断：挂断来电。
◦ 分机：将来电转移给指定分机。
◦ 分机语⾳信箱：将来电转移给指定分机的语⾳信箱。
◦ 群语⾳信箱：将来电转移给指定的群语⾳信箱。
◦ IVR：将来电转移给指定 IVR。
◦ 响铃组：将来电转移给指定响铃组。
◦ 队列：将来电转移给指定队列。
◦ 外部号码：将来电转移给指定外部号码。
◦ 播放提⽰⾳后退出：播放⾃定义提⽰⾳，然后挂断来电。

• 记录未接来电：设置是否记录响铃组的未接来电。
注：
◦ 仅当 响铃策略  和 ⽆⼈接听⽬的地  设置为以下选项时，才会显⽰此配置项：

▪ 响铃策略  设置为 同时响铃  或 记忆响铃；
▪ ⽆⼈接听⽬的地  设置为 分机、响铃组  或 队列。

◦ 你还可以为成员设置响铃组未接来电的邮件提醒。要实现此功能，你需要开启此配置项，并为成员开启未接来电时的邮件提醒。更多信息，请参⻅ 有未接来电时发送邮件通知。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后续步骤设置呼⼊路由，并将响铃组设置为路由⽬的地。
管理响铃组
本⽂介绍如何编辑、删除响铃组。
编辑响铃组
你可以变更响铃组设置，包括添加、删除成员，或者修改响铃策略。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响铃组。
2. 在要编辑的响铃组旁边点击 。
3. 根据需要更改响铃组设置。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删除响铃组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响铃组。
2. 删除响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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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单个响铃组，在要编辑的响铃组旁边点击 。
• 批量删除响铃组，勾选要删除的响铃组，点击 删除。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队列
队列概述
队列是⼀种批量处理通话，并为呼叫者提供良好的呼叫等待体验的⽅法。本⽂介绍什么是队列，队列构成和队列偏好设置。
什么是队列
队列就像⼀个虚拟的等候室，呼叫者在⾥⾯排队等待与空闲的坐席通话。当客⼾呼⼊ PBX 并进⼊队列，在等待队列将通话分配给空闲坐席时，客⼾会听到等待⾳乐或系统公告。
队列构成
⼀个队列通话由以下⼏个部分组成：

• 呼叫者：拨打电话进⼊队列的客⼾。
• 坐席：接听队列来电的成员（以坐席⾝份签⼊的分机或⽤⼾）。

◦ 静态坐席：始终处于签⼊状态且⽆法签出队列的成员。
◦ 动态坐席：可以随时签⼊或签出队列的成员。

• 公告：向呼叫者和坐席播放公告，包括坐席⼯号播报、当前等待位置播报和队列公告。
• 等待⾳乐：播放给在队列中等待的呼叫者的⾳乐或⼴告。
• 响铃策略：将来电分配给坐席的策略。
• ⽆⼈接听⽬的地：在下列场景中，来电将被路由到指定的⽬的地。

◦ 队列中等待的呼叫者超过 队列最⼤等待⼈数。
◦ 呼叫者在队列中等待的时间超过 最⼤等待时间。
◦ 队列中没有签出的坐席，系统将呼叫者从队列中拉出。

队列控制台
队列控制台是⼀项针对实时队列通话的监控、报告和管理功能的附加服务。该服务提供⼀个强⼤的队列控制台，包括⼀个可⾃定义的、实时跟踪 16 项队列关键性能指标的看板、⼀个能够实时监控和管理队列活动的队列⾯板、队列通话报告、服务⽔平协议（SLA）等。
有关队列控制服务的更多信息，请参⻅ 队列控制台⽤⼾指南。

注：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call-center-console-user-guide/about-this-gui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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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队列控制服务，请联系 Yeastar 技术⽀持。

队列偏好设置
可⾃定义的队列偏好设置，包括队列容量、服务⽔平协议（SLA）、公告播报和满意度调查。

• 队列容量
◦ 限制队列中允许等待的最⼤通话数。
◦ 当队列中没有空闲的坐席时，是否将呼叫者从队列中拉出。
◦ 当队列中没有在线坐席时，是否允许呼叫者进⼊队列。

• 队列回拨
启⽤回拨功能，可以允许呼叫者在队列中排队等候时挂断电话，然后等待回拨，从⽽节省呼叫者的等待时间。你可以设置由呼叫者按键触发回拨，或呼叫者等待超时后⾃动进⼊回拨。

• 服务⽔平协议（SLA）
在队列控制服务激活的情况下，你可以使⽤ SLA 预设特定级别的服务指标，例如在 20 秒内应答 80% 的来电。

• 系统公告
◦ 针对呼叫者的公告，包括坐席⼯号播报和呼叫者排队位置播报。
◦ 周期性公告

• 满意度调查
使⽤满意度调查来收集客⼾反馈，评估坐席表现。

创建队列
你可以根据业务需要创建和设计队列，使坐席能够接听队列来电。本⽂介绍如何创建队列。
前提条件

• ⾃定义 提⽰⾳  作为坐席应答提⽰⾳。
• 准备等待⾳乐。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队列，点击 添加。
2. 在 基本  ⻚签中，配置队列和坐席的基本设置。

a. 在 基本  栏，设置队列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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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说明
号码 填写呼叫者呼⼊队列的虚拟号码。

默认队列 号码范围  为 6400~6499。
名称 填写⼀个名称以帮助你识别此队列。
响铃策略 选择⼀个将来电分配给坐席的策略。

• 同时响铃：队列中所有空闲坐席同时响铃。
• 最久未被叫响铃：队列中距离上⼀次呼叫最久的空闲坐席先响铃。
• 最少接通响铃：队列中接听通话次数最少的空闲坐席先响铃。
• 随机响铃：随机响铃队列中的空闲坐席。
• 循环响铃：按照队列坐席顺序，上次响铃的下⼀个空闲坐席先响铃。

系统会记住它尝试的上⼀个坐席，并分配给下⼀个坐席。
• 线性响铃：按照特定顺序响铃队列中的空闲坐席。

◦ 如果队列中只有静态坐席，系统按照列表中的坐席顺序，第⼀个空闲坐席先响铃。
◦ 如果队列中只有动态坐席，系统按照坐席签⼊顺序，第⼀个空闲坐席先响铃。
◦ 如果队列中既有静态坐席⼜有动态坐席，系统按照坐席签⼊顺序，第⼀个空闲坐席先响铃。

等待⾳乐 选择系统向在队列中等待的呼叫者播放的⾳乐。
最⼤等待时间（秒） 设置呼叫者在队列中等待坐席接听的最⻓时间。
呼叫失败⽬的地 选择⼀个⽬的地，⽤于转接⽆⼈接听的来电。

• 挂断：挂断来电。
• 分机：将来电转移给指定分机。
• 分机语⾳信箱：将来电转移给指定分机的语⾳信箱。
• 群语⾳信箱：将来电转移给指定的群语⾳信箱。
• IVR：将来电转移给指定 IVR。
• 响铃组：将来电转移给指定响铃组。
• 队列：将来电转移给指定队列。
• 外部号码：将来电转移给指定外部号码。
• 播放提⽰⾳后退出：播放⾃定义提⽰⾳，然后挂断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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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 坐席选项  栏中，配置以下内容：
设置 说明

响铃超时（秒） 设置坐席接收来电的响铃时⻓。
重试间隔 设置上⼀个在线坐席响铃超时后，继续响铃下⼀个坐席的时间间隔。
休息时间（秒） 设置坐席在完成服务后处理通话相关事务的时间。

在设置的休息时间结束后，坐席才会根据响铃策略接收队列来电。
坐席应答提⽰⾳ 选择坐席接听来电时，提前向坐席播报的提⽰⾳。
使⽤中响铃 设置是否向通话中的坐席分配队列中的来电。
坐席⾃动暂停 注：

当 响铃策略  设置为 同时响铃  时，该设置将不会⽣效。
设置当坐席在队列内的连续未接来电数量达到阈值时，是否要⾃动暂停该坐席并向其发送通知邮件。
如需使⽤此功能，勾选 坐席⾃动暂停  并在 未接来电数 下拉列表中设置阈值。

注：
当以下事件发⽣时，坐席的未接来电计数将被清空：

• 坐席接听或呼出队列来电。
• 坐席状态切换为 暂停  或 登出。
• PBX 重启。

3. 点击 队列成员  ⻚签，设置队列坐席。
• 动态坐席：选择可以随时签⼊或签出队列的队列成员。

注：
仅当动态坐席签⼊到队列并未暂停接收队列来电时，队列才将来电分配给坐席。

• 静态坐席：选择队列固定坐席。
注：

静态坐席不需要“签⼊”队列，也不能“签出”队列。
4. 点击 队列偏好设置  ⻚签，根据你的需要⾃定义队列设置。

有关队列偏好设置的更多信息，请参⻅ 队列偏好设置。
5. 点击 保存  并 应⽤。

后续步骤设置呼⼊路由，并将队列设置为路由的⽬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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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队列坐席暂停原因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允许你为队列坐席设置具体的暂停原因。坐席可通过拨打特征码，或点击 Linkus 客⼾端上的特定按钮，以具体原因暂停服务。队列管理员可在通话报告中追踪坐席暂停的具体原因和暂停时⻓。
前提条件
订阅 队列控制台  服务。
数量限制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设置最多 20 种暂停原因。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队列。
2. 在队列列表的上⽅，点击 暂停原因。

3. 在弹出的窗⼝中，完成以下设置：
注：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提供以下三种默认的暂停原因及对应特征码。你可以修改默认设置或添加新的暂停原因。

a. 设置暂停原因和对应的特征码。
• 特征码：分配给暂停原因的特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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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原因：坐席暂停接收队列来电的原因。
b.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 PBX 中的所有队列都可使⽤此处设置的暂停原因。
• 队列坐席可通过以下⽅式，以具体原因暂停服务。

◦ 拨打特征码切换
队列坐席可拨打 #####  + ####  + #######，以具体原因暂停服务。

提⽰：
可在 呼叫功能  > 特征码  > 队列  > 暂停/恢复  中获取暂停特征码。
例如，队列 6400 中的坐席拨打 "*076400*03"，以 Wrap up  为由暂停服务。
◦ 点击 Linkus 客⼾端指定按钮切换

队列坐席可在 Linkus 客⼾端上点击 暂停，然后选择具体暂停原因，如下表所⽰。
Linkus ⽹⻚端 Linkus ⼿机端

Linkus ⽹⻚端

Yeastar Linkus for Google ⾕歌插件

注：
要在 Linkus ⼿机端上使⽤此功能，⽤⼾需要将应⽤更新到指定版本：

▪ Linkus 安卓客⼾端：4.10.5 或更⾼版本
▪ Linkus iOS 客⼾端：4.10.3 或更⾼版本

• 队列管理员也可以直接在队列⾯板中，为坐席选择具体暂停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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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坐席暂停报告通过功能键监控坐席的指定暂停状态
通过特征码管理坐席状态
本⽂介绍如何通过特征码管理坐席状态。
背景信息
坐席可以使⽤ PBX 预置的特征码切换他们在队列中的状态。你可以在 PBX ⽹⻚上更改、启⽤或禁⽤坐席服务特征码：呼叫功能  > 特征码  > 队列。
默认的特征码如下所⽰：

• 签⼊/签出：*7
• 暂停/恢复：*07

注：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为坐席服务暂停状态提供了三种默认的暂停原因，你可以在 呼叫功能  > 特征码  > 暂停原因  中更改暂停原因及其特征码。设置后，坐席可通过拨打特征码以具体原因暂停服务。

签⼊队列动态坐席随时可以签⼊队列。
例如，动态坐席拨打 *76400  签⼊队列 6400。
签出队列
动态坐席随时可以签出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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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坐席拨打 *76400  签出队列 6400。
暂停坐席服务静态坐席或动态坐席可以在离开座位时暂停接收队列来电。队列不会将通话分配给暂停服务的坐席。

⽆原因暂停
例如，坐席拨打 *076400  暂停接收队列 6400 的来电。

以具体原因暂停
例如，坐席因通话后事务处理需要暂停接收队列 6400 的来电，可拨打 
*076400*03。

恢复坐席服务
静态坐席或动态坐席可以在准备好接听通话时恢复接收队列来电。
例如，坐席拨打 *076400  恢复接收队列 6400 的来电。
相关信息在 IP 话机上监控和切换坐席状态通过功能键监控坐席的指定暂停状态
在 IP 话机上监控和切换坐席状态
本⽂介绍如何在 IP 话机上设置⽤于监控和切换坐席状态的功能键。
背景信息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两种监控和切换坐席状态的⽅式：

• 功能键：对于需要在话机上监控和切换⾃⼰在队列中的状态的坐席，你可以通过 ⾃动配置  ⽅式为这些坐席配置功能键。
注：

坐席⾃⼰也可以在话机上设置功能键。更多信息，请咨询话机提供商。
• 队列⾯板：如果你已激活队列控制台服务，坐席可以在队列⾯板上监控和切换⾃⼰在队列中的状态。更多信息，请参⻅ 队列控制台⽤⼾⼿册。

操作步骤
假设坐席想在⾃⼰的话机上监控和切换⾃⼰在技术⽀持队列中的状态，你需要为该坐席配置两个功能键。

1. 给分机⽤⼾分配功能键。
a.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b. 点击 功能键  ⻚签。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call-center-console-user-guide/manage-your-status-in-queu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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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据需要配置功能键。
注：

不同话机型号⽀持的按键数量不同。如果你给分机⽤⼾分配置的功能键超过话机实际⽀持的按键数，超出的功能键不会⽣效。
• 类型：选择功能键类型。

◦ 选择 坐席签⼊/签出，⽤于签⼊、签出队列。
◦ 选择 坐席暂停/恢复，⽤于暂停、恢复接收队列来电。

• 值：选择坐席要监控的队列。
• 标签：可选。填写显⽰在话机屏幕上的按键名称。

d. 点击 保存。
2. 如果坐席未绑定话机，请参⻅以下⽂章为坐席绑定⼀台话机。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PnP ⽅式）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DHCP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FQDN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式）

3. 如果坐席已绑定话机，更新话机配置。
a. 进⼊ ⾃动配置  > 话机。
b. 点击话机旁边的 。
c.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确定。

执⾏结果功能键实时显⽰坐席的状态。
注：

指⽰灯状态可能会因话机型号⽽异。
功能键 按键灯 说明

绿灯 监控的坐席已签⼊队列并未暂停服务，功能键绿⾊常亮。
坐席可以按 坐席签⼊/签出  键签出队列。

红灯 监控的坐席已签出队列。
坐席可以按 坐席签⼊/签出  键签⼊队列。

坐席签⼊/签出

不亮 功能键没有订阅到坐席状态。检查配置是否正确，或者坐席分机是否成功注册。
绿灯 监控的坐席已签⼊队列并未暂停服务，功能键绿⾊常亮。

按 坐席暂停/恢复  键暂停接收队列来电。
坐席暂停/恢复

红灯闪烁 监控的坐席已暂停接听队列来电。
坐席可以按 坐席暂停/恢复  键恢复接听队列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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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键 按键灯 说明
不亮 功能键没有订阅到坐席状态。检查配置是否正确，或者坐席分机是否成功注册。

相关信息通过功能键监控坐席的指定暂停状态
通过功能键监控坐席的指定暂停状态
本⽂提供⼀个配置⽰例，介绍如何实现通过 Linkus ⽹⻚端或 IP 话机的功能键监控坐席的指定暂停状态。
前提条件

• 获取以下特征码：
◦ 暂停特征码（路径：呼叫功能  > 特征码  > 队列  > 暂停/恢复）
◦ 暂停原因特征码（路径：呼叫功能  > 特征码  > 暂停原因）

• 要在 IP 话机上监控坐席的指定暂停状态，需确保 IP 话机已通过⾃动配置绑定到 Yeastar P 系列 IPPBX，并分配了分机。
注：

有关⾃动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以下⽂章：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PnP ⽅式）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DHCP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FQDN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式）

操作步骤
假设你想监控队列 6400 中坐席 1001, 1002 和 1003 的三种默认暂停状态，可按照以下步骤，为你的分机配置功能键。

1. 设置监控指定暂停状态的功能键。
a.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你的分机。
b. 点击 功能键  ⻚签。
c. 配置以下功能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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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选择 BLF。
• 值：填写特征码。

填写格式为 
暂停特征码 

 + 
分机号码 

 + *  + 
队列号码 

 + 
暂停原因特征码

。 例如 
*071001*6400*01。

• 标签：可选。为功能键设置⼀个显⽰标签。
d. 点击 保存。

2. 如果要在 IP 话机上监控坐席的指定暂停状态，将功能键应⽤配置到 IP 话机。
a. 进⼊ ⾃动配置  > 话机，点击话机旁边的 。
b.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确定。

执⾏结果你可通过以下⽅式监控坐席的指定暂停状态：
Linkus ⽹⻚端和⾕歌插件上的功能键

• ：坐席不处于指定的暂停状态。
• ：坐席处于指定的暂停状态。
• ：BLF 按键配置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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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us ⽹⻚端 'Yeastar Linkus for Google' ⾕歌插件

IP 话机上的 BLF LED 灯
• BLF LED 绿灯常亮：坐席不处于指定的暂停状态。
• BLF LED 红灯闪烁：坐席处于指定的暂停状态。
• BLF LED 不亮：BLF 按键配置失败。

管理队列
队列创建后不能更改队列号码。本⽂介绍如何修改队列设置或删除队列。
编辑队列
你可以管理坐席、变更响铃策略或其他队列设置。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队列。
2. 在要编辑的队列旁边点击 。
3. 根据需要更改队列设置。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删除队列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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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删除队列：
• 删除单个队列，在要删除的队列旁边点击 。
• 批量删除队列，勾选要删除的队列，点击 删除。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队列偏好设置
本⽂介绍队列偏好设置，包括队列容量、服务⽔平协议（SLA）、队列回拨、公告播报和满意度调查。
队列 Alert Info

设置 描述
队列 Alert Info 设置 INVITE 请求报⽂中 Alert-info 携带的 “info” 标签值。

收到队列来电时，话机能解析 "Alert-Info" 头域，然后决定要播放哪个铃声。
队列容量

设置 描述
队列最⼤等待⼈数 队列中允许等待的最⼤通话数。

默认值为 0（⽆限制）。
注：

当队列中等待的呼叫者数达到 队列最⼤等待⼈数，系统会将其他来电转移到 呼叫失败⽬的地。
⽆坐席时结束等待 队列中没有空闲坐席时，来电将被转移到 呼叫失败⽬的地。
⽆坐席时允许呼⼊ 当队列中没有空闲坐席时，允许呼叫者加⼊队列。

回拨
设置 描述

请求回拨⽅式 设置当队列忙时呼叫者触发回拨请求的⽅法。
按键值 设置当队列忙时呼叫者按哪个键可请求回拨。

注：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5 - 通话功能  | 450

设置 描述
只有当 请求回拨⽅式  设置为 由呼叫者按键触发回拨  时才会显⽰此项。

超时时间（秒） 设置呼叫者在此队列内等待的最⼤时间。
当呼叫者在队列内的等待时间超过此值时可请求回拨。

注：
只有当 请求回拨⽅式  设置为 超时后⾃动触发回拨 时才会显⽰此项。

回拨呼出前缀 设置呼出路由的前缀。系统将通过符合该前缀的呼出路由进⾏回拨。
注：

所有坐席均应拥有使⽤该呼出路由的权限，否则⽆法回拨。
服务⽔平协议（SLA）

设置 描述
SLA 时间（秒） 坐席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接听队列来电，否则视为不满⾜服务⽔平。

默认 SLA 时间为 60 秒。
评价时间间隔（分钟） 将队列的 SLA 性能与警报阈值进⾏⽐较的时间间隔，以便系统可以相应地发送邮件通知。
警报阈值（%） 队列的服务⽔平警报阈值。

默认警报阈值为 80%。
播报设置

设置 描述
播报设置
进⼊队列提⽰⾳ 在呼叫者加⼊队列时播放提⽰⾳。
播报坐席⼯号 向呼叫者播报坐席⼯号。

• 默认：系统提⽰ “{extension}  话务员为您服务，请稍候”。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5 - 通话功能  | 451

设置 描述
• ⾃定义提⽰⾳：如果选择⾃定义提⽰⾳，系统提⽰ {extension}+⾃定义提⽰⾳。

播放“谢谢您的耐⼼等待”提⽰⾳ 周期性地向呼叫者播放“谢谢您的耐⼼等待”提⽰⾳。
当前位置播报
播报当前等待位置 周期性地向呼叫者播报前⽅等待⼈数。
播报预计等待时间 根据设置的 频率，周期性地向呼叫者播报预计等待时间。
频率（秒） 系统周期性播报当前位置的时间间隔。
队列公告
提⽰⾳ 呼叫者进⼊队列后，系统将周期性播放的提⽰⾳。
频率（秒） 周期性播放队列公告的时间间隔。

满意度调查
设置 描述

满意度调查提⽰⾳ 坐席挂断通话后，系统向呼叫者播放提⽰⾳，呼叫者可根据提⽰⾳中的内容进⾏按键操作。
默认提⽰内容为“您对本次的服务是否满意？满意请按 1，不满意请按2。结束请挂机。谢谢。”。呼叫者按下按键后，系统提⽰“感谢您的来电，再⻅”。

满意度调查分值 设置⽤于评价坐席服务的键值对应的分值。
注：

此分值帮助你收集客⼾意⻅，并了解坐席表现。你可以在 满意度调查  报告和 满意度调查详情  报告查看满意度调查分值。更多信息，请参⻅ 满意度报告  和 满意度调查详情报告。
按键事件

设置 描述
按键 呼叫者在队列中等待时，可根据队列公告的提⽰内容，通过按键转移⾄⽬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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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通常情况下，建议设置⼀个 定期队列公告  引导呼叫者按键。

按键⽬的地 呼叫者在队列中等待时，可根据提⽰⾳操作按键转移⾄此⽬的地。
• 挂断：挂断来电。
• 分机：将来电转移给指定分机。
• 分机语⾳信箱：将来电转移给指定分机的语⾳信箱。
• 群语⾳信箱：将来电转移给指定的群语⾳信箱。
• IVR：将来电转移给指定 IVR。
• 响铃组：将来电转移给指定响铃组。
• 队列：将来电转移给指定队列。
• 外部号码：将来电转移给指定外部号码。
• 播放提⽰⾳后退出：播放⾃定义提⽰⾳，然后挂断来电。

特征码
设置特征码
特征码是允许分机⽤⼾拨打以激活特定功能的⼀组数字符号。本⽂介绍如何配置特征码。
背景信息
PBX 为⽤⼾启⽤或禁⽤特定功能提供各种特征码。你可以更改、启⽤或禁⽤特征码，也可以更改特征码输⼊超时时⻓。
有关特征码的更多信息，请参⻅ 特征码说明。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特征码。
2. 在 特征码输⼊超时时⻓（ms）  字段中，填写限制⽤⼾输⼊特征码的时间间隔。

输⼊超时时⻓是指连续按下电话按键之间的时间。
3. 启⽤或禁⽤特征码。

• 启⽤功能特征码：勾选功能对应的特征码。
• 禁⽤功能特征码：取消勾选功能对应的特征码。

4. 可选：  根据需要更改特征码。
5. 点击 保存  并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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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码说明
本⽂介绍默认的功能特征码及其使⽤说明。
录⾳

名称 默认特征码 ⽤法
切换分机的录⾳状态 *1 • 具备 暂停/恢复  录⾳操作权限的分机，可在指定录⾳的通话中，按 *1 暂停或恢复录⾳。

• 具备 开始/暂停/恢复  录⾳操作权限的分机，可在除会议室以外的任意通话中，按 *1 开始、暂停或恢复录⾳。
通话翻转

名称 默认特征码 ⽤法
通话翻转 *01 通话中拨打 *01，将通话切换⾄其他设备接听。

语⾳信箱
名称 默认特征码 ⽤法

收听新留⾔/订阅留⾔状态 *2 • 查看分机 1000 的语⾳留⾔：拨打 *21000。
• 查看队列 6400 的语⾳留⾔：拨打 *26400。

指定分机/群语⾳信箱留⾔ *12 • 给分机 1000 留⾔：拨打 *121000。
• 给队列 6400 留⾔：拨打 *126400。

呼叫转接
名称 默认特征码 ⽤法

咨询转接 *3 通话中按 *31000 将通话转接给分机 1000。
盲转接 *03 通话中按 *031000 将通话盲转给分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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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前转
名称 默认特征码 ⽤法

启⽤通话 “总是” 呼叫前转 *31 • 拨打 *31 将所有来电转移到⾃⼰的语⾳信箱。
• 拨打 *311000 将所有来电转移到分机 1000。

取消通话 “总是” 呼叫前转 *031 • 拨打 *031 取消来电“总是” 呼叫前转。
启⽤通话 “忙时” 呼叫前转 *32 • 拨打 *32 将忙时来电转移到⾃⼰的语⾳信箱。

• 拨打 *321000 将忙时来电转移到分机 1000。
取消通话 “忙时” 呼叫前转 *032 • 拨打 *032 取消来电“忙时” 呼叫前转。
启⽤通话 “⽆应答” 呼叫前转 *33 • 拨打 *33 将⽆应答来电转移到⾃⼰的语⾳信箱。

• 拨打 *331000 将⽆应答来电转移到分机 1000。
取消通话 “⽆应答” 呼叫前转 *033 • 拨打 *033 取消来电“⽆应答” 呼叫前转。

呼叫截答
名称 默认特征码 ⽤法

同组截答 *4 拨打 *4 可截听分机组成员的来电。
指定截答 *04 拨打 *041000 截听分机 1000 的来电。

呼叫停泊
名称 默认特征码 ⽤法

呼叫停泊 *5 通话中按 *5 驻留通话。
指定停泊 *05 通话中按 *056000 将通话驻留在 600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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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讲
名称 默认特征码 ⽤法

对讲 *6 拨打 *61001 向分机 1001 发起对讲。
队列

名称 默认特征码 ⽤法
签⼊/签出 *7 • 动态坐席拨打 *7 签⼊所有队列。

• 动态坐席拨打 *76400 签⼊队列 6400。
暂停/恢复 *07 • 动态坐席拨打 *07 暂停或恢复接收所有队列的来电。

• 动态坐席拨打 *076400 暂停或恢复接收队列 6400 的来电。
暂停原因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为队列坐席的暂停状态提供了以下默认暂停原因及其对应特征码。你可以修改默认设置，或添加新的暂停原因和特征码。

注：
•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最多 20 个暂停原因特征码。
• 此处配置的暂停原因和特征码与 呼叫功能  > 队列  > 暂停原因  中的设置同步。

设置暂停原因和特征码后，坐席可拨打特征码 暂停特征码  + 
队列号码 

 + 
暂停原因特征码 

 以具体原因暂停服务。
暂停原因 默认特征码 ⽤法

Lunch *01 坐席因⽤餐需要暂停接收队列 6400 来电时，可拨打 *076400*01。
Break *02 坐席因休息需要暂停接收队列 6400 来电时，可拨打 *076400*02。
Wrap up *03 坐席因处理通话后事务，需要暂停接收队列来电时，可拨打 *0764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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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机携带
名称 默认特征码 ⽤法

访客登⼊ *84 ⽤⼾在共享话机上拨打 *84，快速登⼊共享话机。
访客登出 *084 ⽤⼾在共享话机上拨打 *084，快速登出共享话机。

监听
名称 默认特征码 ⽤法

普通监听 *51 监听者拨打 *511001 监听分机 1001 的通话。
监听者不能和任何⼀⽅通话。

密语监听 *52 监听者拨打 *521001 监听分机 1001 的通话。
监听者可以和分机 1001 对话，通话中的另⼀⽅听不⻅监听者的声⾳。

强插监听 *53 监听者拨打 *531001 监听分机 1001 的通话。
监听者可以加⼊通话，即进⼊三⽅通话。

速拨
名称 默认特征码 ⽤法

速拨前缀 *89 指定速拨码为 1，拨打 *891 可以呼出 1 对应的号码。
出席状态

名称 默认特征码 ⽤法
空闲 *91 分机⽤⼾拨打 *91 切换⾃⼰的分机状态为 空闲。
离开 *92 分机⽤⼾拨打 *92 切换⾃⼰的分机状态为 离开。
免打扰 *93 分机⽤⼾拨打 *93 切换⾃⼰的分机状态为 免打扰。
午休 *94 分机⽤⼾拨打 *94 切换⾃⼰的分机状态为 午休。
出差 *95 分机⽤⼾拨打 *95 切换⾃⼰的分机状态为 出差。
下班 *96 分机⽤⼾拨打 *96 切换⾃⼰的分机状态为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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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班切换
名称 默认特征码 ⽤法

维持切换后的上下班状态/时间条件
/ 启⽤后，当⽤⼾切换 PBX 全局上下班状态或拨打特征码切换某⼀呼⼊路由的时间条件后，系统将始终维持切换成功之后的状态不变。

全局上下班切换 *99 拨打 *99 切换全局上下班状态。
时间条件切换前缀 *8 拨打 *8 开头的特征码切换呼⼊路由（使⽤⾃定义办公时间或⾃定义时间段）的时间条件。

会议室
会议室概述
会议电话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不仅能够节约经济成本，还能有效提⾼员⼯的⼯作效率和⽣产效率。本⽂介绍什么是会议电话以及会议成员类型。
什么是会议电话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呼⼊型电话会议允许多个参与者（包括内部⽤⼾和外部⽤⼾）发起电话会议，随时随地相互交谈。
会议成员类型

• 管理员：管理员是会议通话参与者，可以锁定会议室并管理电话会议中的其他参与者。
• 参与者：加⼊会议通话的普通成员，可以和其他成员交谈并且调节会议通话⾳量。

创建会议室
发起会议通话前，你需要先创建⼀个虚拟会议室。本⽂介绍如何创建会议室。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会议室，点击 添加。
2. 设置会议室。

• 号码：填写会议室号码。⽤⼾可以拨打该号码进⼊会议室。
• 名称：填写易于识别的会议室名称。
• 与会者密码：可选。参与者进⼊会议室时需要输⼊该密码才能加⼊会议通话。
• 管理员密码：可选。参与者进⼊会议室时输⼊该密码，以管理员⾝份加⼊会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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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选择⽤于提⽰参与者进⼊会议室或退出会议室时播放的提⽰内容。
◦ 默认：当参与者加⼊或退出会议室时播放声⾳提醒。
◦ 分机号码：当参与者加⼊或退出会议室时，播放参与者的分机号。

• 等候管理员：在管理员进⼊会议室前，是否允许参与者⾃由交谈。
• 允许分机成员邀请：是否允许参与者邀请其他⽤⼾加⼊会议通话。
• 管理员：选择会议室管理员。

管理员进⼊会议室时不需要输⼊任何密码。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后续步骤
如果外部⽤⼾想要进⼊会议室，你需要设置 呼⼊路由  并将 ⽬的地  设置为 会议室。
加⼊会议通话
不管是内部分机⽤⼾还是外部⽤⼾都可以加⼊会议通话。本⽂介绍如何加⼊会议通话。
以参与者⾝份加⼊会议通话

1. 拨打会议室号码。
2. 如果系统提⽰需要输⼊密码，则输⼊与会者密码。

如果只有你⼀个⼈在会议通话中，系统会向你播放 等待⾳乐。
以管理员⾝份加⼊会议通话

针对会议管理员
如果你是被指定的会议管理员，你可以直接拨打会议室号码加⼊会议通话。
如果只有你⼀个⼈在会议通话中，系统会向你播放 等待⾳乐。

针对需要以会议管理员⾝份加⼊会议的普通参与者
如果你不是会议管理员，会议室有设置管理员⼊会密码的情况下，你可以以管理员⾝份加⼊会议通话。

1. 拨打会议室号码。
2. 输⼊管理员密码。

如果只有你⼀个⼈在会议通话中，系统会向你播放 等待⾳乐。
邀请⽤⼾加⼊会议
默认情况下，只有会议管理员可以邀请⽤⼾加⼊会议。本⽂介绍如何允许会议参与者邀请其他⽤⼾加⼊会议，以及如何邀请⽤⼾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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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与会者邀请其他成员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会议室，编辑相应的会议室。
2. 勾选 允许分机成员邀请。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邀请⽤⼾加⼊会议
1. 会议通话过程中，按 #  键。

你会暂时退出会议。
2. 输⼊要邀请的⽤⼾号码。

在⽤⼾加⼊或拒绝会议通话之后，你会返回会议通话。
管理会议室
本⽂介绍如何修改会议室设置以及删除会议室。
修改会议室设置

注：
会议室创建后，会议室号码固定⽆法修改。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会议室。
2. 在要编辑的会议室旁边点击 。
3. 根据需要更改会议室设置。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删除会议室
你可以删除单个会议室，也可以批量删除会议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会议室。
2. 删除会议室：

• 删除单个会议室，在要删除的会议室旁边点击 。
• 批量删除会议室，勾选要删除的会议室，点击 删除。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会议室语⾳菜单
本⽂介绍会议室语⾳菜单。
在会议通话过程中，参与者可以按 * 键进⼊会议室语⾳菜单，管理会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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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语⾳菜单如下表所⽰。
按键 描述 管理员 参与者

*1 本地静⾳或取消本地静⾳。 √ √
*2 锁定或解锁会议室。 √ ×
*3 移除最后⼀个加⼊会议室的参与者。 √ ×
*4 调低会议通话⾳量。 √ √
*6 调⾼会议通话⾳量。 √ √
*7 调低本地⾳量。 √ √
*8 退出语⾳菜单。 √ √
*9 调⾼本地⾳量。 √ √

速拨
速拨概述
速拨是⼀种便于⽤⼾快速呼叫常⽤联系⼈的拨号⽅式。本⽂介绍什么是速拨以及如何使⽤速拨。
什么是速拨（快速拨号）
速拨功能允许你为常拨号码设置相应的短号（速拨码）。当⽤⼾拨打诸如国际号码等位数较多的号码时，⽤⼾不必记住或在话机上输⼊⼀⻓串数字。
如何使⽤速拨
你需要设置 速拨前缀，在 速拨号码  前加拨前缀来区分呼出的号码是速拨码还是普通号码。

• 速拨码：与电话号码相对应的短号。
• 速拨前缀：⽤来区分呼出的号码是速拨码还是普通号码。默认的速拨前缀为 *89。

⽤⼾可以拨打 {prefix}+{speed_dial_number} 呼叫相应的电话号码。例如，将 1 设置为 5503302 的速拨码，拨打 *891 即可呼叫 5503302。
设置速拨前缀
你需要在拨打速拨码时加上速拨前缀。系统通过速拨前缀识别拨打的号码为速拨码，避免与其它分机号相互⼲扰。本⽂介绍如何设置速拨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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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速拨码。
2. 点击 前缀。
3. 在 速拨前缀  栏中，根据需要填写前缀号码。

注：
• 仅允许填写数字以及特殊字符 *  #。
• 最⼤字符⻓度限制为 7。

默认的速拨前缀为 *89。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提⽰：

如要禁⽤速拨码，请前往 呼叫功能  > 特征码  > 速拨  > 速拨前缀。
添加速拨码
本⽂介绍如何添加速拨码。
背景信息

• 假设你有⼀条呼出路由，允许拨打外部号码 15990234988；并且你希望通过该路由拨打速拨码 111 呼叫外部号码 15990234988。
• 默认启⽤的 速拨前缀  为 *89。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速拨码，点击 添加。
2. 在 速拨码  栏，填写 111。
3. 在 电话号码  栏，填写 15990234988。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在电话上拨打 *89111 呼叫外部电话号码 15990234988。
管理速拨码
本⽂介绍如何编辑或删除速拨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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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速拨码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速拨码。
2. 在要编辑的速拨码旁边点击 。
3. 根据你的需要修改 速拨码  或 电话号码。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删除速拨码
你可以删除单个或批量删除多个速拨码。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速拨码。
2. 删除速拨码：

• 删除单个速拨码，在要删除的速拨码旁边点击 。
• 批量删除速拨码，勾选要删除的速拨码，点击 删除。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导出和导⼊速拨号码
你可以导出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创建的速拨号码，并以此为模板，在导出的⽂件上批量编辑速拨号码，再导⼊到 PBX。本⽂介绍如何导出和导⼊速拨号码。
导出速拨号码
你可以导出所有速拨号码（⽂件格式 .CSV），然后在导出的⽂件中增加、删除或修改速拨号码。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速拨码。
2. 点击 导出。

CSV ⽂件⾃动下载到本地。你可以参考 速拨号码参数  检查和编辑 CSV ⽂件中的参数。
导⼊速拨号码建议你先导出速拨号码数据（⽂件格式为 .CSV），然后使⽤该⽂件作为模板来编辑。通过这种⽅式，可以节省时间，提⾼效率。

前提条件
导⼊⽂件的要求：

• 格式：UTF-8 .CSV
• ⼤⼩：⼩于 50 MB
• ⽂件名称：⼩于 127 个字符
• 导⼊参数：确保导⼊的参数符合要求。更多关于导⼊参数的信息，请参⻅速拨号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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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速拨码。
2. 点击 导⼊。
3.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浏览，选择你的 CSV ⽂件。
4. 点击 上传。

CSV ⽂件中的速拨号码会显⽰在⽹⻚上。
相关信息导⼊和导出 -FAQ

呼叫转接
呼叫转接概述
呼叫转接允许⽤⼾在通话过程中将通话转移给别的号码或分机。本⽂介绍呼叫转接⽅式以及呼叫转接设置。
呼叫转接⽅式
PBX ⽀持两种呼叫转接⽅式：

• 咨询转接：咨询转接允许转接者在转接通话前与接收者进⾏交谈，⽐如助理转接通话给经理前，可先与经理确认是否有空接听电话。
• 盲转接：盲转接允许转接者直接将通话转接给接收者，⽽不需要预先与接收者沟通，⽐如将通话转接给响铃组。

呼叫转接设置
你可以根据如下选项设置呼叫转接：

• 特征码：分机⽤⼾可以使⽤呼叫转接特征码转接通话。
默认的呼叫转接特征码如下：

◦ 咨询转接：*3
◦ 盲转接：*03

• 按键超时（s）：转接者呼出特征码后，输⼊接收者号码时，每个数字之间的时⻓限制。每个数字之间的时间停顿应在限制的范围内。
• 咨询转接超时（s）：等待接收者应答来电的响铃时⻓限制。

如果接收者没有在限制的时间内接听来电，系统会将通话转回给转接者。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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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呼叫转接
本⽂介绍如何设置呼叫转接。
设置咨询转接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特征码  > 呼叫转接。
2. 勾选 咨询转接，启⽤咨询转接功能。

如果取消勾选，则分机⽤⼾⽆法通过拨打特征码进⾏咨询转接。
3. 根据需要更改特征码。
4. 在 按键超时（s）  下拉列表中，选择接收者输⼊号码时，每个数字之间的时间限制。
5. 在 咨询转接超时（s）  字段中，填写等待接收者接听来电的时间限制。
6. 点击 保存  并 应⽤。

设置盲转接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特征码  > 呼叫转接。
2. 勾选 盲转接，启⽤盲转接功能。

如果取消勾选，则分机⽤⼾⽆法通过拨打特征码进⾏盲转接。
3. 根据需要更改特征码。
4. 在 按键超时（s）  下拉列表中，选择接收者输⼊号码时，每个数字之间的时间限制。
5. 点击 保存  并 应⽤。

咨询转接通话
在转接通话前，如果你需要确保接收者已经做好接听电话的准备或者你需要向接收者事先交代通话相关信息时，你可以使⽤咨询转接。本⽂介绍如何咨询转接通话。
操作步骤

1. 通话过程中，按咨询转接特征码（默认 *3）。
当前通话处于保持状态；系统播放转接提⽰⾳。

2. 输⼊接收通话的⽤⼾号码后呼出。
3. 等待接收者接听电话。

接收者接听后与接收者沟通相关事宜。
4. 挂断电话完成通话转接。

被转接者与接收者直接建⽴通话。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5 - 通话功能  | 465

盲转接通话
在转接通话前，如果你不需要与接收者提前沟通通话内容，你可以使⽤盲转接。本⽂介绍如何盲转接通话。
操作步骤

1. 通话过程中，按盲转接特征码（默认 *03）。
当前通话处于保持状态；系统播放转接提⽰⾳。

2. 输⼊接收通话的⽤⼾号码后呼出。
当前通话⾃动挂断，接收者话机响铃。
接收者接听来电后，被转接者与接收者成功建⽴通话。

通话翻转
通话翻转概述
通话翻转功能允许⽤⼾将正在进⾏的通话⽆缝切换到其他设备（注册同⼀分机）接听，切换过程中通话不中断。
应⽤场景
假设销售⼈员正使⽤话机和客⼾通话，但临时有事需要外出。在这种情况下，销售⼈员可以将通话切换到⼿机上，在路上和客⼾继续沟通，⽽客⼾不会觉察到销售⼈员切换了通话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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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翻转的⽅式⽤⼾可以通过以下⽅式，将通话切换到其他设备：
• 通过点击 '通话翻转' 按钮切换通话
• 通过拨打 '通话翻转' 特征码切换通话

通过点击 '通话翻转' 按钮切换通话
点击 通话翻转  按钮，预览分机注册上的其他设备。选择⼀个设备，将通话切换到此设备上。
我们提供下述图⽰，帮助你直观地了解此⽅式下通话翻转的流程：

以下终端⽀持通过此⽅式切换通话：
• Linkus ⼿机端

更多信息，请参⻅ 如何切换通话到其他设备？
• Linkus ⽹⻚端更多信息，请参⻅ 切换通话到其他设备。

注：
如果 Linkus ⽹⻚端和 Yeastar Linkus for Google 绑定，请参⻅ 切换通话到其他设备。

通过拨打 '通话翻转' 特征码切换通话
拨打 通话翻转  特征码，分机注册上的其他设备会同时收到来电并响铃。在任⼀设备上接听来电，通话会被切换到此设备上。
我们提供下述图⽰，帮助你直观地了解此⽅式下通话翻转的流程：

在 PBX 上启⽤ 通话翻转  的特征码后，⽤⼾可以在分机注册上的任意设备通过此⽅式切换通话。

https://help.yeastar.com/zh-cn/linkus_client/topic/how-to-flip-an-active-call-between-devices.html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web-client-user-guide/flip-an-active-call-between-devices.html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yeastar-linkus-for-google-user-guide/flip-an-active-call-between-devices.html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yeastar-linkus-for-google-user-guide/flip-an-active-call-between-devi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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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启⽤ 通话翻转  特征码，请参⻅ 启⽤ '通话翻转' 特征码。
关于如何通过拨打特征码切换通话到其他设备，请参⻅ 拨打特征码切换通话到其他设备。

启⽤或禁⽤ ‘通话翻转’ 特征码
本⽂介绍如何启⽤或禁⽤ ‘通话翻转’ 特征码。
启⽤ '通话翻转' 特征码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特征码。
2. 在 通话翻转  栏，勾选复选框，然后配置特征码。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通话过程中，⽤⼾可以拨打特征码，将通话切换到其他注册了同⼀分机的设备上。更多信息，请参⻅ 拨打特征码切换通话到其他设备。

禁⽤ '通话翻转' 特征码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特征码。
2. 在 通话翻转  栏，取消勾选复选框。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法通过拨打特征码实现通话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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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打特征码切换通话到其他设备
本⽂介绍如何通过拨打特征码，将当前设备上正在进⾏的通话切换到其他设备（注册同⼀分机）继续接听。
使⽤要求

• PBX 服务器：37.8.0.25  或更⾼版本
• 分机：同时注册在⾄少 2 台设备上

操作步骤
1. 通话过程中，拨打 通话翻转  特征码（默认：*01）。

分机注册上的其他设备同时响铃。
2. 在任⼀设备上接听来电。

执⾏结果
通话成功切换到设备上，其他设备停⽌响铃。

通话截答
呼叫截答概述
呼叫截答功能允许员⼯远程接听同事的电话，⽽不必⾛到他们的话机前。本⽂介绍两种截答⽅式，包括指定截答和同组截答。
指定截答
指定截答，也称为定向截答，允许⽤⼾截答某个分机的来电。
例如，经理电话响铃时，助理知道经理正在开会，⽆法接听电话，助理可以在⾃⼰的电话上接听经理的来电。
同组截答同组截答允许 分机组  成员共享他们的来电。对于同⼀个项⽬组的⼈员，当其中⼀个成员收到来电并且⽆法接听来电时，其他成员可以在他们⾃⼰的话机上接听该成员的来电。

注：
• 如果该分机组内有多个来电，则截答第⼀通来电。
• 此处的分机组不包括全员分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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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截答特征码
分机⽤⼾可以使⽤截答特征码截答⼀路来电。
默认特征码：

• 同组截答：*4
• 指定截答：*04

提⽰：
你可以在 PBX ⽹⻚上更改、启⽤或禁⽤呼叫截答特征码：呼叫功能  > 特征码  > 呼叫截答。
截答分机组成员的来电
本⽂介绍如何设置⼀个功能键，⽤于监控和截答分机组成员的来电。
背景信息对于需要在话机上截答分机组成员来电的⽤⼾，你可以通过⾃动配置的⽅式为每个⽤⼾设置⼀个功能键。⽤⼾⾃⼰也可以在话机上设置功能键。更多信息，请咨询话机提供商。

注：
默认的同组截答特征码为 *4。你可以在 PBX ⽹⻚上更改、启⽤或禁⽤同组截答特征码：呼叫功能  > 特征码  > 呼叫截答  > 同组截答。
设置群组截答功能键
下⽂以亿联（Yealink）话机为例，通过速拨的⽅式配置⼀个群组截答功能键，⽤来截答特定分机的来电。

1. 给分机⽤⼾分配功能键。
a.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 如果要为某个分机⽤⼾单独配置功能键，点击对应分机旁边的 。
• 如果要为多个分机⽤⼾配置功能键，勾选相应的分机，点击 编辑。

b. 点击 功能键  ⻚签。
c. 根据需要配置功能键。

注：
不同话机型号⽀持的按键数量不同。如果你给分机⽤⼾分配置的功能键超过话机实际⽀持的按键数，超出的功能键不会⽣效。

• 类型：选择 速拨。
• 值：填写特征码 *4。
• 标签：可选。填写显⽰在话机屏幕上的按键名称。

d. 点击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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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分机未绑定话机，请参⻅以下⽂章为分机绑定⼀台话机。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PnP ⽅式）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DHCP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FQDN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式）

3. 如果分机已绑定话机，更新话机配置。
a. 进⼊ ⾃动配置  > 话机。
b. 点击话机旁边的 。

执⾏结果
• 当分机组成员收到来电时，⽤⼾可以直接按键截答来电。
• 来电被截答后，其他分机组成员的话机上会显⽰⼀个未接来电。

截答指定分机的来电
本⽂介绍如何设置 BLF 键，⽤于监控和截答指定分机的来电。
背景信息对于需要在话机上截答指定分机来电的⽤⼾，你可以通过⾃动配置的⽅式为每个⽤⼾设置⼀个 BLF 键。⽤⼾⾃⼰也可以在话机上设置 BLF 键。更多信息，请咨询话机提供商。

注：
默认的指定截答特征码为 *04。你可以在 PBX ⽹⻚上更改、启⽤或禁⽤指定截答特征码：呼叫功能  > 特征码  > 呼叫截答  > 指定截答。
设置 BLF 键
下⽂以亿联（Yealink）话机为例，设置⼀个功能键，⽤来截答特定分机的来电。

1. 给分机⽤⼾分配功能键。
a.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 如果要为某个分机⽤⼾单独配置功能键，点击对应分机旁边的 。
• 如果要为多个分机⽤⼾配置功能键，勾选相应的分机，点击 编辑。

b. 点击 功能键  ⻚签。
c. 根据需要配置功能键。

注：
不同话机型号⽀持的按键数量不同。如果你给分机⽤⼾分配置的功能键超过话机实际⽀持的按键数，超出的功能键不会⽣效。

• 类型：选择 BLF。
• 值：填写特征码 *04+{extension}（如 *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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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可选。填写显⽰在话机屏幕上的按键名称。
d. 点击 保存。

2. 如果分机未绑定话机，请参⻅以下⽂章为分机绑定⼀台话机。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PnP ⽅式）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DHCP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FQDN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式）

3. 如果分机已绑定话机，更新话机配置。
a. 进⼊ ⾃动配置  > 话机。
b. 点击话机旁边的 。

执⾏结果
• 当被监控的分机收到来电时，BLF 键红⾊闪烁。⽤⼾可以直接按 BLF 键截答该分机的来电。
• 来电被截答后，被监控的话机会显⽰⼀个未接来电。

通话驻留
呼叫停泊概述
呼叫停泊是⼀种在电话上保留通话，并允许其他⼈在任意⼀台话机上取回通话的⽅法。本⽂介绍什么是呼叫停泊、停泊号码、停泊⽅式、停泊超时⽬的地及停泊特征码。
什么是呼叫停泊
通常情况下，你只能在同⼀台话机上取回保留的通话。呼叫停泊允许你将通话驻留在停泊号码上，并且你可以在任意话机上拨打该停泊号码取回驻留的通话。
停泊号码
停泊号码（轨道）是⼀个虚拟分机号，系统将通话驻留在这个虚拟号码上。⼀个驻留的通话占⽤⼀个停泊号码。
默认最多可同时驻留 100 个通话。
停泊⽅式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两种停泊⽅式：

• 呼叫停泊：将通话随机驻留在第⼀个空闲的停泊号码上。
• 指定停泊：将通话驻留在指定的停泊号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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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泊超时⽬的地
通话在停泊号码上驻留的时间有限制（默认 60 秒）。如果在限制时间内没有取回驻留的通话，系统将驻留的通话路由到指定的⽬的地（默认为原通话⽅）。
呼叫停泊特征码
分机⽤⼾可以使⽤呼叫停泊特征码驻留⼀路通话。
默认呼叫停泊特征码：

• 呼叫停泊：*5
• 指定停泊：*05

提⽰：
你可以在 PBX ⽹⻚上更改、启⽤或禁⽤呼叫停泊特征码：呼叫功能  > 特征码  > 呼叫停泊。
指定停泊
本⽂介绍如何将通话驻留在指定的停泊号码上，并取回驻留的通话。
背景信息
对于销售或技术⽀持等有义务接听客⼾来电的⼈员，你可以将不同的停泊号码分配给不同的部⻔。例如，将 6099 分配给销售部，将 6098 分配给技术⽀持等等。如此，接待员可以根据业务类型将通话直接驻留在相应的停泊号码上。各个部⻔中任意⼈员可以从停泊号码上取回驻留的通话。

注：
默认的呼叫停泊号码范围为 6000~6099。呼叫停泊随机驻留通话时，默认占⽤的停泊号码从 6000 开始，往后递增。为了避免固定分配的停泊号码被随机占⽤，我们建议你从 6099 开始分配，往前递减。
前提条件
确保分配的停泊号码是空闲的。如果指定的驻留号码被占⽤，系统会将通话驻留在下⼀个空闲的停泊号码上。

提⽰：
设置⼀个功能键，⽤⼾可以通过功能键监控停泊号码的状态。

• 对于接待员，他们可以按功能键将通话直接驻留到停泊号码上。
• 对于销售，他们可以在功能键上可以看到驻留的通话，也可以按功能键来轻松取回驻留的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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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给销售部⻔分配停泊号码 6099。接待员接到来电，客⼾想咨询产品相关的业务信息。

1. 接待员拨打 *056099 将销售通话驻留在停泊号码 6099 上。
2. 接待员通知销售员取回驻留的业务通话。

如果销售员的话机上有配置功能键，他们可以收到提醒。
3. 任意有空的销售员可以拨打 6099 或直接按功能键取回通话。
提⽰：

默认的指定停泊的特征码为 *05。你可以在 PBX ⽹⻚上更改、启⽤或禁⽤特征码：呼叫功能 > 特征码  > 呼叫停泊  > 指定停泊。
呼叫停泊
本⽂介绍如何随机将通话驻留在空闲的停泊号码上，以及如何取回驻留的通话。
背景信息
在通话过程中，员⼯需要去另⼀个办公室检索重要⽂件或保护通话隐私，他/她可以驻留当前通话，并在另⼀个办公室恢复并继续通话。
操作步骤

1. 拨打特征码（*5）驻留当前通话。
系统将提⽰你当前通话驻留的停泊号码（6000）。

2. 前往另⼀个办公室，拨打停泊号码（6000）取回驻留的通话。
提⽰：

默认呼叫停泊的特征码为 *5。你可以在 PBX ⽹⻚上更改、启⽤或禁⽤呼叫停泊特征码：呼叫功能  > 特征码  > 呼叫停泊  > 呼叫停泊。
设置停泊超时⽬的地
默认情况下，如果驻留的通话没有在 60 秒内被取回，该通话将会被转回给原通话⽅。你可以设置停泊超时时间和超时⽬的地。本⽂介绍如何设置驻留通话的停泊时间以及超时⽬的地。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呼叫功能  > 特征码  > 呼叫停泊。
2. 在 停泊超时  字段中，填写驻留通话的停泊时间。
3. 在 超时⽬的地  下拉列表中，选择⼀个⽤于接收驻留通话的⽬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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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泊超时后，驻留的通话将会被转移到相应的⽬的地。
• 原通话⽅：将通话转移给驻留通话的⽤⼾。
• 分机：将通话转移给指定分机号码。
• 分机语⾳信箱：将通话转移给指定分机的语⾳信箱。
• 群语⾳信箱：将通话转移给指定的群语⾳信箱。
• 外部号码：将通话转移给指定外部号码。

注：
根据呼出路由规则设置 前缀，PBX 才能使⽤相应的呼出路由将通话转移给外部号码。

◦ 如果呼出路由未设置 删除前缀位数，则不必设置 前缀。
◦ 如果呼出路由有设置 删除前缀位数，你需要根据呼出路由的 号码规则  设置 前缀。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设置停泊号码
默认的呼叫停泊号码范围为 6000~6099。本⽂介绍如何设置停泊号码范围。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特征码  > 呼叫停泊。
2. 在 停泊号范围  字段中，输⼊驻留通话的号码范围。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提⽰：

你也可以在 PBX设置  > 常规设置  > 号码范围设定  > 停泊号码  ⻚⾯设置停泊号码范围。
在 IP 话机上监控停泊号码
本⽂介绍如何设置在 IP 话机上设置功能键，⽤于监控停泊号码。
背景信息对于使⽤指定停泊，并且希望可以在话机上监控指定停泊号码的状态的⽤⼾，你可以通过⾃动配置  的⽅式为这些⽤⼾配置功能键。

注：
⽤⼾⾃⼰也可以在话机上设置功能键。更多信息，请咨询话机提供商。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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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使⽤功能键将通话驻留在监控的停泊号码上，或从监控的停泊号码上取回驻留的通话。
操作步骤

1. 给分机⽤⼾分配功能键。
a.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 如果要为某个分机⽤⼾单独配置功能键，点击对应分机旁边的 。
• 如果要为多个分机⽤⼾配置功能键，勾选相应的分机，点击 编辑。

b. 点击 功能键  ⻚签。
c. 根据需要配置功能键。

注：
不同话机型号⽀持的按键数量不同。如果你给分机⽤⼾配置的功能键超过话机实际⽀持的按键数，超出的功能键不会⽣效。

• 类型：选择 停泊/取回。
• 值：选择要监控的停泊号码。
• 标签：可选。填写显⽰在话机屏幕上的按键名称。

d. 点击 保存。
2. 如果分机未绑定话机，请参⻅以下⽂章为分机绑定⼀台话机。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PnP ⽅式）
• ⾃动配置局域⽹中的 IP 话机 （DHCP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FQDN ⽅式）
• ⾃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式）

3. 如果分机已绑定话机，更新话机配置。
a. 进⼊ ⾃动配置  > 话机。
b. 点击话机旁边的 。

执⾏结果
功能键会实时显⽰停泊号码状态。

• 绿灯：停泊号码处于空闲状态。
⽤⼾可以按该功能键将通话驻留在该停泊号码上。

• 红灯：有通话驻留在停泊号码上。
⽤⼾可以按该功能键从监控的停泊号码上取回驻留的通话。

注：
指⽰灯状态可能会因话机型号⽽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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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监听
通话监听概述
通话监听功能允许⽤⼾在通话双⽅⽆法察觉的情况下监听通话，或者加⼊通话与各⽅交谈。你可以使⽤监听功能来监听员⼯和客⼾之间的通话，帮助员⼯改善与客⼾的沟通⽅式，或者提供处理客⼾问题的建议，从⽽提升服务质量。
监听模式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以下监听模式：

普通监听
普通监听模式允许监听者监听通话，但监听者只能听，不能与通话中的任意⼀⽅通话。
此监听⽅式通常⽤于销售经理监听业务员和客⼾之间的对话，以此评估业务员的⼯作质量。

密语监听
密语监听模式允许监听者与被监听者对话，通话中的另⼀⽅听不⻅监听者的声⾳。
此监听模式通常⽤于销售经理在业务员与客⼾的通话中，与业务员单独交谈，并为业务员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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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插监听
强插监听模式允许监听者加⼊通话，即建⽴三⽅通话。
此监听模式通常⽤于销售经理加⼊业务员和客⼾的对话，为客⼾提供即时帮助，提升客⼾满意度。

监听⽅式拥有监听权限的⽤⼾可以通过以下⽅式监听通话：
• 话务控制台
• 队列⾯板
• 拨打“特征码+分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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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务控制台
如果⽤⼾可以访问话务控制台，你可以给他们分配话务控制台上的通话监听权限。这样⼀来，⽤⼾可以在话务控制台上使⽤任意⼀种监听模式监听通话。
关于如何为⽤⼾分配话务控制台上的通话监听权限，请参⻅ 查看或更改成员的权限。
关于如何在话务控制台上监听通话，请参⻅ 监听通话。

队列⾯板
如果队列管理员可以访问队列⾯板，你可以给他们分配队列⾯板上的通话监听权限。这样⼀来，队列管理员可以在队列⾯板上使⽤任意⼀种监听模式监听通话。
关于如何为队列管理员分配队列⾯板上的通话监听权限，请参⻅ 队列⾯板授权。
关于如何在队列⾯板上监听通话，请参⻅ 监听通话。

拨打“特征码+分机号码”
如果⽤⼾持有话机，你可以配置监听功能特征码，然后给⽤⼾分配使⽤特征码进⾏通话监听的权限。这样⼀来，授权⽤⼾可以在话机上拨打 “特征码+分机号码”，通过指定的监听模式监听通话。
更多信息，请参⻅ 允许⽤⼾通过拨打特征码监听通话。

允许⽤⼾通过拨打特征码监听通话
如果⽤⼾持有话机，你可以为每种监听模式配置不同的特征码，并为⽤⼾分配权限。这样⽤⼾就可以通过在话机上拨打特征码的⽅式来监听通话。
背景信息
默认情况下，所有⽤⼾都不能通过拨打特征码的⽅式监听其他⽤⼾的通话，但⽤⼾⾃⼰的通话都可以被监听。
如需允许特定⽤⼾通过拨打特征码监听其他分机的通话，请参照本⽂说明操作。
如需禁⽌特定⽤⼾的通话被监听，请参⻅ 禁⽌⽤⼾通话被监听。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特征码。
2. 在 监听  栏，配置监听功能特征码，并为⽤⼾分配使⽤权限。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operator-panel-user-guide/monitor-a-call.html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call-center-console-user-guide/monitor-a-ca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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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勾选监听模式，然后设置特征码。
• 普通监听：监听者只能听，不能与通话中的任意⼀⽅通话。

默认特征码 *51。
• 密语监听：监听者能与被监听者对话，但通话中的另⼀⽅听不⻅监听者的声⾳。

默认特征码 *52。
• 强插监听：监听者可以加⼊通话，即建⽴三⽅通话。

默认特征码 *53。
b. 在 普通监听/密语监听/强插监听权限  下拉列表中，选择允许使⽤此特征码进⾏监听的⽤⼾。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授权⽤⼾可以拨打 “特征码+分机号码” 监听分机通话。

重要：
• 不⽀持监听会议室通话。
• 不⽀持监听在 Linkus 客⼾端上不可⻅的分机的通话。
• 内部通话中，如果有任何⼀⽅不允许被监听，那么即使是授权⽤⼾也不能监听此通话。

禁⽌⽤⼾通话被监听
默认情况下，所有⽤⼾的通话都允许被监听。如需保护特定⽤⼾的通话隐私，你可以禁⽌特定⽤⼾的通话被监听。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
2. 如需禁⽌单个⽤⼾的通话被监听，执⾏以下操作：

a. 点击分机旁边的 。
b. 点击 功能  ⻚签。
c. 在 呼叫监听  栏，取消勾选 允许被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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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点击 保存  并 应⽤。
3. 如需禁⽌多个⽤⼾的通话被监听，执⾏以下操作：

a. 勾选多个分机，然后点击 编辑。
b. 点击 功能  ⻚签。
c. 勾选 呼叫监听，然后取消勾选 允许被监听。

d.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指定⽤⼾的通话不能被任何⼈监听。

分机携带
分机携带概述
分机携带功能允许分机⽤⼾使⽤分机号码和语⾳信箱密码临时登录共享话机，使⽤⾃⼰的分机号在共享话机上拨打和接听电话。
使⽤场景
分机携带功能适⽤于共享办公室、现场团队和呼叫中⼼等⼯作时间灵活或需要轮班的场景。
例如，呼叫中⼼因需要提供全天候服务，采取 24 ⼩时轮班制度，员⼯需要在不同时间共⽤⼀台桌⾯话机。使⽤分机携带功能，员⼯在上班时可以使⽤共享的桌⾯话机登录⾃⼰的分机并接听来电。下班后，员⼯从共享话机上登出时，系统会⾃动将其从队列中登出，避免电话打⼊此坐席时得不到及时响应。这不仅优化了电话硬件资源的使⽤，也提⾼了呼叫中⼼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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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要求和使⽤限制
使⽤要求

• PBX 服务器：Yeastar P 系列 IPPBX  固件为 37.10.0.30 或更⾼版本。
• IP 话机：IP 话机型号和固件版本符合在 ⽀持⾃动配置的设备  中所列出的要求。

使⽤限制
仅 SIP 分机⽀持分机携带功能。

分机携带设置流程要实现此功能，你需要完成以下配置：
设置共享话机

根据⽹络环境，使⽤⾃动配置的⽅式设置⼀台共享话机。
更多信息，请参⻅ 设置共享话机。

启⽤分机⽤⼾的分机携带功能
为要使⽤共享话机的分机⽤⼾启⽤分机携带功能。只有启⽤了此功能的⽤⼾，才可使⽤分机号码和语⾳信箱密码登录共享话机。
更多信息，请参⻅ 启⽤分机⽤⼾的分机携带功能。

分机携带使⽤⽅式在你完成分机携带设置后，授权⽤⼾可通过以下⽅式登⼊和登出共享话机：
• 拨打特征码登⼊/登出
• 按 BLF 键登⼊/登出

拨打特征码登⼊/登出
⽤⼾可通过拨打特征码登⼊并使⽤话机，或在结束使⽤后登出话机。
默认的分机携带特征码如下：

• 访客登⼊：*84
• 访客登出：*084

提⽰：
你可以在 PBX 管理⽹⻚上启⽤、禁⽤、修改特征码 (路径：通话功能  > 特征码 > 分机携带)。
更多信息，请参⻅ 拨打特征码登⼊共享话机  和 拨打特征码登出共享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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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BLF 键登⼊/登出
PBX 系统⾃动为共享话机分配⼀个 Guest In  和 Guest Out  按键。⽤⼾可在共享话机上通过按键登⼊并使⽤话机，或在结束使⽤后登出话机。
更多信息，请参⻅ 按 BLF 键登⼊共享话机  和 按 BLF 键登出共享话机。

设置分机携带
设置共享话机
要使⽤分机携带，你需要先设置⼀台话机作为共享话机。本⽂介绍如何通过⾃动配置设置共享话机。

重要：
如果要设置的话机已经分配了分机，你需要将其从⾃动配置话机列表中删除，并 重置  话机。
⽀持的 IP 话机在 ⽀持⾃动配置的设备  中列出的所有 IP 话机都可作为共享话机。
⽀持的⽅式根据你的⽹络环境，通过以下⽅式在 PBX 管理⽹⻚上配置共享话机。

• 在本地⽹络中设置共享话机 (PnP ⽅式)
• 在本地⽹络中设置共享话机 (DHCP ⽅式)
• 在远程⽹络中设置共享话机 (RPS FQDN / RPS ⽅式)

在本地⽹络中设置共享话机 (PnP ⽅式)
如果 IP 话机与 PBX 处于同⼀⽹段中，PBX 系统可通过 PnP 检测到 IP 话机，并显⽰在⾃动配置话机列表中。你可以直接将 IP 话机设置为共享话机。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话机。
2. 在未分配分机的 IP 话机右侧，点击 。

3. 在 选项  栏，勾选 共享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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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动为该话机分配⼀个虚拟分机 “HostExt{virtual_num}”。

4. 点击 保存。
在本地⽹络中设置共享话机 (DHCP ⽅式)
如果 IP 话机与 PBX 处于同⼀⽹段中但不⽀持 PnP 配置⽅式，或 IP 话机与 PBX 处于不同⽹段中，你可以通过 DHCP 配置⽅式将 IP 话机设置为共享话机。

前提条件
• IP 话机⽀持 DHCP 配置。
• 收集 IP 话机信息，包括供应商，型号和 MAC 地址。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话机。
2. 点击 +添加  > 添加。
3. 在 IP话机  栏，填写话机信息。

• 供应商：选择话机供应商。
• 型号：选择话机型号。
• MAC 地址：输⼊话机的 MAC 地址。

4. 在 选项  栏，完成以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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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板：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应⽤的模板。
• 配置⽅式：选择 DHCP (在办公室)。

PBX 系统⾃动⽣成⼀个配置链接，显⽰在 配置链接  栏中。
• 共享话机：勾选此项，将此话机设置为共享话机。

系统⾃动为该话机分配⼀个虚拟分机 “HostExt{virtual_num}”。

5. 点击 保存。
6. 配置 DHCP 服务器。

注：
需确保 IP 话机所在⽹络中只有⼀个 DHCP 服务器在运⾏，否则 IP 话机⽆法获取 IP 地址。

场景 操作说明
IP 话机与 PBX 服务器处于同⼀⽹段，但不⽀持 PnP 配置⽅式

你可以通过以下任⼀⽅式配置 DHCP 服务器：
• 配置 PBX 为 DHCP 服务器

注：
PBX 内置的 DHCP 服务器会⾃动获取 配置链接。

• 使⽤ 配置链接，在第三⽅ DHCP 服务器上配置 DHCP option 66。
IP 话机与 PBX 服务器处于不同⽹段 使⽤ 配置链接，在第三⽅ DHCP 服务器上配置 DHCP option 66。

7. ⼿动重启 IP 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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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程⽹络中设置共享话机 (RPS FQDN / RPS ⽅式)
如果 IP 话机部署在远程⽹络中，你可以通过 RPS FQDN 或 RPS 配置⽅式，将 IP 话机设置为共享话机。

前提条件
根据你选择的配置⽅式，确认已满⾜对应的前提：

⽅式 前提条件
RPS FQDN • 订阅 隧道服务  或者 视频通话  服务，确保 FQDN 功能可⽤。

• 配置 Yeastar FQDN 的 远程 SIP 访问  和 远程 Web 访问。
• 收集 IP 话机信息，包括供应商、型号和 MAC 地址。

RPS • 在路由器上设置端⼝映射 (包括 RTP 端⼝、SIP 端⼝和 Web 服务端⼝)，并且在 PBX 上设置 SIP NAT，确保话机可进⾏远程注册。
• 收集 IP 话机信息，包括供应商、型号和 MAC 地址。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话机。
2. 点击 +添加  > 添加。
3. 在 IP话机  栏，填写话机信息。

• 供应商：选择话机供应商。
• 型号：选择话机型号。
• MAC 地址：输⼊话机的 MAC 地址。

4. 在 选项  栏，完成以下设置。

• 模板：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应⽤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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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式：选择 RPS (远程) 或 RPS FQDN (远程)。
PBX 系统⾃动⽣成⼀个配置链接，显⽰在 配置链接  栏中。

• 共享话机：勾选此项，将该话机设置为共享话机。
系统⾃动为该话机分配了⼀个虚拟分机 “HostExt{virtual_num}”。

5. 点击 保存。
6. ⼿动重启 IP 话机。

执⾏结果
• 话机被设置为共享话机，并注册了虚拟分机。你可以在话机列表中查看注册状态；PBX 系统⾃动为此话机分配⼀个 Guest In  键。

注：
⽤⼾只能使⽤注册了虚拟分机的话机拨打 紧急号码。如果需要在话机上实现正常呼⼊和呼出，⽤⼾需要拨打访客登⼊特征码或按 Guest In  键登⼊话机。

后续步骤
启⽤分机⽤⼾的分机携带功能
启⽤分机⽤⼾的分机携带功能
本⽂介绍如何为分机⽤⼾启⽤分机携带功能。启⽤后，⽤⼾可登⼊共享话机，并使⽤⾃⼰的分机号码接听和拨打电话。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
2. 点击分机旁边的 ，然后点击 功能  ⻚签。
3. 向下滚动到 分机携带  栏，打开功能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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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需要，进⾏以下配置。
设置 说明

从队列登出 设置是否⾃动将动态坐席从队列登出。
如果启⽤此项，当⽤⼾从共享话机登出时，系统会⾃动将此⽤⼾从队列中登出。

⾃动从共享话机上登出 设置是否⾃动将分机⽤⼾从共享话机登出。
• 从不：禁⽤⾃动登出功能。
• 经过：设置⼀个时间段，在分机⽤⼾登⼊共享话机达到指定时⻓后，⾃动将⽤⼾从共享话机登出。
• 每天：设置⼀个固定时间，每天固定在指定时间将⽤⼾从共享话机登出。

5. 点击 保存  并 应⽤。
相关信息登⼊共享话机登出共享话机管理分机携带功能
使⽤共享话机
登⼊共享话机
本⽂介绍分机⽤⼾如何登⼊共享话机。
前提条件

• 你已 设置共享话机。
• 你已 为分机⽤⼾启⽤分机携带功能。
• 如果⽤⼾的分机已经注册在某台话机上，且需要在异地登⼊共享话机，你需要设置分机的 IP 话机同时注册数，保证⽤⼾可在多个终端上注册分机。

操作步骤
分机⽤⼾可以通过以下⽅式登⼊共享话机：

⽅式 操作说明
拨打特征码登⼊ 1. 在共享话机上，拨打 访客登⼊  特征码。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5 - 通话功能  | 488

⽅式 操作说明
注：

默认的访客登⼊特征码为 *84。你可以在 通话功能  > 特征码  > 分机携带  > 访客登⼊  中⾃定义特征码。
2. 根据语⾳提⽰，输⼊分机号码后按 # 键 (如输⼊ 

2000#)。
3. 根据语⾳提⽰，输⼊语⾳信箱密码后按 # 键 (如输⼊ 

8471#)。
按 BLF 键登⼊ 在你设置了共享话机后，系统⾃动为话机分配⼀个 Guest In 键，分机⽤⼾可使⽤按键登⼊共享话机。

1. 在共享话机上，按 Guest In  键。
2. 根据语⾳提⽰，输⼊分机号码后按 # 键 (如输⼊ 

2000#)。
3. 根据语⾳提⽰，输⼊语⾳信箱密码后按 # 键 (如输⼊ 

8471#)。
故障：

如果⽤⼾按 Guest In  键⽆法登⼊共享话机，你可检查 访客登⼊  特征码是否有变更 (路径：通话功能  > 特征码  > 分机携带  > 访客登⼊)。
执⾏结果

• 话机⾃动载⼊⽤⼾的分机配置，包括分机信息、功能键设置等；PBX 系统⾃动为话机分配了⼀个⽤于登出的 Guest Out  键。
• 分机⽤⼾可在话机上使⽤以下功能：

◦ 在话机上拨打电话
◦ 在话机上接听电话
◦ 在话机上使⽤分机的功能键
◦ 在话机上通过 LDAP 查看在 PBX 上的通讯录。

注：
此功能需要你通过⾃动配置设置 LDAP 电话簿功能 (路径：⾃动配置  > 话机  > > LDAP电话簿)。更多信息，请参⻅ ⾃动配置 IP 话机的 LDAP。

• 你可以在 ⾃动配置  > 话机  上监控共享话机状态，了解哪些⽤⼾正在使⽤共享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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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登出共享话机
登出共享话机
本⽂介绍分机⽤⼾如何登出共享话机。
操作步骤
分机⽤⼾可通过以下任⼀⽅式登出共享话机。

⽅式 操作说明
拨打特征码登出 在共享话机上，拨打 访客登出  特征码。

注：
默认的特征码是 *084。你可以在 通话功能  > 特征码  > 分机携带  > 访客登出  中⾃定义特征码。

按 BLF 键登出 当有⽤⼾登⼊时，系统会⾃动为共享话机分配⼀个 Guest Out  键⽤于登出。⽤⼾可通过此按键登出共享话机。
故障：

如果⽤⼾按 Guest Out  键⽆法登出，你需要检查访客登出特征码是否有变更 (路径：通话功能  > 特征码  > 分机携带  > 访客登出)。
执⾏结果⽤⼾的分机从话机上登出；共享话机恢复为默认设置，且只能⽤于呼叫紧急号码。

重要：
通话记录将保留在话机上，⽤⼾需要⼿动将这些数据删除。

注：
如果⽤⼾在结束使⽤后忘记登出共享话机，在另⼀个⽤⼾登⼊此话机后，前⼀个⽤⼾会被⾃动登出；你也可以 在 PBX 管理⽹⻚上强制将此⽤⼾登出共享话机。
相关信息登⼊共享话机
管理分机携带功能
本⽂介绍如何在 PBX 管理⽹⻚上管理分机携带功能，包括强制将⽤⼾登出共享话机和禁⽤分机⽤⼾的分机携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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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将⽤⼾登出共享话机
如果分机⽤⼾忘记登出共享话机，你可以在 PBX 管理⽹⻚上将此⽤⼾的分机强制登出，以防⽌分机信息泄露或分机被滥⽤。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动配置  > 话机。
2. 将⿏标悬浮在话机旁边的 ，点击 访客登出。

3.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确认。
此⽤⼾从共享话机上登出。

禁⽤分机⽤⼾的分机携带功能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
2. 点击分机旁边的 ，然后点击 功能  ⻚签。
3. 向下滚动到 分机携带  栏，关闭开关。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此分机⽤⼾⽆法登⼊共享话机。

传真
传真概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允许你将传真机连接到 PBX 服务器上。你可以直接使⽤传真机收发传真，也可以通过邮件的⽅式接收传真。本⽂介绍传真⽅式、传真到邮件、传真检测以及 IP 传真 (FoIP) 传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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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X 传真⽅式
基于T.30 协议的模拟传真机能通过公⽤电话交换⽹（PSTN）传输模拟数据，然⽽却⽆法通过基于 IP 的语⾳传输（VoIP）的⽹络传输模拟数据。T.38 协议解决了模拟数据⽆法通过 VoIP ⽹络传输模拟数据的问题。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 T.30 协议和 T.38 协议。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 你可以通过 PSTN ⽹络或 VoIP ⽹络收发传真。

PSTN ⽹络传真（T.30）
在安装了 S2 模块和 SO 模块的 PBX 上，你可以将模拟传真机连接到 PBX 的 FXS 端⼝，然后在你的模拟传真机上收发传真。

FoIP ⽹络传真（T.38）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 T.38 协议。
在 PBX 上基于 VoIP ⽹络收发传真的流程，如下所⽰。

1. 传真机向 T.38 传真⽹关发送传真。
2. T.38 传真⽹关将 T.30 协议携带的传真转换或封装成 T.38 数据流，然后将 T.38 数据流发送给 T.38 PBX。
3. T.38 PBX 将 T.38 数据流转换回模拟信号，并发送给接收的传真机。

传真到邮件
传统的传真是直接发送到传真机；收件⼈收到⼀份打印的副本。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传真到邮件功能，你可以通过电⼦邮件的⽅式接收 PDF 格式的传真。
传真到邮件的好处：

• 保持传真的私密性，不留下纸质⽂件痕迹。
• 随时随地接收传真。
• 节约购买昂贵的硬件设备和打印纸、持续维护专⽤传真线路的费⽤。

传真检测
传真检测可以⾃动检测来电是语⾳还是传真。传真检测使你可以使⽤同⼀条线路接收传真和进⾏语⾳通话。

• 如果 PBX 检测到传真信号，则 PBX 将传真来电路由到指定的传真⽬的地。
• 如果 PBX 未检测到传真信号，则 PBX 将该来电作为常规语⾳呼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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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传真 (FoIP) 设置你可以使⽤如下设置改进 VoIP ⽹络上的传真传输：
• T.38⽀持：根据需要为分机和中继启⽤或禁⽤ T.38 协议。
• T.38最⼤⽐特率：传真传输的最⼤⽐特率。

默认值为 14400。
• Re-INVITE包不添加T.38属性：是否在 SDP re-invite 数据包中携带 T.38。
• 错误校正模式：错误校正模式（ECM）是⼀种可选的传输模式。ECM ⾃动检测并纠正传真传输过程中的错误，⽐如由线路噪声引起的错误。

在模拟传真机上发送传真
通过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发送传真前，你需要为传真机分配⼀个 FXS 分机，并设置发送传真使⽤的呼出路由。本⽂介绍通过 PBX 发送传真的相关配置。
前提条件使⽤模拟传真机接收传真之前，请执⾏以下操作：

1. 在 PBX 上安装 S2 模块或 SO 模块。
2. 将传真机连接到 PBX 的 FXS 端⼝。

本⽂中，我们将传真机连接到位于 Span2-Port3 中的 FXS 端⼝。
步骤⼀、为模拟传真机分配分机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点击 添加，选择 添加。
2. 在 基本  栏中，从分机类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 FXS分机。
3. 在 FXS端⼝  下拉列表中，选择传真机连接的 FXS 端⼝。

如下图所⽰，选择传真机连接的端⼝ Span1-Port5。

4. 根据需要修改其它设置或者保留默认设置。
5. 点击 保存  并 应⽤。

步骤⼆、设置发送传真使⽤的呼出路由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控制  > 呼出路由，点击 添加。
2. 在 名称  字段，填写易于识别的路由名称。
3. 设置拨号号码规则匹配，⽤于匹配⽤⼾拨打的号码。

如下图⽰例，设置号码规则  为 88.；删除前缀位数  设置为 2。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installation-guide/installation-warning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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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来发送传真的中继。
注：

如果使⽤ SIP 中继接收传真，你需要为该中继 启⽤ ⽀持T.38。
如下图所⽰，选择⽤于发送传真的中继。

5. 选择你为传真机分配的分机。
6.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如上⽰例所述，你可以拨打 885503304 向 5503304 发送传真。收到传真提⽰⾳后，即可发送传真。
专⽤线路接收传真
相⽐于使⽤共享线路接收传真的⽅式，使⽤专⽤线路接收传真可以避免中断及其它问题的⼲扰。本⽂介绍如何使⽤模拟传真机在专⽤线路接收传真。
前提条件使⽤模拟传真机接收传真之前，请执⾏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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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PBX 上安装 S2 模块或 SO 模块。
2. 将传真机连接到 PBX 的 FXS 端⼝。

本⽂中，我们将传真机连接到位于 Span2-Port3 中的 FXS 端⼝。
步骤⼀、为模拟传真机分配分机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点击 添加，选择 添加。
2. 在 基本  栏中，从分机类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 FXS分机。
3. 在 FXS端⼝  下拉列表中，选择传真机连接的 FXS 端⼝。

如下图所⽰，选择传真连接的端⼝ Span2-Port3。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步骤⼆、设置接收传真的呼⼊路由

1. 进⼊ 呼叫控制  > 呼⼊路由，点击 添加。
2. 在 名称  字段，填写易于识别的路由名称。
3. 设置 DID号码规则匹配，⽤于匹配允许接通的线路号码。

如下图所⽰，DID 号码设置中继号码。

4. 选择⽤来接收传真的中继。
注：

如果使⽤ SIP 中继接收传真，你需要为该中继 启⽤ ⽀持T.38。
如下图所⽰，选择⽤于接收传真的中继。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installation-guide/installation-warning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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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默认⽬的地  下拉列表中，选择 分机。
6. 选择你为传真机分配的分机。
7.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根据如上⽰例，当客⼾向中继 5503301 发送传真时，你可以在你的模拟传真机上接收传真。
共享线路接收传真和语⾳通话
如果你的公司只有⼀条电话线，你可以在同⼀条线路上进⾏传真和语⾳通话。本⽂介绍如何使⽤模拟传真机在共享线路接收传真。
背景信息
通常，我们通过 IVR 在共享线路上接收传真和语⾳。当来电⾃动应答时，PBX 在通话过程中实时检测传真信号。
前提条件使⽤模拟传真机接收传真之前，请执⾏以下操作：

1. 在 PBX 上安装 S2 模块或 SO 模块。
2. 将传真机连接到 PBX 的 FXS 端⼝。

本⽂中，我们将传真机连接到位于 Span2-Port3 中的 FXS 端⼝。
步骤⼀、为模拟传真机分配分机

1. 登录 PBX 管理⽹⻚，前往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点击 添加，选择 添加。
2. 在 基本  栏，从分机类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 FXS分机。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installation-guide/installation-warning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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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FXS端⼝  下拉列表中，选择传真机连接的 FXS 端⼝。
如下图所⽰，选择传真机连接的端⼝ Span2-Port3。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步骤⼆、设置接收传真的呼⼊路由

1. 进⼊ 呼叫控制  > 呼⼊路由，点击 添加。
2. 在 名称  栏，填写易于识别的路由名称。
3. 设置 DID号码规则匹配，⽤于匹配允许接通的线路号码。

如下图所⽰，DID 号码设置中继号码。

4. 选择⽤来接收传真的中继。
注：

如果使⽤ SIP 中继接收传真，你需要为该中继启⽤ ⽀持T.38。
5. 在 默认⽬的地  下拉列表中，选择 IVR。
6. 设置接收传真的⽬的地。

a. 启⽤ 传真检测。
b. 在 传真⽬的地  下拉列表中，选择 分机。
c. 选择你为传真机分配的分机。

如下图所⽰，选择传真分机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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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当客⼾呼叫公司号码时，IVR 会⾃动接听来电。客⼾可以根据语⾳菜单操作，联系相应的部⻔后发送传真或者直接发送传真。

1. 客⼾向公司号码（550330）发送传真。
发送端模拟传真机发送传真信号给 PBX 表明该通话为传真通话。

2. PBX 检测到传真信号后，⾃动将通话路由到传真分机（2185）。
3. 在传真机上接收传真。

接收传真邮件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传真到邮件功能，你可以通过电⼦邮件的⽅式接收 PDF 格式的传真。本节介绍如何使⽤邮件接收传真。
前提条件

• 确保 系统邮箱  可正常运⾏，否则 PBX ⽆法将接收的传真转发到分机⽤⼾的邮箱。
• 确保⽤⼾的分机账号有正确绑定邮箱地址。
• 可选：  ⾃定义传真邮件模版。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呼⼊路由，编辑接收传真使⽤的呼⼊路由。
2. 如果使⽤专有线路接收传真，进⼊ 默认⽬的地  模块。

a. 在 默认⽬的地  下拉列表中，选择 传真到邮件。
b. 选择接收传真邮件的⽤⼾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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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使⽤共享线路接收传真，进⼊ 传真检测  模块。
a. 在 默认⽬的地  下拉列表中，选择 传真到邮件。
b. 在 分机邮箱  下拉列表中，选择接收传真邮件的⽤⼾分机。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收到传真时，PBX 将收到的传真转换成 PDF 格式，并转发到相应的邮箱地址。
修改 FoIP 设置
IP 传真（FoIP）是使⽤ T.38 协议、基于 Internet 的传真⽅式。模拟传真机可以通过 Internet 将传真发送给另⼀台模拟传真机。本⽂介绍如何为分机和中继分别启⽤ T.38 协议，以及如何修改 T.38 设置，提⾼ IP 传真传输效率。
为分机启⽤ T.38 协议
如果要在兼容 SIP 的传真机上注册 SIP 分机，则需要为此分机启⽤ T.38 协议。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编辑相应的分机。
2. 进⼊ ⾼级  > VoIP 设置。
3. 勾选 ⽀持T.38。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为 SIP 中继启⽤ T.38 协议
如果使⽤ SIP 中继接收传真，你需要为该中继启⽤ ⽀持T.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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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中继，编辑相应的中继。
2. 进⼊ ⾼级  > VoIP 设置。
3. 勾选 ⽀持T.38。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修改 T.38 设置
如果 IP 传真⽆法正常运⾏，你可以修改 T.38 设置。

1. 登录 PBX 管理⽹⻚，进⼊ PBX设置  > SIP设置  > T.38。
2. 修改 T.38 设置。

• T.38最⼤⽐特率：设置传真传输的最⼤⽐特率。
• Re-INVITE包不添加T.38属性：启⽤后，在 re-invite 包中的 SDP 不会添加 T.38 属性。
• 错误校正模式：启⽤后，PBX 接收到完整的传真数据包后，会将有错误的传真数据帧通知发送⽅。发送⽅会重新发送指定的帧。

这个过程重复⾄所有帧正确为⽌才完成传输。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播组
⼴播和对讲概述
本⽂介绍⼴播和对讲以及定时⼴播。
什么是⼴播和对讲
使⽤⼴播和对讲功能，⽤⼾可以通过话机向成员发送⼴播通知。成员的话机不会响铃，⽽是⾃动摘机接收⼴播。

⼴播
使⽤⼴播功能，⽤⼾可以通过话机向成员发送单向⼴播。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两种⼴播⽅式：

• 单向传呼：向成员的分机发送单向⼴播。
⼴播者拨打⼴播组号码，成员的话机⾃动摘机，接听⼴播。⼴播期间，成员⽆法与⼴播者对话。
更多信息，请参⻅ 设置单向传呼组。

• 单向组播：向与 PBX 监听同⼀组播地址的话机发送单向⼴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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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者拨打⼴播组号码，⼴播者的话机向组播地址发送 RTP 流（语⾳流）。监听同⼀组播地址的话机收到交换机和路由器转发的 RTP 数据包时，话机⾃动摘机，接听⼴播。
更多信息，请参⻅ 设置单向组播组。

对讲
使⽤双向对讲功能，⽤⼾可以与所有成员建⽴双向语⾳通话。
⽤⼾拨打对讲组号码，对讲组成员的话机⾃动摘机，所有成员都可以进⾏通话，并且都能听到彼此的声⾳。
更多信息，请参⻅ 设置双向对讲组。

定时⼴播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定时⼴播，设置后实现按指定时间⾃动循环⼴播。适合学校、机场或其它需要定时播放语⾳⼴播的场所。
更多信息，请参⻅ 定时⼴播。
⼴播和对讲
设置单向传呼组
单向传呼功能⽤于向群组成员发送单向⼴播，成员的话机不会响铃，⽽是⾃动摘机接收⼴播。本⽂介绍如何设置单向传呼组。
应⽤场景
某公司有多个部⻔，每个部⻔都部署了⼀台独⽴的话机。⽼板有急事需要和市场⼈员确认。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为市场部设置⼀个单向传呼组。⽼板可以通过拨打传呼组号码，发送⼴播，请相关⼈员迅速到办公室。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播组，点击 添加。
2. 设置单向传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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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码：填写⼴播组号码。在本例中，填写 6600。
• 名称：填写⼴播组名称。在本例中，填写 市场部。
• ⼴播类型：选择 单向传呼。
• 提⽰⾳：可选。如果要在⼴播前播放提⽰⾳，选择⼀个⾃定义提⽰⾳。在本例中，保留默认值 None。

注：
如果要使⽤其它⾃定义提⽰⾳，请参⻅ 录制⾃定义提⽰⾳  或 上传⾃定义提⽰⾳。

• ⼴播者：可选。要限制⽤⼾向群组成员发送⼴播通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允许的分机。在本例中，该项放空。
• 按 * 应答：可选。要允许群组成员在接听⼴播过程中按 *  与⼴播者对话，启⽤该项。在本例中，该项放空。

注：
群组成员按 *  后，该成员将与⼴播者单独通话，其他成员⾃动挂断通话。

• 成员：从 可⽤的  框选择分机到 已选择  框。在本例中，选择分机组 市场部。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后续步骤⽼板拨打 6600，市场部的话机⾃动摘机，收听⽼板发送的通知。
注：

如果群组成员的分机注册在以下终端，⽤⼾需要⼿动摘机接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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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话机
• 软电话，包括 Linkus ⽹⻚端、Linkus ⼿机端和其它品牌的软电话。

相关信息定时⼴播
设置单向组播组
使⽤组播功能，⼴播者将语⾳信息发送到指定的组播地址，所有监听该组播地址的话机都可以接收⼴播者的语⾳信息。本⽂介绍如何设置单向组播组。
应⽤场景
在⼯业⽣产活动中，⽣产线各环节⼯艺流程复杂，上下⼯序之间衔接紧密。按职能划分⼴播组，可以确保各职能⼈员之间能够及时有效地传递⽣产信息或处理紧急事务。例如，为流⽔线包装区设置⼴播组 6601，为仓储发货区设置⼴播组 6602。主管可以通过拨打不同⼴播组号码进⾏⼯作调度。
要求
监听组播地址的话机必须⽀持组播功能，且和 PBX 处于同⼀个⽹段。
操作步骤
基于以上场景，你需要在 PBX 上创建两个⼴播组，并分别在两台话机上设置组播监听。

1. 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创建两个⼴播组。
a. 为流⽔线包装区创建⼴播组 6601。

i.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播组，点击 添加。
ii. 设置⼴播组。

• 号码：填写⼴播组号码。在本例中，填写 6601。
• 名称：填写⼴播组名称。在本例中，填写 包装区。
• ⼴播类型：选择 单向组播。
• 提⽰⾳：可选。如果要在⼴播前播放提⽰⾳，选择⼀个⾃定义提⽰⾳。在本例中，保留默认值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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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要使⽤其它⾃定义提⽰⾳，请参⻅ 录制⾃定义提⽰⾳  或 上传⾃定义提⽰⾳。

• ⼴播者：可选。要限制⽤⼾向群组成员发送⼴播通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允许的分机。在本例中，该项放空。
• 组播 IP：填写组播 IP 地址和端⼝。

◦ 组播 IP：填写组播 IP 地址。在本例中，填写 224.5.6.20。
◦ 端⼝：填写组播端⼝。在本例中，填写 10008。

注：
◦ 组播地址的范围为 224.0.0.0 - 239.255.255.255。
◦ 最多可以添加 30 个组播 IP 地址。

iii. 点击 保存  并 应⽤。
b. 重复步骤 a，为仓储发货区创建⼴播组 6602。

注：
设置和流⽔线包装区不同的组播 IP 地址和端⼝。例如，设置 组播 IP  为 224.5.6.21，设置 端⼝  为 10010。

2. 分别为流⽔线包装区和仓储发货区的两台话机设置组播监听。
a. 为流⽔线包装区的话机设置组播监听。

下⽂以 Yealink T56A 为例。
i. 登录话机⽹⻚，进⼊ 通讯录  > 组播地址。
ii. 在 监听地址  栏，填写与 PBX 相同的组播地址和端⼝。在本例中，填写 224.5.6.20: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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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点击 提交。
b. 为仓储发货区的话机设置组播监听。

下⽂以 Fanvil X210 为例。
i. 登录话机⽹⻚，进⼊ 电话设置  > 组播。
ii. 在 主机：端⼝号  栏，填写与 PBX 相同的组播地址和端⼝。在本例中，填写 224.5.6.21:10010。

iii. 点击 提交。
后续步骤

• 主管拨打 6601，Yealink T56A ⾃动摘机，主管可以对流⽔线包装区的员⼯发布公告。
• 主管拨打 6602，Fanvil X210 ⾃动摘机，主管可以对仓储发货区的员⼯发布公告。

相关信息定时⼴播
设置双向对讲组
使⽤双向对讲功能，你可以对单个成员或群组成员发起呼叫，对⽅的话机会⾃动摘机，并建⽴双向语⾳通话。本⽂介绍如何设置双向对讲组。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5 - 通话功能  | 505

背景信息
为维护⽇常治安秩序，保障⼈⾝安全和财产安全，办公⼤楼、医院或学校等场所通常都设有保卫部。固定岗和流动岗的安保⼈员各⾃负责指定的执勤区域。双向对讲功能有助于提⾼安保⼈员的沟通效率。例如，安保⼈员可以在发⽣事故时快速联系同事，安保主管可以在⽇常⼯作中灵活调度安保⼈员。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对单个⽤⼾或群组发起对讲：

单呼对讲
拨打对讲特征码（默认*6） + {extension_number}  即可向指定⽤⼾发起对讲。
例如，拨打 *61002 向分机 1002 发起对讲。

提⽰：
更改对讲特征码，进⼊ 呼叫功能  > 特征码  > 对讲。

群呼对讲
在 PBX 上设置⼀个双向对讲组，拨打对讲组号码即可向群组成员发起对讲。
更多信息，参⻅以下步骤。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播组，点击 添加。
2. 设置双向对讲组。

• 号码：填写对讲组号码。在本例中，填写 6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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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填写对讲组名称。在本例中，填写 保卫部。
• ⼴播类型：选择 双向对讲。
• 提⽰⾳：可选。如果要在对讲前播放提⽰⾳，选择⼀个⾃定义提⽰⾳。在本例中，保留默认值 None。

注：
如果要使⽤其它⾃定义提⽰⾳，请参⻅ 录制⾃定义提⽰⾳  或 上传⾃定义提⽰⾳。

• ⼴播者：可选。要限制⽤⼾向群组成员发起对讲，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允许的分机。在本例中，该项放空。
• 按 * 应答：可选。要允许群组成员在接听⼴播过程中按 *  与⼴播者对话，启⽤该项。在本例中，该项放空即可。

注：
群组成员按 *  后，该成员将与⼴播者单独通话，其他成员⾃动挂断通话，停⽌对讲。

• 成员：从 可⽤的  框选择分机到 已选择  框。在本例中，选择分机组 保卫部。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后续步骤
拨打 6602，安保⼈员的电话⾃动摘机。
相关信息定时⼴播
管理⼴播组和对讲组
本⽂介绍如何编辑和删除⼴播组、对讲组。
编辑⼴播组/对讲组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播组。
2. 在 ⼴播组列表  ⻚⾯，点击⼴播组旁边的 。
3. 编辑⼴播组/对讲组。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删除⼴播组/对讲组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播组。
2. 在 ⼴播组列表  ⻚⾯，点击⼴播组旁边的 。
3. 点击 确定  并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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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该⼴播组存在的预约⼴播组将会同步删除。

定时⼴播
定时⼴播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定时⼴播。使⽤预约⼴播组功能，系统会定时播放⼴播，或定时拨打⽤⼾的分机提⽰⽤⼾播放⼴播。对于需要定时播放语⾳⼴播的场所，如学校、教堂等，你可以设置定时⼴播。
前提条件你已设置⼴播组或对讲组。

• 设置单向传呼组
• 设置单向组播组
• 设置双向对讲组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播组，点击 预约⼴播组  ⻚签。
2. 设置预约⼴播组。

a. 点击 添加。
b. 根据如下配置：

• ⼴播：选择⼀个⼴播组或对讲组。
• 主叫：选择⼴播发起者。

◦ {extension_user}：分机⽤⼾发起⼴播。系统会在指定的时间呼叫该⽤⼾。该⽤⼾接起电话后，群组⼈员的电话以免提模式⾃动应答。
注：

如果该⽤⼾拒接系统来电，那么此次⼴播取消，系统不再呼叫群组⼈员。
◦ None：PBX 发起⼴播。PBX 在指定的时间呼叫群组⼈员，并播放指定的提⽰⾳。提⽰⾳播放结束后，PBX 挂断电话。此设置适⽤学校上下课铃声、教堂钟声等场景。

注：
此设置仅适⽤有指定提⽰⾳的⼴播组。

• 开始⽇期：设置该预约⼴播组的⽣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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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设置该预约⼴播组的⽣效时间。
注：

你可以设置不同的时间，主叫会在同⼀天的不同时间发起该⼴播。最多⽀持同时设置8个时间。
• 星期：设置固定在每周的星期⼏发起该⼴播。

c. 点击 保存  并 应⽤。
管理预约⼴播组
本⽂介绍如何编辑或删除预约⼴播组。
编辑预约⼴播组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播组。
2. 在 预约⼴播组  ⻚⾯，点击⼴播组旁边的 。
3. 编辑⼴播组。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删除预约⼴播组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播组。
2. 在 预约⼴播组  ⻚⾯，点击⼴播组旁边的 。
3. 点击 确定  并 应⽤。

系统不会在指定的时间发起⼴播。

PIN 码列表
添加 PIN 码列表
通过使⽤ PIN 码列表，你可以定义分组并为每个组分配⼀组密码。 PIN 码列表可应⽤于呼出路由，以加强通信安全。⽤⼾拨打外线电话时，需要输⼊ PIN 码才能成功呼出。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PIN 码列表，点击 添加。
2. 在弹出的窗⼝中，更改以下设置：

• 名称：定义⼀个名称，以作区分。
• PIN 码列表：输⼊ PIN 码。按 Enter  键分开多个 PIN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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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PIN 码只允许输⼊数字。
◦ 每个 PIN 码的⻓度限制为 3 ~ 15。

• 记录在 CDR：使⽤ PIN 码后是否记录在 CDR 中。
3. 点击 保存。

后续步骤
1. 为不同⽤⼾分配 PIN 码列表中的 PIN 码。
2. 在呼出路由中选择 PIN 码列表来限制外呼。更多信息，请参⻅ 通过 PIN 码限制⽤⼾拨打外线电话。

禁⽌/允许号码
禁⽌指定号码的呼⼊或呼出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根据电话号码屏蔽来电和（或）去电。为了阻⽌骚扰电话，你可以将骚扰电话的号码添加到系统禁⽌名单中。禁⽌名单中的号码会被禁⽌呼⼊、呼出，或两者兼具。
使⽤限制

• 禁⽌号码并不会作⽤于 PBX 的内部分机。当⼀个分机号码和禁⽌号码相同时，该分机依旧可以正常地呼⼊和呼出。
• 禁⽌号码列表  和 每条禁⽌号码列表中可添加的号码  的最⼤限额取决于你的 PBX 型号。

表  47.
型号 禁⽌号码列表 每条禁⽌号码列表中可添加的号码

P550 256 100
P560 256 100
P570 512 200

背景信息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根据电话号码来处理通话：
根据来电号码处理来电

配置该功能后，系统可以根据内部⽤⼾或外部⽤⼾的来电号码，屏蔽来电或将来电引导到指定⽬的地。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5 - 通话功能  | 510

你可以为每个分机设置不同的来电处理规则。
更多信息，参⻅ 根据来电号码处理来电。

禁⽌号码
配置该功能后，系统可以根据电话号码，阻⽌外部⽤⼾的呼⼊和（或）呼出。如果你在系统的禁⽌名单中添加了⼀个电话号码，则 PBX 内的分机都⽆法呼叫该号码或被该号码呼叫。
更多信息，参⻅下述说明。

注：
系统禁⽌名单优先级⾼于个⼈禁⽌名单。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禁⽌/允许号码  > 禁⽌号码。
2. 点击 添加  以设置禁⽌规则。
3. 在弹出的窗⼝中，完成以下配置：

• 名称：输⼊⼀个名称，以帮助你识别此规则。
• 号码：输⼊号码规则或具体的号码，按⾏分隔。

◦ 要禁⽌具体的号码，则输⼊⼀个具体的号码。例如，输⼊ 18691690000。
◦ 要根据号码规则禁⽌号码，则输⼊号码规则。例如，输⼊ 100.，以禁⽌ 100 开头的号码。

关于通配符的使⽤规则， 请参⻅DID号码规则和来电号码规则。
• 类型：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屏蔽类型。

◦ 呼⼊：禁⽌指定号码呼⼊ PBX。
◦ 呼出：禁⽌ PBX 的分机⽤⼾呼叫指定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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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与呼出：禁⽌指定号码呼⼊ PBX，并禁⽌ PBX 的分机⽤⼾呼叫指定号码。
4. 点击 保存  以应⽤配置。

执⾏结果
如下图所⽰，禁⽌号码规则会显⽰在⽹⻚上。添加的号码会根据你选择的类型被屏蔽。

导出和导⼊禁⽌号码
你可以导出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添加的禁⽌号码，并以此为模板，在导出的⽂件上批量编辑禁⽌号码信息，再导⼊到 PBX。本⽂介绍如何导出和导⼊禁⽌号码。
导出所有禁⽌号码
你可以导出所有禁⽌号码（⽂件格式 .CSV），然后在导出的⽂件中增加、删除或修改禁⽌号码信息。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禁⽌/允许号码  > 禁⽌号码。
2. 点击 导出。

⼀个 CSV ⽂件会⾃动下载到本地。你可以参考 禁⽌号码参数  检查和编辑 CSV ⽂件中的参数。
导⼊禁⽌号码
我们建议你先导出禁⽌号码（⽂件格式为 .CSV），然后使⽤该⽂件作为模板来编辑。通过这种⽅式，可以节省时间，提⾼效率。

前提条件
导⼊⽂件的要求：

• 格式：UTF-8 .csv
• ⼤⼩：⼩于 50 MB
• ⽂件名称：⼩于 127 个字符
• 导⼊参数：确保导⼊的参数符合要求。更多关于导⼊参数的信息，参⻅ 禁⽌号码参数。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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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禁⽌/允许号码  > 禁⽌号码。
2. 点击 导⼊。
3. 在弹窗中，点击 浏览，选择你准备好的 UTF-8.csv ⽂件。
4. 点击 导⼊。

执⾏结果
CSV ⽂件中的禁⽌号码会显⽰在⽹⻚上。

相关信息导⼊和导出 -FAQ
管理禁⽌号码
本⽂介绍如何编辑和删除禁⽌号码列表。
编辑禁⽌号码列表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禁⽌/允许号码  > 禁⽌号码。
2. 点击禁⽌号码列表旁的  图标。
3. 在弹窗中，根据需要编辑列表名称、禁⽌号码和屏蔽类型。
4. 点击 保存  以应⽤编辑。

删除禁⽌号码列表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禁⽌/允许号码  > 禁⽌号码。
2. 删除单个禁⽌号码列表，操作如下：

a. 勾选要删除的列表，点击 。
b. 在弹窗中，点击 确定。

3. 批量删除禁⽌号码列表，操作如下：
a. 勾选要删除的列表， 点击 删除。
b. 在弹窗中，点击 确定。

禁⽌号码列表已经被成功删除。列表中的所有号码都将不再被屏蔽，它们可以呼⼊ PBX，也可以被 PBX 的分机⽤⼾呼叫。
允许禁⽌号码中指定号码的呼⼊和呼出
如果信任的电话号码恰好出现在系统禁⽌名单之中，你可以将信任的电话号码添加到系统允许名单中。允许名单中的号码会被允许呼⼊、呼出，或两者兼具。

注：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5 - 通话功能  | 513

允许号码  优先级⾼于 禁⽌号码；单独配置 允许号码  并不意味着只有这些号码被允许呼⼊或呼出。
限制条件允许号码列表  和 每条允许号码列表中可添加的号码  的最⼤限额取决于你的 PBX 型号。

表  48.
型号 允许号码列表 每条允许号码列表中可添加的号码

P550 256 100
P560 256 100
P570 512 200

背景信息
如果客⼾的电话号码恰好出现在系统禁⽌名单或个⼈禁⽌名单中，你可以添加受信任的电话号码到允许名单中。
添加受信任的号码到个⼈允许名单中，参⻅ 根据来电号码处理来电。
添加受信任的号码到系统允许名单中，参⻅下述说明。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禁⽌/允许号码  > 允许号码。
2. 点击 添加  以设置允许规则。
3. 在弹出的窗⼝中，完成以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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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输⼊⼀个名称，以帮助你识别此规则。
• 号码：输⼊号码规则或具体的号码，按⾏分隔。

◦ 要允许具体的号码，则输⼊⼀个具体的号码。例如，输⼊ 18691690000。
◦ 要根据号码规则允许号码，则输⼊号码规则。例如，输⼊ 100.，以允许 100 开头的号码。

关于通配符的使⽤规则， 请参⻅DID号码规则和来电号码规则。
• 类型：在下拉列表中选择类型。

◦ 呼⼊：允许指定号码呼⼊ PBX。
◦ 呼出：允许 PBX 的分机⽤⼾呼叫指定号码。
◦ 呼⼊与呼出：允许指定号码呼⼊ PBX，且允许 PBX 分机⽤⼾呼叫指定号码。

4. 点击 保存  以应⽤配置。
执⾏结果允许号码列表将显⽰在⽹⻚上，如下图所⽰。添加的允许号码可以根据你选择的类型与 PBX 内的分机进⾏通信。

导出和导⼊允许号码
你可以导出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添加的允许号码，并以此为模板，在导出的⽂件上批量编辑允许号码信息，再导⼊到 PBX。本⽂介绍如何导出和导⼊允许号码。
导出所有允许号码
你可以导出所有允许号码（⽂件格式 .CSV），然后在导出的⽂件中增加、删除或修改允许号码信息。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禁⽌/允许号码  > 允许号码。
2. 点击 导出。

⼀个 CSV ⽂件会⾃动下载到本地。你可以参考 允许号码参数  检查和编辑 CSV ⽂件中的参数。
导⼊允许号码
我们建议你先导出允许号码（⽂件格式为 .CSV），然后使⽤该⽂件作为模板来编辑。通过这种⽅式，可以节省时间，提⾼效率。

前提条件
导⼊⽂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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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UTF-8 .csv
• ⼤⼩：⼩于 50 MB
• ⽂件名称：⼩于 127 个字符
• 导⼊参数：确保导⼊的参数符合要求。更多关于导⼊参数的信息，请参⻅ 允许号码参数。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禁⽌/允许号码  > 允许号码。
2. 点击 导⼊。
3. 在弹窗中，点击 浏览，选择你准备好的 UTF-8.csv ⽂件。
4. 点击 导⼊。

执⾏结果
CSV ⽂件中的允许号码会显⽰在⽹⻚上。

相关信息导⼊和导出 -FAQ
管理允许号码
本⽂介绍何编辑或删除允许号码列表。
编辑允许号码列表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禁⽌/允许号码  > 允许号码。
2. 点击允许号码列表旁边的 。
3. 在弹窗中，根据需要编辑列表名称、允许号码和类型。
4. 点击 保存  以应⽤编辑。

删除允许号码列表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呼叫功能  > 禁⽌/允许号码  > 允许号码。
2. 删除单个允许号码列表，操作如下：

a. 勾选要删除的允许号码列表，点击 。
b. 在弹窗中，点击 确定。

3. 批量删除允许号码列表，操作如下：
a. 勾选要删除的允许号码列表，点击 删除。
b. 在弹窗中，点击 确定。

允许号码列表被成功删除。如果列表中的号码与禁⽌号码列表中的号码或号码规则相匹配，那么这些号码将会根据你设置的禁⽌类型⽽被屏蔽。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PBX 系统
常规设置
本⽂介绍 Yeastar P 系列 IPPBX  的常规设置。
进⼊ PBX 设置  > 常规设置，配置系统的常规设置。
基本设置

表  49.
设置 描述

设备名称 设置设备名称。PBX 发送邮件时，该名称将⽤作发件⼈名称。
名称展⽰格式 设置分机⽤⼾和联系⼈姓名的显⽰格式。

• 名字在前，姓⽒在后，中间含空格
• 姓⽒在前，名字在后，中间含空格
• 姓⽒在前，名字在后，中间⽆空格

最⼤通话时⻓（秒） 设置每通电话的最⼤通话时⻓。达到最⼤通话时⻓时，系统会挂断通话。
注：

外线电话的 最⼤通话时⻓  为主叫分机设置的时间。
FXO 模式 根据国家或地区设置 FXO 线路模式。

每个国家的线路硬件匹配是不⼀样的，所以必须对各个国家的线路阻抗等进⾏匹配，否则声⾳会失真或者听到杂⾳，影响⾳质。
信号⾳标准 选择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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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叉簧 ⽤⼾使⽤模拟话机通话时，快速拍下叉簧再放开后拨号触发的事件：

• 三⽅通话：拍叉簧后拨号，该号码接通后形成三⽅通话。
• 呼叫转接：拍叉簧拨号后挂断，将通话转移给该号码。

假回铃 启⽤该设置后，所有通过 GSM/3G/4G L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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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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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管理
表  50.
设置 描述
部⻔管理 启⽤后，可按部⻔管理分机。
企业名称 设置企业名称，此名称将作为根部⻔。

特⾊来电显⽰名称
表  51.
设置 描述
显⽰呼叫功能名称 启⽤后，当来电通过响铃组、队列或 IVR 呼⼊时，来电显⽰名称会显⽰相应的呼叫功能名称。
显⽰ DID/DDI 名称 启⽤后，通过中继 DID 号码呼⼊的来电，来电名称会显⽰对应中继的 DID 名称。

DTMF 设置
表  52.

设置 描述
DTMF 透传 启⽤该设置后，PBX 直接将 DTMF 的双频⾳作为话⾳编码压缩，传递给通话另⼀⽅。
DTMF 码⻓（毫秒） 设置 PBX 发送的 DTMF 信号的⻓度，单位毫秒。默认值为 120 毫秒。
DTMF 码距（毫秒） 设置 PBX 发送 DTMF 信号的间隔，单位毫秒。默认值为 120 毫秒。

号码范围设定以下是默认的分机号码范围。你可以根据需要更改号码范围。
注：

PBX 的分机包括 IVR、响铃组、队列、会议室等。⽤⼾可以通过拨打分机号，使⽤对应的功能。
表  53.

设置 范围
分机号码 1000 ~ 5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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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续)
设置 范围

停泊号码 6000 ~ 6099
语⾳信箱组 6100 ~ 6199
⾃动话务员号码 6200 ~ 6299
响铃组号码 6300 ~ 6399
队列号码 6400 ~ 6499
会议室号码 6500 ~ 6599
⼴播组号码 6600 ~ 6699
账号中继号码 6700 ~ 6799

提⽰⾳
提⽰⾳概述
本⽂介绍什么是提⽰⾳、提⽰⾳类型和提⽰⾳偏好设置。
什么是提⽰⾳
提⽰⾳是指在呼叫过程中，系统⾃动播放给⽤⼾听的语⾳。丰富的提⽰⾳不但能够有效引导⽤⼾操作，⽽且能在不同场景下起到信息提⽰的作⽤。
提⽰⾳类型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 3 种类型的提⽰⾳：

• 系统提⽰⾳：系统提⽰⾳主要⽤于引导⽤⼾操作。⽐如当电话会议设有密码，⽤⼾进⼊会议前会听到“请输⼊会议密码”。
你可以使⽤预置的系统提⽰⾳，也可以通过下载在线语⾳包或上传⾃定义语⾳包，更改系统提⽰⾳。
更多信息，请参⻅ 更改系统提⽰⾳  和 ⾃定义系统提⽰⾳。

• ⾃定义提⽰⾳：⾃定义提⽰⾳主要⽤于某些通话场景下的状态提⽰。⽐如来电转接时，呼叫者能够听到“电话正在转接中，请稍候”。
你可以在线录制提⽰⾳，也可以上传预录制的提⽰⾳。
更多信息，请参⻅ 录制⾃定义提⽰⾳  和 上传⾃定义提⽰⾳。

• 等待⾳乐：等待⾳乐主要指呼叫⽅进⼊语⾳等待后播放的⾳乐。
你可以使⽤预置的等待⾳乐，也可以使⽤⾃定义等待⾳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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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请参⻅ 新建等待⾳乐列表。
提⽰⾳偏好设置

表  54.
设置 描述

等待⾳乐 通话保持时播放的等待⾳乐。
注：

播放列表与 等待⾳乐  的列表同步。
呼叫前转等待⾳乐 来电被呼叫前转时，系统播放给呼叫者的等待⾳乐。

• 等待⾳乐：播放 等待⾳乐。
• 回铃⾳：播放回铃⾳。

被叫号码⽆效提⽰⾳ 被叫号码⽆效时播放的提⽰⾳。
注：

可选择的提⽰⾳选项与 ⾃定义提⽰⾳  ⼀致。
中继忙时提⽰⾳ 中继处于忙线时播放的提⽰⾳。

注：
可选择的提⽰⾳选项与 ⾃定义提⽰⾳  ⼀致。

呼叫失败提⽰⾳ 外线不可达或其他异常导致⽆法呼出时播放的提⽰⾳。
注：

可选择的提⽰⾳选项与 ⾃定义提⽰⾳  ⼀致。
事件通知提⽰⾳ 事件中⼼拨打告警电话给联系⼈时播放的提⽰⾳。

注：
可选择的提⽰⾳选项与 ⾃定义提⽰⾳  ⼀致。

播放呼叫前转提⽰⾳ 是否提⽰⽤⼾当前呼叫被转移。

系统提⽰⾳
更改系统提⽰⾳
本⽂介绍如何下载在线语⾳包，并将其设置为默认的系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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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确保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可以访问外⽹。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PBX 设置  > 提⽰⾳  > 系统提⽰⾳。
2. 下载在线语⾳包。

a. 点击 下载在线语⾳包。
⽀持的语⾳包显⽰在 下载在线语⾳包  ⻚⾯。

b. 点击语⾳包旁边的 。
c. 点击  关闭窗⼝。

已下载的语⾳包显⽰在 系统提⽰⾳  列表。
3. 在 默认  列，选择默认的系统提⽰⾳。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PBX 默认使⽤该语⾳包。
⾃定义系统提⽰⾳
本⽂介绍如何⾃定义系统提⽰⾳，并将其设置为默认的系统提⽰⾳。
背景信息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提供多个 在线语⾳包。如果你不想使⽤ Yeastar 提供的系统提⽰⾳，你可以联系 Yeastar 技术⽀持，⾃定义系统提⽰⾳，然后上传语⾳包到 PBX。
前提条件

• 联系 Yeastar 技术⽀持，⾃定义系统提⽰⾳。
• 语⾳包⽂件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 ⽂件类型：.tar

◦ ⽂件名称：不允许使⽤特殊字符。
◦ ⽂件⼤⼩：最⼤ 100 MB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PBX 设置  > 提⽰⾳  > 系统提⽰⾳。
2. 上传⾃定义的提⽰⾳。

a. 点击上传本地语⾳包。
b. 在弹出的窗⼝中，选择 .tar  ⽂件，点击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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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的语⾳包显⽰在 系统提⽰⾳  列表。
3. 在 默认  列，选择默认的系统提⽰⾳。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PBX 默认使⽤该语⾳包。
等待⾳乐
新建等待⾳乐列表
Yeastar P 系列 IPPBX  预置⼀个默认的本地⾳频等待⾳乐列表。本⽂介绍如何新建并应⽤⾃定义的等待⾳乐列表。
背景信息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两种类型的等待⾳乐列表：

• 本地⾳频等待⾳乐列表
• 在线⾳频等待⾳乐列表

表  55.
⾳乐列表类型 描述

本地⾳频等待⾳乐列表 该类型的⾳乐列表包含多个本地上传的⾳频⽂件。
通话保持时，系统将向等待⽅播放该列表中的⾳频⽂件。
更多信息，参⻅新建本地⾳频等待⾳乐列表。

在线⾳频等待⾳乐列表 该类型的播放列表包含⼀个 URL，⽤于连接特定的⾳频流服务器。
通话保持时，系统将向等待⽅播放该 URL 对应的⾳频流。
更多信息，参⻅新建在线⾳频等待⾳乐列表。

新建本地⾳频等待⾳乐列表
要求

上传的⾳频⽂件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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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项⽬ 要求

⽂件格式 .wav、.mp3  或 .gsm
• PCM 8K 16bit 128kbps
• A-law(g.711) 8k 8bit 64kbps
• u-law(g.711) 8k 8bit 64kbps

提⽰：
如果⾳频⽂件格式不符合要求，你可以通过 WavePad 或 G711在线转换器  转换⽂件格式。

⽂件⼤⼩ 最⼤ 8 MB
限制条件

表  57.
项⽬ 限制条件

最⼤本地⾳频等待⾳乐列表数量 16
单个等待⾳乐列表最⼤⾳频⽂件数量 8

步骤⼀、新建本地⾳频等待⾳乐列表
1. 登录 PBX 管理⽹⻚，进⼊ PBX 设置  > 提⽰⾳  > 等待⾳乐。
2. 新建等待⾳乐列表。

a. 点击 新建等待⾳乐列表。
b. 在弹出的窗⼝中，配置等待⾳乐列表。

• ⾳乐列表类型：选择 本地⾳频。
• 播放列表名称：填写播放列表名称。
• 播放顺序：选择⾳频⽂件的播放顺序。

c. 点击 保存。
3. 添加⾳频⽂件到播放列表。

a. 选择刚创建的播放列表，点击 。
b.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上传。
c. 点击 浏览  选择⾳频⽂件，然后点击 上传。
d. 可选：  添加更多⾳频⽂件，重复 步骤b-c。

上传的⾳频⽂件显⽰在 等待⾳乐⽂件  列表。
4. 可选：  确认⾳质是否清晰，⾳频是否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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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 等待⾳乐⽂件  窗⼝，选择⾳频⽂件，点击 。
b. 在弹出的窗⼝中，选择⾳频⽂件的播放⽅式。

• 在 通过⽹⻚播放  栏，点击  播放⾳频。
• 在 分机  下拉列表中，选择分机，点击 播放。

PBX 会呼叫该分机。分机⽤⼾接听来电即可收听⾳频。
c. 点击 确定。

5. 点击 应⽤。
步骤⼆、应⽤等待⾳乐列表

1. 点击 提⽰⾳选项  ⻚签。
2. 在 等待⾳乐  下拉列表中，选择播放列表。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通话保持时，系统将向等待⽅播放该列表中的⾳频⽂件。

新建在线⾳频等待⾳乐列表
限制条件

最⼤在线⾳频等待⾳乐列表数量：5
步骤⼀、新建在线⾳频等待⾳乐列表

1. 登录 PBX 管理⽹⻚，进⼊ PBX 设置  > 提⽰⾳  > 等待⾳乐。
2. 新建等待⾳乐列表。

a. 点击 新建等待⾳乐列表。
b. 在弹出的窗⼝中，配置等待⾳乐列表。

• ⾳乐列表类型：选择 在线⾳频。
• 播放列表名称：填写播放列表名称。
• 在线⾳频 URL：填写在线⾳频的 URL。

c. 点击 保存。
3. 点击 应⽤。

步骤⼆、应⽤等待⾳乐列表
1. 点击 提⽰⾳选项  ⻚签。
2. 在 等待⾳乐  下拉列表中，选择播放列表。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通话保持时，系统将向等待⽅播放该 URL 中对应的⾳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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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 PBX ⽆法访问 URL 或 URL 中没有可⽤的⾳频，则系统不会向等待⽅播放任何声⾳。

管理等待⾳乐列表
本⽂介绍如何编辑或删除等待⾳乐列表。
编辑等待⾳乐列表

1. 登录 PBX 管理⽹⻚，进⼊ PBX 设置  > 提⽰⾳  > 等待⾳乐。
2. 选择⼀个播放列表，点击 。
3. 编辑播放列表。

• 播放列表名称：更改列表名称。
• 播放顺序：更改⾳频⽂件的播放顺序。

注：
该选项只适⽤于 本地⾳频等待⾳乐列表。

• 在线⾳频 URL：更改在线⾳频的 URL 地址。
注：

该选项只适⽤于 在线⾳频等待⾳乐列表。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删除等待⾳乐列表
1. 登录 PBX 管理⽹⻚，进⼊ PBX 设置  > 提⽰⾳  > 等待⾳乐。
2. 选择⼀个播放列表，点击 。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确定。
4. 点击 应⽤。

如果删除的播放列表应⽤于 等待⾳乐  或 呼叫前转等待⾳乐，当通话保持或来电被呼叫前转时，系统不会向等待⽅或呼叫者播放⾳频⽂件。
管理等待⾳乐⽂件
本⽂介绍如何管理 本地⾳频等待⾳乐列表  中的等待⾳乐⽂件。

1. 登录 PBX 管理⽹⻚，进⼊ PBX 设置  > 提⽰⾳  > 等待⾳乐。
2. 在 操作  栏，点击本地⾳频等待⾳乐列表旁边的 。
3. 在弹出的窗⼝中，管理等待⾳乐⽂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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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等待⾳乐⽂件，点击 上传，选择⾳频⽂件。
• 播放等待⾳乐⽂件，点击 ，选择按字⺟顺序播放还是随机播放。
• 下载等待⾳乐⽂件，点击 。
• 删除等待⾳乐⽂件，点击 。

4. 点击 确定  和 应⽤。
配置呼叫前转提⽰⾳
本⽂介绍如何配置呼叫前转提⽰⾳。
背景信息
呼叫前转提⽰⾳⽤于提⽰⽤⼾当前呼叫被转移到其它⽬的地。默认情况下，当呼叫被转移时，系统会向主叫播放提⽰⾳“电话正在转接中，请稍候”，再播放等待⾳乐。如果不想让呼叫者发现电话正在被转移，你可以关闭 播放呼叫前转提⽰⾳。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PBX 设置  > 提⽰⾳  > 提⽰⾳选项。
2. 取消勾选 播放呼叫前转提⽰⾳。
3. 可选：  如果要更改呼叫前转等待⾳乐，在 呼叫前转等待⾳乐  下拉列表中，选择 回铃⾳ 或 等待⾳乐。

注：
这⾥的等待⾳乐即 等待⾳乐  （PBX 设置  > 提⽰⾳  > 提⽰⾳选项  > 等待⾳乐）的默认播放列表。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定义提⽰⾳
录制⾃定义提⽰⾳
本⽂介绍如何在话机上录制⾃定义提⽰⾳。
前提条件
⾄少⼀个分机空闲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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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条件
产品型号 P550 P560 P570

最多可⽀持的⾃定义提⽰⾳数量 64 128 128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PBX 设置  > 提⽰⾳  > ⾃定义提⽰⾳。
2. 录制⾃定义提⽰⾳。

a. 点击 录制新提⽰⾳。
b. 在 名称  字段，填写提⽰⾳名称。
c. 在 分机  下拉列表中，选择录制提⽰⾳要使⽤的分机。
d. 点击 录制。

系统将呼叫该分机。接听电话后，你将听到录⾳提⽰。
e. 在话机上录制提⽰⾳。

录制结束后，挂机或按 #。
执⾏结果
刷新⽹⻚，点击 ⾃定义提⽰⾳  ⻚签。
录制的提⽰⾳显⽰在 ⾃定义提⽰⾳  ⻚⾯。

• 播放⾳频⽂件，点击 。
• 更改⾳频内容，点击  重新录制。

上传⾃定义提⽰⾳
本⽂介绍如何上传⾃定义提⽰⾳。
前提条件准备符合以下要求的⾳频⽂件：

• ⽂件格式：.wav、.mp3  或 .gsm
◦ PCM 8K 16bit 128kbps
◦ A-law(g.711) 8k 8bit 64kbps
◦ u-law(g.711) 8k 8bit 64kbps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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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频⽂件格式不符合要求，你可以通过 WavePad 或 G711 在线转换器  转换⽂件格式。
• ⽂件⼤⼩：最⼤ 8 MB

限制条件
产品型号 P550 P560 P570

最多可⽀持的⾃定义提⽰⾳数量 64 128 128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PBX 设置  > 提⽰⾳  > ⾃定义提⽰⾳。
2. 点击 上传。
3. 在弹出的窗⼝中，选择⼀个⾳频⽂件，点击 打开。

执⾏结果
上传的的⾳频⽂件显⽰在 ⾃定义提⽰⾳  ⻚⾯。
管理⾃定义提⽰⾳
本⽂介绍如何管理⾃定义提⽰⾳，包括重新录制、播放、下载、删除提⽰⾳。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PBX 设置  > 提⽰⾳  > ⾃定义提⽰⾳。
2. 在 操作  列，管理⾃定义提⽰⾳。

• 重新录制提⽰⾳，点击 ，选择⼀个分机，重新录制提⽰⾳。
• 播放提⽰⾳，点击 ，选择指定分机播放提⽰⾳或通过⽹⻚播放提⽰⾳。
• 下载提⽰⾳，点击 。
• 删除提⽰⾳，点击 ，点击 确定  并 应⽤。

转换⾳频格式
本⽂介绍如何通过 WavePad 或 G711 ⽂件转换器转换⾳频格式。
背景信息
上传到等待⾳乐或⾃定义提⽰⾳的⾳频⽂件必须符合 指定的⽂件格式。如果⾳频⽂件不符合要求，你可以使⽤⾳频编辑器转换⾳频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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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中，我们通过以下两个⽰例，说明如何转换⾳频格式。
• 通过 WavePad 转换⾳频格式
• 通过 G711 ⽂件转换器在线转换⾳频格式

通过 WavePad 转换⾳频格式
使⽤ WavePad 转换⾳频格式，你需要下载 WavePad，并根据如下步骤操作：

1. 运⾏ WavePad，打开⾳频⽂件。
2. 点击 ⽂件  > ⽂件另存为。

3. 在 保存类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 Wave(*.wav)、MPEG Layer-3(*.mp3)  或 GSM(*.gsm)，点击 保存。

https://www.nch.com.au/wavepad/download-no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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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设置 保存类型  为 Wave(*.wav)  或 MPEG Layer-3 (*.mp3)，你需要更改编码选项，并点击 确定。
注：

选择以下任⼀编码，并根据指定参数进⾏配置：
• PCM 未压缩，单声道，8000 Hz，16 bits Integer
• CCITT A-law，单声道，8000 Hz，8 bits Integer
• CCITT u-law，单声道，8000 Hz，8 bits Integer

通过 G711 ⽂件转换器在线转换⾳频格式
如果你不想下载⾳频编辑器，你可以通过 G711 ⽂件转换器在线转换⾳频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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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访问 g711.org。
2. 点击 Browse，上传⾳频⽂件。
3. 设置 Output Format。

注：
选择 u-law WAV (8Khz, Mono, u-law)、a-law WAV (8Khz, Mono, a-law)  或 Standard Definition WAV (8Khz, Mono, 16-Bit PCM)。

4. 点击 提交，转换⾳频格式。
⾳频⽂件要求
本⽂介绍上传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的⾳频⽂件要求。
⾳频⽂件的应⽤
在下列场景中，你可能需要上传⾃定义的⾳频⽂件：

• 语⾳信箱问候语
• ⾃定义提⽰⾳
• 本地⾳频等待⾳乐列表

http://g711.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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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件要求
⾳频⽂件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项⽬ 要求
⽂件名称 不应包含特殊字符。
⽂件⼤⼩ 最⼤ 8 MB
⽂件格式 .wav、.mp3  或 .gsm

• PCM 8k 16bit 128kbps
• A-law(g.711) 8k 8bit 64kbps
• u-law(g.711) 8k 8bit 64kbps

SIP 设置
本⽂介绍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的 SIP 设置。
⼀般情况下，你不需要更改 SIP 设置。如果需要更改 SIP 设置，请根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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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BX 设置  > SIP 设置，更改 SIP 设置。
SIP 常规设置

表  58.
设置 描述

基本设置
SIP UDP 端⼝ 基于 UDP 传输协议的 SIP 注册端⼝。默认端⼝ 5060。

注：
如果更改端⼝，使⽤ UDP 传输协议的分机必须重新注册。

SIP TCP 端⼝ 基于 TCP 传输协议的 SIP 注册端⼝。默认端⼝ 5060。更改端⼝，勾选 SIP TCP 端⼝  并设置端⼝。
注：

如果更改端⼝，使⽤ TCP 传输协议的分机必须重新注册。
RTP 端⼝范围 RTP 语⾳端⼝。默认端⼝范围 10000~12000。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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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续)
设置 描述

• 起始端⼝为 10000 以上。
• 起始端⼝和结束端⼝的差值需介于 100 和 10000 之间。

出局 SIP 端⼝ 为防⽌ PBX 发包过于频繁被运营商拉⿊，你可以设置出局 SIP 端⼝范围。PBX 将使⽤该范围内随机分配的端⼝向 SIP 运营商发起 SIP 注册请求。默认端⼝范围 5062~5082。
更改端⼝，勾选 出局 SIP 端⼝  并设置端⼝。

SIP 终端注册定时器
最⼤注册时间周期（秒） 允许 SIP 终端注册到 PBX 的最⼤时间周期。
最⼩注册时间周期（秒） 允许 SIP 终端注册到 PBX 的最⼩时间周期。
Qualify 发包频率（秒） 系统定期发送 SIP OPTIONS 包给话机，验证话机是否在线。
出局 SIP 注册定时器
注册尝试次数 在 SIP 注册放弃之前发送注册请求信息的次数（0代表没有限制）。
默认注册周期（秒） PBX 注册 SIP 中继时默认的注册时间周期。

默认的注册时间周期，单位为秒。
注：

实际发包周期⽐注册时间周期时间少 10 秒。
SIP 终端订阅定时器
最⼤订阅时间周期（秒） 允许 SIP 终端订阅 PBX 的最⼤时间周期。
最⼩订阅周期（秒） 允许 SIP 终端订阅 PBX 的最⼩时间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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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9.
设置 描述

iLBC 模式 iLBC 编解码⽀持两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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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续)
设置 描述

• 20 ms
• 30 ms

为了获得更好的语⾳质量，你需要根据 SIP 终端设置 iLBC 模式。
可选编解码 选择编解码。取值范围：u-law、a-law、GSM、H264、VP8、H263、H263P、iLBC、G722、G726、SPEEX、ADPCM、G729A、MPEG4

注：
• 为确保⽤⼾在 Linkus ⽹⻚端能够进⾏正常的语⾳通话，你需要启⽤⾄少⼀个编解码： u-law、a-law  或 G722。
• 订阅视频通话服务后，为确保⽤⼾在 Linkus ⽹⻚端能够进⾏正常的视频通话，你需要启⽤ VP8  或 H264。建议选择 VP8  并设置 VP8  为较⾼优先级。

TLS 设置
设置 描述

TLS 是否启⽤ TLS。
SIP TLS 端⼝ SIP 终端的 TLS 注册端⼝。默认端⼝ 5061。
当 PBX 作为 TLS 服务器
TLS 证书 PBX 作为服务器时，需要上传服务器证书。
验证 TLS 客⼾端 PBX 作为服务器时，是否验证客⼾端证书。

注：
如果启⽤该项，你需要上传客⼾端证书。

当 PBX 作为 TLS 客⼾端
TLS 连接协议 PBX 向连接的服务器发送握⼿协商时使⽤的 TLS 协议版本。

• TLS V1.0
• TLS V1.2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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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建议使⽤更安全的 TLS V1.2。

验证 TLS 服务器 PBX 作为客⼾端时，是否验证服务器证书。
注：

如果启⽤该项，你需要上传服务器的 CA 证书。
Session Timer
SIP 会话计时器（SIP Session Timer）⽤于判断会话是否已经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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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
Session Timer 选择会话定时器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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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quir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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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 最⼤会话刷新间隔时间，单位为秒。
最⼩会话刷新间隔（秒） 最⼩会话刷新间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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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种⽹络安全机制，在解决⽹络延迟和阻塞等问题的同时，为指定的⽹络通信提供更好的服务能⼒。

设置 描述
服务类型 ToS
ToS SIP SIP 数据包的服务类型。
ToS 语⾳ RTP 语⾳数据包的服务类型。
ToS 视频 RTP 视频数据包的服务类型。
服务等级 CoS
Cos SIP SIP 数据包的服务等级。
Cos 语⾳ RTP 语⾳数据包的服务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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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Cos 视频 RTP 视频数据包的服务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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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
T.38 最⼤⽐特率 T.38 传真的最⼤⽐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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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校正模式 是否启⽤传真错误校正。

⾼级 SIP 设置
设置 描述

来电显⽰/ DID 获取来源
来电显⽰获取来源 设置从哪个 SIP 头域获取 Caller ID。

• From
• Contact
• Remote-Party-ID
• P-Asserted-Identity
• P-Preferred-Identity

DID 获取来源 设置从哪个 SIP 头域获取 DID。
• To
• Invite
• Diversion
• Remote-Party-ID
• P-Asserted-Identity
• P-Preferred-Ident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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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P 请求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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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代理 设置 PBX 的 SIP user agent 要携带的值。
内线 Alert info 设置 INVITE 请求报⽂中 Alert-info 携带的 “info” 标签值。

收到内线来电时，话机能解析 "Alert-Info" 头域，然后决定要播放哪个铃声。
其他选项
匿名认证 设置是否允许未经验证的⽤⼾连接进⾏ guest calls。
⽀持 Message 请求 设置是否⽀持 Message 请求。
Inband Progress Inband Progress 配置项对所有分机有效。

注：
如需设置全局 Inband Progress，联系 Yea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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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 uaCSTA 连接 启⽤该项后，PBX 将通过 Linkus ⽹⻚端 CTI 或 Linkus 桌⾯端 CTI，使⽤ uaCSTA 标准远程控制 IP 话机。
注：

IP 话机也需要⽀持 uaCSTA 标准。

抖动缓冲
抖动缓冲概述
本⽂介绍什么是抖动缓冲，抖动缓冲的类型及应⽤。
什么是抖动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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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包到达时间的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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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就会感受到⼀个清晰的，没有什么声⾳失真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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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动缓冲的实现⽅式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 2 种抖动缓冲⽅式：

• 固定抖动缓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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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应抖动缓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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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动缓冲的应⽤
如果⽹络环境不佳，出现语⾳包丢失或乱序的情况，你可以启⽤抖动缓冲，改善⾳质。

丢包
如果部分语⾳包丢失，抖动缓冲器会插⼊丢失的帧，增加缓存延时，从⽽获取丢帧后缓存的语⾳数据。

乱序
如果语⾳包乱序，抖动缓冲器会把乱序的语⾳包排好序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把接收到的语⾳包放在放在缓冲器，缓冲⼀段时间，使播放更平滑，获得更好的语⾳质量。

更多关于抖动缓冲的配置信息，请参⻅ 配置抖动缓冲。
配置抖动缓冲
本⽂介绍如何配置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抖动缓冲。
背景信息
如果⽹络环境不佳，出现语⾳包 丢失  或 乱序  的情况，你可以启⽤抖动缓冲，改善⾳质。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PBX 设置  > 抖动缓冲。
2. 启⽤ 抖动缓冲。
3. 为中继启⽤抖动缓冲，从 可⽤的  框选择中继到 已选择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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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为分机启⽤抖动缓冲，从 可⽤的  框选择分机到 已选择  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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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质也得不到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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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

5. 在 实现⽅式  下拉列表中，选择抖动缓冲的实现⽅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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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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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该项，你需要配置 ⾃适应幅度（毫秒）  和 最⼤抖动缓冲（毫秒）。
◦ ⾃适应幅度（毫秒）：每次进⾏⾃适应调整抖动缓冲的时间，默认 50ms。

如果使⽤默认值 50ms，系统会从 0 开始以 50ms 为单位增加，进⾏⾃适应。
◦ 最⼤抖动缓冲（毫秒）：⾃适应抖动缓冲时间的最⼤值，默认 200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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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为 200ms。
如果选择该项，保留默认值或在 抖动缓冲⼤⼩（毫秒）  栏设置时⻓。

6. 点击 保存  并 应⽤。

⽹络
基本⽹络设置
⽹络概述
本⽂介绍 Yeastar P 系列 IPPBX⽀持的⽹络模式。
⽹络模式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 LAN 端⼝和 WAN 端⼝。LAN 端⼝默认启⽤，WAN 端⼝默认禁⽤。PBX ⽀持的⽹络模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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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桥接电脑。
• 双⽹卡：同时启⽤ LAN ⼝和 WAN ⼝，并配置不同的⽹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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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请 添加静态路由。如不配置，则通过默认⽹⼝进⾏数据通信。

IP 地址配置⽅式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通过三种⽅式配置 IP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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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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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BX 每次重启后获取的 IP 地址可能不⼀样。

• 从 PPPoE 客⼾端获取 IP 地址
你可以将 PBX 连接到 PPPoE 客⼾端，然后在 PBX 上连接 PPPoE 获取 IP 地址。

注：
PBX 每次重启后获取的 IP 地址可能不⼀样。

配置静态 IP 地址
本⽂介绍如何为Yeastar P 系列 IPPBX配置静态 IP 地址。
背景信息
Yeastar P 系列 IPPBX默认的 IP 地址为 192.168.5.150。你需要根据实际的⽹络环境，将 PBX IP 地址修改为本地⽹络 IP 地址。
以下⽰例假设你需要使⽤ Yeastar P 系列 IPPBX  LAN 端⼝发送和接收⽹络数据。IP 地址信息如下：

• IP 地址：192.168.6.124
• ⼦⽹掩码：255.255.255.0
• ⽹关：192.168.6.1
• DNS 服务器：192.168.1.1

前提条件
• PBX 和电脑连接到同⼀个本地⽹络中。
• 访问 PBX 的电脑需要与 PBX 处于同⼀个⽹段，即 192.168.5.X。

提⽰：
你需要将电脑的 IP ⽹段修改成与 PBX 相同的⽹段。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络  > 基础设置。
2. 在 基础设置  栏中，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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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选择⽹⼝模式。本例中，选择 单⽹卡。
◦ 单⽹卡：仅 LAN ⼝作为⽹络通信接⼝。
◦ 双⽹卡：LAN ⼝和 WAN ⼝都作为⽹络通信接⼝，可接⼊不同的⽹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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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静态路由。如不配置，则通过默认⽹⼝进⾏数据通信。
◦ 桥接：LAN ⼝作为⽹络接⼝。WAN 端⼝可以⽤作连接其他设备的⽹桥。

• 默认⽹⼝：可选。如果使⽤ 双⽹卡  模式，则选择⼀个默认⽹⼝。
3. 在 LAN  栏，选择 静态IP地址，并为 LAN 端⼝配置⽹络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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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备⽤ DNS 服务器：可选。填写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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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访问 PBX。

• ⼦⽹掩码2：可选。填写第⼆个 IP 地址对应的⼦⽹掩码。
4. 点击 保存  并重启 PBX，使配置⽣效。

执⾏结果
PBX 重启后，PBX IP 地址变为 192.168.6.124。
后续步骤
要访问 PBX 的新 IP 地址， 你需要修改电脑的 IP 地址，使电脑与 PBX IP 地址处于同⽹段，如 192.168.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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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
本⽂介绍如何配置 Yeastar P 系列 IPPBX，使 PBX 可以从 DHCP 服务器⾃动获取 IP 地址。
背景信息
使⽤ DHCP 获取 IP 地址的⽅式，会使 PBX 每次启动时获取不同的 IP 地址。我们建议你在 PBX 上配置静态 IP 地址。更多信息，请参⻅配置静态 IP 地址。
本⽂假设你使⽤ LAN 端⼝连接⽹络，并从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
前提条件

• 路由器已启⽤ DHCP 功能。
• 本地⽹络中只能有⼀台 DHCP 服务器，否则 PBX ⽆法获得 IP 地址。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络  > 基础设置。
2. 在 基础设置  栏中，配置如下：

• ⽹⼝模式：选择⽹⼝模式。本例中，选择 单⽹卡。
◦ 单⽹卡：仅 LAN ⼝作为⽹络通信接⼝。
◦ 双⽹卡：LAN ⼝和 WAN ⼝都作为⽹络通信接⼝，可接⼊不同的⽹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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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静态路由。如不配置，则通过默认⽹⼝进⾏数据通信。
◦ 桥接：仅 LAN ⼝作为⽹络通信接⼝。WAN 端⼝可以⽤作连接其他设备的⽹桥。

• 默认⽹⼝：如果使⽤ 双⽹卡  模式，则选择⼀个默认⽹络。
3. 在 LAN  栏，选择 D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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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 保存  并重启 PBX，使配置⽣效。
操作结果
PBX 从局域⽹中的 DHCP 服务器获取新的 IP 地址。
你需要登录路由器⽹⻚配置界⾯，查看分配给 PBX 的 IP 地址。
配置 PPPoE
本⽂介绍在双⽹卡模式下，如何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上配置 PPPoE 连接。
背景信息
PPPoE 客⼾端会为 PBX 分配⼀个动态 IP 地址，PBX 每次启动时，PBX 的 IP 地址可能会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配置双⽹卡模式，并在 PBX 上配置⼀个静态 IP 地址，以确保你可以实时访问 PBX。
本⽂假设你使⽤ LAN 端⼝连接本地⽹络，使⽤ WAN 端⼝连接 PPPoE。⽹络信息如下：

LAN 端⼝ WAN 端⼝
静态 IP 地址

• IP 地址：192.168.6.124
• ⽹关：192.168.6.1
• ⼦⽹掩码：255.255.255.0
• DNS 服务器：192.168.1.1

PPPoE
• ⽤⼾名：059219383822
• 密码：19283772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络  > 基础设置。
2. 在 基础设置  栏中，配置如下：

• ⽹⼝模式：选择⽹⼝模式。在本例中，选择 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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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卡：仅 LAN ⼝作为⽹络通信接⼝。
◦ 双⽹卡：LAN ⼝和 WAN ⼝都作为⽹络通信接⼝，可接⼊不同的⽹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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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静态路由。如不配置，则通过默认⽹⼝进⾏数据通信。
◦ 桥接：仅 LAN ⼝作为⽹络通信接⼝。WAN 端⼝可以⽤作连接其他设备的⽹桥。

• 默认⽹⼝：选择 PPPoE 连接的端⼝。本例中，选择 WAN。
3. 在 LAN  栏，选择 静态IP地址，并为 LAN 端⼝配置⽹络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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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备⽤ DNS 服务器：可选。填写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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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访问 PBX。

• ⼦⽹掩码2：可选。填写第⼆个 IP 地址对应的⼦⽹掩码。
4. 在 WAN  栏，选择 PPPoE，并填写 ⽤⼾名  和 密码。

5. 点击 保存  并重启 PBX，使得配置⽣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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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结果
PBX 上 LAN 端⼝和 WAN 端⼝同时启⽤。

• 数据的接收和发送都使⽤ WAN 端⼝（默认⽹络端⼝）。
• 你可以通过 LAN IP 地址登录 PBX 管理⽹⻚修改配置。

后续步骤
如果你希望通过 LAN 端⼝收发数据，你需要在 PBX 上设置静态路由。更多信息，请参⻅添加静态路由。
配置 VLAN
本⽂介绍如何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上配置 VLAN。
背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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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使⽤ 5 ⽹段的 IP 地址，另⼀部⻔使⽤ 6 ⽹段的 IP 地址。
Yeastar P 系列 IPPBX上的 VLAN 功能可⽤于过滤⽹络流量。只有与 PBX 具有相同 VLAN 号码的设备可以访问 PBX。你可以在 LAN 端⼝或 WAN 端⼝上设置 VLAN。要允许 PBX 接收来⾃多个⼦⽹的⽹络流量，可以在 PBX 上添加 VLAN ⼦接⼝。

• 为⽹络接⼝配置 VLAN
• 添加 VLAN ⼦接⼝

为⽹络接⼝配置 VLAN
假设你需要在 LAN 端⼝上配置 VLAN，仅使⽤ VLAN 号码 100 的设备可以访问 PBX。LAN 端⼝的⽹络信息如下：

• IP 地址：192.168.6.124
• ⽹关：192.168.6.1
• ⼦⽹掩码：255.255.255.0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络  > 基础设置。
2. 配置需要设置 VLAN 的⽹⼝。

本例中，配置 LAN ⽹⼝。
a. 在 LAN  栏，勾选 启⽤ VLAN。
b. 在 VLAN 号码  字段中，填写 PBX 接⼊的 VLAN 号码。本例中，填写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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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需要与 PBX 通信的设备也必须使⽤相同的 VLAN 号码。

c. 在 VLAN 优先级  下拉框中，选择 VLAN 号码对应的级别。
可选的优先级别为 0 到 7。7  为最⾼级。

3. 点击 保存  并重启 PBX，使配置⽣效。
执⾏结果

与 PBX 处于同⼀⽹段（192.168.6.X）的设备，并且接⼊同⼀ VLAN 号码 100 的设备，可以与 PBX 通信。
添加 VLAN ⼦接⼝
VLAN ⼦接⼝是通过将⼀个物理以太⽹接⼝（LAN 或 WAN）划分为多个逻辑接⼝⽽创建的虚拟接⼝。
如果 PBX 仅接⼊⼀个物理以太⽹接⼝，但需要通过两个不同的⼦⽹进⾏路由通信，则可以为主接⼝（LAN 或 WAN）配置 VLAN 并添加具有不同⼦⽹的 VLAN ⼦接⼝。
以下操作说明假设你需要在 LAN 端⼝添加 VLAN ⼦接⼝。

• 主接⼝（LAN）：VLAN 号码为 100 的⼦⽹ 192.168.6.0/24。
• ⼦接⼝：VLAN 号码为 105 的⼦⽹ 192.168.5.0/24。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络  > 基础设置。
2. 配置需要设置 VLAN 的⽹⼝。

a. 在 LAN  栏，勾选 启⽤ VLAN。
b. 在 VLAN 号码  字段中，填写 PBX 接⼊的 VLAN 号码。在本例中，填写 100。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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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与 PBX 通信的设备也必须使⽤相同的 VLAN 号码。
c. 在 VLAN 优先级  下拉框中，选择与 VLAN 号码对应的级别。

可选的优先级别为 0 到 7。7  为最⾼级。

3. 在 LAN  栏，勾选 启⽤VLAN ⼦接⼝ 1，配置如下。
• IP地址：分配⼀个⼦⽹ 192.168.5.0/24 中的 IP 地址，例如，192.168.5.20。
• ⼦⽹掩码：填写⼦⽹掩码。在本例中，填写 255.255.255.0。
• VLAN 号码：填写⼦接⼝ VLAN 号码，例如，105。
• VLAN 优先级：设置 VLAN 号码优先级，例如，0。

4. 点击 保存  并重启 PBX，使配置⽣效。
执⾏结果

⼦⽹ 192.168.6.0/24 中 VLAN ID 为 100 的数据将通过 PBX 的 VLAN 接⼝进⾏通信；⼦⽹ 192.168.5.0/24 中 VLAN ID 为 105 的数据将通过 PBX 的 VLAN ⼦接⼝进⾏通信。
Web 服务器
修改 Web 服务器协议和端⼝
本⽂介绍如何修改 Web 服务器协议和端⼝。
背景信息
默认情况下，PBX 使⽤ HTTPS 8088 端⼝提供⽹⻚访问服务，并允许从 HTTP 80 端⼝重定向。
当你需要访问 PBX ⽹⻚时，你可以使⽤以下链接：

• https://{pbx_ip}:8088
例如，https://192.168.5.150: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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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bx_ip}
例如，http:192.168.5.150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络  > Web 服务器。
2. 在 传输协议  栏，完成下列设置：

a. 在 传输协议  下拉列表中，选择相应的协议。
重要：

如果你在使⽤ Linkus ⽹⻚端，则选择 HTTPS。
b. 如果选择 HTTPS，配置如下：

• HTTPS 端⼝：填写 HTTPS 端⼝。
• HTTPS 证书：选择默认证书或上传⾃⼰的证书。
• HTTP 80 端⼝重定向：是否允许访问 HTTP 端⼝ 80。

如果启⽤该选项，通过 HTTP 访问 80 端⼝会被重定向到 HTTPS 的对应端⼝。
c. 如果选择 HTTP，在 HTTP 端⼝  填写相应的端⼝。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操作结果
下次登录 PBX 管理⽹⻚，你需要使⽤已更新过的协议和端⼝。
修改⽹⻚⾃动登出时间
出于安全考虑，如果⽤⼾登录 PBX 管理⽹⻚ 15 分钟内没有任何操作，账号将被⾃动登出。 你可以修改⽹⻚⾃动登出时间。
前提条件
⽹⻚⾃动登出设置仅对超级管理员账号⽣效，分机⽤⼾不会⾃动登出⽹⻚。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络  > web 服务器。
2. 在 登出时间  栏的 ⾃动登出时间（分钟）  字段中，选择相应的时间。

提⽰：
你也可以直接输⼊⾃定义的时间。可选的时间为 5 到 120分钟。

3. 点击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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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端⼝
管理服务端⼝
本⽂介绍 Yeastar P 系列 IPPBX⽀持的服务和相应的服务端⼝，并说明如何集中管理服务端⼝。
背景信息
下表列出 PBX ⽀持的服务以及对应的默认端⼝。

服务 描述 默认端⼝
HTTPS ⽹络访问端⼝。 8088
HTTP ⽹络访问端⼝。 80
SSH ⽤于访问 PBX，调试系统。 8022
SIP UDP UDP SIP 注册端⼝。 5060
SIP TCP TCP SIP 注册端⼝。 5060
SIP TLS 使⽤ TLS 加密传输协议来传输 SIP 消息。 5061
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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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2-5082
RTP ⽤于传输语⾳数据。 10000-12000
Linkus ⽤于 Linkus 客⼾端登录。 8111
AMI ⽤于对接 AMI 客⼾端。 5038
数据库授权 ⽤于访问 PBX 数据库。 3306
LDAP 端⼝ LDAP 客⼾端访问 PBX 的 LDAP 服务器所使⽤的端⼝。 389
FTP ⽤于⽂件共享。 21

操作步骤
不同服务端⼝的配置位置分散在 PBX 不同的⽹⻚界⾯，通过 服务端⼝  ⻚⾯你可以集中查看或修改端⼝。

1. 登录 PBX 管理⽹⻚界⾯，进⼊ 系统  > ⽹络  > 服务端⼝。
⽹⻚上显⽰所有端⼝。

2. 点击  配置端⼝。
⻚⾯跳转到相应的服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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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修改端⼝。
b. 点击 保存  并 应⽤。

Yeastar FQDN
Yeastar FQDN 概述
Yeastar 提供的 FQDN 服务可帮助你摆脱复杂的⽹络设置和繁琐的 Linkus 服务器设置，实现⼀键建⽴远程连接。 使⽤ Yeastar FQDN 提供的远程连接通道，你⽆需担⼼内部⽹络环境会被暴露到公⽹，或出现 NAT 问题⽽影响⽤⼾的远程通话体验。
背景信息
全限定域名 (FQDN) 是公⽹上指定设备的完整域名。⼀个全限定域名 (FQDN) 由两部分组成：主机名和域名。
Yeastar 提供的 FQDN 功能具有以下优势：

• 动态 DNS 解决⽅案：为没有静态公共 IP 地址的⽹络环境提供了动态 DNS（DDNS）解决⽅案。
• 简易部署：简化远程访问的⽹络配置，避免复杂的⽹络地址转换 (NAT) 配置和端⼝映射。
• ⾼通话质量：避免出现 NAT 问题影响通话质量，保障良好的远程通话体验。
• 安全通信：避免端⼝映射带来的⻛险；使⽤ SSL 加密证书，保证通信传输的安全性。

应⽤范围
Yeastar FQDN ⽀持以下功能的远程访问：

表  60.
功能 描述 默认状态 使⽤权限设置

SIP 访问 ⽀持通过 FQDN 进⾏远程 SIP 注册，包括远程 SIP 分机和 SIP 账号中继。
重要：

此功能不⽀持 SIP 点对点中继的远程注册。

禁⽤。 • 账号：禁⽌或允许指定账号使⽤此远程访问功能。
注：

默认情况下，所有账号都不允许进⾏远程 SIP 访问。
• IP 地址：仅允许指定 IP 地址使⽤此远程访问功能。

Web 访问 ⽀持通过 FQDN 远程访问 PBX 管理⽹⻚或 Linkus ⽹⻚端。
默认启⽤，且⽆法被禁⽤。

• 账号：禁⽌或允许指定账号使⽤此远程访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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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0.  (续)
功能 描述 默认状态 使⽤权限设置

注：
默认禁⽌超级管理员账号进⾏远程 Web 访问。

• IP 地址：仅允许指定 IP 地址使⽤此远程访问功能。
Linkus 访问 ⽀持通过 FQDN 远程登录 Linkus 客⼾端。

默认启⽤，且⽆法被禁⽤。
• IP 地址：仅允许指定 IP 地址使⽤此远程访问功能。

LDAP 访问 ⽀持通过 FQDN 进⾏远程 LDAP 访问。 禁⽤。 • IP 地址：仅允许指定 IP 地址使⽤此远程访问功能。
API 访问 ⽀持通过 FQDN 进⾏远程 API 访问。 禁⽤。 • IP 地址：仅允许指定 IP 地址使⽤此远程访问功能。

有关具体配置内容，请参⻅以下⽂章：
• 通过 Yeastar FQDN 进⾏远程 SIP 访问
• 通过 Yeastar FQDN 远程访问 PBX
• 通过 Yeastar FQDN 远程访问 Linkus
• 通过 Yeastar FQDN 进⾏远程 LDAP 访问
• 通过 Yeastar FQDN 进⾏远程 API 访问

通过 Yeastar FQDN 进⾏远程 SIP 访问
使⽤ Yeastar FQDN，你⽆需为 PBX 配置公⽹ IP 和端⼝转发，即可直接建⽴⼀个安全隧道，进⾏ IP 话机等 SIP 终端或账号中继的远程注册。本⽂介绍如何配置 FQDN 的远程 SIP 访问功能。
前提条件需要订阅 隧道服务  或者 视频通话  服务，才能使⽤ FQDN 功能。

提⽰：
订阅服务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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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系统  > ⽹络  > 星纵信息 FQDN。
2. 启⽤ 星纵信息 FQ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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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全限定域名(FQDN)  字段，设置 FQDN 域名。
a.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个域名。
b. 在第⼀个空⽩栏中，输⼊主机名称。

注：
请确认清楚再设置主机名称。FQDN 设置保存后⽆法更改。
例如，选择域名 ras.yeastar.com，然后填写主机名称 yeastardocs，组成全域名 yeastardocs.ras.yeastar.com。

4. 启⽤远程 SIP 访问功能并配置使⽤权限。
注：

默认情况下，所有账号都不允许进⾏远程 SIP 访问，因此你需要为特定账号配置使⽤权限。
a. 在 功能  栏，点击 SIP 访问  ⻚签。
b. 在 状态  下拉列表中，选择 启⽤。
c. 在 访问类型  下拉列表中，指定账号访问的限制类型。

• 允许账号：仅选中的账号可使⽤远程 SIP 访问功能。
• 禁⽌账号：除了选中的账号外，其他账号均可使⽤远程 SIP 访问功能。

d. 在 可⽤的  框中，选择禁⽌或允许使⽤此功能的账号，加⼊ 已选择  框中。
e. 可选：  勾选 启⽤ IP 限制  的复选框，并添加允许的 IP 地址和对应的⼦⽹掩码。

如果设置此项，只有此处添加的 IP 地址才能使⽤此远程访问功能。
5.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 隧道服务⾃动分配远程 SIP 访问端⼝，可在 隧道服务端⼝  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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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实现以下远程 SIP 注册：
◦ 通过 Yeastar FQDN 远程注册分机。
◦ 使⽤ Yeastar FQDN 进⾏ SIP 账号中继的远程注册。

重要：
不⽀持使⽤ Yeastar FQDN 进⾏ SIP 点对点中继的远程注册。

后续步骤如果你的试⽤到期或者未续订服务，你申请的 FQDN 会被冻结。为确保你的 FQDN 不会被其他⽤⼾占⽤，你需要在 60 天之内订阅或续订服务。
相关信息⾃动配置远程 IP 话机（RPS FQDN ⽅式）
通过 Yeastar FQDN 远程访问 PBX
使⽤ Yeastar FQDN，你⽆需为 PBX 配置公⽹ IP 和端⼝转发，即可通过 FQDN 域名远程访问 PBX 管理⽹⻚或 Linkus ⽹⻚端。 本⽂介绍如何配置 FQDN 的远程 PBX ⽹⻚访问功能。
前提条件需要订阅 隧道服务  或者 视频通话  服务，才能使⽤ FQDN 功能。

提⽰：
订阅服务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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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系统  > ⽹络  > 星纵信息 FQDN。
2. 启⽤ 星纵信息 FQDN。
3. 在 全限定域名(FQDN)  字段，设置 FQDN 域名。

a.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个域名。
b. 在第⼀个空⽩栏中，输⼊主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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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请确认清楚再设置主机名称。FQDN 设置保存后⽆法更改。
例如，选择域名 ras.yeastar.com，然后填写主机名称 yeastardocs，组成全域名 yeastardocs.ras.yeastar.com。

4. 可选：  配置 PBX ⽹⻚远程访问的使⽤权限。
注：

默认禁⽌超级管理员账号远程访问 PBX ⽹⻚。
a. 在 功能  栏，点击 远程访问  ⻚签。
b. 点击 Web 访问  旁边的 。
c. 在弹出的窗⼝中，根据需要完成以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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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显⽰远程访问功能名称，且不可编辑。
• 状态：默认启⽤，且⽆法被禁⽤。
• 隧道服务端⼝：显⽰ FQDN 的远程 Web 访问端⼝ 443。此端⼝由隧道服务⾃动分配。
• 访问类型：定义账号访问的限制类型。

◦ 允许账号：仅选中的账号可以使⽤此远程访问功能。
◦ 禁⽌账号：除了选中的账号外，其他账号均可使⽤此远程访问功能。

• 选择账号：选择禁⽌或允许使⽤此功能的账号。
• 部⻔：选择禁⽌或允许使⽤此功能的部⻔。

注：
◦ 此设置项仅在 PBX 启⽤了 部⻔管理  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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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情况下，当你选择⼀个部⻔，该部⻔关联的⼦部⻔都会被选中。请谨慎选择部⻔。
• 启⽤ IP 限制：勾选此选项的复选框，并添加允许的 IP 地址和对应的⼦⽹掩码。

如果设置此项，只有此处添加的 IP 地址才能使⽤此远程访问功能。
d. 点击 确认。

5.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PBX ⽹⻚远程访问的⽹络⾃动配置成功，授权⽤⼾可以通过 FQDN 远程登录 PBX 管理⽹⻚或 Linkus ⽹⻚端。
后续步骤如果你的试⽤到期或者未续订服务，你申请的 FQDN 会被冻结。为确保你的 FQDN 不会被其他⽤⼾占⽤，你需要在 60 天之内订阅或续订服务。
通过 Yeastar FQDN 远程访问 Linkus
使⽤ Yeastar FQDN，⽤⼾可以随时随地登录 Linkus UC 客⼾端。本⽂介绍如何配置 FQDN 的远程 Linkus 访问功能。
前提条件需要订阅 隧道服务  或者 视频通话  服务，才能使⽤ FQDN 功能。

提⽰：
订阅服务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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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系统  > ⽹络  > 星纵信息 FQDN。
2. 启⽤ 星纵信息 FQDN。
3. 在 全限定域名(FQDN)  字段，设置 FQDN 域名。

a.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个域名。
b. 在第⼀个空⽩栏中，输⼊主机名称。

注：
请确认清楚再设置主机名称。FQDN 设置保存后⽆法更改。
例如，选择域名 ras.yeastar.com，然后填写主机名称 yeastardocs，组成全域名 yeastardocs.ras.yeast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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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选：  配置远程 Linkus 访问使⽤权限。
a. 在 功能  栏，点击 远程访问  ⻚签。
b. 点击 Linkus 访问  旁边的 。
c. 在弹出的窗⼝中，根据需要完成以下设置。

• 名称：显⽰远程访问功能名称，且不可编辑。
• 状态：默认启⽤，且⽆法被禁⽤。
• Linkus 端⼝：显⽰远程 Linkus 访问端⼝ 11005。此端⼝由隧道服务⾃动分配。
• 启⽤ IP 限制：勾选此选项的复选框，并添加允许的 IP 地址和对应的⼦⽹掩码。

如果设置此项，只有此处添加的 IP 地址才能使⽤此远程访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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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点击 确认。
5. 点击 保存。

执⾏结果Linkus 远程服务器⾃动配置成功，⽤⼾可以随时随地通过 FQDN 远程登录并使⽤ Linkus UC 客⼾端。
故障：

如果⽤⼾⽆法通过 FQDN 域名登录 Linkus ⽹⻚端，需检查你是否 允许⽤⼾使⽤ FQDN 的 PBX ⽹⻚远程访问功能。
后续步骤如果你的试⽤到期或者未续订服务，你申请的 FQDN 会被冻结。为确保你的 FQDN 不会被其他⽤⼾占⽤，你需要在 60 天之内订阅或续订服务。
通过 Yeastar FQDN 进⾏远程 LDAP 访问
使⽤ Yeastar FQDN，你⽆需为 PBX 配置公⽹ IP 和端⼝转发，即可通过安全的 LDAP 连接远程访问 PBX 上的 LDAP 服务器。本⽂介绍如何配置 FQDN 的远程 LDAP 访问功能。
前提条件需要订阅 隧道服务  或者 视频通话  服务，才能使⽤ FQDN 功能。

提⽰：
订阅服务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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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系统  > ⽹络  > 星纵信息 FQDN。
2. 启⽤ 星纵信息 FQDN。
3. 在 全限定域名(FQDN)  字段，设置 FQDN 域名。

a.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个域名。
b. 在第⼀个空⽩栏中，输⼊主机名称。

注：
请确认清楚再设置主机名称。FQDN 设置保存后⽆法更改。
例如，选择域名 ras.yeastar.com，然后填写主机名称 yeastardocs，组成全域名 yeastardocs.ras.yeast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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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启⽤远程 LDAP 访问功能并配置使⽤权限。
a. 在 功能  栏，点击 远程访问  ⻚签。
b. 点击 LDAP 访问  旁边的 。
c. 在弹出的窗⼝中，根据需要完成以下设置。

• 名称：显⽰远程访问功能名称，且不可编辑。
• 状态：选择 启⽤。
• 隧道服务端⼝：端⼝将由隧道服务⾃动分配。
• 启⽤ IP 限制：可选。勾选此选项的复选框，并添加允许的 IP 地址和对应的⼦⽹掩码。

如果设置此项，只有此处添加的 IP 地址才能使⽤此远程访问功能。
d. 点击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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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 隧道服务⾃动分配远程 LDAP 访问端⼝。

• 你可使⽤ FQDN 配置 PBX 上的 LDAP 服务器，允许 IP 话机远程查询 PBX ⽬录中的联系⼈信息。关于 PBX 的远程 LDAP 配置，请参⻅ 配置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为 LDAP 服务器。
后续步骤如果你的试⽤到期或者未续订服务，你申请的 FQDN 会被冻结。为确保你的 FQDN 不会被其他⽤⼾占⽤，你需要在 60 天之内订阅或续订服务。
通过 Yeastar FQDN 进⾏远程 API 访问
使⽤ Yeastar FQDN， 你⽆需为 PBX 配置公⽹ IP 和端⼝转发，即可快速建⽴⼀个安全隧道，进⾏ Yeastar P 系列 API 远程访问。本⽂介绍如何配置 FQDN 的远程 API 访问功能。
前提条件需要订阅 隧道服务  或者 视频通话  服务，才能使⽤ FQDN 功能。

提⽰：
订阅服务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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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系统  > ⽹络  > 星纵信息 FQDN。
2. 启⽤ 星纵信息 FQDN。
3. 在 全限定域名(FQDN)  字段，设置 FQDN 域名。

a.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个域名。
b. 在第⼀个空⽩栏中，输⼊主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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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请确认清楚再设置主机名称。FQDN 设置保存后⽆法更改。
例如，选择域名 ras.yeastar.com，然后填写主机名称 yeastardocs，组成全域名 yeastardocs.ras.yeastar.com。

4. 启⽤远程 API 访问功能并配置使⽤权限。
a. 在 功能  栏，点击 远程访问  ⻚签。
b. 点击 API 访问  旁边的 。
c. 在弹出的窗⼝中，根据需要完成以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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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显⽰远程访问功能名称，且不可编辑。
• 状态：选择 启⽤。
• 隧道服务端⼝：显⽰ FQDN 的远程 API 访问端⼝ 443。此端⼝由隧道服务⾃动分配。
• 启⽤ IP 限制：可选。勾选此选项的复选框，并添加允许的 IP 地址和对应的⼦⽹掩码。

如果设置此项，只有此处添加的 IP 地址才能使⽤此远程访问功能。
d. 点击 确认。

5.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现在你可以使⽤ Yeastar FQDN 远程访问 API。
后续步骤如果你的试⽤到期或者未续订服务，你申请的 FQDN 会被冻结。为确保你的 FQDN 不会被其他⽤⼾占⽤，你需要在 60 天之内订阅或续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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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IP 和端⼝
公⽹ IP 和端⼝概述
本⽂说明什么时候你需要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设置公⽹ IP 和端⼝，并介绍公⽹ IP 和端⼝配置提供的两个功能。
应⽤范围
当你的 PBX 部署在局域⽹内，并且外⽹的 SIP 设备需要与 PBX 进⾏通信时，你需要在 PBX 设置公⽹ IP 和端⼝。公⽹ IP 和端⼝可以在以下两种⽹络环境中应⽤：

• 公⽹ IP 地址
• 域名

公⽹ IP 地址
如果⽹络运营商为你提供了静态公⽹地址，你可以使⽤该地址作为远程连接地址。
更多配置信息，请参⻅ 通过公⽹ IP 远程访问 PBX。

域名
如果你的⽹络环境中没有可⽤的静态公共 IP 地址，你必须注册⼀个域名，并在 PBX 上配置⽹络，使远程设备可以通过该域名进⾏远程访问。
更多配置信息，请参⻅通过域名远程访问 PBX。

功能
公⽹ IP 和端⼝设置提供以下两种功能，确保远程设备可以通过 SIP 协议与 PBX 通信：

• 解决 SIP NAT 问题
• 向 PBX 提供 Linkus 远程访问的信息

解决 SIP NAT 问题
如果你的 PBX 是通过路由器连接公⽹（Internet），那么你的 PBX 部署在 NAT 后⾯。若要使远程设备可以访问 PBX，你需要在路由器上设置 NAT 规则和端⼝映射。通过这种⽅式，路由器才能将来⾃公⽹（Internet）的数据包准确地转发给 PBX。
基于 SIP 的数据没有办法传输到防⽕墙或 NAT 路由器后⾯的局域⽹（LAN）中的设备。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的公⽹ IP 和端⼝设置提供了 SIP NAT 解决⽅法，确保了 PBX 和 Internet 中的 SIP 设备可以正常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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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不⽀持 NAT 功能，你需要在路由器上设置 NAT 和端⼝映射。

NAT 流程
当 PBX 向公⽹发送请求时，请求的源 IP 地址将与本地 LAN 地址保持⼀致，如 192.168.6.124。
本地源 IP 地址，即私⽹ IP 地址，该地址⽆法与公⽹直接建⽴通信。 NAT 将本地源 IP 地址转换成可与公⽹进⾏通信的公⽹ IP 地址。

SIP NAT
在将本地地址转换为公⽹地址的时候，NAT 仅转换数据包中 IP header，⽽不转换 SIP headers。这可能会导致 SIP 呼叫单通问题或 SIP 注册失败。
为了解决 SIP 单通问题，你需要在 PBX 上配置公⽹ IP 和端⼝。PBX 在发送 SIP 数据包到公⽹（Internet）之前，会先将本地 IP 地址替换为公⽹ IP 地址，并将本地 SIP 端⼝替换为外部 SIP 端⼝。

向 PBX 提供 Linkus 远程访问的信息
通过解决 SIP NAT 问题，公⽹ IP 和端⼝配置解决了 Linkus 远程访问 PBX 的问题。除此之外，Yeastar P 系列 IPPBX能够根据 公⽹ IP 地址和端⼝  ⻚⾯提供的信息，为 Linkus 远程登录⽣成⼆维码和登录链接，⽅便⽤⼾快速登录 Linkus。
通过域名远程访问 PBX
为了确保远程 Linkus 客⼾端和其他 SIP 设备可以与 PBX 正常通信，你需要在 PBX 上配置公⽹ IP 地址和端⼝。本⽂通过⽰例介绍如何通过域名远程访问 PBX。
背景信息
本⽂假设你的⽹络环境如下：

• 域名： pbx.example.com
• 本地⽹络：

◦ 192.168.6.0/24
◦ 192.168.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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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 你已购买动态 DNS 服务，并且在路由器上设置域名信息。
• 如果路由器中⽀持 SIP ALG 功能，请禁⽤ SIP ALG。
• 已在路由器做好 NAT 相关的设置，并映射下列端⼝，以便 Linkus 客⼾端和其他 SIP 设备能够远程访问 PBX。如需在 PBX 上检查相关的内部端⼝，请参⻅管理服务端⼝。

本例中，映射下列端⼝：
服务 内部端⼝ 外部端⼝
SIP 注册 UDP 5060（默认值） UDP 8092
RTP RTP UDP 10000-12000（默认值） UDP 10000-12000
Web 服务端⼝ TCP 8088（默认值） TCP 9099
Linkus 服务器 TCP&UDP 8111（默认值） TCP&UDP 6090

操作步骤
根据⽰例场景，按如下操作配置公⽹ IP 地址和端⼝。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络  > 公⽹ IP 和端⼝。
2. 在  公⽹ IP (NAT)  栏，完成下列配置：

• 公⽹ IP (NAT)：启⽤该选项。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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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弹出安全提⽰窗⼝，你可以通过设置 国家地区 IP 访问防御  进⼀步强化远程访问的安全性。
• NAT 类型：选择 域名。
• 域名：填写 pbx.example.com。
• 刷新间隔（秒）：保留默认值或填写向外部主机请求公⽹ IP 地址的间隔时间。
• 本地⽹络地址：添加所有本地⽹络地址。本设置将允许你的本地设备使⽤本地⽹络直接与 PBX 通信，⽽不是⽤通过路由器。

本例中，添加两个本地⽹络：192.168.5.0/255.255.255.0 和 192.168.6.0/255.255.255.0。
• NAT 模式：选择 SIP NAT 模式。本例中，选择 Yes。

◦ Yes：忽略 SIP 和 SDP 中的地址信息，使⽤公⽹地址回复 SIP 包。
◦ No：根据 RFC 3851 使⽤公⽹地址。
◦ Never：不使⽤公⽹地址。
◦ Route：使⽤公⽹地址，但是不携带 Rport。

3. 在 公⽹端⼝  栏，填写你在路由器上映射的外部端⼝。
• 公⽹ SIP UDP 端⼝：填写 8092。
• 公⽹ SIP TCP 端⼝：置空。本例中未使⽤ SIP TCP 协议。
• 公⽹ SIP TLS 端⼝：置空。本例中未使⽤ SIP TLS 协议。
• 公⽹ Linkus 端⼝：填写 6090。
• 公⽹ Web 服务端⼝：填写 9099。
• 公⽹ LDAP 端⼝：置空。本例中未使⽤ LDAP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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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 ⽤⼾可以使⽤域名远程登录 PBX 管理⽹⻚及 Linkus 客⼾端。
• 基于 SIP 协议的远程设备可以通过域名注册到 PBX。
• PBX 会根据 公⽹ IP 和端⼝  ⻚⾯的信息⽣成⼆维码和登录链接，⽤于 Linkus 远程通信。

注：
如果你已配置Yeastar FQDN，则系统会根据 FQDN 的信息来⽣成 Linkus 登录链接和⼆维码。

相关信息通过 Yeastar FQDN 远程访问 PBX通过公⽹ IP 远程访问 PBX通过公⽹ IP 和端⼝远程注册分机
通过公⽹ IP 远程访问 PBX
为了确保远程 Linkus 客⼾端和其他 SIP 设备可以与 PBX 正常通信，你需要在 PBX 上配置公⽹ IP 地址和端⼝。本⽂通过⽰例介绍如何使⽤公⽹ IP 地址实现 SIP 远程连接。
背景信息
本⽂假设你的⽹络环境如下：

• 公⽹ IP 地址：220.169.10.2
• 本地⽹络：

◦ 192.168.6.0/24
◦ 192.168.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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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 如果路由器⽀持 SIP ALG 功能，请禁⽤ SIP ALG。
• 已在路由器做好 NAT 相关的设置，并映射下列端⼝，以便 Linkus 客⼾端和其他 SIP 设备能够远程访问 PBX。如需在 PBX 上检查相关的内部端⼝，请参⻅管理服务端⼝。

本例中，映射下列端⼝：
服务 内部端⼝ 外部端⼝
SIP 注册 UDP 5060（默认值） UDP 8092
RTP RTP UDP 10000-12000（默认值） UDP 10000-12000
Web 服务端⼝ TCP 8088（默认值） TCP 9099
Linkus 服务器 TCP&UDP 8111（默认值） TCP&UDP 6090

操作步骤根据⽰例场景，按如下操作配置公⽹ IP 地址和端⼝。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络  > 公⽹ IP 地址和端⼝。
2. 在 公⽹ IP (NAT)  栏，完成下列配置：

• 公⽹ IP (NAT)：启⽤该选项。
注：

如果⻚⾯弹出安全提⽰窗⼝，你可以通过设置 国家地区 IP 访问防御  进⼀步强化远程访问的安全性。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6 - PBX 系统  | 568

• NAT 类型：选择 公⽹ IP 地址。
• 公⽹ IP 地址：填写 220.169.10.2。
• 本地⽹络地址：添加所有本地⽹络地址。本设置将允许你的本地设备使⽤本地⽹络直接与 PBX 通信，⽽不是⽤通过路由器。

本例中，添加两个本地⽹络： 192.168.5.0/255.255.255.0 和 192.168.6.0/255.255.255.0。
• NAT 模式：选择 SIP NAT 模式。本例中，选择 Yes。

◦ Yes：忽略 SIP 和 SDP 中的地址信息，使⽤公⽹地址回复 SIP 包。
◦ No：根据 RFC 3851 使⽤公⽹地址。
◦ Never：不使⽤公⽹地址。
◦ Route：使⽤公⽹地址，但是不携带 Rport。

3. 在 公⽹端⼝  栏，填写你在路由器上映射的外部端⼝。
• 公⽹ SIP UDP 端⼝：填写 8092。
• 公⽹ SIP TCP 端⼝：置空。本例中未使⽤ SIP TCP 协议。
• 公⽹ SIP TLS 端⼝：置空。本例中未使⽤ SIP TLS 协议。
• 公⽹ Linkus 端⼝：填写 6090。
• 公⽹ Web 服务端⼝：填写 9099。
• 公⽹ LDAP 端⼝：置空。本例中未使⽤ LDAP 协议。

4. 点击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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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结果
• ⽤⼾可以使⽤公⽹ IP 远程登录 PBX 管理⽹⻚及 Linkus 客⼾端。
• 基于 SIP 协议的远程设备可以通过公⽹ IP 注册到 PBX。
• PBX 会根据 公⽹ IP 和端⼝  ⻚⾯的信息⽣成⼆维码和登录链接，⽤于 Linkus 远程通信。

注：
如果你已配置Yeastar FQDN，则系统会根据 FQDN 的信息来⽣成 Linkus 登录链接和⼆维码。

相关信息通过域名远程访问 PBX通过 Yeastar FQDN 远程访问 PBX通过公⽹ IP 和端⼝远程注册分机
静态路由
静态路由概述
本⽂介绍静态路由表及其他与之相关联的系统路由。
路由表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提供的路由表包含系统默认的路由项和⾃定义的路由项。

系统默认路由项
配置 PBX ⽹络后，系统路由项默认添加到路由表中。你⽆法删除系统默认路由项。
更多信息，请参⻅系统默认路由项。

⾃定义路由项
如果系统使⽤双⽹⼝模式，你需要添加⼀条静态路由，使特定 IP 或域名可以通过指定的⽹⼝进⾏数据通信。更多信息，请参⻅添加静态路由。

系统默认路由项
配置 PBX ⽹络后，系统⾃动添加默认路由项。系统默认路由项如下：

• ⼀条名为 default  的路由项。传输⽬的地未知的数据包将路由到默认⽹关。
• ⽬的地在 LAN 或 WAN 端⼝的 IP 地址范围的路由项。⽬的地在 IP 地址范围内的数据包可以直接发送到⽬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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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如下⽰例介绍⾃动添加的系统路由。

⽹络设置
启⽤ LAN 端⼝和 WAN 端⼝，并且 LAN 端⼝为默认端⼝。默认的⽹络信息如下：

LAN 端⼝（默认端⼝） WAN 端⼝
IP 地址 192.168.6.124 10.10.1.18
⼦⽹掩码 255.255.255.0 255.255.255.0
⽹关 192.168.6.1 10.10.1.1
⾸选 DNS 服务器 192.168.1.1 10.10.1.1

系统默认路由项
路由表中⾃动添加的路由项如下：

• default 为默认路由项。默认情况下， 默认所有数据包通过 LAN ⼝转发到 192.168.6.1。
• 10.10.1.0/255.255.255.0 为 WAN ⼝的默认路由。

访问 10.10.1.0/255.255.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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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静态路由
本⽂通过⽰例介绍如何添加静态路由。
背景信息
通常在“专⽤ SIP 中继”⽅案中添加⾃定义静态路由。
本⽂假设你已经向 SIP 运营商购买了⼀条专⽤的 SIP 中继。SIP 运营商提供了⼀个专线专⽤的 SIP 路由器。该路由器仅⽤于注册和使⽤ SIP 中继，⽆法⽤于⽹络访问。

⽹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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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所⽰为 SIP 专线的⽹络⽰意图。
• 使⽤默认 LAN 端⼝进⾏⽹络通信。
• 使⽤ WAN 端⼝收发来⾃ SIP 中继 191.8.88.15 的数据。

⽹络设置
设置 值
⽹⼝模式 双⽹卡
默认⽹⼝ LAN 端⼝

LAN 端⼝
IP 地址 192.168.6.36
⼦⽹掩码 255.255.255.0
⽹关 192.168.6.1
⾸选 DNS 服务器 192.168.1.1

WAN 端⼝
IP 地址 10.10.1.18
⼦⽹掩码 255.255.255.0
⽹关 10.10.1.1
⾸选 DNS 服务器 10.10.1.1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6 - PBX 系统  | 572

操作步骤
要通过 WAN 端⼝收发 SIP 中继 191.8.88.15 上的数据，你需要在 PBX 上添加静态路由。 为 SIP 专线添加静态路由，操作如下：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络  > 静态路由，点击 添加。
2. 在弹出的窗⼝中，配置路由项：

• ⽬的地：填写 PBX 要使⽤该路由访问的⽬标 IP 地址。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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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标 IP 地址对应的⼦⽹掩码。本例中，填写 255.255.255.0。
• ⽹关：填写⽹关地址。本例中，填写 10.10.1.1。
• 跃点：可选。

跃点⽤来确定到达⽬的 IP 的最佳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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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中，选择 WAN。
3. 点击 保存  并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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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结果
在 PBX 上设置 IP 地址为 191.8.88.15 的 SIP 中继后，PBX 将通过 WAN 端⼝接收和发送 SIP 数据包，从⽽确保 PBX 与 SIP 运营商之间的通信。
后续步骤
为避免使⽤ SIP 中继时出现 SIP ⾳频问题，你可能需要在 PBX NAT 设置中将 SIP 中继所处的⽹段添加为本地标识⽹络。
如下所⽰，本例中，在 NAT 设置中添加 IP ⽹段 191.8.88.0/255.255.255.0。更多 NAT 信息，请参⻅通过域名远程访问 PBX。

管理静态路由
在Yeastar P 系列 IPPBX上添加静态路由后，你也可以编辑或删除这些路由。
编辑静态路由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络  > 静态路由。
2. 在要编辑的静态路由旁边点击 。
3. 编辑路由设置。
4. 点击 保存。

删除静态路由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络  > 静态路由。
2. 在要删除的静态路由旁边点击 。
3. 点击 是  确认删除。

DHCP 服务器
配置 PBX 为 DHCP 服务器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提供了⼀个内置的 DHCP 服务器。当本地局域⽹中没有可⽤的 DHCP 服务器，你可以设置 PBX 作为 DHCP 服务器使⽤，为本地⽹络中的设备分配 IP 地址、⽹关、DNS 和其他⽹络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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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确保本地⽹络中只有⼀个 DHCP 服务器在运⾏，否则 DHCP 客⼾端⽆法获取到 IP 地址。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络，点击 DHCP 服务器  ⻚签。
2. 开启顶部的 DHCP 服务器。
3. 完成以下⽹络配置。

• ⽹关：指定 DHCP 服务器默认⽹关的 IP 地址。
• ⼦⽹掩码：指定⽤于划分⼦⽹的⼦⽹掩码。
• ⾸选 DNS 服务器：为 DHCP 服务器指定 DNS 服务器。
• 次选 DNS 服务器：可选。为 DHCP 服务器指定次选 DNS 服务器。
• DHCP 地址范围：指定 DHCP 服务器可分配给 DHCP 客⼾端的 IP 地址范围。
• NTP 服务器：输⼊ N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提⽰：
此处默认值为 PBX 的 IP 地址，可将客⼾端设备的⽹络时间与 PBX 进⾏同步。

4. 单击 保存。
状态  显⽰ DHCP 正在运⾏。

执⾏结果
此时 PBX 可⽤作 DHCP 服务器，为本地⽹络中的⽹络设备分配 IP 地址，⽹关和其他⽹络配置。

⽇期和时间
⼿动更改系统时间
如果 PBX ⽆法联⽹时需要更改系统时间，你可以⼿动设置时间。本⽂介绍如何⼿动更改系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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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为确保系统⽣成的通话记录和其它记录的时间与本地时间⼀致，你可以将系统时间设置改为本地时间。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期和时间。
2. 在 ⽇期和时间  栏，设置本地时间。

a. 在 时区  下拉列表中，选择你当地的时区。
b. 可选：  设置是否启⽤ 夏令时。
c. 选择 ⼿动配置，设置本地时间。

3. 在 显⽰格式  栏，选择⽇期显⽰格式。
• ⽇期显⽰格式

◦ 年/⽉/⽇
◦ ⽉/⽇/年
◦ ⽇/⽉/年

• 时间显⽰格式
◦ 12⼩时制
◦ 24⼩时制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5. 重启 PBX，使配置⽣效。

执⾏结果
系统时间已更新为本地时间；通话记录和其它⽇志的时间也相应更新。
使⽤ NTP 服务器同步系统时间
如果 PBX 可以访问外⽹，你可以使⽤ NTP 服务器同步当前系统的时间。本⽂介绍如何使⽤ NTP 服务器同步系统时间。
背景信息
为确保系统⽣成的通话记录和其它记录的时间与本地时间⼀致，你可以将系统时间设置改为本地时间。
前提条件
确保 Yeastar P 系列 IPPBX  能访问外⽹。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期和时间。
2. 在 ⽇期和时间  栏，根据如下步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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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 时区  下拉列表中，选择你当地的时区。
b. 可选：  设置是否启⽤ 夏令时。
c. 选择 同步⽹络时间。
d. 使⽤默认的 NTP 服务器地址，或填写⼀个 NTP 服务器的地址。

3. 在 显⽰格式  栏，选择⽇期显⽰格式。
• ⽇期显⽰格式

◦ 年/⽉/⽇
◦ ⽉/⽇/年
◦ ⽇/⽉/年

• 时间显⽰格式
◦ 12⼩时制
◦ 24⼩时制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5. 重启 PBX，使配置⽣效。

执⾏结果
系统时间已更新为本地时间；通话记录和其它⽇志的时间也相应更新。

邮箱
邮箱概述
本⽂介绍邮件服务器、邮件模板、邮件每⽇发送限制和邮件发送⽇志。
邮件服务器在以下场景中，系统会发送邮件给系统管理员或分机⽤⼾：

• 发送 Linkus 欢迎邮件
• 发送传真到邮箱
• 发送语⾳留⾔到邮箱
• 发送事件通知

你可以使⽤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内置的邮件服务器发送邮件，也可以使⽤⾃定义的邮件服务器。
关于如何使⽤内置服务器，请参⻅ 启⽤ Yeastar 内置的 SMTP 服务器。
关于如何使⽤⾃定义邮件服务器，请参⻅ 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上设置 Gmail 邮箱服务器、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上设置 Outlook 邮箱服务器、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设置新浪邮箱服务器、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上设置雅⻁邮箱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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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模板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每个事件都有默认的邮件模板，你可以根据需要修改邮件模板。
更多信息，请参⻅ ⾃定义邮件模板。
单⽇发送邮件数
如果你使⽤⾃定义的邮件服务器发送邮件，你需要了解邮件服务器的单⽇发送上限。通常情况下，邮件服务器会限制⽤⼾每天发送邮件的数量，以保证邮箱安全和账号安全。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从邮件服务器获取单⽇允许的发送邮件数。如果超出该数量，⽤⼾就⽆法通过该邮件服务器发送邮件。
邮件发送⽇志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提供邮件发送⽇志。你可以通过邮件发送⽇志监控邮件发送状态，邮件发送失败时，通过⽇志快速定位问题。
更多信息，请参⻅ 邮件发送⽇志。
启⽤  Yeastar 内置的 SMTP 服务器
本⽂介绍如何启⽤  Yeastar 内置的 SMTP 服务器。
前提条件
确保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可以访问外⽹。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邮箱  > 邮件服务器。
2. 在 邮件服务器类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 星纵信息 SMTP 服务器。
3. 测试邮件服务器是否可以成功发送邮件。

a. 点击 测试。
b. 在 邮箱地址  字段，填写⼀个邮箱地址，⽤于接收测试邮件。
c. 点击 测试。

4.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 如果邮件发送成功，⻚⾯显⽰“测试成功”，收件⼈邮箱会收到⼀封测试邮件。
• 如果邮件发送失败，⻚⾯显⽰“发送失败”，并提⽰失败原因。你可以在 邮件发送⽇志  查看失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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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上设置 Gmail 邮箱服务器
本⽂介绍如何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设置 Gmail 邮箱服务器。
前提条件
确保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可以访问⾕歌服务。
步骤⼀、⽤ Google 账号创建应⽤专⽤密码
应⽤专⽤密码是⼀个 16 位的密码，⽤于授权其它应⽤或设备访问 Gmail 邮箱服务器。为了确保 PBX 可以访问 Gmail 邮箱服务器，你需要开启两步验证功能并创建应⽤密码。

1. 登录你的 Google 账号。
2. 在左边的导航栏，点击 安全性。
3. 开启两步验证。

a. 在 登录 Google  栏，点击 两步验证，填写 Gmail 密码。
b. 在 两步验证  ⻚⾯，点击 开始，填写 Gmail 密码。
c. 选择⼀种验证⽅式，根据提⽰验证你的帐⼾。
d. 点击 启⽤，开启两步验证。

4. 点击右上⻆的 ，返回 安全性  ⻚⾯。
5. 创建应⽤专⽤密码。

a. 在 登录 Google  栏，点击 应⽤专⽤密码，填写 Gmail 密码，验证你的账号。
b. 在 选择应⽤  下拉列表中，选择 其他（⾃定义名称）。
c. 填写设备名称，帮助你识别这个密码对应的设备。

例如，填写 Yeastar PBX。

https://myaccount.google.com/u/2/?tab=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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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点击 ⽣成。

应⽤专⽤密码⽣成后，你需要使⽤该密码在 PBX 上设置 Gmail 邮箱服务器。

步骤⼆、在 PBX 上设置 Gmail 邮箱服务器
为确保 PBX 可以通过你的 Google 账号访问 Gmail 邮箱服务器，并使⽤该账号发送邮件，你需要执⾏以下操作：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邮箱  > 邮件服务器。
2. 在 邮件服务器类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 ⾃定义邮件服务器。
3. 配置邮件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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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件⽅邮箱地址：填写 Gmail 地址。该地址为 PBX 发送邮件时所⽤的邮箱地址。
• 邮箱地址或⽤⼾名：填写 Gmail 地址。
• 密码：填写 16 位的应⽤专⽤密码，⽤于登录 Gmail 邮箱服务器。
• 发件服务器（SMTP）：填写⽤于发送邮件的服务器地址。保留默认值 smtp.gmail.com  即可。
• 端⼝：填写⽤于发送邮件的端⼝。保留默认值 587  即可。
• 启⽤ TLS：不勾选此项。

4. 测试邮件服务器是否可以成功发送邮件。
a. 点击 测试。
b. 在 邮箱地址  字段，填写⼀个邮箱地址，⽤于接收测试邮件。
c. 点击 测试。

5.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 如果邮件发送成功，⻚⾯显⽰“测试成功”，收件⼈邮箱会收到⼀封测试邮件。
• 如果邮件发送失败，⻚⾯显⽰“发送失败”，并提⽰失败原因。你可以在 邮件发送⽇志  查看失败原因。

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上设置 Outlook 邮箱服务器
本⽂介绍如何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上设置 Outlook 邮箱服务器。
前提条件
确保 PBX 可以访问外⽹。
步骤⼀、⽤ Microsoft 账⼾创建应⽤专⽤密码
应⽤专⽤密码是⼀个 16 位的密码，可授权其它应⽤或设备访问 Outlook 邮箱服务器。为了确保 PBX 可以访问 Outlook 邮箱服务器，你需要开启双重验证功能并创建应⽤专⽤密码。

1. 登录你的 Microsoft 账⼾。
2. 在上⽅的导航栏，点击 安全  ⻚签。
3. 开启双重验证。

a. 在 双重验证  栏，点击 打开，根据提⽰验证你的账⼾。

b. 在 双重验证  栏，点击 开启。
c. 阅读提⽰，点击 下⼀步。

https://account.micro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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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点击 完成。
双重验证已开启。

4. 创建应⽤专⽤密码。
a. 在上⽅导航栏，点击 安全性  ⻚签。
b. 在 应⽤密码  栏，点击 创建新应⽤密码。

应⽤专⽤密码⽣成后，你需要使⽤该密码在 PBX 上设置 Outlook 邮箱服务器。
步骤⼆、设置 Outlook 邮箱服务器为 PBX 的邮件服务器
为确保 PBX 可以通过你的 Microsoft 账号访问 Outlook 邮箱服务器，并使⽤该账号发送邮件，你需要执⾏以下操作：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邮箱  > 邮件服务器。
2. 在 邮件服务器类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 ⾃定义邮件服务器。
3. 配置邮件服务器。

• 发件⽅邮箱地址：填写 Outlook 邮箱地址。该地址为 PBX 发送邮件时所⽤的邮箱地址。
• 邮箱地址或⽤⼾名：填写 Outlook 邮箱地址。
• 密码：填写 16 位的应⽤专⽤密码，⽤于登录 Outlook 邮箱服务器。
• 发件服务器（SMTP）：填写⽤于发送邮件的服务器地址。保留默认值 smtp-mail.outlook.com  即可。
• 端⼝：填写⽤于发送邮件的端⼝。保留默认值 587  即可。
• 启⽤ TLS：不勾选此项。

4. 测试邮件服务器是否可以成功发送邮件。
a. 点击 测试。
b. 在 邮箱地址  字段，填写⼀个邮箱地址，⽤于接收测试邮件。
c. 点击 测试。

5.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 如果邮件发送成功，⻚⾯显⽰“测试成功”，收件⼈邮箱会收到⼀封测试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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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邮件发送失败，⻚⾯显⽰“发送失败”，并提⽰失败原因。你可以在 邮件发送⽇志  查看失败原因。
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设置新浪邮箱服务器
本⽂介绍如何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设置新浪邮箱服务器。
前提条件
确保 PBX 可以访问外⽹。
步骤⼀、启⽤新浪邮箱的 POP/SMTP 或 IMAP/SMTP 服务

1. 登录新浪邮箱，进⼊ 设置  >  更多设置。
2. 在左侧的菜单栏，点击 客⼾端pop/imap/smtp。
3. 设置客⼾端授权码。

a. 在 客⼾端授权码  栏，开启 授权码状态。
b. 在弹出的窗⼝中，根据提⽰，验证⼿机短信。
c. 在弹出的窗⼝中，复制授权码，并根据你的需要，勾选 开启POP / SMTP  或 开启 IMAP / SMTP。
d. 点击  关闭窗⼝。

步骤⼆、设置新浪邮箱服务器为 PBX 的邮件服务器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邮箱  > 邮件服务器。
2. 在 邮件服务器类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 ⾃定义邮件服务器。
3. 配置邮件服务器。

• 发件⽅邮箱地址：填写新浪邮箱地址。该地址为 PBX 发送邮件时所⽤的邮箱地址。
• 邮箱地址或⽤⼾名：填写新浪邮箱地址。
• 密码：填写授权码，⽤于登录新浪邮箱服务器。
• 发件服务器（SMTP）：填写⽤于发送邮件的服务器地址。保留默认值 smtp.sina.com  即可。
• 端⼝：填写⽤于发送邮件的端⼝。保留默认值 25  即可。
• 启⽤ TLS：不勾选此项。

4. 测试邮件服务器是否可以成功发送邮件。
a. 点击 测试。
b. 在 邮箱地址  字段，填写⼀个邮箱地址，⽤于接收测试邮件。
c. 点击 测试。

5. 点击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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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结果
• 如果邮件发送成功，⻚⾯显⽰“测试成功”，收件⼈邮箱会收到⼀封测试邮件。
• 如果邮件发送失败，⻚⾯显⽰“发送失败”，并提⽰失败原因。你可以在 邮件发送⽇志  查看失败原因。

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上设置雅⻁邮箱服务器
本⽂介绍如何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上设置雅⻁邮箱服务器。
前提条件
确保 PBX 可以访问外⽹。
步骤⼀、在雅⻁邮箱⽣成 App 密码

1. 登录 雅⻁邮箱。
2. 在右上⻆，点击  >  账号资料。
3. 点击 账号安全  >  ⽣成 App 密码。
4. 在弹出的窗⼝中，配置 App 密码。

a.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 其他 App。
b. 在⽂本框中，填写⼀个名称。例如：Yeastar PBX。
c. 点击 ⽣成。

16 位授权码已⽣成。
步骤⼆、设置雅⻁邮箱服务器为 PBX 的邮件服务器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邮箱  > 邮件服务器。
2. 在 邮件服务器类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 ⾃定义邮件服务器。
3. 配置邮件服务器。

• 发件⽅邮箱地址：填写雅⻁邮箱地址。该地址为 PBX 发送邮件时所⽤的邮箱地址。
• 邮箱地址或⽤⼾名：填写雅⻁邮箱地址。
• 密码：填写 16 位授权码，⽤于登录雅⻁邮箱服务器。
• 发件服务器（SMTP）：填写⽤于发送邮件的服务器地址。保留默认值 smtp.mail.yahoo.com  即可。
• 端⼝：填写⽤于发送邮件的端⼝。保留默认值 587  即可。
• 启⽤ TLS：不勾选此项。

4. 测试是否可以成功发送邮件。
a. 点击 测试。
b. 在 邮箱地址  字段，填写⼀个邮箱地址，⽤于接收测试邮件。
c. 点击 测试。

https://login.yahoo.com/?.int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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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结果
• 如果邮件发送成功，⻚⾯显⽰“测试成功”，收件⼈邮箱会收到⼀封测试邮件。
• 如果邮件发送失败，⻚⾯显⽰“发送失败”，并提⽰失败原因。你可以在 邮件发送⽇志  查看失败原因。

⾃定义邮件模板
本⽂介绍如何⾃定义邮件通知语⾔和邮件模板内容。
背景信息
如果使⽤邮件作为事件通知⽅式，当事件触发时，系统会使⽤预置的邮件模板，发送通知邮件给相关联系⼈。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提供以下类型的邮件模板：

• 操作：密码变更和登录状态变更的相关事件。
• 话务：SIP 中继和紧急呼叫相关的事件。
• 系统：系统性能相关的事件，例如  CPU 过载、内存使⽤率过⾼、检测到固件新版本、系统升级成功等。
• 安全：⽤⼾被锁定、⾃动防御等相关的安全事件。
• 事件提醒：订阅服务相关的事件。
• 邮件：分机相关的邮件通知事件。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邮箱  > 邮件模板。
2. 设置邮件通知语⾔。

a. 点击 邮件通知语⾔。
b. 在弹出的窗⼝中，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种语⾔。
c. 点击 保存。

系统将以选定的语⾔发送邮件。
3. ⾃定义邮件模板内容。

a. 在 邮件模板  列表，点击模板旁边的 。
b. 在 模板  下拉列表中，选择 ⾃定义。
c. 根据你的需要，编辑邮件主题和邮件内容。

注：
不⽀持插⼊图⽚、视频或⾳频。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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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发送⽇志
本⽂介绍邮件发送⽇志相关的背景知识以及如何查询邮件发送⽇志。
邮件发送⽇志概述你可以通过邮件发送⽇志监控邮件发送状态；邮件发送失败时，快速定位问题。

邮件发送⽇志的存储
邮件发送⽇志保存在 PBX 的本地磁盘，存储位置不可更改。

邮件发送⽇志的⾃动清理
默认情况下，邮件发送⽇志达到 50,000 条时，系统会⾃动清理最早的数据。你可以更改最⼤存储条数，也可以设置最⼤存储天数。
更多信息，请参⻅ ⾃动清理。

查询邮件发送⽇志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邮箱  > 邮件发送⽇志。
2. 设置搜索条件，查询⽇志。

• 发送结果：查询所有⽇志或按发送结果查询。
• 邮件模板名称：按邮件模板查询。
• ⽣成时间：按⽇志⽣成时间查询。
• 收件⽅：按收件⼈邮箱地址查询。

对于未发送成功的邮件，你可以将⿏标悬停在 失败  字段，查看邮件发送失败的原因。

存储
存储概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提供本地存储（LOCAL），也⽀持外接存储设备（USB、SD 卡、硬盘）和⽹络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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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限制
表  61.

存储类型 P550 P560 P570
本地存储（LOCAL） 1 1 1
USB 2.0 1 1 1
硬盘 0 1 1
SD 卡（最⼤ 64 GB） 0 1 1
⽹络磁盘 1 2 2

⽀持设置存储位置的数据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设置以下数据的存储位置：
• 语⾳留⾔
• 录⾳

注：
录⾳⽂件不能存储在 PBX 本地（LOCAL）。

• ⽇志，包括事件⽇志、邮件发送⽇志、操作⽇志和系统⽇志。
更多信息，请参⻅ 管理存储位置。
默认情况下，当以上数据达到最⼤存储条数或最⼤存储天数时，系统会⾃动清理最早的数据。更多信息，请参⻅ ⾃动清理。
存储设备存储设备  栏显⽰系统本地存储、外部存储设备和⽹络磁盘的信息。你可以点击以下图标，管理存储设备。

• ：刷新存储设备的状态。
• ：编辑⽹络磁盘的信息。
• ：删除⽹络磁盘。
• ：格式化  USB、硬盘或 SD 卡。
• ：移除  USB、硬盘或 SD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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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USB
本⽂介绍如何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上配置 USB。
前提条件

• USB 接⼝必须为 2.0。
• 建议提前备份 USB 数据。

操作步骤
1. 将 USB 插⼊ PBX 的 USB ⼝。
2. 格式化 USB。

注：
格式化完成后，USB 上的所有数据都会被擦除。

a.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存储  > 存储设备。
b. 点击 USB 旁边的 。
c.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确定。

USB 正在格式化。
3. 在 存储设备  栏，查看 USB 的状态。

• 正常：USB 已连接。
• 未接⼊：USB 未接⼊。
• 格式错误：格式错误。
• 只读：⽆法写⼊数据。

后续步骤
设置哪些数据要存储在 USB 上。更多信息，请参⻅ 管理存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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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硬盘
本⽂介绍如何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配置硬盘。
前提条件

• 仅 P560 和 P570 ⽀持硬盘。
• PBX 已断电。
• 固态硬盘尺⼨限制为 2.5 。
• 建议提前备份硬盘数据。

操作步骤
1. 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安装硬盘。

a. 拧开设备侧边的螺丝，取下外壳。

b. 将硬盘锁在⽀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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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将硬盘往接⼝处推。

d. 旋紧螺丝固定硬盘。

2. 格式化硬盘。
注：

格式化完成后，硬盘上的所有数据都会被擦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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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存储  > 存储设备。
b. 点击硬盘旁边的 。
c.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确定。

硬盘正在格式化。
3. 在 存储设备  栏，查看硬盘的状态。

• 正常：硬盘已连接。
• 未接⼊：硬盘未接⼊。
• 格式错误：格式错误。
• 只读：⽆法写⼊数据。

后续步骤
给 PBX 上电，访问 PBX，设置哪些数据要存储在硬盘上。更多信息，请参⻅ 管理存储位置。
配置 SD 卡
本⽂介绍如何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上配置 SD 卡。
前提条件

• 仅 P560 和 P570 ⽀持 SD 卡。
• SD 卡要求：

◦ 最⼤容量：64 GB
◦ 最低性能：SDHC/SDXC Class10 UHS-I U3
◦ 最低读取速度：60 MB/s
◦ 推荐品牌：Sandisk Extreme Pro Series、Sandisk Extreme Series、Kingston

• 建议提前备份 SD 卡数据。
操作步骤

1. 将 SD 卡插⼊ PBX 上的卡槽。
2. 格式化 SD 卡。

注：
格式化完成后，SD 卡上的所有数据都会被擦除。

a.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存储  > 存储设备。
b. 点击 SD 卡旁边的 。
c.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确定。

SD 卡正在格式化。
3. 在 存储设备  栏，查看 SD 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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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SD 卡已连接。
• 未接⼊：SD 卡未接⼊。
• 格式错误：格式错误。
• 只读：⽆法写⼊数据。

后续步骤
设置哪些数据要存储在 SD 卡上。更多信息，请参⻅ 管理存储位置。
添加 Windows ⽹络磁盘
⽹络磁盘⽤于扩展存储空间。 你可以将语⾳留⾔、录⾳⽂件和⽇志存储在⽹络磁盘上。 本⽂介绍如何在 Windows 10 上添加共享⽂件夹，并将共享⽂件夹挂载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络磁盘数量限制

• P550：1 个
• P560：2 个
• P570：2 个

前提条件
确保电脑始终处于运⾏状态，否则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法将⽂件存储到共享⽂件夹。
步骤⼀、在 Windows 电脑上创建共享⽂件夹

1. 在电脑上创建⼀个⽂件夹，⽂件夹命名可⾃定义。
2. 右键点击⽂件夹，选择 属性  > 共享。
3. 点击 共享(S)...，设置共享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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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件夹共享给 所有⼈。
b. 在 权限级别  列，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读取/写⼊。
c. 点击 共享。
d.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完成。

4. 点击 ⾼级共享(D)...，设置⾼级共享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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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勾选 共享此⽂件夹。
b. 点击 权限。
c. 在弹出的窗⼝中，允许所有权限。
d. 点击 确定。

步骤⼆、关闭 Windows 电脑的防⽕墙功能
1. 进⼊ Windows 电脑的 控制⾯板  > 系统和安全  > Windows Defender 防⽕墙。
2. 在左边的导航栏，点击 启⽤或关闭Windows Defender 防⽕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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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专⽤⽹络设置  和 公⽤⽹络设置  栏，选择 关闭 Windows Defender 防⽕墙。

4. 点击 确定。
步骤三、在 PBX ⽹⻚界⾯添加⽹络磁盘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存储  > 存储位置。
2. 在 存储设备  栏，点击 添加⽹络磁盘。
3. 在弹出的窗⼝中，配置如下选项：

• 名称：⾃定义⼀个名称，帮助你识别这个⽹络磁盘。
• 地址/IP：填写 Windows 电脑的 IP 地址。
• 共享⽂件夹：填写共享⽂件夹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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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要挂载共享⽂件夹的⼦⽂件夹，填写 
{share_folder_name/subdirectory_name。{share_folder_name  表⽰共享⽂件夹名称，subdirectory_name  表⽰⼦⽂件夹名称。

• 连接⽤⼾名：填写共享⽂件夹所在电脑的 访问⽤⼾名。
• 连接密码：填写共享⽂件夹所在电脑的 访问密码。
• ⼯作组：可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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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点击 保存。
步骤四、查看连接状态在 存储设备  栏，查看⽹络磁盘的状态。

• 正常：⽹络磁盘已挂载。
• 未接⼊：⽹络磁盘未挂载。
• 格式错误：格式错误。
• 只读：⽆法写⼊数据。

后续步骤
设置哪些数据要存储在⽹络磁盘上。更多信息，请参⻅ 管理存储位置。
常⻅问题

1. 如何查询访问共享⽂件夹的⽤⼾名？
a. 在已创建⽂件夹的电脑上，按  + R  打开运⾏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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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输⼊ cmd  后回⻋进⼊命令提⽰符。
在命令提⽰符窗⼝，可查看当前电脑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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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和密码放空，即可挂载成功。
添加 Mac ⽹络磁盘
⽹络磁盘⽤于扩展存储空间。 你可以将语⾳留⾔、录⾳⽂件和⽇志存储在⽹络磁盘上。本⽂介绍如何在 Mac 电脑上添加共享⽂件夹，并将共享⽂件夹挂载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络磁盘数量限制

• P550：1 个
• P560：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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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70：2 个
前提条件
确保电脑始终处于运⾏状态，否则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法将⽂件存储到共享⽂件夹。
步骤⼀、在 Mac 电脑上创建共享⽂件夹

1. 在电脑上创建⼀个⽂件夹，⽂件夹命名可⾃定义。
2. 进⼊  > 系统偏好设置  > 共享，创建共享⽂件夹。

a. 在左边的导航栏，勾选 ⽂件共享。
b. 点击 选项，设置共享属性。

i. 勾选 使⽤ SMB 来共享⽂件和⽂件夹。
ii. 在 Windows ⽂件共享  栏，启⽤管理员账号，填写登录密码。
iii. 点击 完成。

c. 在 共享⽂件夹  栏，点击  添加要共享的⽂件夹。
d. 在 ⽤⼾  栏，选择 任何⼈，设置权限为 读与写。
e. 点击  关闭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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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关闭 Mac 电脑的防⽕墙功能
Mac 电脑上的防⽕墙功能默认关闭。如果你开启了防⽕墙，你需要根据如下步骤关闭防⽕墙，否则系统⽆法访问电脑上的共享⽂件夹。

1. 进⼊  > 系统偏好设置  > 安全性与隐私，点击 防⽕墙  ⻚签。
2. 确认防⽕墙功能已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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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在 PBX ⽹⻚界⾯添加⽹络磁盘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存储  > 存储位置。
2. 在 存储设备  栏，点击 添加⽹络磁盘。
3. 在弹出的窗⼝中，配置如下选项：

• 名称：⾃定义⼀个名称，帮助你识别这个⽹络磁盘。
• 地址/IP：填写 Mac 电脑的 IP 地址。
• 共享⽂件夹：填写共享⽂件夹的名称。

注：
要挂载共享⽂件夹的⼦⽂件夹，填写⼦⽂件夹的名称。

• 连接⽤⼾名：填写共享⽂件夹所在电脑的 访问⽤⼾名。
• 连接密码：填写共享⽂件夹所在电脑的访问密码。
• ⼯作组：可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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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点击 保存。
步骤四、查看连接状态在 存储设备  栏，查看⽹络磁盘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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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络磁盘已挂载。
• 未接⼊：⽹络磁盘未挂载。
• 格式错误：格式错误。
• 只读：⽆法写⼊数据。

后续步骤
设置哪些数据要存储在⽹络磁盘上。更多信息，请参⻅ 管理存储位置。
常⻅问题

1. 如何查询访问共享⽂件夹的⽤⼾名？
a. 进⼊  > 系统偏好设置  > ⽤⼾与群组，查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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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存储位置
本⽂介绍如何管理语⾳留⾔、录⾳⽂件和⽇志的存储位置。
前提条件

• 若将数据存储在本地磁盘上，请确保本地磁盘有⾜够的存储空间。
• 若将数据存储在外部存储设备或⽹络磁盘上，请确保设备或⽹络磁盘已连接。 更多信息，请参⻅以下⽂章：

◦ 配置 USB
◦ 配置硬盘
◦ 配置 SD 卡
◦ 添加 Windows ⽹络磁盘
◦ 添加 Mac ⽹络磁盘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存储  > 存储位置。
2. 在 存储位置  栏，选择语⾳留⾔、录⾳、⽇志的存储位置。

• 语⾳留⾔：可存储在本地磁盘、外部存储设备或⽹络磁盘。
• 录⾳：可存储在外部存储设备或⽹络磁盘。
• ⽇志：可存储在本地磁盘、外部存储设备或⽹络磁盘。

3.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新的语⾳留⾔、录⾳、⽇志会存储在指定位置。
后续步骤
设置语⾳留⾔、录⾳、⽇志的⾃动清理条件。更多信息，请参⻅ ⾃动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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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件、备份⽂件和⽇志（包括事件⽇志、邮件发送⽇志、操作⽇志和系统⽇志）。本⽂介绍⾃动清理相关的配置项。
通话记录⾃动清理

表  62.
设置 描述

最⼤存储条数 通话记录存储的最⼤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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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续)
设置 描述

达到该数值的 90% 时，将触发 ⾃动清理提醒  事件，系统会通过指定⽅式通知相关联系⼈。
达到最⼤存储条数时，将⾃动清理最早的通话记录。
默认值：200,000
最⼤值：1,000,000

最⼤存储天数 设置通话记录存储的最⼤天数。
达到该数值的 90% 时，将触发 ⾃动清理提醒  事件，系统会通过指定⽅式通知相关联系⼈。
达到最⼤存储天数时，将⾃动清理最早的通话记录。
默认值：0，表⽰⽆限制。

语⾳留⾔⾃动清理
表  63.

设置 描述
最⼤存储条数 语⾳留⾔存储的最⼤条数。

达到该数值的 90% 时，将触发 ⾃动清理提醒  事件，系统会通过指定⽅式通知相关联系⼈。
达到最⼤存储条数时，将⾃动清理最早的语⾳留⾔。
默认值：100
最⼤值：500

最⼤存储天数 语⾳留⾔存储的最⼤天数。
达到该数值的 90% 时，将触发 ⾃动清理提醒  事件，系统会通过指定⽅式通知相关联系⼈。
达到最⼤存储天数时，将⾃动清理最早的语⾳留⾔。
默认值：0，表⽰⽆限制。

录⾳⽂件⾃动清理
表  64.

设置 描述
设备最⼤使⽤率（%） 录⾳⽂件存储设备的最⼤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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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续)
设置 描述

达到该数值的 90% 时，将触发 ⾃动清理提醒  事件，系统会通过指定⽅式通知相关联系⼈。
达到最⼤使⽤率时，将⾃动清理最早的录⾳⽂件。
默认值：80%
最⼤值：90%

最⼤存储天数 录⾳⽂件存储的最⼤天数。
达到该数值的 90% 时，将触发 ⾃动清理提醒  事件，系统会通过指定⽅式通知相关联系⼈。
达到最⼤存储天数时，将⾃动清理最早的录⾳⽂件。
默认值：0，表⽰⽆限制。

系统备份⽂件⾃动清理
表  65.

设置 描述
最⼤⽂件数 系统备份存储的最⼤⽂件数。

达到该数值的 90% 时，将触发 ⾃动清理提醒  事件，系统会通过指定⽅式通知相关联系⼈。
达到最⼤⽂件数时，将⾃动清理最早的备份⽂件。
默认值：5
最⼤值：8

事件⽇志⾃动清理
表  66.

设置 描述
最⼤存储条数 事件⽇志存储的最⼤条数。达到最⼤存储条数时，将⾃动清理最早的事件⽇志。

注：
部分事件⽇志不会被⾃动清理。当不允许⾃动清理的⽇志数量达到 5,000 时，将⾃动清理最早的事件⽇志。
默认值：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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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续)
设置 描述

最⼤值：1,000,000
最⼤存储天数 事件⽇志存储的最⼤天数。

达到最⼤存储天数时，将⾃动清理最早的事件⽇志。
默认值：0，表⽰⽆限制。

邮件发送⽇志⾃动清理
表  67.

设置 描述
最⼤存储条数 邮件发送⽇志存储的最⼤条数。

达到最⼤存储条数时，将⾃动清理最早的邮件发送⽇志。
默认值：50,000
最⼤值：1,000,000

最⼤存储天数 邮件发送⽇志存储的最⼤天数。
达到最⼤存储天数时，将⾃动清理最早的邮件发送⽇志。
默认值：0，表⽰⽆限制。

操作⽇志⾃动清理
表  68.

设置 描述
最⼤存储条数 操作⽇志存储的最⼤条数。

达到最⼤存储条数时，将⾃动清理最早的操作⽇志。
默认值：50,000
最⼤值：1,000,000

最⼤存储天数 操作⽇志存储的最⼤天数。
达到最⼤存储天数时，将⾃动清理最早的操作⽇志。
默认值：0，表⽰⽆限制。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6 - PBX 系统  | 605

系统⽇志⾃动清理
表  69.

设置 描述
最⼤存储量（MB） 系统⽇志的最⼤⽂件⼤⼩。

达到最⼤存储量时，将⾃动清理最早的系统⽇志。
默认值：10

最⼤存储天数 系统⽇志存储的最⼤天数。
达到最⼤存储天数时，将⾃动清理最早的系统⽇志。
默认值：7
最⼤值：15

⽂件共享
配置 FTP ⽂件共享
配置 FTP ⽂件共享功能后，Yeastar P 系列 IPPBX  可作为 FTP 服务器使⽤。⽤⼾可在本地电脑上通过 FTP 访问存储在 PBX 本地存储和外部存储中的⽂件。

注：
默认 FTP 端⼝为 21。 你可以在 系统  > ⽹络  > 服务端⼝  中修改 FTP 端⼝。
操作步骤
步骤⼀、在 PBX 上启⽤ FTP
步骤⼆、通过 FTP 访问 PBX ⽂件
步骤⼀、在 PBX 上启⽤ FTP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存储  > ⽂件共享。
2. 在 FTP  栏，启⽤ FTP  并在弹窗中点击 知道了。
3. 勾选 允许挂载⾄ FTP。

注：
确保该选项已勾选，否则你将⽆法访问存储在 PBX 外部存储中的⽂件。

4. 点击 保存。
此时 PBX 可⽤作 FTP 服务器。

5. 查看 账号，点击  查看并记录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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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FTP 密码与 SSH 密码相同，当 SSH 密码被重置时，FTP 密码会⾃动同步。

步骤⼆、通过 FTP 访问 PBX ⽂件
1. 在 Windows 系统电脑上，按下 Win  + E  组合键，打开 Windows 资源管理器。
2. 在地址栏中，输⼊ PBX 的 FTP 访问地址 ftp://{pbx_ip}，并按 Enter  键。

例如：PBX 的 IP 地址为 192.168.7.150，则输⼊地址为 ftp://192.168.7.150。
3. 在弹出的窗⼝中，输⼊所需凭据。

a. 输⼊⽤⼾名和密码。
• ⽤⼾名：输⼊ support。
• 密码：输⼊ FTP 密码。

b. 点击 登录。你将会看到以下⽂件夹，这些⽂件夹中包含了存储在 PBX 本地存储和外部存储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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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选：进⼊⽂件夹 ftp_media  可查看存储在 PBX 外部存储设备上的⽂件。ftp_media  中的⼦⽂件夹会因为连接 PBX 的外部存储设备不同⽽存在差异：
• mmc  ⽂件夹内包含存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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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如果在进⼊ ftp_media  ⽂件夹之后没有看⻅任何的⼦⽂件夹，检查你的 PBX 是否与外部存储设备正确连接。

执⾏结果
你可以根据需要从本地电脑上通过 FTP 协议访问、编辑、上传或下载 PBX 本地存储和外部存储中的⽂件。
配置 PBX 外部存储⽂件共享
Yeastar P 系列 IPPBX⽀持⽂件共享功能，该功能允许你从本地电脑上访问、编辑、上传或下载存储在外部存储设备（SD卡、USB、硬盘）的⽂件。
前提准备

• 你已在 PBX 上配置了外部存储设备。
• 你已设置在外部存储设备上存储数据，具体设置请参⻅ 管理存储位置。

操作步骤
步骤⼀、在 PBX 上启⽤⽂件共享功能
步骤⼆、在电脑上访问共享⽂件
步骤⼀、在 PBX 上启⽤⽂件共享功能

1. 登录 PBX 管理⽹⻚，进⼊系统  > 存储  > ⽂件共享。
2. 在 ⽂件共享  栏，启⽤ ⽂件共享  并在弹窗中点击 知道了。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6 - PBX 系统  | 608

3. 勾选 允许修改共享⽂件。
注：

确保该选项已勾选，否则你将⽆法编辑、上传或下载共享⽂件夹中的⽂件。
4. 在 共享⽂件夹名称  中，指定⼀个⽂件夹名称，帮助你识别此⽂件夹。
5. 点击 保存。
6. 查看并记录共享⽂件夹的 账号  和 密码。

• 账号：share。
注：

账号  名称固定，不可更改。
• 密码：系统随机⽣成密码。

◦ 点击  查看密码。
◦ 点击  ⽣成⼀个新的随机密码。

步骤⼆、在电脑上访问共享⽂件
1. 在 Windows 电脑的搜索框中，输⼊ \\{pbx_ip}  后，按 Enter  键。例如：PBX 的 IP 地址为 192.168.7.112，则输⼊ \\192.168.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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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击共享⽂件夹。

⻚⾯弹出⼀个窗⼝，要求输⼊登录凭据。
3. 在弹出的窗⼝中，输⼊凭据。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6 - PBX 系统  | 610

a. 输⼊⽤⼾名和密码。
• ⽤⼾名：输⼊ share。
• 密码：输⼊密码。

b. 点击 确定。现在你可以访问此共享⽂件夹。该⽂件夹中包含了来⾃外部存储的⽂件，其内部的⼦⽂件夹会因为连接到 PBX 的外部存储设备不同⽽存在差异：
• mmc  ⽂件夹内包含存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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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如果在进⼊共享⽂件夹之后没有看⻅任何的⼦⽂件夹，请检查你的 PBX 是否与外部存储设备正确连接。

常⻅问题
Windows 10 ⽤⼾⽆法访问共享⽂件？

如果你⽆法访问到共享⽂件夹，并看到如下的弹窗提⽰，可以根据下列步骤进⾏操作。

1. 进⼊ Windows 电脑的 控制⾯板  > 程序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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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窗⼝左侧栏中，点击 启⽤或关闭 Windows 功能。
3. 在弹出的窗⼝中，勾选 SMB 1.0/CIFS ⽂件共享⽀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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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下 Win + X  组合键打开超级菜单，单击 Windows PowerShell(管理员)(A)。

5. 在弹出的命令框中，输⼊ Set-SmbServerConfiguration –
EnableSMB2Protocol $true，并按 Enter  键。

6. 再次按下 Enter  键执⾏命令。
7. 重启计算机并重试。

配置 PBX 为 TFTP 服务器
通过配置 TFTP 功能，Yeastar P 系列 IPPBX  可作为 TFTP 服务器运⾏，你可以通过 TFTP 协议在特定的 PBX ⽂件夹（/ysdisk/tftpboot）中上传或下载⽂件。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存储  > ⽂件共享。
2. 滚动⻚⾯到 TFTP  栏，启⽤ TFTP  并在弹窗中点击 知道了。
3. 点击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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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结果
现在 PBX 可作为 TFTP 服务器使⽤，你可以通过 TFTP 协议在特定的 PBX ⽂件夹中上传或下载⽂件。
TFTP ⽂件共享⽰例本章节提供⼀个⽰例，介绍如何使⽤ Tftpd64 在指定的 PBX ⽂件夹中上传和下载⽂件。

配置 TFTP 客⼾端
1. 下载 Tftpd64  并运⾏此软件 。
2. 在软件窗⼝顶部栏中，点击 Browse  选择⽂件存储路径。
3. 在 Server interface  下拉列表中，选择本地计算机的 IP 地址。

从 PBX 下载⽂件
1. 在 Tftpd64 中，进⼊ Tftp Client  ⻚⾯。
2. 在 Host  中，输⼊ PBX 的 IP 地址。
3. 在 Remote File  中，输⼊你需要下载的⽂件名称。
4. 点击 Get  下载⽂件。

https://bitbucket.org/phjounin/tftpd64/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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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件到 PBX
1. 在 Tftpd64 中，进⼊ Tftp Client  ⻚⾯。
2. 在 Host  中，输⼊ PBX 的 IP 地址。
3. 点击 Local File  旁的  选择要上传的⽂件。
4. 点击 Put  上传⽂件。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6 - PBX 系统  | 615

事件通知
事件通知概述
事件通知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重要的系统事件，了解 PBX 相关的操作变更。事件发⽣时，PBX 会记录告警事件，并通过指定⽅式通知相关联系⼈。本⽂介绍事件类型、事件等级、通知联系⼈、通知⽅式、通知邮件模板和事件⽇志的⾃动清理。
事件类型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以下事件类型：

• 操作
• 话务
• 系统
• 安全
• 提醒

表  70. 操作
事件 描述

管理员登录成功 管理员成功登录 PB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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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0. 操作  (续)
事件 描述

⽹⻚⽤⼾登录成功 ⽤⼾成功登录 PBX ⽹⻚或 Linkus ⽹⻚端。
⽹⻚⽤⼾登录失败 ⽤⼾登录 PBX ⽹⻚或 Linkus ⽹⻚端失败。
Linkus ⽤⼾登录失败 ⽤⼾登录 Linkus ⼿机端或 Linkus 桌⾯端失败。
管理员密码更改 管理员密码更改。
分机密码更改 ⽤⼾的⽤⼾密码更改。
RPS 请求成功 IP 话机的 RPS 请求成功。
RPS 请求失败 IP 话机的 RPS 请求失败。

表  71. 话务
事件 描述

SIP 中继注册失败 SIP 中继连接失败或注册失败。
SIP 中继恢复注册 SIP 中继重新注册上或重新连接上。
拨打紧急号码 ⽤⼾拨打了紧急号码。

表  72. 系统
事件 描述

CPU 过载 CPU 连续 10 秒内超过90%。
内存使⽤率过⾼ 内存连续 10 秒内超过90%。
D30 模块异常 D30 模块异常。
存储介质异常 ⽆法向存储设备写⼊数据。
存储介质空间不⾜ 达到存储介质容量的 90%。
存储介质失去连接 存储介质失去连接。
⾃动清理提醒 达到允许的存储限制的 90%。
系统重启 以下任⼀情况都会触发该事件：

• 系统配置后重启。
• 系统崩溃后⾃动重启。

系统还原 系统还原。
检测到固件新版本 系统⾃动检测到固件新版本。
系统升级成功 系统升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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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系统  (续)
事件 描述

双机热备故障切换 双机热备发⽣服务器切换。
备⽤服务器接管（仅 30 天） 主服务器故障，备⽤服务器已接管 PBX 系统，且备⽤服务器仅⽀持运⾏ 30 天。
备⽤服务器即将失效 当前接管通信的备⽤服务器即将过期。
主服务器数据恢复完成 主服务器已经修复好，且完成数据同步。
主备服务器双机异常 检测到主备服务器异常，两台服务器均⽆法正常使⽤。
数据同步异常（服务器丢失） ⽆法检测到对端服务器，⽆法进⾏主备数据同步。
星纵信息  SMTP 服务器异常 星纵信息  SMTP 服务器⽆法发送邮件。
激活服务异常 ⽆法连接到激活服务器。
数据同步异常（存储丢失） ⽆法检测到对端服务器的存储设备，⽆法进⾏主备数据同步。

表  73. 安全
事件 描述

⽹⻚⽤⼾被锁定 出现以下任⼀情况时，PBX 会拉⿊源 IP：
• 24 ⼩时内登录 PBX ⽹⻚或 Linkus ⽹⻚端失败 5 次。
• 24 ⼩时内超过 5 个账号被锁定。

Linkus ⽤⼾登录被锁 出现以下任⼀情况时，PBX 会拉⿊源 IP：
• 24 ⼩时内登录 Linkus ⼿机端或 Linkus 桌⾯端失败 5 次。
• 24 ⼩时内超过 5 个账号被锁定。

分机注册被锁定 出现以下任⼀情况时，PBX 会拉⿊源 IP：
• 注册失败超过 20 次。
• 超过 3 个账号被锁定。

⾃动防御拉⿊ IP 监控的服务或端⼝在指定的 时间间隔  内的 IP 数据包数量 超过设置的上限。
呼出频率限制超出 分机在指定的 时间周期  内的呼出频率已超出 “呼出频率限制规则” 设置的 限制的通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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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安全  (续)
事件 描述

通话呼叫⾄禁⽌国家 ⽤⼾拨打了被 PBX 禁⽌呼出的国家码。
API 授权失败被锁定 源 IP 由于多次 API 鉴权失败被 PBX 拉⿊。

表  74. 提醒
事件 描述

订阅服务到期提醒 订阅的服务即将到期。
视频会议时⻓⽤量已达 90% 视频会议使⽤量已达年总时⻓的 90%。
视频会议时⻓⽤尽 视频会议的年总时⻓⽤尽，视频会议功能将⽆法使⽤。

事件等级事件等级表⽰系统事件的严重程度。你可以为不同的事件等级指定不同的通知⼈。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以下事件等级：
• 通知：⼀般事件。
• 警告：警告事件，表⽰ PBX 的性能或配置存在问题，功能异常，需要关注。
• 异常：异常事件，表⽰ PBX 的性能或配置异常，需要及时处理。

注：
◦ 异常事件发⽣时，PBX ⽹⻚右侧会出现弹窗提醒。
◦ 对于默认等级为 通知  或 警告  的事件，即使你将事件等级更改为 异常，事件发⽣时 PBX ⽹⻚右侧也不会出现弹窗提醒。

通知联系⼈和通知⽅式
接收事件通知的联系⼈可以是内部⽤⼾或外部⽤⼾，不同的联系⼈可以接收不同等级的事件提醒。
⽀持的通知⽅式如下：

• 发送邮件
• 呼叫分机
• 呼叫⼿机

更多信息，请参⻅ 管理通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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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邮件模板
如果选择通过邮件通知联系⼈，那么事件发⽣时，系统会使⽤事件对应的邮件模板发送邮件。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为每个事件都提供了不同的邮件模板，你也可以根据需要⾃定义邮件模板内容。
更多信息，请参⻅ ⾃定义邮件模板。
事件⽇志⾃动清理
默认情况下，事件⽇志达到 50,000 条时，系统会⾃动清理最早的事件⽇志。你可以更改最⼤存储条数，也可以设置最⼤存储天数。
更多信息，请参⻅ ⾃动清理。
配置事件通知
本⽂介绍如何配置事件通知。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事件通知  > 事件类型。
2. 在 通知  列，为系统事件启⽤通知。

3. 配置事件通知。
• 事件等级：事件等级表⽰系统事件的严重程度。你可以使⽤默认级别或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个级别。
• 邮件模板：如果选择通过邮件通知联系⼈，系统会使⽤事件对应的邮件模板发送

邮件。如要⾃定义邮件内容，点击 。
• 通知联系⼈：添加通知联系⼈，设置通知⽅式。

更多信息，请参⻅管理通知联系⼈。
执⾏结果事件发⽣时，系统会执⾏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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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指定⽅式通知相关联系⼈。
• 在仪表盘的 事件趋势  栏，将该事件计⼊对应等级的数据中。
• 在 PBX ⽹⻚右上⻆，  右上⻆的数量加 1（该等级对应的颜⾊）。

注：
如果事件的默认等级为 异常，⽹⻚右上⻆会出现弹窗提醒。

后续步骤
点击右上⻆的 ，查看事件⽇志。
管理通知联系⼈
本⽂介绍如何添加、编辑或删除通知联系⼈。
添加通知联系⼈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事件通知  > 通知联系⼈，点击 添加。
2. 在弹出的窗⼝中，选择联系⼈并配置通知⽅式。

• 通知联系⼈：选择⼀个内部联系⼈或⾃定义⼀个外部⽤⼾。
如果⾃定义外部⽤⼾，选择 ⾃定义，在 联系⼈名称  字段填写联系⼈姓名。

• 通知⽅式：选择事件发⽣时，通知该联系⼈的⽅式。
◦ 呼叫分机：PBX 会拨打联系⼈绑定的分机号码。
◦ 发送邮件：PBX 会发送邮件到联系⼈绑定的邮箱地址。
◦ 呼叫⼿机：PBX 会拨打联系⼈绑定的⼿机号码。

注：
为确保 PBX 可以成功呼叫该⼿机号码，请确保你已经根据呼出路由的拨号规则正确配置前缀。

• 通知的事件等级：选择通知该联系⼈的事件等级。
该等级的事件发⽣时，系统才会通知联系⼈。

3. 点击 保存。
编辑通知联系⼈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事件通知  > 通知联系⼈。
2. 点击联系⼈旁边的 。

注：
要编辑超级管理员的事件通知，点击右上⻆的 ，选择 超级管理员设置。

3. 根据你的需要，更改通知⽅式或通知的事件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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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 保存。
删除通知联系⼈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事件通知  > 通知联系⼈。
2. 根据你的需要，删除单个或多个联系⼈。

• 删除单个联系⼈，点击联系⼈旁边的 ，点击 确定。
• 批量删除多个联系⼈，勾选联系⼈，点击 删除  和 确定。联系⼈从列表中删除，指定等级的事件发⽣时联系⼈将不再收到通知。

管理事件⽇志
事件⽇志可以帮助你监控、追踪系统的关键事件。本⽂介绍如何查看、下载事件⽇志，以及标记事件⽇志为已读状态。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事件通知  > 事件⽇志。
2. 设置搜索条件，搜索事件⽇志。

• 事件类型：搜索所有事件⽇志或按类型搜索事件⽇志。
• 事件等级：搜索所有事件⽇志或按事件等级搜索事件⽇志。
• 状态：搜索所有事件⽇志或按事件⽇志的读取状态（已读或未读）搜索。
• 事件名称：搜索所有事件⽇志或按事件搜索。
• 时间：选择事件发⽣的时间。

⻚⾯显⽰符合筛选条件的事件⽇志。
3. 根据你的需要，管理事件⽇志。

• 查看⽇志详情，点击⽇志旁边的 。
系统标记该⽇志为“已读”状态。

• 下载事件⽇志，点击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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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记事件⽇志为已读，点击 标记所有结果为已读。
注：

PBX ⽹⻚右上⻆，  右上⻆代表该事件等级颜⾊的数字会被清除。

远程管理
远程管理概述
如果你需要远程技术⽀持，你可以将 PBX 连接到星纵统⼀管理平台。连接后，设备提供商可以通过安全隧道远程访问 PBX 系统进⾏故障排查。
激活⽅式

应⽤场景 激活说明
内部 IT ⼈员负责 PBX 系统的⽇常维护 通过授权码连接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和星纵统⼀管理平台
设备提供商负责 PBX 系统的⽇常维护 通过 Yeastar ID 连接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和星纵统⼀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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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状态
状态 描述
连接中 PBX 正在连接星纵统⼀管理平台。
已连接 PBX 已连接到星纵统⼀管理平台。
断开连接 PBX 未连接到星纵统⼀管理平台。
错误 PBX 已连接到星纵统⼀管理平台，但出现异常情况。
已过期 设备提供商订阅的远程管理服务已到期。

通过授权码连接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和星纵统⼀管理平台
如果内部 IT ⼈员在管理和维护 PBX 系统的过程中遇到⽆法解决的问题，需要设备提供商提供远程技术⽀持，你可以通过授权码将 PBX 连接到星纵统⼀管理平台。
前提条件
确保 Yeastar P 系列 IPPBX使⽤ 37.5.0.86 或更⾼版本。
操作步骤

1. 联系设备提供商获取授权码。
2.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远程管理。
3. 在 认证信息  栏，完成以下设置：

• 激活⽅式：选择 授权码。
• 授权码：填写设备提供商提供的授权码。

4. 可选：  在 账⼾  栏设置⼀个⽤⼾名和密码。设备提供商可以通过此账⼾信息远程登录 PBX 系统，你⽆需提供超级管理员或分机⽤⼾的登录凭证。
注：

• ⽤⼾名  不能和超级管理员的名称或分机⽤⼾的邮箱地址重复。
• 该账号的权限和⻆⾊为 Administrator  的分机⽤⼾权限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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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状态显⽰ 已连接，表⽰ PBX 已连接到星纵统⼀管理平台。

相关信息通过 Yeastar ID 连接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和星纵统⼀管理平台断开 Yeastar P 系列 IPPBX和星纵统⼀管理平台连接
通过 Yeastar ID 连接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和星纵统⼀管理平台
假设设备提供商负责管理和维护 PBX 系统，当你在使⽤ PBX 的过程中遇到问题时，你可以联系设备提供商通过 Yeastar ID 将你的 PBX 系统连接到星纵统⼀管理平台。通过 Yeastar ID 连接的⽅式可以帮助设备提供商快速连接你的设备进⾏故障排查。
前提条件
确保 Yeastar P 系列 IPPBX使⽤ 37.5.0.86 或更⾼版本。
操作步骤
联系设备提供商，根据以下步骤连接 PBX 到星纵统⼀管理平台。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远程管理。
2. 在 认证信息  栏，完成以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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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活⽅式：选择 Yeastar ID。
• Yeastar ID：填写设备提供商的 Yeastar ID。
• 密码：填写设备提供商的密码。

3. 可选：  在 账⼾  栏设置⼀个⽤⼾名和密码。设备提供商可以通过此账⼾信息远程登录 PBX 系统，你⽆需提供超级管理员或分机⽤⼾的登录凭证。
注：

• ⽤⼾名  不能和超级管理员的名称或分机⽤⼾的邮箱地址重复。
• 该账号的权限和⻆⾊为 Administrator  的分机⽤⼾权限相同。

4.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状态显⽰ 已连接，表⽰ PBX 已连接到星纵统⼀管理平台。

相关信息通过授权码连接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和星纵统⼀管理平台断开 Yeastar P 系列 IPPBX和星纵统⼀管理平台连接
断开 Yeastar P 系列 IPPBX和星纵统⼀管理平台连接
设备提供商排查并解决系统问题后，你可以⼿动断开 PBX 和星纵统⼀管理平台的连接。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远程管理。
2. 点击 断开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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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确定。
执⾏结果
状态显⽰ 断开连接，表⽰ PBX 系统已和星纵统⼀管理平台断开连接。

双机热备
双机热备概述
在⼀个应⽤系统中，服务器的⾼可靠性和⾼可⽤性起着⾄关重要的作⽤，⼀旦关键的服务器系统出现故障，可能会导致重要数据丢失和各种其他问题。Yeastar 提供双机热备⽅案，可以保证⾼可⽤的系统性能，防⽌因服务器意外故障⽽造成的不必要的业务损失。
使⽤限制

• PBX 固件版本：37.6.0.24  及以上版本
• 双机热备功能⽀持同⼀局域⽹中相同⽹段下的设备。
• 双机热备仅对 LAN 端⼝⽣效，WAN 端⼝不⽀持此功能。

注：
如果 PBX 的⽹⼝模式为 双⽹卡，需要将默认⽹⼝设置为 LAN 端⼝（路径：系统  > ⽹络 > 基础设置）。

• VPN ⽹络环境下，⽆法使⽤双机热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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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机制
以下描述双机热备功能具体运⾏机制。

设置双机热备
双机热备⽅案包含了两台 PBX，⼀台主服务器和⼀台备⽤服务器，两台服务器的硬件安装和固件版本需要⼀致。主服务器处于 “活跃” 状态，备⽤服务器处于 “备⽤” 状态且不可配置。
两台 PBX 共⽤同⼀个虚拟 IP 地址，该虚拟 IP 地址始终指向活跃 PBX。这样⼀来，PBX 管理员可以直接使⽤该虚拟 IP 地址访问和操作 PBX 系统。
具体的配置介绍，参⻅ 设置双机热备。

故障切换
在正常运⾏时，备⽤服务器定期向主服务器发送⼼跳包，并实时同步主服务器的配置和数据，确保两台服务器上的数据⼀致。
⼀旦主服务器发⽣故障，备⽤服务器发送的⼼跳包在设定时间内未收到主服务器的响应，则备⽤服务器会⾃动接管 PBX 系统，从⽽保证系统不间断运⾏。
此外，系统将发送 双机热备的相关事件通知  给相关联系⼈，提⽰尽快修复主服务器。

⼿动接管 PBX 系统
主服务器修复完成后，你需要⼿动设置主服务器，完成数据同步，并从备⽤服务器上将 PBX 系统接管回来。
具体的配置介绍，参⻅ 主服务器接管服务。

双机热备状态
下表列出了服务器的双机热备状态。

表  75.
状态 描述

运⾏中 该服务器正在运⾏中。
备⽤中 该服务器处于备⽤状态，且不⽀持配置。
异常 该服务器异常，备⽤服务器已接管通信。

设置双机热备
本⽂介绍如何在主服务器和备⽤服务器上设置双机热备功能。当主服务器发⽣故障时，备⽤服务器变为活跃状态，并接管 PBX 系统，从⽽减少故障时间和数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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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限制
• PBX 固件版本：37.6.0.24  及以上版本
• 双机热备功能⽀持同⼀局域⽹中相同⽹段下的设备。
• 双机热备仅对 LAN 端⼝⽣效，WAN 端⼝不⽀持此功能。

注：
如果 PBX 的⽹⼝模式为 双⽹卡，需要将默认⽹⼝设置为 LAN 端⼝（路径：系统  > ⽹络 > 基础设置）。

• VPN ⽹络环境下，⽆法使⽤双机热备功能。
前提条件
双机热备中的主服务器和备⽤服务器需要符合以下要求：

项⽬ 要求
产品型号 两台 PBX 的产品型号⼀致。
硬件安装 两台 PBX 的硬件安装情况⼀致（相同的扩展板和模块，安装在相同的位置和插槽）。
固件版本 两台 PBX 的固件版本⼀致。
IP 地址 两台 PBX 的 IP 地址均为静态 IP 地址。

应⽤场景
某公司为实现系统的⾼可⽤性，在本地局域⽹中设置了双机热备，服务器的 IP 地址如下所列：

• 主服务器 IP 地址：192.168.5.151
• 备⽤服务器 IP 地址：192.168.5.152
• 虚拟 IP 地址：192.168.5.150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系统  > 双机热备。
2. 在⻚⾯顶部，打开 启⽤双机热备  功能开关。

3. 在 服务器信息  栏，分别输⼊两台 PBX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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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主服务器
在主服务器的 双机热备  配置⻚⾯，完成以下设置。

设置备⽤服务器
在备⽤服务器的 双机热备  配置⻚⾯，完成以下设置。

设置
设置项的详细描述如下表所⽰。

表  76.
设置 描述

本服务器模式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服务器模式。
主服务器名称 输⼊⼀个名称，帮助你识别主服务器。在本例中，输⼊ 

Host_Server。
注：

主服务器和备⽤服务器中设置的 主服务器名称  要保持⼀致，以避免因事件通知中的服务器名称不同⽽产⽣混淆。
备⽤服务器名称 输⼊⼀个名称，帮助你识别备⽤服务器。在本例中，输⼊ 

Standby_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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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注：

主服务器和备⽤服务器中设置的 备⽤服务器名称  要保持⼀致，以避免因事件通知中的服务器名称不同⽽产⽣混淆。
主服务器 IP 地址 输⼊主服务器的 IP 地址。在本例中，输⼊ 192.168.5.151。
备⽤服务器 IP 地址 输⼊备⽤服务器的 IP 地址。在本例中，输⼊ 192.168.5.152。
认证码 设置⼀个认证码。

注：
两台 PBX 必须设置相同的认证码以验证连接。

4. 在 虚拟 IP 地址  栏，为双机热备服务器设置⽹络连接。

注：
当你输⼊虚拟 IP 地址后，对应的 ⼦⽹掩码、虚拟⽹关  和 ⽹络检测节点  信息会⾃动填⼊。

表  77.
设置 描述

虚拟 IP 地址 此处填写的虚拟 IP 地址是⼀个未被占⽤的 IP 地址，此 IP 地址将作为主备服务器共⽤的 IP 地址，并始终指向活跃 PBX 服务器。
注：

• 在主服务器和备⽤服务器上设置的 虚拟 IP 地址  需要保持⼀致。
• 双机热备启⽤后，你可以使⽤此处设置的虚拟 IP 地址访问和操作 PBX 系统。例如，在本地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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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中注册分机时，使⽤虚拟 IP 地址作为服务器的 IP 地址进⾏注册。

⼦⽹掩码 根据 PBX 所在的⽹络环境填写⼦⽹掩码，确保虚拟 IP 地址与服务器能相互通信。
虚拟⽹关 填写虚拟 IP 地址的⽹关地址，确保虚拟 IP 地址与服务器 IP 地址能相互通信。
⽹络检测节点 填写⽹络检测节点。备⽤服务器使⽤此节点判断⽹络是否处于全断⽹状态。若处于全断⽹状态，则不切换服务器。

5. 在 ⾼级选项  栏，完成以下设置。

表  78.
设置 描述

⼼跳检测间隔（秒） 定义发送⼼跳包的频率。
默认 2 秒，表⽰备⽤服务器每 2 秒钟发送⼀个⼼跳包，检测主服务器的运⾏状态。

宕机侦测时间（秒） 定义主服务器响应备⽤服务器的最⼤时间间隔。默认 120 秒，如果在设置时间内备⽤服务器未收到主服务器的有效回复，就会⾃动接管主服务器的⼯作。
注：

该值需⼤于主服务器启动时间（约 2 分钟），否则在主服务器启动过程中，备份服务器会⾃动接管主服务器⼯作。
通话录⾳数据同步 启⽤后，备⽤服务器将实时同步主服务器的通话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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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启⽤单边 WAN 端⼝ 启⽤后，主备服务器上的 WAN 端⼝只会开启⼀个。主备切换时，WAN ⼝的 IP 地址将切换为活跃 PBX 的 IP 地址。

6. 点击 保存。
系统提⽰你需要重启服务器，以使双机热备设置⽣效。

执⾏结果
注：

如果 PBX 不符合双机热备条件，双机热备功能配置会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动再重启⼀次备⽤服务器，否则备⽤服务器上的物理模块会因启动异常⽽⽆法使⽤。
主服务器

• PBX 重启后，双机热备的 状态  显⽰ 运⾏中。

• 当你配置主服务器时，配置会被同步到备⽤服务器上。
备⽤服务器

• PBX 重启后，双机热备的 状态  显⽰ 备⽤中。

• 如果你尝试配置备⽤服务器，系统将提⽰ “备⽤服务器不⽀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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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测试双机热备功能是否已⽣效。
1. 在主服务器上创建⼀个分机，点击 保存  并 应⽤。
2. 在备⽤服务器上，查看是否同步主服务器的设置。

你将看到备⽤服务器上⾃动新增了⼀个相同的分机。
主服务器接管服务
主服务器异常时，备⽤服务器会⾃动接管服务。主服务器修复后，你需要在主服务器上重新接管 PBX 系统服务。本⽂介绍主服务器如何接管服务。
背景信息当主服务器出现异常时，备⽤服务器将⾃动接管服务，并发送 双机热备故障切换  的事件通知给相关联系⼈。此时，主服务器和备⽤服务器的双机热备状态如下所⽰：

主服务器
双机热备状态显⽰为 异常，⻚⾯提⽰备⽤服务器已接管服务，你需要尽快修复主服务器。

备⽤服务器
双机热备状态由 备⽤中  变为 运⾏中，⻚⾯提⽰备⽤服务器已接管服务，你需要尽快修复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修复后，你需要⼿动设置主服务器，从备⽤服务器上接管 PBX 系统。
前提条件

• 确保主备服务器的固件版本相同。
• 确保接管时备⽤服务器上没有正在进⾏的通话，否则通话将被挂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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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登录主服务器的 PBX 管理⽹⻚，进⼊ 系统  > 双机热备。
2. 点击 修复完成，开始同步数据。

主服务器状态变为 备⽤中，并开始同步备⽤服务器上的数据。
数据同步完成后，PBX 系统将发送 主服务器数据恢复完成  的事件通知给相关联系⼈。

3. 点击 接管通信。

4. 在弹窗中，点击 确定。
执⾏结果

• 主服务器的双机热备状态显⽰为 运⾏中，主服务器成功接管通信。
• 备⽤服务器重新回到备⽤状态。



安全
安全概述
Yeastar P 系列 IPPBX提供静态防御、⾃动防御、IP 禁⽌名单等多个防御设置，⽤于防⽌⽹络攻击，增强通信安全。
静态防御
静态防御规则⽤于控制和过滤发送到 PBX 的数据。Yeastar P 系列 IPPBX  预置的静态防御规则，可以保证 Yeastar 服务器、PBX 和局域⽹内所有设备之间的通信安全。
默认情况下，PBX 始终接受以下地址的访问：

表  79.
类别 IP 地址或域名

本地局域⽹
• 10.0.0.0/255.0.0.0
• 172.16.0.0/255.240.0.0
• 192.168.0.0/255.255.0.0
• 169.254.0.0/255.255.0.0

Yeastar相关的域名 • update.yeastar.com
• rmtunnel.yeastar.com
• ctltunnel.yeastar.com
• tunnel.yeastar.com
• appcenter.yeastar.com
• mail.pbxsmtp.com
• active.yeastar.com

你也可以创建其它防御规则来接受、忽略或拒绝指定地址访问 PBX。当不允许访问 PBX 的地址尝试访问时，系统会拉⿊该地址，你可以在 IP 禁⽌名单  查看被拉⿊的地址。
更多信息，请参⻅ 添加静态防御规则  和 管理 IP 禁⽌名单。
⾃动防御
⾃动防御规则⽤于防⽌⼤量的连接尝试或恶意攻击。如果来⾃某个 IP 的数据包数量在指定时间间隔内超过允许接收的数据包数量，系统会拉⿊该 IP 地址。你可以在 IP 禁⽌名单  查看被拉⿊的 IP 地址。
Yeastar P 系列 IPPBX  预置的防御规则及对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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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0.
防御对象

防御规则名称 防御对象类型 防御端⼝ 防御协议 IP 数据包数量 时间间隔（秒）
SSH 服务 8022 TCP 10 60s
SIP UDP 服务 5060 UDP 40 2s
SIP TCP 服务 5060 TCP 40 2s
HTTP 服务 80 全部 120 60s
HTTPS 服务 8088 全部 120 60s

你也可以根据⾃⼰的需要，创建其它规则。
更多信息，请参⻅ 添加⾃动防御规则。
IP 禁⽌名单
被系统拉⿊的 IP 地址会列在 IP 禁⽌名单  中。若信任的 IP 地址被拉⿊，你可以到 IP 禁⽌名单  中⼿动将该 IP 地址移出禁⽌名单。
更多信息，请参⻅ 管理 IP 禁⽌名单。
呼出频率限制
呼出频率限制规则⽤于限制指定时间周期内允许的外线呼出次数。
PBX 默认的呼出频率限制规则为：同⼀分机⽤⼾ 1 秒内最多拨打 5 个外线电话。
你也可以根据⾃⼰的需要，创建新的规则。
更多信息，请参⻅ 添加 “呼出频率限制” 规则。
防御选项PBX 提供其它防御选项，帮助你灵活调整安全策略。

• 禁⽤⾃动防御：启⽤该项后，⾃动防御规则失效。
• 禁⽤分机注册防御：启⽤该项后，系统预置的分机注册防御将会被禁⽤。
• 忽略所有（除静态防御的接受 IP 地址外）：启⽤该项后，除静态防御规则中接受的 IP 地址、域名、MAC 地址外，其它 IP 地址、域名、MAC 地址发送的请求都会被丢弃。

注：
启⽤该项之前，建议 备份 PBX 的配置。

• 忽略 Ping IP 请求：启⽤该项后，PBX 将忽略其它设备发送给 PBX 的 Ping 包。
• 下载全球⿊客 IP ⿊名单库：启⽤该项后，Yeastar 全球⿊客 IP ⿊名单库将会下载到 PBX，此⿊名单库中的 IP 地址发送的请求都会被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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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报 PBX 的 IP 禁⽌名单：启⽤该项后， 将会上报 PBX 上永久拉⿊的 IP 地址到 Yeastar 全球⿊客 IP ⿊名单库。
控制台/SSH访问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 SSH 访问。技术⽀持⼯程师可在 PBX 上建⽴临时 SSH 连接，查看⽇志并调试 PBX。
更多信息，请参⻅ 通过 SSH 访问 PBX。
证书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 T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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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信息，请参⻅以下⽂章：

• 上传 TLS 证书
• 上传 HTTPS 证书

允许的国家 IP
允许的国家 IP  ⽤于设置只允许某些国家或地区访问 PBX，防⽌⿊客远程访问 PBX，盗打国际⻓途电话、监听通话或执⾏其他可能危害系统安全的操作。
更多信息，请参⻅ 限制国家或地区访问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允许呼叫的国家地区
允许呼叫的国家地区  ⽤于限制⽤⼾拨打指定国家或地区的号码，防⽌⿊客盗打电话。
更多信息，请参⻅ 限制⽤⼾拨打指定国家或地区的号码。

全球⿊客IP⿊名单库计划
下载 Yeastar 全球⿊客 IP ⿊名单库计划
Yeastar 全球⿊客 IP ⿊名单库是⼀个中央数据库，记录了被 Yeastar PBX 系统拉⿊的 IP 地址和具有潜在威胁的 IP 地址。下载 Yeastar 全球⿊客 IP ⿊名单库后，来⾃⿊名单中的 IP 地址的请求都会被丢弃，从⽽降低⽹络攻击的⻛险。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安全  > 安全设置。
2. 点击 防御选项  ⻚签。
3. 在 加⼊全球⿊客 IP ⿊名单库计划  栏，勾选 下载全球⿊客 IP ⿊名单库。
4. 点击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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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结果Yeastar 全球⿊客 IP ⿊名单库中的 IP ⿊名单下载到 PBX；来⾃这些 IP 地址的请求都会被丢弃。
注：

系统每隔 7 天⾃动从 Yeastar 全球⿊客 IP ⿊名单库中获取最新的地址。
上报 PBX 的 IP 禁⽌名单
Yeastar 全球⿊客 IP ⿊名单库是⼀个中央数据库，记录了被 Yeastar PBX 系统拉⿊的 IP 地址和具有潜在威胁的 IP 地址。如果你愿意为此⿊名单库贡献⼀份⼒量，你可以上报 PBX 系统的 IP ⿊名单到 Yeastar。Yeastar 运维团队会评估、分析上报的 IP 地址，并只将恶意的地址添加到⿊名单库。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安全  > 安全设置。
2. 点击 防御选项  ⻚签。
3. 在 加⼊全球⿊客 IP ⿊名单库计划  栏，勾选 上报 PBX 的 IP 禁⽌名单。
4. 点击 保存。

执⾏结果PBX 上永久拉⿊的 IP 地址将会每天上报到 Yeastar 全球⿊客 IP ⿊名单库。
注：

• 永久拉⿊的 IP 地址指的是记录在 安全  > 安全规则  > IP 禁⽌名单  中并同时满⾜以下条件的地址：
◦ 拉⿊类型：IP 拉⿊
◦ 超时时间: 12/30/2099 23:59:59

• 为避免误拉⿊信任的 VoIP 设备或运营商，Yeastar 运维团队会评估、分析上报的 IP 地址，并只将恶意的地址添加到⿊名单库。新添加的 IP 地址将会与所有参与 Yeastar 全球⿊客 IP ⿊名单库计划的⽤⼾分享。

静态防御
添加静态防御规则
静态防御规则⽤于控制和过滤发送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的数据。本⽂介绍如何添加静态防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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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安全  > 安全规则  > 静态防御，点击 添加。
2. 在 基础设置  栏，配置防御规则。

• 名称：填写防御规则的名称。
• 描述：可选。填写防御规则描述。
• 动作：选择防御规则的动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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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直接丢弃数据，并且不做任何处理。
◦ 拒绝：PBX 将会拒绝指定地址的连接，并且回应对⽅，告知对⽅ PBX 已拒绝连接。

3. 在 防御对象  栏，配置防御对象。
• 对象类型：选择防御规则针对的对象类型。

◦ IP 地址：选择该项后，在 源IP地址/⼦⽹掩码  字段填写 IP 地址。
◦ 域名：选择该项后，在 域名  字段填写域名。
◦ MAC 地址：选择该项后，在 MAC 地址  字段填写 MAC 地址。

• 服务/端⼝范围：设置防御规则针对的服务或端⼝范围。
注：

只有当防御动作为 忽略  或 拒绝  时，才会显⽰该项。
◦ 服务：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个服务。该服务相关的端⼝都会应⽤本条防御规则。

注：
端⼝为 服务端⼝  的设置（系统  >  ⽹络）。
◦ 端⼝范围：设置端⼝范围。

• 协议：选择防御规则应⽤的协议类型。
◦ UDP
◦ TCP
◦ 全部：UDP 和 TCP。

4.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 对于允许访问 PBX 的地址，系统将始终接受该地址的访问。
• 对于不允许访问 PBX 指定服务或指定端⼝的地址，当该地址尝试访问 PBX 时，系统将拉⿊该地址。

管理静态防御规则
本⽂介绍如何编辑或删除静态防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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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静态防御规则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安全  > 安全规则  > 静态防御。
2. 点击防御规则旁边的 。
3. 根据你的需要，修改防御规则。
4. 点击 保存。

删除静态防御规则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安全  > 安全规则  > 静态防御。
2. 根据你的需要，删除单条或多条防御规则。

• 删除单条防御规则，点击防御规则旁边的 ，点击 确定。
• 批量删除防御规则，勾选要删除的防御规则，点击 删除  和 确定。

导出和导⼊静态防御规则
你可以导出 Yeastar P 系列 IPPBX上创建的静态防御规则，并以此为模板，在导出的⽂件上批量编辑静态防御规则，再导⼊到 PBX。本⽂介绍如何导出和导⼊静态防御规则。
导出所有静态防御规则
你可以导出所有静态防御规则（⽂件格式 .CSV），然后在导出的⽂件中增加、删除或修改静态防御规则。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安全  > 安全规则  > 静态防御。
2. 点击 导出。

CSV ⽂件⾃动下载到本地。你可以参考 静态防御规则参数  检查和编辑 CSV ⽂件中的参数。
导⼊所有静态防御规则建议你先导出静态防御规则数据（⽂件格式为 .CSV），然后使⽤该⽂件作为模板来编辑。通过这种⽅式，可以节省时间，提⾼效率。

前提条件
导⼊⽂件的要求：

• 格式：UTF-8 .CSV
• ⼤⼩：⼩于 50 MB
• ⽂件名称：⼩于 127 个字符
• 导⼊参数：确保导⼊的参数符合要求。更多关于导⼊参数的信息，请参⻅ 静态防御规则参数.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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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PBX 管理⽹⻚，进⼊ 安全  > 安全规则  > 静态防御。
2. 点击 导⼊。
3.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浏览，选择你的 CSV ⽂件。
4. 点击 上传。

CSV ⽂件中的静态防御规则会显⽰在⽹⻚上。
相关信息导⼊和导出 -FAQ

⾃动防御
添加⾃动防御规则
⾃动防御规则⽤于防⽌⼤量的连接尝试或恶意攻击。本⽂介绍如何添加⾃动防御规则。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安全  > 安全规则  > ⾃动防御，点击 添加。
2. 在 名称  字段，填写防御规则的名称。
3. 在 防御对象  栏，配置防御对象。

• 服务/端⼝范围：设置防御规则针对的服务或端⼝范围。
◦ 服务：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个服务。该服务相关的端⼝都会应⽤本条防御规则。

注：
端⼝为 服务端⼝  的设置（系统  >  ⽹络）。
◦ 端⼝范围：设置端⼝范围。

• 协议：选择防御规则应⽤的协议类型。
◦ UDP
◦ TCP
◦ 全部：UDP 和 TCP。

• IP 数据包数量：在设置的 时间间隔（秒）  内，允许接收的数据包数量。
• 时间间隔（秒）：接收数据包的时间间隔，单位为秒。

例如：IP 数据包数量  设置 90，时间间隔（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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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点击 保存。

执⾏结果如果来⾃某个 IP 的数据包数量在指定时间间隔内超过允许接收的数据包数量，系统会执⾏以下操作：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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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IP 地址。你可以在 IP 禁⽌名单  查看被拉⿊的 IP。
• 如果启⽤ ⾃动防御拉⿊IP  事件的通知，PBX ⽹⻚右侧会出现弹窗提醒，系统会通过指定⽅式通知相关联系⼈。

管理⾃动防御规则
本⽂介绍如何编辑或删除⾃动防御规则。
编辑⾃动防御规则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安全  > 安全规则  > ⾃动防御。
2. 点击防御规则旁边的 。
3. 根据你的需要，修改防御规则。
4. 点击 保存。

删除⾃动防御规则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安全  > 安全规则  > ⾃动防御。
2. 根据你的需要，删除单条或多条防御规则。

• 删除单条防御规则，点击防御规则旁边的 ，点击 确定。
• 批量删除防御规则，勾选要删除的防御规则，点击 删除  和 确定。

导出和导⼊⾃动防御规则
你可以导出 Yeastar P 系列 IPPBX上创建的⾃动防御规则，并以此为模板，在导出的⽂件上批量编辑⾃动防御规则，再导⼊到 PBX。本⽂介绍如何导出和导⼊⾃动防御规则。
导出所有⾃动防御规则
你可以导出所有⾃动防御规则（⽂件格式 .CSV），然后在导出的⽂件中增加、删除或修改⾃动防御规则。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安全  > 安全规则  > ⾃动防御。
2. 点击 导出。

CSV ⽂件⾃动下载到本地。你可以参考 ⾃动防御规则参数  检查和编辑 CSV ⽂件中的参数。
导⼊所有⾃动防御规则建议你先导出⾃动防御规则数据（⽂件格式为 .CSV），然后使⽤该⽂件作为模板来编辑。通过这种⽅式，可以节省时间，提⾼效率。

前提条件
导⼊⽂件的要求：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7 - 安全  | 643

• 格式：UTF-8 .CSV
• ⼤⼩：⼩于 50 MB
• ⽂件名称：⼩于 127 个字符
• 导⼊参数：确保导⼊的参数符合要求。更多关于导⼊参数的信息，请参⻅ ⾃动防御规则参数。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安全  > 安全规则  > ⾃动防御。
2. 点击 导⼊。
3.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浏览，选择你的 CSV ⽂件。
4. 点击 上传。

CSV ⽂件中的⾃动防御规则会显⽰在⽹⻚上。
相关信息导⼊和导出 -FAQ

IP 禁⽌名单
管理 IP 禁⽌名单
本⽂介绍如何查看或删除被拉⿊的 IP 地址。
查看被拉⿊的 IP 地址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安全  > 安全规则  > IP 禁⽌名单。
2. 查看被拉⿊的 IP 地址的详细信息。

• 防御类型：防御的类型。
• 拉⿊类型：拉⿊的类型，即拉⿊的是账号还是 IP 地址。
• 拉⿊范围：拉⿊或锁定的账号范围或端⼝范围。
• 攻击时间：攻击系统的时间。
• 协议：攻击的协议。
• 被攻击端⼝：攻击的端⼝。
• 源IP地址：攻击的源 IP 地址。
• 超时时间：该条拉⿊记录的超时时间。

注：
到达超时时间后，PBX 会⾃动清理这条记录。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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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被拉⿊的 IP 地址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安全  > 安全规则  > IP 禁⽌名单。
2. 根据你的需要，删除单个或多个被拉⿊的 IP 地址。

• 删除单个 IP 地址，点击拉⿊记录旁边的 ，点击 确定。
• 批量删除 IP 地址，勾选要删除的拉⿊记录，点击 删除  和 确定。

呼出频率限制
添加 “呼出频率限制” 规则
出于安全⽬的，我们建议你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中使⽤呼出频率限制规则来限制呼出频率。PBX 中的默认规则是限制同⼀个分机⽤⼾ 1 秒内最多拨打 5 个外线电话，你也可以根据需要设置⾃⼰的规则。如果电话系统被盗打，这些规则可以帮助你减少经济损失。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安全  > 安全规则  > 呼出频率限制，点击 添加。
2. 在弹出的窗⼝中，进⾏下列配置。

a. 在 名称  栏，设置⼀个名称，便于识别。
b. 点击 添加，设置限制参数。

• 限制的通话数：设置外线呼出的次数限制。
• 时间周期：设置⼀个时间周期，并选择时间单位为 分钟  或 秒。

c. 点击 保存  并 应⽤。
后续步骤
应⽤呼出频率限制规则来限制分机的呼出频率。更多信息，请参⻅ 限制分机⽤⼾拨打外线电话的频率。
管理 “呼出频率限制” 规则
本⽂介绍如何编辑或删除呼出频率限制规则。
编辑 “呼出频率限制” 规则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安全  > 安全规则  > 呼出频率限制。
2. 选择想要编辑的规则，点击 。
3. 根据你的需要，修改呼出频率限制规则。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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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呼出频率限制” 规则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安全  > 安全规则  > 呼出频率限制。
2. 根据你的需要，删除单条或多条呼出频率限制规则。

• 删除单条规则，点击规则旁边的 ，点击 确定。
• 批量删除规则，勾选要删除的规则，点击 删除  和 确定。

导出和导⼊ “呼出频率限制” 规则
你可以导出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创建的呼出频率限制规则，并以此为模板，在导出的⽂件上批量编辑呼出频率限制规则，再导⼊到 PBX。
导出所有 “呼出频率限制” 规则
你可以导出所有呼出频率限制规则（⽂件格式 .CSV），然后在导出的⽂件中增加、删除或修改呼出频率限制规则。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安全  > 安全规则  > 呼出频率限制。
2. 点击 导出。

CSV ⽂件⾃动下载到本地。你可以参考 呼出频率限制规则参数  检查和编辑 CSV ⽂件中的参数。
导⼊ “呼出频率限制” 规则
建议你先导出呼出频率限制规则数据（⽂件格式为 .CSV），然后使⽤该⽂件作为模板来编辑。通过这种⽅式，可以节省时间，提⾼效率。

前提条件
导⼊⽂件的要求：

• 格式：UTF-8 .CSV
• ⼤⼩：⼩于 50 MB
• ⽂件名称：⼩于 127 个字符
• 导⼊参数：确保导⼊的参数符合要求。更多关于导⼊参数的信息，请参⻅ 呼出频率限制规则参数。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安全  > 安全规则  > 呼出频率限制。
2. 点击 导⼊。
3.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浏览，选择你的 CSV ⽂件。
4. 点击 导⼊。

CSV ⽂件中的呼出频率限制规则会显⽰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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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导⼊和导出 -FAQ

控制台/SSH访问
通过 SSH 访问 PBX
本⽂以 Putty 为例，介绍如何通过 SSH 访问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操作步骤

1. 在 PBX 上启⽤ SSH 通道，查看 SSH 端⼝、控制台账号、控制台密码。
a. 登录 PBX 管理⽹⻚，进⼊ 安全  > 安全设置  > 控制台/SSH 访问。
b. 启⽤ SSH 通道  并在弹窗中点击 知道了。
c. 查看 SSH 端⼝、控制台账号、控制台密码。

提⽰：
点击  查看明⽂密码。

2. 在 Putty 上填写 PBX 的信息。
a. 在 连接类型  栏，选择 SSH。
b. 在 主机名称（或 IP 地址）  字段，填写 PBX 的 IP 地址。
c. 在 端⼝  字段，填写你在 PBX 上配置的 SSH 端⼝ 。
d. 可选：  在⼀个窗⼝中获取更多⽇志，进⼊左侧导航栏的 窗⼝  > 回滚⾏数，设置回滚⾏数。
e. 点击 打开。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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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验证⽤⼾名和密码。
a. 在 login as  命令⾏，输⼊ support。
b. 从 PBX 上复制控制台密码。
c. 在密码命令⾏，点击⿏标右键，粘贴密码。

执⾏结果
下图表明你已经通过 SSH 连接 PBX，可以查看⽇志并调试 P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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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
上传 TLS 证书
Yeastar P 系列 IPPBX⽀持 TLS 协议。使⽤ TLS 协议之前，你需要上传相关的证书到 PBX。
背景信息在 PBX 上启⽤ TLS 协议后，你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上传不同的 TLS 证书：

• 当 PBX 作为 TLS 服务器时，你需要上传服务器证书。
如果 PBX 要求验证 TLS 客⼾端（PBX 设置  > SIP 设置  > TLS  > 验证 TLS 客⼾端），你需要分别上传客⼾端证书到 PBX 和 TLS 客⼾端，否则⽆法建⽴ TLS 连接。

• 当 PBX 作为 TLS 客⼾端时，是否需要上传客⼾端证书取决于 TLS 服务器的设置。
如果 PBX 要求验证 TLS 服务器（PBX 设置  > SIP 设置  > TLS  > 验证 TLS 服务端），你需要上传服务器证书到 PBX。

上传 TLS 服务器证书
前提条件

准备 .pem  格式的服务器证书。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安全  > 安全设置  > 证书，点击 上传。
注：

⽀持上传最多 3 份服务器证书。
2. 在 证书类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 PBX 证书。
3. 点击 浏览，选择证书。
4. 点击 上传。

执⾏结果
证书上传成功，显⽰在 证书  列表。

上传 TLS 客⼾端证书
前提条件

准备 .cer  或 .crt  格式的客⼾端证书。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安全  > 安全设置  > 证书，点击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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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持上传最多 20 份客⼾端证书。

2. 在 证书类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 受信任证书。
3. 点击 浏览，选择证书。
4. 点击 上传。

执⾏结果
证书上传成功，显⽰在 证书  列表。

上传 HTTPS 证书
Yeastar P 系列 IPPBX⽀持 HTTPS 协议。使⽤ HTTPS 协议之前，你需要上传相关的证书到 PBX。
背景信息
如果⽤⼾通过浏览器访问 PBX ⽹⻚，那么此时 PBX 作为服务器，浏览器作为客⼾端。HTTPS 证书可以帮助浏览器验证 PBX ⽹⻚的安全性，并增强 PBX 的通信安全。
前提条件
准备 .pem  格式的服务器证书。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安全  > 安全设置  > 证书，点击 上传。
注：

⽀持上传最多 3 份服务器证书。
2. 在 证书类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 PBX 证书。
3. 点击 浏览，选择证书。
4. 点击 上传。

执⾏结果
证书上传成功，显⽰在 证书  列表。
删除证书
本⽂介绍如何删除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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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安全  > 安全设置  > 证书。
2. 根据你的需要，删除单个或多个证书。

• 删除单个证书，点击证书旁边的 ，点击 确定。
• 批量删除证书，勾选要删除的证书，点击 删除  和 确定。

执⾏结果
证书从列表中移除。
后续步骤
重启 PBX，使操作⽣效。

允许的国家 IP
限制国家或地区访问 Yeastar P 系列 IPPBX
默认情况下，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能访问 Yeastar P 系列 IPPBX。为防⽌⿊客远程访问 PBX，盗打国际⻓途电话、监听通话或执⾏其他可能危害系统安全的操作，你可以设置只允许某些国家或地区访问 PBX。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安全  > 安全设置  > 允许的国家 IP。
2. 启⽤ 启⽤国家地区 IP 访问防御。

系统尝试检测访问 IP 是否在 PBX 的静态防御允许名单内。
3. 如果访问 IP 不在 PBX 的静态防御允许名单内，系统会尝试检测访问 IP 所属的国家和地区。你需要开启当前所在国家/地区的访问权限，否则你⽆法成功启⽤此 IP 访问防御功能。

• 如果系统成功检测到访问 IP 所属的国家和地区，⽹⻚出现警告图标  及弹窗，提⽰你需要开启当前所在国家/地区的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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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确定，允许当前国家/地区的 IP 访问。设置完成后，警告图标  消失，你
所在国家/地区的操作状态变为 。

• 如果系统⽆法检测到访问 IP 所属的国家或地区，⽹⻚出现警告图标  及弹窗，提⽰你需要开启当前 IP 的访问权限。

点击 确定，访问 IP 将被⾃动添加到 PBX 的静态防御允许名单内。设置完成后，
警告图标  消失，此 IP 地址始终能访问 PBX。

提⽰：
查看⾃动添加的 IP 地址：安全  > 安全规则  > 静态防御。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17 - 安全  | 652

4. 允许指定国家或地区访问 PBX，执⾏以下操作：
• 允许单个国家或地区访问 PBX，执⾏以下操作：

a. 在搜索框中，输⼊国家名称或地区名称。
b. 在 操作  列，设置状态为 。

• 允许多个国家或地区访问 PBX，执⾏以下操作：

a. 勾选多个国家或地区。
b. 点击 允许。

指定国家或地区的状态变为 。
5. 点击 应⽤。

执⾏结果
只有被允许的国家或地区的 IP 地址可以访问 PBX。

提⽰：
对于禁⽌访问 PBX 的国家或地区，如果要允许某些 IP 访问 PBX，你可以创建静态防御规则，将这些 IP 地址添加到许可名单。更多信息，请参⻅ 添加静态防御规则。
查看允许的国家 IP
默认情况下，系统按照国家名、地区名的⾸字⺟，对国家及地区进⾏排序。如果你需要查看允许访问 Yeastar P 系列 IPPBX的国家及地区，你需要重新排序。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安全  > 安全设置  > 允许的国家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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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 操作  旁边的 .

执⾏结果
允许访问 PBX 的国家及地区置顶。

允许呼叫的国家地区
限制⽤⼾拨打指定国家或地区的号码
如果 PBX 有⼀条供⽤⼾拨打国际号码的呼出路由，那么授权⽤⼾可以拨打任意国际号码。为防⽌⿊客盗打电话，你可以限制⽤⼾拨打指定国家或地区的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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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场景
某⼚商在墨西哥设有⼯⼚，主要客源在阿根廷。该⼚商希望限制员⼯只能拨打阿根廷（国家代码：54）的国际号码。
操作步骤基于上述场景，你需要执⾏如下操作：

• 步骤⼀、允许拨打阿根廷的国际号码
• 步骤⼆、允许员⼯拨打国际号码

步骤⼀、允许拨打阿根廷的国际号码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安全  > 安全设置  > 允许呼叫的国家地区。
2. 启⽤国家/地区号码呼叫防御，设置国际拨号代码。

a. 启⽤ 启⽤国家/地区号码呼叫防御。
b. 在 国际拨号代码  栏，根据你所在的国家，填写国际拨号代码。在本场景中，填写 00。当⽤⼾拨打以 00 开头的号码时，PBX 的呼出路由会判定该通电话为国际通话。

注：
确保⾄少有⼀条与该国际拨号代码匹配的呼出路由，PBX 才能呼出。

c. 点击  并 应⽤。
3. 设置允许⽤⼾拨打哪些国家或地区的号码。

a. 在搜索框中，搜索国家或地区。在本场景中，输⼊ 阿根廷。

b. 在 操作  列，设置状态为 。
注：

某些国家/地区使⽤相同的国家/地区代码（如：美国和加拿⼤的国家代码都是 1）。如果你允许⽤⼾拨打到某个国家/地区，那么⽤⼾也能拨打其它有相同代码的国家/地区的号码。
c. 点击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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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允许员⼯拨打国际号码
默认情况下，启⽤国家/地区号码呼叫防御后，所有员⼯都不能拨打国际号码。要允许员⼯拨打国际号码，你需要为员⼯分配权限。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
2. 勾选分机，点击 编辑。
3. 点击 安全  ⻚签。
4. 在 通话限制  栏，勾选 批量编辑，取消勾选 禁⽌呼叫国际⻓途。
5.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授权员⼯只能拨打阿根廷的国际号码。
PBX 有⼀条呼出路由，配置如下：

⽤⼾拨号时，PBX 的呼出路由会检查拨打的号码，判断是否可以呼出：
• ⽤⼾拨打 00541938384，允许呼出。
• ⽤⼾拨打 00621938384，⽆法呼出。
• ⽤⼾拨打 541938384，PBX 判定该通去电为⾮国际去电，检查是否有匹配的路由可以呼出。

禁⽌拨打国际⻓途电话
要禁⽌⽤⼾拨打国际⻓途电话，你可以设置呼出路由的号码规则，禁⽌呼出国际号码，也可以设置国际拨号保护。本⽂介绍如何设置国际拨号保护。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安全  > 安全设置  > 允许呼叫的国家地区。
2. 启⽤ 启⽤国家/地区号码呼叫防御。
3. 在 国际拨号代码  栏，根据你所在的国家，填写国际拨号代码。
4. 点击  并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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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结果所有⽤⼾都不能拨打国际⻓途电话。



双因素⾝份验证 (2FA)
双因素⾝份验证 (2FA) 概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对超级管理员账号设置双因素⾝份验证 (2FA)。启⽤双因素⾝份验证后，除了⽤⼾名和密码，还需要输⼊⼀个验证码才可登录账号，从⽽提⾼ PBX 安全性。本⽂介绍了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的两种双因素⾝份验证⽅式。
使⽤要求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为37.10.0.30  或更⾼版本。
通过⾝份验证器进⾏双因素⾝份验证此⽅式需要你先在⼿机上安装⼀个⾝份验证器应⽤。⽀持的⾝份验证器应⽤如下所⽰：

• Google Authenticator
• FreeOTP
• Twilio Authy
• Microsoft Authenticator

安装⾝份验证器应⽤后，你需要在应⽤上添加你的超级管理员账号，⽤于获取双因素认证的验证码。登录 PBX 管理⽹⻚时，除了输⼊⽤⼾名和密码，你还需要输⼊由⾝份验证器⽣成的验证码，才可成功登录账号。
具体配置，请参⻅ 设置通过⾝份验证器进⾏双因素⾝份验证。
通过邮件进⾏双因素⾝份验证
此⽅式允许你通过与超级管理员账号绑定的邮箱来获取双因素认证的验证码。登录 PBX 管理⽹⻚时，除了输⼊⽤⼾名和密码，你还需要输⼊通过邮件收到的验证码，才可成功登录账号。
具体配置，请参⻅ 设置通过邮件进⾏双因素⾝份验证。

设置通过⾝份验证器进⾏双因素⾝份验证
本⽂介绍如何设置 Yeastar P 系列 IPPBX  超级管理员账号的双因素⾝份验证，实现通过⼿机上的⾝份验证器应⽤验证账号登录。
前提条件
你已在⼿机上安装以下任⼀⾝份验证器应⽤：

• Google Authenti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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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OTP
• Twilio Authy
• Microsoft Authenticator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点击右上⻆的账号，进⼊ 修改密码&安全  > 安全设置。
2. 勾选 双因素⾝份验证。
3. 在弹出的 密码  窗⼝，输⼊你的账号密码并点击 确认，以验证你的操作。
4. 选择 通过验证器验证。
5. 在⾝份验证器应⽤上，通过以下任⼀⽅式添加你的账号。

添加⽅式 操作说明
扫描⼆维码快速添加账号 你可以通过扫描 PBX 提供的⼆维码，快速在⾝份验证器上添加你的账号。

a. 在⼿机上打开⾝份验证器应⽤，选择扫描⼆维码的⽅式。
b. 扫描 PBX 管理⽹⻚上显⽰的⼆维码。

你的账号⾃动被添加到⾝份验证器中，并显⽰⼀个 6 位验证码。
⼿动添加账号 如果⽆法扫描⼆维码，你可以在⾝份验证器中⼿动添加账号，并填⼊ PBX 提供的密钥。

a. 在 PBX 管理⽹⻚，点击⼆维码旁边的 ⽆法扫描?。
PBX 将⽣成⼀个密钥，记录此密钥以便后续使⽤。

b. 在⼿机上打开⾝份验证器应⽤，选择⼿动添加账号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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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式 操作说明
c. 输⼊账号相关信息，并粘贴密钥。

注：
如果你需要进⾏更多的配置，请选择 SHA1  为TOTP  协议的算法，并设置为⽣成 6  位代码，间隔时间为 30  秒。
你的账号已添加到⾝份验证器中，并显⽰⼀个 6 位验证码。

6. 在 PBX 管理⽹⻚上，在 验证码  栏中输⼊获取的 6 位验证码。
7.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 ⻚⾯提⽰ “编辑成功”，表⽰你已成功设置了双因素⾝份验证。
• 下⼀次你登录 PBX 管理⽹⻚时，将会被要求额外输⼊⼀个验证码。

故障：
• 如果我⽆法获取双因素⾝份验证信息进⾏账号登录，该怎么办？

在⽆法获取双因素⾝份验证信息的情况下 (例如你丢失了⾝份验证设备，或⽆法收到验证邮件)，你⽆法登录账号。此时，你可以联系 Yeastar 帮助你关闭账号的双因素⾝份验证功能。这样⼀来，你可以直接使⽤⽤⼾名和密码登录。
• 如果我的分机⽤⼾⽆法获取双因素⾝份验证信息进⾏账号登录，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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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为他们的账号禁⽤双因素⾝份验证。这样⼀来，分机⽤⼾可以直接使⽤⽤⼾名和密码登录。

相关信息管理双因素⾝份验证功能

设置通过邮件进⾏双因素⾝份验证
本⽂介绍如何设置 Yeastar P 系列 IPPBX  超级管理员账号的双因素⾝份验证，实现通过邮件验证账号登录。
前提条件
你已配置邮箱服务器。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点击右上⻆的账号，进⼊ 修改密码&安全  > 安全设置。
2. 勾选 双因素⾝份验证。
3. 在弹出的 密码  窗⼝，输⼊你的账号密码并点击 确认，以验证你的操作。
4. 选择 通过邮件验证，并完成以下操作：

a. 点击 发送。系统向与你账号绑定的邮箱发送⼀封包含了 6 位验证码的邮件。
注：

验证码 5 分钟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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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 验证码  栏，填写邮件内的验证码。
c.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 ⻚⾯提⽰ “编辑成功”，表⽰你已成功设置了双因素⾝份验证。
• 下⼀次你登录 PBX 管理⽹⻚时，将会被要求额外输⼊⼀个验证码。

故障：
• 如果我⽆法获取双因素⾝份验证信息进⾏账号登录，该怎么办？

在⽆法获取双因素⾝份验证信息的情况下 (例如你丢失了⾝份验证设备，或⽆法收到验证邮件)，你⽆法登录账号。此时，你可以联系 Yeastar 帮助你关闭账号的双因素⾝份验证功能。这样⼀来，你可以直接使⽤⽤⼾名和密码登录。
• 如果我的分机⽤⼾⽆法获取双因素⾝份验证信息进⾏账号登录，该怎么办？

你可以为他们的账号禁⽤双因素⾝份验证。这样⼀来，分机⽤⼾可以直接使⽤⽤⼾名和密码登录。

相关信息管理双因素⾝份验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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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双因素⾝份验证功能
本⽂介绍如何管理双因素⾝份验证功能，包括移除受信任设备，更改双因素⾝份验证⽅式和禁⽤双因素⾝份验证功能。
移除受信任设备
如果你⽆法再访问到某个受信任设备，你可以将其从受信任设备列表中移除。

1. 在 PBX 管理⽹⻚，点击右上⻆的账号，进⼊ 修改密码&安全  > 安全设置。
受信任设备列表  显⽰所有受信任的设备。

2. 点击设备右边的 。
3.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确定。

更改双因素⾝份验证⽅式
1. 登录 PBX 管理⽹⻚，点击右上⻆的账号，进⼊ 修改密码&安全  > 安全设置。
2. 点击当前验证⽅式旁边的 。
3. 选择想要的验证⽅式，并完成后续设置。

禁⽤双因素⾝份验证
为你的账号禁⽤双因素⾝份验证

你可以根据需要禁⽤⾃⼰账号的双因素⾝份验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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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PBX 管理⽹⻚，点击右上⻆的账号，进⼊ 修改密码&安全  > 安全设置。
2. 取消勾选 双因素⾝份验证。
3. 在弹出的 密码  窗⼝，输⼊你的账号密码并点击 确认，以验证你的操作。
4. 在 安全设置  ⻚签，点击 保存。

⻚⾯提⽰ “操作成功”，表⽰你已成功禁⽤双因素⾝份验证功能。
为分机⽤⼾的账号禁⽤双因素⾝份验证

如果你的分机⽤⼾⽆法获取双因素⾝份验证信息进⾏登录 (例如丢失了⾝份验证设备，或⽆法收到验证邮件)，你可以为他们的账号禁⽤双因素⾝份验证功能。这样⼀来，⽤⼾可以直接使⽤⽤⼾名和密码登录。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分机和中继  > 分机。
2. 点击分机旁边的 ，然后点击 安全  ⻚签。
3. 下拉到 登录安全  栏，取消勾选 双因素⾝份验证。
4. 在弹出的 密码  窗⼝，输⼊你的账号密码并点击 确认，以验证你的操作。
5. 点击 保存。

⽤⼾账号的双因素⾝份验证功能已被禁⽤。
相关信息设置通过⾝份验证器进⾏双因素⾝份验证设置通过邮件进⾏双因素⾝份验证



维护
升级
检测固件新版本
本⽂介绍如何设置固件版本的⾃动检测或⼿动检测固件新版本。
⾃动检测固件新版本

前提条件
PBX 可以访问外⽹。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维护  > 升级。
2. 在 ⾃动升级  栏，选择 定时检测更新并通知升级。
3. 在 ⾃动检查更新的时间  下拉列表中，设置系统⾃动检查固件新版本的时间。

你可以设置每天或每周检查固件新版本。
4.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系统会定期检查是否有新的固件版本。

注：
如果检测到新的固件版本，系统会通过以下⽅式提醒你：

• PBX ⽹⻚右上⻆显⽰ 。
你可以点击 ，点击 新版本  查看新版本的发布说明或点击 版本号  进⼊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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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启⽤ 检测到固件新版本  事件的通知，系统会通过指定⽅式通知你。

⼿动检测固件新版本
前提条件

PBX 可以访问外⽹。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维护  > 升级。
2. 点击 检测新版本。

执⾏结果
如果系统检测到新的固件版本，当前⻚⾯会显⽰以下表格。点击 发布说明  的链接，查看新版本的发布说明，决定是否升级新固件。

⾃动升级 PBX 固件
本⽂介绍如何设置⾃动检测并⾃动升级新的固件版本。
前提条件

• PBX 可以访问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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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级 PBX 之前，建议 备份 PBX 的配置。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维护  > 升级。
2. 在 ⾃动升级  栏，选择 定时检测更新并⾃动升级。
3. 在 ⾃动检查更新的时间  下拉列表中，设置系统⾃动检测并升级固件新版本的时间周期。你可以设置每天或每周检测固件新版本。

注：
建议设置下班时间。

4.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系统会⾃动从云服务器上检查并更新固件。
⼿动升级 PBX 固件
本⽂介绍 PBX 联⽹和未联⽹状态下如何⼿动升级固件。
PBX 联⽹状态下⼿动升级固件

前提条件
升级 PBX 之前，建议 备份 PBX 的配置。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维护  > 升级，点击 检测新版本，检测是否有新的固件版本。

如果系统检测到新的固件版本，该⻚⾯出现以下表格：

2. 点击 发布说明  的链接，查看新版本的发布说明。
3. 升级 PBX 固件。

a. 点击 ⽴即升级。
重要：

• 确保 PBX 始终处于上电状态，且能访问外⽹。
• 确保没有正在进⾏的通话，否则通话⽆声。

b.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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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结果
PBX 开始升级固件。

重要：
升级过程中，请不要断电，否则系统将会损坏。

PBX 未联⽹状态下⼿动升级固件
前提条件

• 进⼊ Yeastar 固件下载中⼼，查看和下载最新固件。
• 升级 PBX 之前，建议 备份 PBX 配置。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维护  > 升级  > ⼿动升级。
2. 点击 浏览，选择固件⽂件。

注：
固件⽂件格式必须是 .bin，且固件⽂件名不能含有特殊字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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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点击 升级。

执⾏结果
PBX 开始上传并升级固件。

重要：
升级过程中，请不要断电，否则系统将会损坏。

备份和还原
备份和还原概述
Yeastar P 系列 IPPBX⽀持备份 PBX 的配置和数据，并在同⼀台 PBX 或其它 PBX 上还原数据。
备份和还原功能的好处Yeastar P 系列 IPPBX  的备份和还原功能可以帮助你实现以下功能：

http://www.yeastar.cn/firmware-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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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动备份 PBX 的配置和数据
• 轻松迁移 PBX 的配置和数据
• 系统损坏时，快速还原 PBX 的配置和数据

⽀持备份的配置和数据⽀持备份以下配置和数据：
• 系统配置：PBX 上的所有配置。
• ⾃定义提⽰⾳
• 通话记录
• 企业联系⼈（包括企业联系⼈群组）

注：
使⽤ 通讯录专业版，显⽰该选项。

• 企业通讯录
注：

使⽤ 通讯录基础版，显⽰该选项。
备份⽂件的存储位置备份⽂件可以存储在以下位置：

• Local：PBX 的本地磁盘。
• 外部物理存储设备：USB、SD 卡或硬盘。

注：
仅 P560 和 P570 ⽀持 SD 卡和硬盘。

• ⽹络磁盘
备份⽂件⾃动清理
默认情况下，当存储的备份⽂件数量超过 5 个时，系统会⾃动清理最早的备份⽂件。你可以保留默认值，也可以修改数量。
更多信息，请参⻅ ⾃动清理。
备份和还原相关的⽇志
系统⾃动记录⽤⼾备份和还原 PBX 配置数据的操作。你可以在 PBX ⽹⻚上查看操作情况。
更多信息，请参⻅ 管理操作⽇志。
⼿动备份
本⽂介绍如何⼿动备份 PBX 的配置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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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备份之前，你需要确定备份⽂件的存储位置以及要备份哪些配置和数据。
• 存储位置：备份⽂件存储在 PBX 的本地磁盘、外部物理存储设备或⽹络磁盘。如果要存储在外部物理存储设备或⽹络磁盘，你需要先接⼊外部设备或添加⽹络磁盘。

更多信息，请参⻅以下⽂章：
◦ 配置 USB
◦ 配置硬盘
◦ 配置 SD 卡
◦ 添加 Windows ⽹络磁盘
◦ 添加 Mac ⽹络磁盘

• 备份内容：备份⾃定义提⽰⾳、企业联系⼈（包括企业联系⼈群组）或通话记录。
注：

默认备份系统配置。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维护  > 备份和还原，点击 备份。
2. 配置备份⽂件。

• ⽂件名：使⽤默认⽂件名或⾃定义⽂件名称。
• 备注：填写备注信息。
• 存储位置：选择备份⽂件的存储位置。

注：
为避免外部物理存储设备或⽹络磁盘和 PBX 意外断开连接，导致备份失败，建议你将备份⽂件存储在 PBX 的本地磁盘（LOCAL）。

• 该备份⽂件将包含以下内容：选择要备份的配置和数据。
◦ 系统配置：系统所有配置。
◦ ⾃定义提⽰⾳
◦ 通话记录
◦ 企业联系⼈（包括企业联系⼈群组）

注：
使⽤ 通讯录专业版，显⽰该选项。
◦ 企业通讯录

注：
使⽤ 通讯录基础版，显⽰该选项。

3. 点击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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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结果
创建的备份⽂件存储在指定位置，并显⽰在 备份和还原  列表。

定时备份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定时⾃动备份 PBX 的配置和数据。 本⽂介绍如何设置定时备份。
前提条件备份之前，你需要确定备份⽂件的存储位置以及要备份哪些配置和数据。

• 存储位置：备份⽂件存储在 PBX 的本地磁盘、外部物理存储设备或⽹络磁盘。如果要存储在外部物理存储设备或⽹络磁盘，你需要先接⼊外部设备或添加⽹络磁盘。
更多信息，请参⻅以下⽂章：

◦ 配置 USB
◦ 配置硬盘
◦ 配置 SD 卡
◦ 添加 Windows ⽹络磁盘
◦ 添加 Mac ⽹络磁盘

• 备份内容：备份⾃定义提⽰⾳、企业联系⼈（包括企业联系⼈群组）或通话记录。
注：

默认备份系统配置。
• 备份时间：设置每天、每周或每⽉⾃动备份。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维护  > 备份和还原，点击 定时备份。
2. 启⽤ 定时备份。
3. 设置定时备份计划。

a. 设置定时备份的频率和时间。
• 频率：设置⾃动备份周期。

◦ 每天：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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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每天在指定的时间备份指定的配置和数据。
◦ 每周：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周的某⼀天，并指定时间。

系统每周在指定的时间备份指定的配置和数据。
◦ 每⽉：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天，并指定时间。系统每⽉在指定的时间备份指定的配置和数据。

注：
如果你设置⽇期为 31，但某个⽉份只有 29 天或 30 天，那么系统不会⾃动备份。

b. 在 存储位置  下拉列表中，选择备份⽂件的存储位置。
注：

为避免外部物理存储设备或⽹络磁盘和 PBX 意外断开连接，导致备份失败，建议你将备份⽂件存储在 PBX 的本地磁盘（LOCAL）。
c. 在 该备份⽂件将包含以下内容  栏，选择要备份的配置和数据。

• 系统配置：系统所有配置。
• ⾃定义提⽰⾳
• 通话记录
• 企业联系⼈（包括企业联系⼈群组）

注：
使⽤ 通讯录专业版，显⽰该选项。

• 企业通讯录
注：

使⽤ 通讯录基础版，显⽰该选项。
4.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系统会在指定的时间⾃动备份指定的配置和数据。⾃动⽣成的备份⽂件会显⽰在 备份和还原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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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同型号  PBX 的备份数据
在数据丢失或系统故障的情况下，你可以使⽤备份⽂件还原 PBX 的配置和数据。本⽂介绍如何还原同型号  PBX 的备份数据。
前提条件

• 确保你已经备份系统配置和所需的其它数据，例如⾃定义提⽰⾳、通话记录和企业联系⼈（包括企业联系⼈群组）。
• 了解以下关于数据还原的限制条件：

◦ 可以还原旧固件版本的备份数据。
⽰例：PBX 固件版本为 v37.1.0.13，备份⽂件固件版本为 v37.1.0.10，那么系统可以还原备份数据。
◦ ⽆法还原新固件版本的备份数据。

⽰例：PBX 固件版本为 v37.1.0.10，备份⽂件固件版本为 v37.1.0.13，那么系统⽆法还原备份数据。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维护  > 备份和还原。
2. 点击备份⽂件旁边的 。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确定。
4. 重启 PBX，使配置⽣效。

执⾏结果
PBX 还原备份⽂件的数据。
相关信息⼿动备份定时备份
还原低配置PBX 的备份数据
如果你想要⽤⾼配置的 PBX 替换低配置的 PBX，你可以在⾼配置的 PBX 上还原低配置 PBX 的配置数据。本⽂介绍如何在⾼配置的 PBX 上传备份⽂件，还原低配置 PBX 的配置数据。
前提条件

• 确保你已经备份所需要的配置和数据并下载备份⽂件。
• 了解以下关于数据还原的限制条件：

◦ 可以还原低型号 PBX 的备份数据。
⽰例：可以在 P570 上还原 P550 的备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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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还原⾼型号 PBX 的备份数据。
⽰例：⽆法在 P550 上还原 P570 的备份⽂件。

操作步骤
1. 上传备份⽂件。

a. 登录 PBX 管理⽹⻚，进⼊ 维护  > 备份和还原。
b. 点击 上传。
c. 在弹出的窗⼝中，选择备份⽂件。根据你的需要，为该备份⽂件添加备注。

i. 点击 浏览，选择备份⽂件。
注：

⽂件格式必须是 .bak，且⽂件名不得含有特殊字符。
ii. 可选：  在 备注  字段，添加备注信息。

d. 点击 上传。
2. 还原备份⽂件。

a. 在 备份和还原  列表，点击备份⽂件旁边的 。
b.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确定。
c. 重启 PBX，使配置⽣效。

执⾏结果
PBX 还原备份⽂件的数据。
相关信息⼿动备份定时备份

重启
重启 PBX
本⽂介绍如何在 PBX ⽹⻚上重启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前提条件
确保系统没有正在进⾏的通话，否则通话⽆声。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维护  > 重启。
2. 在 ⽴即重启  栏，点击 ⽴即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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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是，⽴即重启 PBX。
执⾏结果
重启系统⼤约需要⼀分钟。
如果你启⽤ 系统重启  事件的通知，系统会通过指定⽅式通知你。
定时重启 PBX
在⼯作期间，为保证系统的正常运⾏，你可以设置定时（下班后或周末）重启 PBX。本⽂介绍如何设置定时重启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维护  > 重启。
2. 在 定时重启  栏，勾选 启⽤⾃动重启。
3. 设置⾃动重启的时间。

• 每天：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个时间。
系统每天在指定的时间⾃动重启。

• 每周：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周的某⼀天，并指定时间。
系统每周在指定的时间⾃动重启。

• 每⽉：从下拉列表选择⼀天，并指定时间。系统每⽉在指定的时间⾃动重启。
注：

如果你设置⽇期为 31，但某个⽉份只有 29 天或 30 天，那么系统不会⾃动重启。
4. 点击 保存。

重置
重置 PBX
本⽂介绍如何在⽹⻚上重置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前提条件

• 确保系统没有正在进⾏的通话，否则通话⽆声。
• 重置之前，建议 备份 PBX 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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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维护  > 重置。
2. 选择要重置的配置和数据。

• 全部重置：重置 PBX 所有配置和数据。
• 重置⽹络设置：重置 PBX 的 IP 地址为 192.168.5.150，并且重置 ⽹络  > 基础设置  和 ⽹络  > 公⽹ IP 和端⼝  的配置。
• 重置通话记录：清除 PBX 上的通话记录。
• 重置备份⽂件：清除 PBX 上的备份⽂件。
• 重置提⽰⾳：清除 PBX 上的⾃定义提⽰⾳。

注：
⽆论是否勾选此项，系统都会清除系统提⽰⾳、等待⾳乐以及提⽰⾳偏好设置。

• 重置通讯录：清除企业联系⼈和来电号码匹配的设置。
注：

使⽤ 通讯录基础版，出现该选项。
• 重置联系⼈：清除企业联系⼈、企业联系⼈群组和来电号码匹配的设置。

注：
使⽤ 通讯录专业版，出现该选项。

• 重置其他系统配置：重置除⽹络设置、通话记录、备份⽂件、提⽰⾳、联系⼈以外的所有⽇志和配置。
3. 点击 重置。
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确认你的操作，点击 是。

执⾏结果
重置 PBX 需要⼏分钟。 重置后，⽹⻚将重定向到安装向导⻚⾯。
后续步骤
根据 安装向导  配置 PBX。

操作⽇志
操作⽇志概述
本⽂介绍什么是操作⽇志、操作⽇志的存储及⾃动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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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操作⽇志操作⽇志记录所有⽤⼾执⾏的操作，⽤于定位和分析系统故障或其它问题。操作⽇志提供以下信息：
• ⽤⼾：谁执⾏了该操作。你可以查询所有⽤⼾的操作，也可以查询超级管理员或单个分机⽤⼾的操作。
• 时间：什么时间执⾏了该操作。你可以按具体时间查询操作。
• 操作：执⾏了什么操作。
• 模块：在哪个模块上执⾏了该操作。你可以查询所有模块，或查询单个模块。

操作⽇志存储
操作⽇志存储在  PBX 的本地磁盘，你⽆法更改存储位置。
操作⽇志⾃动清理
默认情况下，操作⽇志达到 50,000 条时，系统会⾃动清理最早的操作⽇志。你可以更改最⼤存储条数，也可以设置最⼤存储天数。
更多信息，请参⻅ ⾃动清理。

注：
系统始终保留与系统安全和⽤⼾隐私相关的⽇志，以便 PBX 遇到⽹络攻击或盗打电话的情况时，技术⽀持⼈员可以及时⽤来定位、分析问题。
系统始终保留的操作⽇志如下：

表  81.
事件类型 具体事件

管理员登录成功
管理员密码更改
⽹⻚⽤⼾登录成功
⽹⻚⽤⼾登录失败
Linkus ⽤⼾登录失败

操作

分机密码更改
话务 拨打紧急号码
系统 星纵信息  SMTP 服务器异常

⽹⻚⽤⼾被锁定
Linkus ⽤⼾登录被锁安全
分机注册被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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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续)
事件类型 具体事件

⾃动防御拉⿊ IP
呼出频率限制超出
通话呼叫⾄禁⽌国家

管理操作⽇志
本⽂介绍如何查看和下载 Yeastar P 系列 IPPBX上的操作⽇志。
查看操作⽇志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维护  > 操作⽇志。
2. 设置搜索条件，查询操作⽇志。

• ⽤⼾：查询超级管理员、个别⽤⼾或所有⽤⼾的操作。
• 模块：查询所有模块或查询单个模块。
• IP 地址：按源 IP 地址查询。
• 时间：按时间查询。

3. 点击操作⽇志旁边的 ，查看操作详情。
下载操作⽇志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维护  > 操作⽇志。
2. 下载所有操作⽇志，点击 下载。
3. 下载筛选的操作⽇志，设置 搜索条件，点击 下载。

系统导出⼀份 CSV ⽂件。

故障诊断
⽹络抓包
本⽂介绍如何抓取 PBX 的  LAN ⼝、WAN ⼝以及本地⽹卡的数据包。
背景信息出现以下情况时，你可能需要使⽤⽹络抓包⼯具抓取数据包：

• 分机注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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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话⽆声或单通
• VoIP 连接失败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维护  > 故障诊断  > ⽹络抓包。
2. 在 ⽹⼝  下拉列表中，选择要抓取数据包的⽹⼝。

• 所有：抓取 LAN ⼝、WAN ⼝、本地⽹卡（127.0.0.1）的数据包。
• LAN：抓取 LAN ⼝的数据包。
• WAN：抓取 WAN ⼝的数据包。

3. 可选：  在 IP 地址  栏，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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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选：  在 端⼝  栏，填写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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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停⽌抓包。
抓取的数据包存储在 PBX 的本地磁盘。

7. 点击 下载，下载抓包⽂件到本地电脑。
后续步骤
解压 .tar  ⽂件，并⽤ Wireshark 软件打开⽂件进⾏分析。
IP Ping
本⽂介绍如何使⽤ IP Ping 测试 Yeastar P 系列 IPPBX是否能访问⽬标域名或 IP 地址，并介绍测试结果。
背景信息
Ping 命令基于 Internet 控制消息协议（ICMP），主要⽤于检查⽹络连接及主机是否可达。源端向⽬的端发送 ICMP 请求（ECHO-REQUEST）报⽂后，根据是否收到⽬的端的 ICMP 应答（ECHO-RESPONSE）报⽂来判断⽬的端是否可达。对于可达的⽬的端，再根据发送与接收报⽂个数、Ping 报⽂往返的响应时间来判断链路的质量。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你可以⽤ IP Ping 诊断：

• ⽹络问题
如果⽤⼾⽆法拨打电话，你可以⽤ IP Ping 检查 PBX 是否能访问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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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话质量不佳
如果通话过程中出现回⾳、杂⾳、延迟等情况，你可以⽤ IP Ping 分析丢包率和平均时延，评估⽹络质量。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维护  > 故障诊断  > IP Ping。
2. 在 ⽬标主机  栏，填写⽬标主机名称或 IP 地址。
3. 点击 开始。
4. 点击 停⽌，结束诊断。

测试结果分析
⽰例1: ⽬标 IP 地址可达

start...
PING 192.168.6.11 (192.168.6.11): 56 data bytes
64 bytes from 192.168.6.11: seq=0 ttl=64 time=8.853 ms
64 bytes from 192.168.6.11: seq=1 ttl=64 time=0.778 ms
64 bytes from 192.168.6.11: seq=2 ttl=64 time=1.394 ms
 
--- 192.168.6.11 ping statistics ---
3 packets transmitted, 3 packets received, 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 = 0.778/3.675/8.853 ms

上述测试结果分析如下：
• 设备发送了 3 个 ping 包，均收到了回应。
• Ping 包⼤⼩为 64 字节。
• 返回的 TTL 为 64，可以分析出来经过了多少设备。
• time 表⽰报⽂回应的时间。该参数可以作为判断⽹络是否拥塞的参考。

⽰例2：⽬标 IP 地址不可达
start...
PING 192.168.7.2 (192.168.7.2): 56 data bytes
 
--- 192.168.7.2 ping statistics ---
60 packets transmitted, 0 packets received, 100% packet loss

上述测试结果表明⽬标 IP 地址不可达。
路由跟踪
本⽂介绍如何使⽤路由跟踪测试数据报⽂从 Yeastar P 系列 IPPBX到⽬标域名或 IP 地址所经过的⽹关，并介绍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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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路由跟踪命令⽤于测试数据包从发送主机到⽬的地所经过的⽹络节点，主要⽤于检测⽹络连接是否可达，以及分析⽹络发⽣故障的位置，为故障诊断提供依据。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维护  > 故障诊断  > 路由跟踪。
2. 在 ⽬标主机  栏，填写⽬标域名或 IP 地址。
3. 点击 开始。

PBX 开始追踪⽬标域名或 IP 地址的路由路径。
4. 点击 停⽌，结束路由跟踪；或者等待路由跟踪完成后⾃动停⽌。

测试结果分析
⽰例1：测试成功

start...
traceroute to www.baidu.com (36.152.44.95), 30 hops max, 46 byte 
 packets
 1  *  *  *
 2  *  *  *
 3  192.168.1.1 (192.168.1.1)  1.853 ms  11.642 ms  19.951 ms
 4  110.80.36.161 (110.80.36.161)  3.008 ms  2.966 ms  3.943 ms
 5  61.154.238.133 (61.154.238.133)  7.369 ms  27.982 ms  7.808 
 ms
 6  117.30.27.177 (117.30.27.177)  6.125 ms  117.30.24.213 (117.
30.24.213)  4.664 ms  4.376 ms
 7  202.97.36.117 (202.97.36.117)  26.446 ms  202.97.64.178 (202
.97.64.178)  22.534 ms  202.97.79.33 (202.97.79.33)  20.897 ms
 8  202.97.63.18 (202.97.63.18)  33.276 ms  202.97.76.238 (202.9
7.76.238)  36.685 ms  202.97.18.46 (202.97.18.46)  33.961 ms
 9  *  *  *
10  *  *  *
11  *  *  *
12  *  *  *
13  *  *  *
14  221.183.14.14 (221.183.14.14)  40.599 ms  221.183.18.2 (221.
183.18.2)  54.233 ms
15  21.22.207.183.static.js.chinamobile.com (183.207.22.21)  43.
056 ms  53.602 ms  50.481 ms
16  122.23.207.183.static.js.chinamobile.com (183.207.23.122)  4
7.251 ms  126.23.207.183.static.js.chinamobile.com (183.207.23.1
26)  47.401 ms  110.23.207.183.static.js.chinamobile.com (183.20
7.23.110)  54.380 ms
17  *  *  *
18  *  *  *
19  *  *  *
20  *  *  *
2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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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  *
23  202.97.23.149 (202.97.23.149)  14.133 ms  *  202.97.23.157 (
202.97.23.157)  28.851 ms
24  61.154.238.69 (61.154.238.69)  7.096 ms  117.30.24.213 (117.
30.24.213)  4.682 ms  117.30.27.189 (117.30.27.189)  2.758 ms
25  113.96.4.170 (113.96.4.170)  14.663 ms  113.96.5.118 (113.96
.5.118)  17.857 ms  113.96.4.190 (113.96.4.190)  20.665 ms
26  *  *  *
27  *  *  *
28  *  *  *
29  110.80.36.161 (110.80.36.161)  4.278 ms  2.696 ms  3.900 ms
30  61.154.238.133 (61.154.238.133)  11.424 ms  4.690 ms  7.770 
 ms

上述显⽰信息的格式 HOP Domain Name (IP Address) RTT1 RTT2 RTT3  表⽰编号、到达的设备 IP 地址、3 次报⽂的响应时间。
• Hop：当⼀个包在路由器之间传递时，这被称为“跳”。记录按序号从 1 开始，每个记录就是⼀跳，每跳表⽰⼀个⽹关。

上述⽰例表明，从当前位置到 www.baidu.com  需要 14 个跳。
• Domain Name [IP Address]：域名（如果可⽤），通常可以帮助你查看路由器的位置。如果不可⽤，则只显⽰路由器的 IP 地址。
• RTT1,RTT2,RTT3：这是⼀个数据包从到达⼀个跳回到你的计算机所需的往返时间（以毫秒为单位），这通常被称为延迟。 路由跟踪向每个跳发送三个数据包，帮助你了解延迟是否⼀致。 如果你在记录中看到*，说明没有收到响应，这可能表⽰数据包丢失。

⽰例2：测试失败
start...
traceroute to www.baidu.com (14.215.177.38), 30 hops max, 46 byt
e packets
 1  *  *  *
 2  *  *  *
 3  192.168.1.1 (192.168.1.1)  1.702 ms  4.912 ms  1.873 ms
 4  110.80.36.161 (110.80.36.161)  16.068 ms  2.642 ms  2.705 ms
 5  61.154.238.129 (61.154.238.129)  5.405 ms  61.154.238.133 (6
1.154.238.133)  9.038 ms  61.154.238.129 (61.154.238.129)  4.084 
 ms
 6  117.30.27.185 (117.30.27.185)  3.183 ms  117.30.24.213 (117.
30.24.213)  5.256 ms  29.543 ms
 7  202.97.19.125 (202.97.19.125)  23.899 ms  202.97.23.153 (202
.97.23.153)  15.059 ms  202.97.21.69 (202.97.21.69)  12.542 ms
 8  113.96.4.130 (113.96.4.130)  20.978 ms  113.96.4.54 (113.96.
4.54)  17.600 ms  113.96.4.102 (113.96.4.102)  18.980 ms
 9  113.96.4.209 (113.96.4.209)  18.324 ms  25.160 ms  106.96.13
5.219.broad.fs.gd.dynamic.163data.com.cn (219.135.96.106)  29.13
5 ms
10  14.29.117.242 (14.29.117.242)  22.918 ms  121.14.67.150 (121
.14.67.150)  15.187 ms  14.215.32.126 (14.215.32.126)  15.963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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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  *
12  *  *  *
13  *  *  *
14  *  *  *
15  *  *  *
16  *  *  *
17  *  *  *
18  *  *  *
19  *  *  *
20  *  *  *
21  *  *  *
22  *  *  *
23  *  *  *
24  *  *  *
25  *  *  *
26  *  *  *
27  *  *  *
28  *  *  *
29  *  *  *
30  *  *  *

“* * *” 说明该节点设备配置不允许追踪。上述⽰例中，第 1 跳和第 2 跳没有收到响应，第 3 跳开始收到响应。从第 11 跳到第 30 跳都没有收到响应（最⼤跳数为 30）。
⽰例3：路由环路

start...
traceroute to 192.168.8.127 (192.168.8.127), 30 hops max, 46 byt
e packets
 1  192.168.8.127 (192.168.8.127)  1.725 ms  1.455 ms  1.343 ms
 2  192.168.8.127 (192.168.8.127)  1.702 ms  4.912 ms  1.873 ms
 3  192.168.8.128 (192.168.8.128)  1.068 ms  2.642 ms  2.705 ms
 4  192.168.8.127 (192.168.8.127)  3.183 ms  5.256 ms  9.543 ms
 5  192.168.8.128 (192.168.8.128)  2.978 ms  1.600 ms  1.980 ms

上述⽰例中，192.168.8.127 和 192.168.8.128 之间产⽣路由环路。数据包在路由器之间不断传输，直到超时或达到最⼤跳数。
模拟端⼝的监听与故障诊断
如果 FXO 端⼝、FXS 端⼝或 GSM 端⼝出现问题，你可以使⽤“录⾳⼯具”监听端⼝，并下载数据包进⾏故障分析。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维护  > 故障诊断  > 录⾳⼯具。
2. 在 端⼝  下拉列表中，选择要监听的端⼝。
3. 点击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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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X 开始监听该端⼝。
监听期间，你需要重现端⼝上出现的问题。

4. 点击 停⽌， 停⽌监听。
5. 点击 下载，下载监听数据包。

后续步骤
解压 .tar  ⽂件，并⽤ Audition 软件打开 .raw  ⽂件进⾏分析。

系统⽇志
系统⽇志概述
本⽂介绍什么是系统⽇志，系统⽇志级别，系统⽇志的存储和⾃动清理。
什么是系统⽇志
系统⽇志是记录系统活动和系统问题的信息，可以帮助你快速定位问题、调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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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并查看⽇志。
系统⽇志级别Yeastar P 系列 IPPBX提供多个⽇志级别，不同级别的⽇志记录不同的信息，你可以⾃定义要记录的⽇志信息级别。⽀持的⽇志级别如下：

• Information：记录基本信息。
• Notice：记录 Notice 信息。
• Warning：记录 Warning 信息。
• Error：记录 Error 信息。
• DTMF：记录 DTMF 信息。
• Time Log：记录系统⽇志的时间戳。
• Debug：选择要记录的调试信息。

◦ 启⽤ SIP 调试
◦ 启⽤ RTP 调试
◦ 启⽤ BRI 调试

注：
启⽤该功能，你需要先勾选 Information。
◦ 启⽤ SS7/PRI 调试

注：
仅 P560 和 P570 ⽀持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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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志存储
系统⽇志存储在  PBX 的本地磁盘，你⽆法更改存储位置。
系统⽇志⾃动清理
默认情况下，当⽇志⽂件⼤⼩达到 10 MB 或存储天数达到 7 天时，系统会⾃动清理最早的系统⽇志。你也可以更改⽇志的最⼤存储量或最⼤存储天数。更多信息，请参⻅ ⾃动清理。
设置⽇志级别
⽇志级别⽤来区分⽇志信息的重要程度和调整⽇志的输出。不同级别的⽇志记录不同的信息，你可以⾃定义要记录的⽇志信息级别。本⽂介绍如何设置⽇志级别。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维护  > 系统⽇志。
2. 点击 ⽇志级别。
3. 在弹出的窗⼝中，选择⽇志级别。

• Information：记录基本信息。
• Notice：记录 Notice 信息。
• Warning：记录 Warning 信息。
• Error：记录 Error 信息。
• DTMF：记录 DTMF 信息。
• Time Log：记录系统⽇志的时间戳。
• Debug：选择要记录的调试信息。

◦ 启⽤ SIP 调试
◦ 启⽤ RTP 调试
◦ 启⽤ BRI 调试

注：
启⽤该功能，你需要先勾选 Information。
◦ 启⽤ SS7/PRI 调试

注：
仅 P560 和 P570 ⽀持该功能。

4. 点击 保存  并 应⽤。
执⾏结果
系统每天⽣成指定级别的系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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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志
本⽂介绍如何下载、删除 Yeastar P 系列 IPPBX上的系统⽇志。
下载系统⽇志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维护  > 系统⽇志。
2. 根据你的需要，下载系统⽇志。

• 下载单份系统⽇志，点击⽇志旁边的 。
• 批量下载系统⽇志，勾选要下载的⽇志，点击 下载。下载的⽇志为 .tar  格式的⽂件。

提⽰：
⽂件解压后，你可以⽤ Notepad++  或其它编辑软件查看⽇志。

删除系统⽇志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维护  > 系统⽇志。
2. 删除单份系统⽇志，点击⽇志旁边的 。
3. 批量删除系统⽇志，勾选要下载的⽇志，点击 删除。



通话记录和通话报告
通话记录
通话记录概述
呼叫详细记录（CDR）记录通话详情。本⽂介绍通话记录的参数和⾃动清理。
通话记录参数⼀条通话记录包括以下信息：

• ID：通话的唯⼀ ID。
• 时间：接听或拨打该通通话的时间。
• 主叫号码：主叫的号码或名字。
• 被叫号码：被叫的号码或名字。
• 呼叫时⻓：拨号开始到通话结束的时间。
• 响铃时⻓：拨号开始到通话被应答的时间。
• 通话时⻓：通话被应答到通话结束的时间。
• 状态：通话状态。

◦ 已接
◦ 未接
◦ 忙
◦ 失败
◦ 语⾳留⾔

• 原因：通话结束的原因。
• 源中继：来电从哪条中继呼⼊。
• ⽬的中继：去电从哪条中继送出。
• 通讯类型：

◦ 内部
◦ 呼出
◦ 呼⼊

• DID/DDI：主叫拨打的号码。
• 去电显⽰号码：被叫话机上显⽰的号码。
• 主叫 IP 地址：主叫 IP 地址。
• PIN 码：使⽤受限制的呼出路由拨打外线电话时输⼊的 PIN 码。
• 录⾳⽂件：通话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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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记录⾃动清理
默认情况下，通话记录达到 200,000  条时，系统会⾃动清理最早的通话记录（不包括相关录⾳⽂件）。你可以更改最⼤存储条数，也可以设置最⼤存储天数。
更多信息，请参⻅ ⾃动清理。
管理通话记录
本⽂介绍如何查看、下载、删除通话记录。
查看通话记录

1. 登录 PBX 管理⽹⻚，进⼊ 通话记录和录⾳  > 通话记录。
2. 可选：  设置基本筛选条件。

• 时间：设置开始⽇期和结束⽇期。
查询具体时间段内的通话记录，点击 选择时间，设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 主叫号码：填写主叫号码或名称。
• 被叫号码：填写被叫号码或名称。

提⽰：
互换主叫号码和被叫号码，点击 。

• 状态：选择通话状态。
◦ 所有
◦ 已接
◦ 未接
◦ 忙
◦ 失败
◦ 语⾳留⾔

3. 可选：  设置⾼级搜索条件。
a. 点击 。
b. 在 过滤  ⻚⾯，设置搜索条件。

• 分机组：选择⼀个分机组。
系统只查询组内成员的通话。

• 响铃时⻓：设置拨号开始到通话被应答的时间。
注：

只允许填写数字、-、=、<、<=、>  和 >=。
• 通话时⻓：设置通话被应答到通话结束的时间。

注：
只允许填写数字、-、=、<、<=、>  和 >=。

• 状态：选择通话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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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
◦ 已接
◦ 未接
◦ 忙
◦ 失败
◦ 语⾳留⾔

• 通讯类型：选择通讯类型。
◦ 所有
◦ 内部
◦ 呼出
◦ 呼⼊

• ID：填写通话的唯⼀ ID。
• 中继：选择通话经过的中继。
• 启⽤号码模糊查询：设置是否模糊查询号码。
• PIN 码：输⼊⼀个存在的 PIN 码，系统将只查询使⽤了该 PIN 码的通话。

c. ⿏标向上滚动，点击  关闭窗⼝。当前⻚⾯显⽰符合筛选条件的通话记录。
注：

你可以点击 ，设置要显⽰的信息。

下载通话记录
1. 登录 PBX 管理⽹⻚，进⼊ 通话记录和录⾳  > 通话记录。
2. 下载所有通话记录，点击 下载通话记录，选择 下载全部记录。
3. 下载筛选的通话记录，设置搜索条件，点击 下载通话记录，选择 下载查询记录。

系统导出⼀份 CSV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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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通话记录
1. 登录 PBX 管理⽹⻚，进⼊ 通话记录和录⾳  > 通话记录。
2. 可选：  设置搜索条件。
3. 勾选要删除的通话记录，点击 删除  和 确定。

重要：
相关录⾳⽂件也会⼀并删除。
系统删除指定的通话记录及相关的录⾳⽂件。

通话报告
通话报告概述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提供的可视化通话报告直观地呈现通话数据。本⽂介绍 Yeastar 通话报告的分类，以及获取即时报告和预约报告的⽅法。
通话报告分类
Yeastar 通话报告分为 基础通话报告  和 ⾼级通话报告。

表  82.
分类 报告 要求

基础通话报告 • 分机通话统计报告
• 分机通话活动报告
• 中继活动报告
• DID/去电号码活动报告

⽆其他要求

⾼级通话报告 • 队列平均等待和通话时间报告
• 队列业绩报告
• 队列业绩活动报告
• 队列回拨摘要报告
• 队列回拨报告
• 满意度报告
• 满意度调查详情报告
• 坐席签⼊报告
• 坐席暂停报告
• 坐席未接通报告
• 坐席业绩报告

订阅“队列控制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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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续)
分类 报告 要求

• 坐席呼叫摘要报告
• 响铃组统计报告
• 分机通话计费报告
• 分机通话计费详情报告

获取通话报告的⽅法
你可以在 PBX ⽹⻚即时查看通话报告，也可以预约报告。预约报告后，PBX 会根据指定的参数，⾃动⽣成通话报告，并在指定时间发送到指定的邮箱。
更多关于查看即时报告的信息，请参⻅ 查看通话报告。
更多关于预约报告的信息，请参⻅ 预约报告。
通话报告
查看通话报告
本⽂介绍如何查看通话报告。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通话记录和录⾳  > 通话报告  > 通话报告。
2. 设置搜索条件。

a. 在 报告类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报告。
b. 设置时间，查询这个时间段的通话报告。
c. 根据你的需要，设置其他搜索条件。

执⾏结果
⻚⾯显⽰符合条件的通话报告。
分机通话统计报告
分机通话统计报告提供分机、分机组、部⻔的通话统计信息。本⽂介绍报告的详细信息以及报告⽰例。
报告详细信息
下表列出了分机通话统计报告的各项指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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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已接 分机应答的来电总数。
未接 分机未接的来电总数。
忙 分机忙时的来电总数。
呼叫失败 分机呼叫失败的去电总数。
语⾳留⾔ 分机收到的语⾳留⾔总数。
总响铃时⻓ 分机接到来电到来电被应答的总时间。

注：
仅当筛选条件中的 通讯类型  设置为 所有、呼⼊、呼出  或 内部  时，才会显⽰此参数。

总通话时⻓ 来电被应答到通话结束的总时间。
总 分机的总通话数。

注：
仅当筛选条件中的 通讯类型  设置为 呼⼊/呼出  时，才会显⽰此参数。

报告⽰例
如下⽰例报告为2022年11⽉1⽇所有成员的通话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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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机通话活动报告
分机通话活动报告提供分机、分机组、部⻔的通话统计信息。你可以跟踪不同时间段或同⼀时间段指定分机、分机组、部⻔的通话情况。本⽂介绍报告的详细信息以及报告⽰例。
报告详细信息
下表列出了分机通话活动报告的各项指标信息。

参数 描述
已接 分机应答的来电总数。
未接 分机未接的来电总数。
忙 分机忙时的来电总数。
呼叫失败 分机呼叫失败的去电总数。
语⾳留⾔ 分机收到的语⾳留⾔总数。
总响铃时⻓ 分机接到来电到来电被应答的总时间。
总通话时⻓ 来电被应答到通话结束的总时间。

报告⽰例
如下⽰例报告为2022年11⽉1⽇所有分机在各时段的通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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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继活动报告
中继活动报告提供每条中继某个时间段的使⽤情况。本⽂提供报告⽰例。
报告⽰例
如下⽰例报告为2022年11⽉1⽇中继 peer-to-41  在各时段的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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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去电号码活动报告
本⽂提供 DID/去电号码活动报告⽰例。
报告⽰例
如下报告⽰例为2022年11⽉1⽇不同时间段的 DID/去电号码活动。

响铃组统计报告
响铃组统计报告提供每个响铃组的通话统计信息。本⽂介绍报告的详细信息以及报告⽰例。
前提条件
你已订阅“队列控制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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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详细信息
下表列出了响铃组统计报告的各项指标信息。

参数 描述
已接 应答的来电总数。
呼⼊总数 接收的来电总数。
来电接通率 已应答通话数占来电总数的百分⽐。

报告⽰例
如下⽰例报告为2021年1⽉29⽇ 售前  的通话统计报告。

预约报告
预约报告
预约报告后，PBX 会根据指定的参数，⾃动⽣成通话报告，并在指定时间发送到收件⼈邮箱。本⽂介绍如何预约报告。
背景信息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预约接收图形化的通话报告。你可以通过通话报告分析⽤⼾的通话状态，评估团队效率。系统会按照设置的发送频率，在指定的时间向指定的邮箱地址发送报告的下载链接。你可以预约 CSV、XLS 或 PDF 格式的报告。
前提条件

• 确保 邮箱服务器  可⽤。
• ⾃定义预约报告的邮件模板。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通话记录和录⾳  > 通话报告，点击 预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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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 添加报告。
3. 在 报告类型  下拉列表中，选择⼀个报告，设置要查询的对象和相关参数。

注：
特殊参数说明：

• 通讯类型：选择通话的类型，如 呼⼊、呼出、内部、呼⼊/呼出  或 所有。在以下报告中，你可以通过该参数过滤通话数据：
◦ 分机通话统计
◦ 分机通话活动
◦ 中继活动
◦ DID/去电号码活动

• 排除（X 秒）内放弃通话：设置时间。报告不计⼊呼叫者在指定时间内主动放弃呼叫的通话。在以下报告中，你可以通过该参数过滤通话数据：
◦ 队列业绩
◦ 队列业绩活动
◦ 坐席未接通报告
◦ 坐席业绩

• 部⻔：选择⼀个或多个部⻔。报告计⼊该部⻔及其⼦部⻔所有成员的通话。
注：

仅当启⽤ 部⻔管理  功能才会显⽰此项。
在下列报告中，你可以通过该参数过滤通话数据：

◦ 分机通话统计
◦ 分机通话活动
◦ 分机通话计费
◦ 分机通话计费详情

4. 预约报告。
• 时间：设置查询的报告时间。
• 预约名称：填写预约报告的名称。
• 邮箱地址：填写收件⼈的邮箱地址，多个邮箱地址⽤分号 ;  隔开。

注：
⽀持添加最多 10 个邮箱地址。

• 发送频率：设置发送报告的频率。
◦ ⼀次性：保存设置后，系统⽴即发送报告。
◦ 每天：从下拉列表选择⼀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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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每天在指定的时间发送报告。
◦ 每周：从下拉列表选择⼀周的某⼀天，并指定时间。

系统每周在指定的时间发送报告。
◦ 每⽉：从下拉列表选择⼀个⽇期，并指定时间。

系统每⽉在指定的时间发送报告。
注：

如果你设置⽇期为 31，但某个⽉份只有 29 天或 30 天，那么系统不会发送报告。
• 格式：设置报告的下载格式。

◦ CSV
◦ XLS
◦ PDF

5.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在 预约报告  列表，查看预约报告的状态。

• 已完成：报告已发送到收件⼈邮箱。
• 已预约：报告已预约。系统会在指定时间发送到收件⼈邮箱。

管理报告预约记录
本⽂介绍如何编辑或删除报告预约记录。
编辑报告预约记录

1. 登录 PBX 管理⽹⻚，进⼊ 通话记录和录⾳  > 通话报告，点击 预约报告。
2. 点击报告旁边的 。
3. 根据你的需要，更改预约报告的设置。
4. 点击 保存。

删除报告预约记录
1. 登录 PBX 管理⽹⻚，进⼊ 通话记录和录⾳  > 通话报告，点击 预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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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报告旁边的 。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确定。

下载预约报告
系统根据报告预约记录发送报告到指定联系⼈的邮箱后，联系⼈可以通过邮件中的下载链接下载报告，系统管理员可以在 PBX ⽹⻚上查看并下载报告。本⽂介绍如何在 PBX ⽹⻚下载预约报告。
前提条件
预约报告已发送。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通话记录和录⾳  > 通话报告，点击 下载列表。
2. 点击报告旁边的 。

你可以在新⻚⾯预览报告。
3. 点击右上⻆的 下载。

执⾏结果
报告下载到本地电脑，格式为预约报告时⾃定义的格式。
⾃定义预约报告的邮件模板
本⽂介绍如何⾃定义预约报告的邮件模板。
背景信息
默认情况下，PBX 使⽤预设的邮件通知语⾔和邮件模板发送预约报告。
邮件通知语⾔即你在 系统邮件模板  中设置的全局邮件通知语⾔。预约报告邮件模板包含以下信息：

• 预约报告的下载链接。
• 下载链接的提⽰信息。

◦ 下载链接只在 24 ⼩时内有效。
◦ 只能通过和 PBX 相同的局域⽹络访问下载链接。

• 系统信息，包括设备名称、设备序列号、LAN ⼝ IP、WAN ⼝ IP。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通话记录和录⾳  > 通话报告，点击 预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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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 邮件模板。
3. ⾃定义邮件内容。

a. 在 模板  下拉列表中，选择 ⾃定义。
b. 根据你的需要，修改邮件主题和内容。
c.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PBX 使⽤该邮件模板发送预约报告。



通话计费
通话计费概述
通话计费功能可以记录通话使⽤情况，并根据⽬的地号码和通话时⻓估算通话费⽤，所有员⼯的通话活动和通话费⽤⼀⽬了然。
使⽤要求
订阅 队列控制台  服务。
应⽤场景
很多服务型企业的员⼯经常需要拨打⻓途电话或国际电话拓展业务。如果不对这些外线电话加以限制，恶意的盗打或滥打⾏为将会有机可乘，从⽽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企业需要⼀个管理⼯具来追踪员⼯的通话活动，以便控制通话费⽤。
功能亮点

 记录通话情况
追踪、记录个⼈或部⻔的通话情况。通过历史通话记录和实时通话记录，你可以评估和分析员⼯的⼯作表现，辨别滥打和盗打等恶意⾏为。

 灵活的费率规则
通过对不同呼叫类型（市话、国内⻓途、国际⻓途）设置不同的费率规则，你可以了解不同呼叫类型的通话情况，并估算通话费⽤，⽽⽆需等待运营商提供话费账单。

 多样化的通话计费报告
根据特定的分机、部⻔⽣成专⻔的通话计费报告。通过总通话数、总通话时⻓、平均通话时⻓、总费⽤等信息详细了解员⼯的通话活动。

 优化预算管理
追踪、分析员⼯和部⻔的通话情况可以帮助你更加准确、⾼效地设置企业通话的预算。

通话计费速览通过下述图⽰，⼀览通话计费功能的 UI 界⾯以及使⽤流程。
提⽰：

你可以点击图⽚右侧的⽂字，快速跳转到相应⽂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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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添加费率规则2. 分机通话计费报告

通话费率
添加费率规则
你可以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为本地市话、⻓途电话、国际电话设置不同的费率，以监控分机和部⻔不同外线通话的资费情况，防⽌滥⽤资源。
前提条件
你已订阅 “队列控制台” 服务。
限制条件
⽀持添加最多 3 万条费率规则。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通话记录和录⾳  > 通话报告。
2. 在 费率  ⻚签下，点击 添加。
3. 设置费率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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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填写⼀个名称，帮助你识别此费率规则。例如，填写 
本地市话

。
• 匹配前缀：可选。设置呼出号码前缀匹配规则。

注：
系统根据最终送出的号码来匹配费率规则，⽽不是根据拨打的号码进⾏匹配。

◦ 如果放空，则对所有呼出的外线电话都进⾏计费。
◦ 如果设置指定值，则对以此前缀开头的外线电话进⾏计费。

• 号码⻓度：可选。设置匹配此费率规则的号码⻓度。
◦ 如果放空，呼出任意⻓度号码都会进⾏计费。
◦ 如果设置指定值，当呼出号码⼩于或等于此⻓度才进⾏计费。

• 费率：设置费率。即初始时⻓后，每个计费单元收取的费⽤。
• 计费单元（秒）：设置初始时⻓后，通话计费的单元时间。默认值为 60 秒。

例如，设置 费率  为 0.5，计费单元  为 60 秒，则每 60 秒通话费⽤增加 0.5。
• 初始时⻓（秒）：设置初始时⻓。初始时⻓内的通话按初始费⽤计算。
• 初始费⽤：设置在初始时⻓时间内的固定费⽤。

例如，设置 初始时⻓  为 120 秒， 初始费⽤  为 2，则 2 分钟内的通话费⽤固定为 2，超过 2 分钟后按照费率计算费⽤。
4. 点击 保存。

执⾏结果
• 费率规则已创建。符合此费率规则的外线通话会根据下列公式进⾏计费：

注：
如果要与费率相乘的值有⼩数位，该值会⾃动向前进⼀位取整。

• 如果创建多条费率规则，系统会在列表中⾃上⽽下进⾏匹配，使⽤第⼀条匹配上的规则
对通话进⾏计费。你可以点击     调整费率规则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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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
你可以通过通话报告查看分机、分机组或部⻔的外线通话计费情况。更多信息，请参⻅ 分机通话计费报告  和 分机通话计费详情报告。
管理费率规则
本⽂介绍如何编辑和删除费率规则。
前提条件
你已订阅 “队列控制台” 服务。
调整费率规则优先级
⽤⼾拨打外线电话时，系统会从费率规则列表中⾃上⽽下匹配费率规则，并使⽤第⼀条匹配上的规则对通话进⾏计费。你可以根据需要，调整费率规则的顺序。

1. 登录 PBX 管理⽹⻚，进⼊ 通话记录和录⾳  > 通话报告。
2. 在 费率  ⻚签下，点击    ，调整费率规则的顺序。
3. 点击 应⽤。

编辑费率规则
1. 登录 PBX 管理⽹⻚，进⼊ 通话记录和录⾳  > 通话报告。
2. 在 费率  ⻚签下，点击费率规则旁边的 。
3. 编辑费率规则。

重要：
修改费率将影响新产⽣的通话计费统计。

4. 点击 保存。
删除费率规则

1. 登录 PBX 管理⽹⻚，进⼊ 通话记录和录⾳  > 通话报告。
2. 点击 费率  ⻚签。
3. 删除单条费率规则，执⾏以下操作：

a. 点击费率规则旁边的 。
b.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确定。

4. 批量删除费率规则，执⾏以下操作：
a. 勾选费率规则，然后点击 删除。
b.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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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和导⼊费率
你可以导出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创建的费率，并以此为模板，在导出的⽂件上批量编辑费率，再导⼊到 PBX。本⽂介绍如何导出和导⼊费率。
前提条件
你已订阅 “队列控制台” 服务。
导出费率

1. 登录 PBX 管理⽹⻚，进⼊ 通话记录和录⾳  > 通话报告。
2. 在 费率  ⻚签下，点击 导出。

CSV ⽂件⾃动下载到本地。你可以参考 费率规则参数  检查和编辑 CSV ⽂件中的参数。
导⼊费率我们建议你先导出费率数据（⽂件格式为 .CSV），然后使⽤该⽂件作为模板来编辑。通过这种⽅式，可以节省时间，提⾼效率。

前提条件
导⼊⽂件的要求：

• 格式：UTF-8 .CSV
• ⼤⼩：⼩于 50 MB
• ⽂件名称：⼩于 127 个字符
• 导⼊参数：确保导⼊的参数符合要求。更多关于导⼊参数的信息，请参⻅ 费率规则参数。

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通话记录和录⾳  > 通话报告。
2. 在 费率  ⻚签下，点击 导⼊。
3. 在弹出的窗⼝中，点击 浏览，选择你的 CSV ⽂件。
4. 点击 导⼊。CSV ⽂件中的费率将在⽹⻚上以相反的顺序显⽰。

注：
系统⾃上⽽下匹配费率规则。如有需要，你可以点击    ，调整费率规则的顺序。

相关信息导⼊和导出 -FAQ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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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计费报告
分机通话计费报告
分机通话计费报告提供分机、分机组、部⻔整体的通话计费情况。通过分机通话计费报告，你可以监控指定分机、分机组、部⻔外线通话的资费情况，防⽌资源滥⽤。本⽂介绍报告的详细信息以及报告⽰例。
前提条件

• 已订阅 队列控制台  服务。
• 已设置费率规则，以便系统可以依照费率对通话进⾏计费。

更多信息，请参⻅ 添加费率规则。
获取报告你可以通过以下任⼀⽅式获取 分机通话计费报告：

• 通过 PBX 管理⽹⻚获取即时的 分机通话计费报告（路径：通话记录和录⾳  > 通话报告 > 通话报告）。
更多信息，请参⻅ 查看通话报告。

• 通过邮箱获取预约接收的 分机通话计费报告。
提⽰：

如需通过此⽅式接收报告，你应先在 PBX 管理⽹⻚上预约报告（路径：通话记录和录⾳  > 通话报告  > 预约报告）。更多信息，请参⻅ 预约报告。
报告详细信息
下表列出了分机通话计费报告的各项指标信息。

参数 描述
总通话数 适⽤此费率规则的外线去电的总数。
总通话时⻓ 去电被应答到通话结束的总时间。
平均通话时⻓ 去电被应答到通话结束的平均时间。
费⽤ 通话费⽤。

报告⽰例
如下⽰例报告为2021年12⽉30⽇所有成员通过中继 peer 66.34  发起的外线通话的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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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分机通话计费详情报告
分机通话计费详情报告
分机通话计费详情报告提供分机、分机组、部⻔具体的通话计费情况。通过分机通话计费详情报告，你可以监控外线通话的资费情况，防⽌资源滥⽤。本⽂介绍报告的详细信息以及报告⽰例。
前提条件

• 已订阅 队列控制台  服务。
• 已设置费率规则，以便系统可以依照费率对通话进⾏计费。

更多信息，请参⻅ 添加费率规则。
获取报告你可以通过以下任⼀⽅式获取 分机通话计费详情报告：

• 通过 PBX 管理⽹⻚获取即时的 分机通话计费详情报告（路径：通话记录和录⾳  > 通话报告  > 通话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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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请参⻅ 查看通话报告。
• 通过邮箱获取预约接收的 分机通话计费详情报告。

提⽰：
如需通过此⽅式接收报告，你应先在 PBX 管理⽹⻚上预约报告（路径：通话记录和录⾳  > 通话报告  > 预约报告）。更多信息，请参⻅ 预约报告。

报告详细信息
下表列出了分机通话计费详情报告的各项指标信息。

参数 描述
时间 发起外线呼叫的时间。
被叫号码 被叫号码。
通话时⻓ 去电被应答到通话结束的总时间。
费⽤ 通话费⽤。

报告⽰例
如下⽰例报告为2021年12⽉30⽇所有成员通过中继 peer 66.34  发起的外线通话的具体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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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分机通话计费报告



应⽤对接
语⾳转写
语⾳转写（STT）概述
语⾳转写（STT, Speech-to-Text），也称作语⾳转⽂本或语⾳识别，旨在将语⾳信息转写为⽂本。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与第三⽅语⾳转写服务集成，实现语⾳转⽂本。
⽀持的服务平台Yeastar P 系列 IPPBX⽀持与以下第三⽅语⾳转写服务集成：

注：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的 语⾳转写  服务是免费的，但对接的第三⽅语⾳转写服务平台需要收费。

• ⾕歌云 ‒ Cloud Speech-to-Text API
有关对接的详细信息，请参⻅ 对接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与⾕歌 Cloud Speech-to-Text。

应⽤范围
在 PBX 上设置语⾳转写对接后，语⾳识别功能可⽤于 语⾳留⾔转写  功能。⽤⼾可在不同平台上阅读⽂本格式的留⾔：

Linkus ⽹⻚端和 Linkus ⼿机端
⽤⼾可在 Linkus ⽹⻚端和⼿机端上查看每个语⾳留⾔的转写⽂本。

Email 客⼾端
如果分机启⽤了 语⾳留⾔转电⼦邮件  功能，则⽤⼾收到的语⾳留⾔将⾃动转换为⽂字，并显⽰在邮件正⽂中。

相关信息启⽤或禁⽤“语⾳留⾔转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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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语⾳转写 API
对接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与⾕歌 Cloud Speech-to-Text
在使⽤ 语⾳留⾔转写  功能之前，你需要先对接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与第三⽅语⾳转写（STT, Speech-to-Text）服务。本⽂介绍如何对接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与⾕歌 Cloud Speech-to-Text。
限制条件

⽀持转写的⾳频时⻓：1 分钟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与⾕歌 Cloud Speech-to-Text 对接后，采⽤同步识别的⽅法进⾏语⾳识别，⽀持处理 1 分钟以内的⾳频数据。

服务费⽤
⾕歌云的 Speech-to-Text 语⾳转写服务提供每个⽉ 60 分钟的免费⾳频处理时⻓，超出免费额度将收取费⽤。具体⾕歌云语⾳转写服务价格信息，请参⻅ ⾕歌云 Speech-to-Text 价格。

前提条件
• 你需要创建⼀个⾕歌云付费账号。
• 需确保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可访问⾕歌服务。

1. 登录 PBX 管理⽹⻚，进⼊ 维护  > 故障诊断  > IP Ping。
2. 在 ⽬标主机  栏中，输⼊ www.google.com。
3. 点击 开始。
4. 在 结果  框中查看数据包传输是否正常。

注：
若 PBX ⽆法访问⾕歌服务，进⼊ 系统  > ⽹络  > 基础设置，检查并配置 PBX ⽹络。

5. 点击 停⽌，停⽌ Ping 操作。
操作步骤

1. 从 Google Cloud Platform 获取 API 密钥
2. 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上启⽤语⾳转写（STT）对接

从 Google Cloud Platform 获取 API 密钥
步骤1. 创建项⽬

1. 登录 ⾕歌云端平台 (Google Cloud Platform)。
2. 在顶部栏中，点击 My First Project，打开项⽬列表。

https://cloud.google.com/speech-to-text/pricing
https://cloud.google.com/speech-to-text/pricing
https://console.cloud.goo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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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选择项⽬  ⻚⾯，点击右上⻆的 新建项⽬。

4. 在 新建项⽬  ⻚⾯，设置⼀个项⽬名称，点击 创建。

新项⽬创建完成，可在项⽬列表中选择此项⽬。
步骤2. 启⽤语⾳转写 API 服务

1. 在 Google Cloud Platform 左上⻆，点击  开启导航菜单，进⼊ API 和服务  > 信息中⼼。
2. 点击 启⽤ API 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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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API 库的搜索框中，输⼊ speech，选择 Cloud Speech-to-Text API。

4. 点击 Cloud Speech-to-Text API  的 启⽤  按钮。

语⾳转⽂本服务启⽤。
步骤3. 创建 API 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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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左侧导航⾯板中，进⼊ API 和服务  > 凭据。

2. 点击 创建凭据，选择 API 密钥。

3. 在弹窗中，点击 限制密钥。
重要：

出于安全⽬的，你需要限制 API 密钥，确保 API 密钥仅可⽤于经过授权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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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限制和重命名 API 密钥  ⻚⾯，完成下列设置。
a. 在 名称  栏中，指定 API 密钥名称。
b. 在 应⽤限制  栏中，选择 ⽆。
c. 在 API 限制  栏中，选择 限制密钥。
d. 在下⽅搜索框中输⼊ speech，搜索并选中 Cloud Speech-to-Text API，点击 确定。
e. 点击 保存  以应⽤配置。

此 API 密钥仅可⽤于调⽤ Cloud Speech-to-Text API。
5. 返回 凭据  ⻚⾯，在 API 密钥  栏中，点击  复制受限制的 API 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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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Yeastar P 系列 IPPBX上启⽤ STT 集成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应⽤对接  > 语⾳转写。
2. 在 STT API 集成  中，填⼊所需的 API 凭据。

• 服务平台：选择 ⾕歌云。
• API 密钥：粘贴受限制的 API 密钥。

3. 在 设置  栏中，选择语⾳转⽂本的源语⾔。
系统将会识别指定语⾔的语⾳，并转换成相应的⽂本。

注：
若接收到的语⾳内容与设定的源语⾔不符，则系统⽆法转换为正确的⽂本。

4. 点击 保存。
如果对接成功，STT API 集成  栏中的 状态  将显⽰为 已连接。

后续步骤
STT API 对接成功后，进⼊ 呼叫功能  > 语⾳信箱  > 语⾳信箱设置，启⽤ 语⾳留⾔转写  功能。更多信息，请参⻅ 启⽤或禁⽤“语⾳留⾔转写”。
相关信息语⾳转写（STT）概述断开语⾳转写 API 服务对接
断开语⾳转写 API 服务对接
STT API 集成已连接后，如果你不再需要 语⾳留⾔转写  功能，或想要暂停 STT API 服务，可直接在 PBX 上断开 API 服务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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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应⽤对接  > 语⾳转写。
2. 在 STT API 集成  栏中，点击右上⻆的 断开连接。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确认， 断开 API 服务对接。
API 对接已断开，状态  显⽰ 禁⽤。

执⾏结果
语⾳留⾔转写  功能⾃动失效。

Asterisk 管理接⼝（AMI）
Asterisk 管理接⼝ (AMI) 是 Asterisk 提供的系统监视和管理界⾯。 Yeastar P 系列 IPPBX⽀持 AMI，你可以通过 AMI 客⼾端连接Yeastar P 系列 IPPBX。
Asterisk 管理接⼝ （AMI）
Asterisk 管理器接⼝（AMI）是 Asterisk 服务器的标准管理接⼝。该接⼝允许客⼾端程序连接 Asterisk 服务器并通过 TCP / IP 流请求或读取事件。 你可以使⽤管理器接⼝控制 PBX，发起呼叫，检查邮箱状态，监视分机等。
连接 AMI 客⼾端和Yeastar P 系列 IPPBX

1. 在 PBX 上启⽤ AMI。
a. 登录 PBX 管理⽹⻚，进⼊ 应⽤对接  > AMI。
b. 启⽤ AMI。
c. 在 AMI  栏，配置对接认证信息。

• ⽤⼾名：填写⽤⼾名。第三⽅软件可以使⽤该 AMI ⽤⼾名对接 PBX。
• 密码：填写密码。第三⽅软件可以使⽤该 AMI 密码对接 PBX。
• 端⼝：默认端⼝号 5038，且不可更改。

d. 在 允许的IP  栏，指定允许使⽤ AMI 对接 PBX 的客⼾端。
i. 在 IP 地址  栏，点击 添加。
ii. 填写允许访问 PBX AMI 的 IP 地址。

格式为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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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IP 地址 216.207.245.47  带上⼦⽹掩码 255.255.255.255  表⽰允许 IP 216.207.245.47 通过 AMI 接⼝访问 PBX。
注：

最多可以添加 4 个 IP 地址。
为了避免安全规则误将添加的 IP 地址拉⿊，系统默认将添加的 IP 地址加⼊到 静态防御  列表中，你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从静态防御规则列表中删除。

e. 点击 保存  并 应⽤。
2. 根据对接的认证信息配置 AMI 客⼾端，然后连接 PBX。

数据库授权
数据库授权概述
Yeastar P 系列 IPPBX基于 MySQL 数据库。数据库授权功能允许你授予第三⽅软件访问 PBX 数据库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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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呼叫中⼼软件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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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
访问 PBX 数据库后，你仅能查看和下载 CDR 数据，⽆法访问其他数据。
从 Yeastar P 系列 IPPBX数据库获取 CDR 数据
Yeastar P 系列 IPPBX允许你访问系统数据库并获取 CDR（通话记录）数据。 本⽂介绍如何通过 Navicat 软件从 PBX 数据库获取 CDR 数据。
操作步骤

1. 授予第三⽅软件访问 PBX 数据库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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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 Navicat 软件访问 PBX 数据库
授予第三⽅软件访问 PBX 数据库的权限

1. 登录 PBX 管理⽹⻚，进⼊ 应⽤对接  > 数据库授权。
2. 启⽤ 数据库授权  设置，配置第三⽅软件访问 PBX 数据库的认证信息。

• ⽤⼾名：使⽤随机⽣成的⽤⼾名或更改⽤⼾名。
• 密码：使⽤随机⽣成的密码或更改密码。
• 端⼝：默认端⼝ 3306，⽆法更改。

3. 在 允许的 IP  栏， 配置允许访问数据库的 IP。

a. 点击 添加。
b. 填写允许的 IP 地址和⼦⽹掩码。

本例中，填写  IP 地址 192.168.66.0  和⼦⽹掩码 255.255.255.0，表⽰允许 192.168.66.X ⽹段的设备访问 PBX 数据库。
注：

由于 MySQL 数据库的限制，⼦⽹掩码只能填写 255.255.255.255  或 
255.255.255.0。

4. 点击 保存  和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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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Navicat 软件访问 PBX 数据库
1. 在 IP 地址属于 192.168.66.X ⽹段的电脑上，打开 Navicat for MySQL  软件。
2. 在 Navicat for MySQL 界⾯上，点击 Connection  并选择 MySQL。

3. 在弹出的窗⼝中，填写以下信息：

• Connection Name：⾃定义连接名。
• Host：填写 PBX 的  IP 地址。

https://www.navicat.com/en/products/navicat-for-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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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t：填写 3306。
• User Name：填写 PBX 数据库授权的⽤⼾名。本例中，填写  rt3J8xJm。
• Password：填写 PBX 数据库授权的密码。本例中，填写 Y229sxd%A0kpO。

4. 点击 Save。
5. 点击 cdr 表，查看 PBX 系统的 cdr 表单。

关于 cdr 表单中的参数描述，请参⻅ PBX 数据库中的 cdr 表。

PBX 数据库中的 cdr 表
本⽂介绍 Yeastar P 系列 IPPBX数据库中的 cdr 表。

字段 描述
id 系统内部标志位
datetime 通话发⽣的时间，采⽤1000-01-01 00:00:00 的时间格式
timestamp 系统内部标志位
uid 系统内部标志位
clid 系统内部标志位
src 主叫号码
srcname 主叫名称
srcaddr 主叫的 SIP 地址
dst 被叫号码
dstname 被叫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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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dcontext 系统内部标志位
channel 系统内部标志位
dstchannel 系统内部标志位
srctrunk 来源中继
dsttrunk ⽬标中继
lastapp 系统内部标志位
lastdata 系统内部标志位
duration 通话总时⻓(单位：秒)
ringduration 通话响铃时⻓(单位：秒)
talkduration 通话应答时⻓(单位：秒)
disposition 通话状态：

• NOANSWER
• FAILED
• BUSY
• ANSWERED
• VOICEMAIL
• CONGESTION

amaflags 系统内部标志位
calltype 通话类型：

• Internal
• Inbound
• Outbound
• Callback

accountcode 系统内部标志位
uniqueid 系统内部标志位
didnumber DID 号码
dodnumber DOD 号码
recordfile 录⾳⽂件的名称
recordpath 录⾳⽂件的路径
srcchanurl 主叫的 SIP 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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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dstchanurl 被叫的 SIP URI
reasonpartya 系统内部标志位
reasonpartyb 系统内部标志位
reasonpartyc 系统内部标志位
reasonpartyd 系统内部标志位
reasonpartye 系统内部标志位
reasonpartyf 系统内部标志位
displayonweb 系统内部标志位
src_del_cdr 系统内部标志位
dst_del_cdr 系统内部标志位
src_del_recording 系统内部标志位
dst_del_recording 系统内部标志位
srcnameprefix 系统内部标志位
dstnameprefix 系统内部标志位
misscall_isread 系统内部标志位
in2outbound 系统内部标志位
concurrentcalls 系统内部标志位
videocall 系统内部标志位
rascall 系统内部标志位
tryvideocall 系统内部标志位



订阅服务
启⽤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服务的免费试⽤
Yeastar 为 Yeastar P 系列 IPPBX  上需要订阅的服务提供了 30 天的免费试⽤，你可以在购买前先试⽤服务。
操作步骤以 队列控制台  服务为例：

1. 登录 PBX 管理⽹⻚，进⼊ 订阅服务。
2. 在 队列控制台  服务的右侧，点击 启⽤ 30 天试⽤。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是。
执⾏结果队列控制台  服务显⽰ 已激活，并显⽰试⽤到期时间。

注：
试⽤到期后，如需购买服务，请点击 联系购买  联系 Yeastar。

后续操作
现在你可以开始进⾏功能配置。
具体配置内容，可参考以下 P 系列订阅服务对应的功能配置⼿册。
 Linkus 客⼾端
Linkus ⽹⻚端  Linkus ⼿机端/PC 端
 队列控制台 隧道服务 视频会议 通讯录专业版 CRM 集成

../web-client-user-guide/about-this-guide.html
https://help.yeastar.com/zh-cn/linkus_client/topic/faq.html
../call-center-console-user-guide/about-this-guide.html
../call-center-console-user-guide/about-this-guide.html
../administrator-guide/yeastar-fqdn-overview.html
../administrator-guide/yeastar-fqdn-overview.html
../web-client-user-guide/video-conferencing-overview.html
../web-client-user-guide/video-conferencing-overview.html
../administrator-guide/manage-company-phonebooks.html
../administrator-guide/manage-company-phonebooks.html
../integrations/integrations.html#topic_integrations__integrations-crm-system
../integrations/integrations.html#topic_integrations__integrations-crm-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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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I 服务 ⽤⼾同步对接

../developer-guide/about-this-guide.html
../developer-guide/about-this-guide.html
../integrations/integrations.html#topic_integrations__integrations-collaboration-tool
../integrations/integrations.html#topic_integrations__integrations-collaboration-tool


通⽤参考
“导⼊和导出”参数概述
检查导⼊或导出⽂件中的必填参数、选填参数及相应的限制。
背景信息
CSV (comma-separated values) ⽂件可以加快创建各种设置的速度。CSV ⽂件是纯⽂本⽂件，⽤于存储来⾃数据库样式⼯具（例如 Excel ）的表格数据。
Yeastar P 系列 IPPBX  允许你将数据导出为 CSV ⽂件，在 CSV ⽂件中指定数据，并将⽂件导⼊到 PBX，实现批量设置的⽬的，例如通过 CSV ⽂件批量创建分机。
哪些功能⽀持导⼊和导出数据
Yeastar P 系列 IPPBX  ⽀持导⼊和导出数据的功能模块如下：

注：
⽀持的参数因固件版本⽽异。

• 分机参数
• 部⻔参数
• 通讯录参数
• 假期参数
• 速拨号码参数
• 紧急号码参数
• 中继参数
• 中继 DIDs/DDIs 参数
• 中继去电显⽰号码参数
• 来电号码改编规则参数
• 呼⼊路由参数
• 呼出路由参数
• ⻓途呼叫特殊号码参数
• 静态防御规则参数
• ⾃动防御规则参数
• 呼出频率限制规则参数
• 费率规则参数
• 允许号码参数
• 禁⽌号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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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机参数
分机 CSV ⽂件中“导⼊和导出”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是否选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First Name 分机⽤⼾的名字。 分机号码
Last name 分机⽤⼾的姓⽒。

⾄少填写⼀个名称 最⼤字符⻓度限制为 63。
注：

如果这两个参数值全部放空，First Name 默认赋值为extension_number。
N/A

Email Address 分机⽤⼾的邮箱地址。 选填 允许填写数字、字⺟和符号 @  _ 
-  .。起始字段必须是数字、字⺟或符号 _ ，并且符合邮箱地址格式 XXX@XXX.XX。
分机⽤⼾的邮箱地址不能重复。
最⼤字符⻓度限制为 255。

N/A

Mobile Number 分机⽤⼾的⼿机号码。 选填 允许填写数字、字⺟和字符 (  ) 
#  -  +  *  #。
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N/A

User Password 分机⽤⼾登录 Linkus 客⼾端和 PBX 管理⽹⻚的密码。

必填 必须包含数字、⼤写字⺟和⼩写字⺟。
最⼩字符⻓度要求 10；最⼤字符⻓度限制为 63。

注：
如果放空，User Password 会随机⽣成。

随机⽣成

Organization分机所属部⻔。 选填 允许填写的值：系统上存在的部⻔名称。
注：

• 如果放空，Organization 默认赋值为根部⻔。
• 填写部⻔名称时，必须填写部⻔的完整路径，⽤ / 连接。多个部⻔，⽤ &  分隔。

根部⻔，即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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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选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例如下：

• 归属于根部⻔ “Yeastar”，填写 
Yeastar。

• 归属于⼀级部⻔ “营销中⼼”，填写 Yeastar/
营销

中心
。

• 归属于⼆级部⻔ “技术⽀持⼩组”，填写 Yeastar/
营销中心/技术支持小组

。
• 归属于多个部⻔，填写 
Yeastar/

市场部
&Yeastar/

产品设计部
。

User Role 具有 PBX 管理权限的分机⽤⼾的⻆⾊。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0  或 PBX 定义的⻆⾊名称。 0  表⽰ [⽆]。

注：
如果放空，User Role 默认赋值为 0。

0

Extension Number 分机号码。 必填 分机号不能重复，并且必须为数字。
最⼤字符⻓度限制为 7。

N/A

Caller ID 拨号时显⽰在被叫⽅设备上的去电号码。
必填 允许填写数字、字⺟和符号 (  ) 

#  -  +  *  #。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注：

如果放空，Caller ID 默认赋值为分机号码。

分机号码

Registration Name ⽤于注册验证的分机注册名称。
必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63。

注：
如果放空，Registration Name 默认随机⽣成。

随机⽣成

Registration Password ⽤于注册验证的分机注册密码。
必填 最⼩字符⻓度要求为 8；最⼤字符⻓度限制为 63。

注：

随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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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选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如果放空，Registration Password 默认随机⽣成。

IP Phone Concurrent Registrations
允许同时注册分机的 SIP 终端数量。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1：允许在⼀台 SIP 终端上注册分机。
• 2：允许在两台 SIP 终端上注册分机。
• 3：允许在三台 SIP 终端上注册分机。

注：
如果放空，Concurrent Registrations 默认赋值为 1。

1

Emergency Outbound Caller ID
分机拨打紧急电话时的去电显⽰号码。

选填 允许填写数字、字⺟和字符 (  ) 
#  -  +  *  #。
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N/A

Enable Voicemail 启⽤或禁⽤语⾳信箱。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Enabled Voicemail 默认赋值为 1。

1

Voicemail PIN Authentication
启⽤或禁⽤语⾳信箱 PIN 码认证。

仅当 Enable Voicemail = 1  时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Voicemail PIN Authentication 默认赋值为 1。

1

Voicemail Access PIN 访问语⾳信箱时需输⼊的语⾳信箱密码。
仅当 Enable Voicemail = 1  并且 Voicemail 

仅允许填写数字。
最⼩字符⻓度要求为 3；最⼤字符⻓度限制为15。

注：

随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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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选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PIN Authentication = 1  时必填

如果放空，Voicemail Access PIN 默认随机⽣成。
New Voicemail Notification

收到新语⾳留⾔的通知⽅式。
仅当 Enable Voicemail = 1  时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no：不发送邮件通知。
• with_attach：发送含⾳频附件的电⼦邮件通知。
• without_attach：发送不含⾳频附件的电⼦邮件通知。

注：
如果放空，New Voicemail Notification 默认赋值为 no。

no

仅当 Enable Voicemail = 1  并且 New Voicemail Notification = 
with_attach 时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no：不做任何操作。
• mark_read：标记为已读。
• delete：删除语⾳留⾔。

注：
如果放空，After Notification 默认赋值为 
no。

noAfter Notification 通过邮件接收语⾳留⾔提醒后，语⾳信箱中留⾔的处理⽅式。

仅当 Enable Voicemail = 1  并且 New Voicemail Notification = 
without_attach 时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no：不做任何操作。
• mark_read：标记为已读。

注：
如果放空，After Notification 默认赋值为 
no。

no

Play Date and Time 是否在播放语⾳留⾔前，播报留⾔的⽇期和时间。

仅当 Enable Voicemail = 1  时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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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选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注：

如果放空，Play Date and Time 默认赋值为 0。
Play Caller ID 是否在播放语⾳留⾔前，播报留⾔者号码。

仅当 Enable Voicemail = 1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Play Caller ID 默认赋值为 0。

0

Play Message Duration
是否在播放语⾳留⾔前，播报留⾔时⻓。

仅当 Enable Voicemail = 1  时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Play Message Duration 默认赋值为 0。

0

Send email notification when the User Password is changed

是否在⽤⼾密码改变时发送邮件通知。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Send email notification when the User Password is changed 默认赋值为 1。

1

Send email notifications on missed calls

是否在有未接来电时发送邮件通知。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Send email notifications on missed calls 默认赋值为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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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选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Allow the extension to view recordings

是否允许分机⽤⼾查看和管理⾃⼰的录⾳⽂件。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Allow the extension to view recordings 默认赋值为 1。

1

Recording operation 是否允许分机⽤⼾在通话过程中切换⾃⼰的录⾳状态。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权限
• 1：暂停/恢复
• 2：开始/暂停/恢复

注：
如果放空，Recording operation 默认赋值为 0。

0

All Busy Mode for Endpoints
其中⼀个注册分机的终端处于忙碌状态，分机收到新来电时，是否将新来电转移到忙碌⽬的地。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All Busy Mode for Endpoints 默认赋值为 0。

0

Call Popup URL 收到来电时，是否调⽤第三⽅系统的 URL 并调取相关数据展⽰在弹屏⽹⻚上。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Call Popup URL 默认赋值为 0。

0

Popup URL 第三⽅系统的 URL 和要传递的变量参数。
仅当 Call Popup URL  = 1 时必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255。 http://example.com/somepage.php?number={{.CallerNumber}}&name={{.CallerDisplay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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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选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Communication type 触发来电弹屏的通讯类型。 仅当 Call Popup URL  = 1 时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Internal  和 
Inbound。

• 多个通讯类型，⽤ &  隔开，例如 Internal & Inbound。
• 如果填写的通讯类型不存在，会被⾃动忽略。

Inbound

Trigger Event 触发来电弹屏的事件。 仅当 Call Popup URL  = 1 时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Ringing、Answered  和 
Call End。

注：
如果放空，Trigger Event 默认赋值为 Ringing。

Ringing

Allow Being Monitored
是否允许该分机的通话被监听。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Allow Being Monitored 默认赋值为 1。

1

Video Preview 是否允许其他分机在收到此分机的来电时，⼿动点击按钮预览此分机的视频画⾯。

选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Video Preview 默认赋值为 0。

0

Auto Preview 是否允许其他分机在收到此分机的来电时，⾃动预览此分机的视频画⾯。

选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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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选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如果放空，Auto Preview 默认赋值为 0。

Hot Desking 是否允许⽤⼾使⽤该分机登录共享话机。
选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Hot Desking 默认赋值为 0。

0

Log out of Queue 如果该分机为队列中的动态坐席，当登出共享话机时，是否⾃动将该分机登出队列。

选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Log out of Queue 默认赋值为 0。

0

Automatic Guest Out 是否将分机从共享话机上⾃动登出。
选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动登出。
• 1：在指定时间段后⾃动登出共享话机。
• 2：在每天的指定时间点⾃动登出共享话机。

注：
如果放空，Automatic Guest Out 默认赋值为 0。

0

After hr. 从共享话机上⾃动登出分机的指定时间段的⼩时设置。

仅当 Automatic Guest Out  = 1  时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00-23。
注：

如果放空，After hr. 默认赋值为 
08。

08

After min. 从共享话机上⾃动登出分机的指定时间段的分钟设置。

仅当 Automatic Guest 
允许填写的值：00-59。

注：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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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选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Out  = 1  时必填 如果放空，After min. 默认赋值为 00。

At Daily 每天从共享话机上⾃动登出分机的指定时间点。

仅当 Automatic Guest Out  = 2  时必填

时间格式：HH:MM (例如 13:30)
注：

结束时间必须晚于开始时间。

N/A

DTMF Mode 发送的 DTMF 模式。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rfc4733、 
info、 inband  或 auto。

注：
如果放空，DTMF Mode 默认赋值为rfc4733。

rfc4733

Transport 传输协议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udp、 tcp  或 
tls。

注：
如果放空，Transport 默认赋值为 udp。

udp

Qualify 是否定期发送 SIP OPTION 包给话机，验证分机的在线情况。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Qualify 默认赋值为 
1。

1

T.38 Support 是否启⽤ T.38。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T.38 Support 默认赋值为 0。

0

NAT 是否启⽤ NAT。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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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选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 1：启⽤

注：
如果放空，NAT 默认赋值为 1。

SRTP 是否加密 RTP　包。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SRTP 默认赋值为 
0。

0

Allow Remote Registration
是否允许远程注册分机。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Allow Remote Registration 默认赋值为 0。

0

Disable Outbound Calls
是否禁⽌分机⽤⼾拨打外线电话。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Disable Outbound Calls 默认赋值为 0。

0

Disable Outbound Calls outside Business Hours

是否禁⽌分机⽤⼾在⾮上班时间拨打外线电话。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Disable Outbound Calls outside Business Hours 默认赋值为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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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选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Disallow International Calls

是否允许分机拨打国际电话。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Disable International Calls 默认赋值为 
1。

1

Outbound Route Permission
定义该分机可以使⽤哪些呼出路由拨打外线电话。

选填 允许填写的值： ⼀个或多个已创建的呼出路由名称。
注：

• 如果你填写的呼出路由名称在 PBX 不存在，系统将会忽略你填写的值。
• 对于多个呼出路由，使⽤ 
&  分隔两个呼出路由。例如：name1&name2。

N/A

Max Outbound Call Duration (s)

分机允许拨打外线电话的最⼤通话时⻓。
必填 只允许填写数字。其中，-1  表⽰跟随系统，0  表⽰不限制。

最⼤字符⻓度限制为 7。
注：

如果放空，Max Outbound Call Duration (s) 默认赋值为 -1。

-1

Outbound Call Frequency Restriction

⽤于限制该分机在指定时间周期内呼出频率的限制规则。

选填 允许填写的值：⼀个或多个存在于 PBX 中的呼出频率限制名称。
注：

• 使⽤ &  分隔多个限制规则。例如：name1&name2。
• 如果此栏放空，系统将填⼊默认的分机呼出频率限制规则 

Default_Ext_Outbound Call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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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选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Default_Ext_Outbound 

Call Frequency。
• 如果你填写的呼出频率限制名称在 PBX 不存在，系统将会忽略你填写的值。

Linkus Client (Mobile/PC/Web)

是否允许分机⽤⼾登录 Linkus ⼿机端、桌⾯端和⽹⻚端。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Linkus Client (Mobile/PC/Web) 默认赋值为 
0。

0

相关信息导出和导⼊ SIP 分机导⼊和导出 -FAQ

部⻔参数
部⻔ CSV ⽂件中“导⼊和导出”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选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Organization Name 必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127。 N/A
Parent Organization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根部⻔的完整路径。

多个部⻔，⽤ &  隔开。
⽰例如下：

• 归属于根部⻔ “Yeastar”，填写 
Yeastar。

• 归属于⼀级部⻔ “营销中⼼”，填写 
Yeastar/

营销中心
。

• 归属于⼆级部⻔ “技术⽀持⼩组”，填写 Yeastar/
营销中心/技术支持小组

。

N/A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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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选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 归属于多个部⻔，填写 Yeastar/

营销中

心
&Yeastar/

研发中心
。

相关信息导出和导⼊部⻔导⼊和导出 -FAQ

通讯录参数
企业通讯录和个⼈通讯录 CSV ⽂件中“导⼊和导出”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First Name
Last Name

⾄少填写⼀个名称
最⼤字符⻓度限制为127。

• First Name 字符⻓度限制：63
• Last Name 字符⻓度限制：63

Company Name 选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127。
Email 选填 允许填写数字、字⺟和符号 @  _  -  .。起始字段必须是数字、字⺟或符号 _ ，并且符合邮箱地址格式 XXX@XXX.XX。

最⼤字符⻓度限制为 255。
Business Number 允许填写数字、字⺟和符号 (  )  #  -  +  *  #。

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Business Number 2 允许填写数字、字⺟和符号 (  )  #  -  +  *  #。

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Business Fax 允许填写数字、字⺟和符号 (  )  #  -  +  *  #。

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Mobile 允许填写数字、字⺟和符号 (  )  #  -  +  *  #。

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Mobile 2 允许填写数字、字⺟和符号 (  )  #  -  +  *  #。

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Home

⾄少填写⼀个号码

允许填写数字、字⺟和符号 (  )  #  -  +  *  #。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24 - 通⽤参考  | 739

参数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Home 2 允许填写数字、字⺟和符号 (  )  #  -  +  *  #。
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Home Fax 允许填写数字、字⺟和符号 (  )  #  -  +  *  #。
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Other 允许填写数字、字⺟和符号 (  )  #  -  +  *  #。
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ZIP Code 选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255。
Street 选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255。
City 选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255。
State 选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255。
Country 选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255。
Remark 选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1024。
Phonebook 选填 允许填写的值：已在 PBX 创建的企业联系⼈群组。多个企业联系⼈群组，使⽤ &  分隔群组名称，例如 phonebook_name1&phonebook_name2。

注：
• 该参数适⽤于使⽤ 通讯录专业版  的⽤⼾。
• 如果放空，Phonebook 默认赋值为 
Default_All_Contacts。

• 如果填写的企业联系⼈群组不存在，系统会⾃动创建。

相关信息导出和导⼊企业联系⼈导⼊和导出 -FAQLinkus ⽹⻚客⼾端 - 导出个⼈联系⼈Linkus ⽹⻚客⼾端 - 导⼊个⼈联系⼈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web-client-user-guide/view-and-manage-personal-contacts.html#manage-personal-contacts__section_s5x_lmz_f4b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web-client-user-guide/view-and-manage-personal-contacts.html#manage-personal-contacts__section_fgy_5nz_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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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参数
假期 CSV ⽂件中“导⼊和导出”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Name 必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127。

假期名称不允许重复。
N/A

Holiday Type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By Date
• By Month
• By Week

注：
如果放空，Holiday Type 默认赋值为 By Date。

By Date

Start Date (By Date) N/A
End Date (By Date)

当 Holiday Type  = 
By Date  时必填 格式：DD/MM/YYYY HH:MM

例如：10/25/2020 13:30
注：

结束⽇期必须晚于开始⽇期。
N/A

Start Date (By Month) N/A
End Date (By Month)

当 Holiday Type  = 
By Month  时必填 格式：DD/MM/YYYY HH:MM

例如：10/31/2020 13:30
注：

结束⽇期必须晚于开始⽇期。
N/A

Month (By Week) 当 Holiday Type  = 
By Week  时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January
• February
• March
• April
• May
• June
• July
• August
• September
• October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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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 November
• December

Week (By Week) 允许填写的值：
• First Week
• Second Week
• Third Week
• Fourth Week
• Last Week

N/A

Day (By Week) 允许填写的值：
• Sunday
• Monday
• Tuesday
• Wednesday
• Thursday
• Friday
• Saturday

N/A

Start Time (By Week) N/A
End Time (By Week)

格式：HH:MM
例如：13:30

注：
结束时间必须晚于开始时间。

N/A

相关信息导出和导⼊假期

速拨号码参数
速拨号码 CSV ⽂件中“导⼊和导出”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Speed Dial Number 必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4。

允许填写数字和符号 *  #。
速拨号码不能重复。

Phone Number 必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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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允许填写数字、字⺟和符号 (  )  .  -  +  *  #

相关信息导出和导⼊速拨号码导⼊和导出 -FAQ

紧急号码参数
紧急号码 CSV ⽂件中“导⼊和导出”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Name 必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63。

不⽀持字符 ;  "  ,  \
紧急号码名称不能重复。

N/A

Emergency Number 必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允许填写数字、字⺟和符号 (  )  #  -  +  * 
#

紧急号码不能重复。

N/A

Emergency Outbound Caller ID Priority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emergency_first：中继紧急去电显⽰号码。
• ext_first：分机紧急去电显⽰号码。

注：
如果放空，Emergency Outbound Caller ID Priority 默认赋值为 
emergency_first。

emergency_first

Trunk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PBX 存在的中继名称。 N/A
Trunk's Emergency Outbound Caller ID 选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允许填写数字、字⺟和符号 (  )  #  -  +  * 
#。

N/A

相关信息导出和导⼊紧急号码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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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导出 -FAQ

中继参数
中继 CSV ⽂件中“导⼊和导出”参数说明。

注：
仅⽀持导⼊注册中继和点对点中继。

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Name 中继名称。 必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63。

不允许填写空格和特殊字符。
中继名称不能重复。

N/A

Trunk Status 启⽤或禁⽤中继。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Trunk Status 默认赋值为 1。

1

Trunk Type 中继类型。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peer  或 register。
注：

• 不⽀持导⼊账号中继。
• 如果放空，Trunk Type 默认赋值为 register。

register

Transport SIP 运营商提供的协议类型。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udp、tcp、tls  或 dnsnaptr。 
注：

如果放空，Transport 默认赋值为 udp。

udp

Hostname/IP SIP 运营商提供的域名或 IP 地址。 必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255。 N/A
Port 中继注册端⼝。 必填 仅允许填写 0 到 65535 的数字。 N/A
Domain SIP 运营商提供的主域服务器。 必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255。 N/A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24 - 通⽤参考  | 744

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注：

如果运营商没有提供主域服务器，则填写域名或 IP 地址。
Username SIP 运营商提供的中继⽤⼾名。 仅当 Trunk Type  = 

register  时必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255。 N/A
Password SIP 运营商提供的中继密码。 仅当 Trunk Type  = 

register  时必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255。 N/A
Authentication Name SIP 运营商提供的中继认证名称。 选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255。 N/A
Enable Outbound Proxy

启⽤或禁⽤呼出代理服务器。 仅当 Trunk Type  = 
register  时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Enable Outbound Proxy 默认赋值为 0。

0

Outbound Proxy Server 呼出代理服务器地址。 仅当 Outbound Proxy  = 1  时必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255。 N/A
Port of Outbound Proxy Server

呼出代理服务器端⼝。 仅当 Outbound Proxy  = 1  时必填 仅允许填写 1 到 65535 的数字。 N/A

Codec Setting 中继语⾳编码。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ulaw、alaw、g729、gsm、h264、h263、h263p、ilbc、g722、g726、speex、adpcm 或 mpeg4、
多个语⾳编码之间⽤ &  分隔，例如 first_value1&second_value2。

注：
如果填写的值不符合要求，Codec Setting 会被忽略。

ulaw&alaw&gsm&h264&ilbc&g722&g726&g729

DTMF Mode DTMF 信号发送模式。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rfc4733、info、inband  或 auto。
注：

如果放空，DTMF Mode 默认赋值为 rfc4733。

rfc4733

DTMF FMTP DTMF 模式为 rfc4733  时可设置的 DTMF fmtp 属性值。 选填 允许填写的值： 0-16、0-15。
注：

如果放空，此栏默认赋值为 0-16。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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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Qualify 是否定期发送 SIP OPTION 包，验证中继的在线情况。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Qualify 默认赋值为 1。

1

Enable SRTP 启⽤或禁⽤ SRTP (encrypted RTP) 。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Enable SRTP 默认赋值为 0。

0

T.38 Support 启⽤或禁⽤ T.38。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T.38 Support 默认赋值为 0。

0

Inband Progress 启⽤或禁⽤ inband progress。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Inband Progress 默认赋值为 0。

0

Ignore 183 Message without SDP
是否忽略⽆SDP的183消息。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Ignore 183 Message without SDP 默认赋值为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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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Maximum Concurrent Calls

中继上最⼤的通话并发数量。 必填 只允许填写数字。
0  表⽰⽆限制。
最⼤字符⻓度限制为 5。

注：
如果放空，Maximum Concurrent Calls 默认赋值为 0。

0

Call Restriction Type
设置受限的通话类型。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outbound  或 all

注：
如果放空，Call Restriction Type 默认赋值为 outbound。

outbound

Default Outbound Caller ID
中继去电显⽰号码。 选填 允许填写数字、字⺟和符号 (  )  #  -  +  *  #。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注：
填写的 Outbound Caller ID  必须是 SIP 运营商⽀持的。

N/A

Default Outbound Caller ID Name

中继去电显⽰名称。 选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127。 N/A

Get Caller ID From 设置本条中继从哪⾥获取 Caller ID。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follow_system：跟随系统
• from：From
• contact：Contact
• rpid：Remote-Party-ID
• pai：P-Asserted-Identity
• ppi：P-Preferred-Identity

注：
如果放空，Get Caller ID From  默认赋值为 follow_system。

follow_system

Get DID From 不同设备或提供商在不同的 SIP 头域中携带 DID 号码。当中继收到⼀通外线来电时，PBX 需要获取到正确的 DID 号码，否则呼叫会失败。
请在分析完 SIP 运营商发送的 SIP 数据包后，再修改此设置。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follow_system：跟随系统
• to：To
• invite：Invite
• diversion：Diversion
• rpid：Remote-Party-ID

follow_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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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 pai：P-Asserted-Identity
• ppi：P-Preferred-Identity
• pcpid：P-Called-Party-ID

注：
如果放空，Get DID From  默认赋值为 follow_system。

From User Part From 头域包括主叫 ID 和主叫名称。
From User Part  显⽰主叫号码。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default：默认
• ext_cid：分机去电显⽰号码
• trunk_user：中继⽤⼾名

注：
只有当 Trunk Type  设置为 register，才可以填写该值。

• trunk_def_outbcid：中继去电显⽰号码
• ext_outbcid：中继分机去电显⽰号码
• outrounter_outbcid：呼出路由去电显⽰号码
• originator_cid：第⼀主叫号码
• ⾃定义的值

注：
直接填写⼀个⾃定义的值。 最⼤字符⻓度为 31。只允许填写数字、字⺟和以下特殊字符：(、)、.、-、+、*、# 。

注：
如果放空，From User Part  默认赋值为 default。

default

From Display Name Part From 头域包括主叫 ID 和主叫名称。
From Display Name Part  显⽰主叫名称。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default：默认
• ext_cid_name：分机去电显⽰号码
• trunk_def_outbcid_name：中继去电显⽰号码
• ext_outbcid_name：中继分机去电显⽰号码
• originator_cid_name：第⼀主叫号码

注：
• 直接填写⼀个⾃定义的值。 最⼤字符⻓度为 63。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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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 如果放空，From Display Name Part  默认赋值为 default。

Diversion 定义 Diversion SIP 头域带的参数值。 选填 允许填写的值：
• default：默认
• ext_cid：分机去电显⽰号码
• trunk_user：中继⽤⼾名

注：
只有当 Trunk Type  设置为 register，才可以填写该值。

• trunk_def_outbcid：中继去电显⽰号码
• ext_outbcid：中继分机去电显⽰号码
• outrounter_outbcid：呼出路由去电显⽰号码
• originator_cid：第⼀主叫号码
• ⾃定义的值

注：
直接填写⼀个⾃定义的值。 最⼤字符⻓度为 31。只允许填写数字、字⺟和以下特殊字符：().-+*# 。

注：
如果放空，Diversion  默认赋值为 [None]，表⽰ INVITE 包不带此参数。

N/A

Remote-Party-ID 定义 Remote-Party-ID SIP 头域带的参数值。 选填 允许填写的值：
• default：默认
• ext_cid：分机去电显⽰号码
• trunk_user：中继⽤⼾名

注：
只有当 Trunk Type  设置为 register，才可以填写该值。

• trunk_def_outbcid：中继去电显⽰号码
• ext_outbcid：中继分机去电显⽰号码
• outrounter_outbcid：呼出路由去电显⽰号码
• originator_cid：第⼀主叫号码
• ⾃定义的值

注：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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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直接填写⼀个⾃定义的值。 最⼤字符⻓度为 31。只允许填写数字、字⺟和以下特殊字符：().-+*# 。

注：
如果放空，Remote-Party-ID  默认赋值为 [None]，表⽰ INVITE 包不带此参数。

P-Asserted-Identity 定义 P-Asserted-Identity SIP 头域带的参数值。 选填 允许填写的值：
• default：默认
• ext_cid：分机去电显⽰号码
• trunk_user：中继⽤⼾名

注：
只有当 Trunk Type  设置为 register，才可以填写该值。

• trunk_def_outbcid：中继去电显⽰号码
• ext_outbcid：中继分机去电显⽰号码
• outrounter_outbcid：呼出路由去电显⽰号码
• originator_cid：第⼀主叫号码
• ⾃定义的值

注：
直接填写⼀个⾃定义的值。 最⼤字符⻓度为 31。只允许填写数字、字⺟和以下特殊字符：().-+*# 。

注：
如果放空，P-Asserted-Identity  默认赋值为 [None]，表⽰ INVITE 包不带此参数。

N/A

P-Preferred-Identity 定义 P-Preferred-Identity SIP 头域带的参数值。 选填 允许填写的值：
• default：默认
• ext_cid：分机去电显⽰号码
• trunk_user：中继⽤⼾名

注：
只有当 Trunk Type  设置为 register，才可以填写该值。

• trunk_def_outbcid：中继去电显⽰号码
• ext_outbcid：中继分机去电显⽰号码
• outrounter_outbcid：呼出路由去电显⽰号码
• originator_cid：第⼀主叫号码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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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 ⾃定义的值

注：
直接填写⼀个⾃定义的值。 最⼤字符⻓度为 31。只允许填写数字、字⺟和以下特殊字符：().-+*# 。

注：
如果放空，P-Preferred-Identity  默认赋值为 [None]，表⽰ INVITE 包不带此参数。

From Host Part 设置 SIP INVITE 头域中 From 字段所使⽤的域名或 IP 地址。 必填 注：
仅 点对点中继  需要填写此字段。
允许填写的值：

• default：默认
• ⾃定义的值

注：
直接填写⼀个⾃定义的值。 最⼤字符⻓度为 255。

default

To Host Part 设置 SIP INVITE 头域中 To  字段所使⽤的的域名或 IP 地址。 必填 注：
仅 点对点中继  需要填写此字段。
允许填写的值：

• default：默认
• ⾃定义的值

注：
直接填写⼀个⾃定义的值。 最⼤字符⻓度为 255。

default

User Agent 如果 SIP 运营商需要⽤⼾代理进⾏⾝份验证，请输⼊由 SIP 运营商提供的⽤⼾代理信息。
选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255。 N/A

Realm Realm 字串单独定义被保护的区域。默认⽆需填写，如需填写请与 SIP 运营商确认。
选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255。 N/A

Send Privacy ID 是否在 SIP 头域中发送 Privacy ID。默认为禁⽤。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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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 1：启⽤

User Phone 是否在 INVITE 包的 SIP 头域中添加 user=phone  的参数。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0

100rel 是否⽀持 100rel。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0

Maxptime 定义 PBX 发出 INVITE 包时使⽤的 maxptime 值。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default：系统会根据呼出电话所使⽤的语⾳编码发送对应的 maxptime 值。
• ⾃定义的值

注：
直接填写⼀个⾃定义的值。 该值必须是 20 到 300 之间的 10 的倍数。

注：
如果放空，Maxptime  默认赋值为 default。

default

Support P-Early-Media 设置 INVITE 数据包是否包含 P-Early-Media 字段。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0

相关参考中继 DIDs/DDIs 参数相关信息导出和导⼊ SIP 中继导⼊和导出 -FAQ

中继 DIDs/DDIs 参数
中继 DIDs/DDIs CSV ⽂件中“导⼊和导出”参数说明。

注：
⽀持 DIDs/DDIs 的中继如下：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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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P
• BRI
• E1/T1/J1

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DID/DDI ⽤于区分通话从中继中的哪⼀个号码呼⼊。

必填 允许填写数字、字⺟和符号 [  ]  *  #  (  )  .  -  +  !
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N/A

DID/DDI Name DID/DDI 号码对应的线路名称。 选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127。 N/A

相关信息导出和导⼊中继 DIDs/DDIs 号码导⼊和导出 -FAQ

中继去电显⽰号码参数
中继去电显⽰号码 CSV ⽂件中“导⼊和导出”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Create Method 去电显⽰号码的添加⽅式。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single：⼀到多个分机共同使⽤⼀个去电显⽰号码。
• range：去电显⽰号码范围。

注：
如果放空，Create Method 默认赋值为 
single。

single

Outbound Caller ID 显⽰在被叫话机上的主叫号码。

必填 允许填写数字、字⺟和符号 [  ]  (  )  .  -  +  *  # 和变量 {{.Ext}}。
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每个 caller ID）
针对去电显⽰号码范围：

N/A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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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 仅允许数字和符号 +  （号码前）。起始号码和终⽌号码⽤ -  隔开，例如 5503301-5503310。
• 起始号码和终⽌号码位数必须相同，并且包含或不包含 +  号。起始号码和终⽌号码间的差距不得超过 500。
• 分机范围和去电显⽰号码范围必须⼀致。

Outbound Caller ID Name
显⽰在被叫话机上的主叫名称。

选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127。 N/A

Associated Extensions 能够使⽤去电显⽰号码和去电显⽰名称的分机。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PBX 中现有的分机或分机组。
• 多个分机或多个分机组，使⽤ & 分隔分机号码或群组名称，例如 extension_number1&extension_number2&extension_group_name3。
• 如果填写的分机或分机组不存在，会被⾃动忽略。
• 针对分机范围，填写起始号码和终⽌号码并⽤ -  分隔，例如 1001-1010。最⼤号码⻓度限制为 7（每个号码）。

N/A

相关信息导出和导⼊去电显⽰号码导⼊和导出 -FAQ

来电号码改编规则参数
来电号码改编 CSV ⽂件中“导⼊和导出”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Patterns 来电号码匹配模式。 必填 允许填写数字、字⺟和符号[  ] 

*  #  (  )  .  -  +  !
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N/A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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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Strip 要删除来电号码的前⼏位。 选填 仅允许填写数字。

最⼤字符⻓度限制为 2。
N/A

Prepend 设置要添加的前缀号码。 选填 允许填写数字、字⺟和符号(  ) 
.  -  +  *  #
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N/A

相关信息导出和导⼊"来电号码改编规则"导⼊和导出 -FAQ

呼⼊路由参数
呼⼊路由 CSV ⽂件中“导⼊和导出”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Name 呼⼊路由名称。 必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63。

不允许填写空格和特殊字符。
呼⼊路由名称不能重复。

N/A

Inbound Alert Info 来电时触发话机进⾏区别响铃。
选填 仅允许填写数字和字⺟。

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N/A

DID Matching Mode DID 号码匹配模式。 选填 允许填写的值：
• patterns：DID 号码规则
• pattern_to_ext：DID 号码规则匹配到分机
• range_to_ext：DID 号码范围匹配到分机范围

注：
如果放空，DID Matching Mode 默认赋值为 patterns。

patterns

DID Pattern ⽤于匹配允许接通的线路号码。 仅当被
仅当 DID Matching Mode  ≠ 

• DID Matching Mode  = 
patterns，你可以填写⼀条或多条号码规

N/A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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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叫号码与 DID 号码规则匹配时，才允许使⽤该路由。

patterns 时必填 则。 允许填写数字、字⺟ X  Z  N  和符号 [  ]  * 
#  (  )  .  -  +  !。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每条规则）。 多条号码规则可⽤ &  分隔，例如 pattern1&pattern2。

• DID Matching Mode  = 
pattern_to_ext，仅允许填写数字、字⺟ X  Z 
N、符号 [  ]  *  #  -  +  和变量 {{.Ext}}。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
Default Destination  必须为 pattern_to_ext，并且填写相应的分机号码，多个分机号码⽤ & 分隔。

• DID Matching Mode  = 
range_to_ext，仅允许填写数字和字符 +（在数字前⾯）。最⼤字符⻓度限制为 16 （每条规则）。填写 DID 号码范围时⽤ -  连接起始号码和结束号码，如 5503301-5503305。
Default Destination  必须为 range_to_ext，并且填写相应的分机号码范围，起始号码和结束号码⽤ -  隔开，如 1001-1005。

Caller ID Matching Mode
主叫号码匹配模式。 必填 通讯录基础版  允许填写的值：

• patterns：主叫号码匹配设置。
通讯录专业版  允许填写的值：

• patterns：主叫号码匹配设置。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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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 phonebook：来电匹配特定联系⼈群组。

注：
如果放空，Caller ID Matching Mode  默认赋值为 
patterns。

Caller ID Pattern ⽤于匹配来电号码。 仅当来电号码与来电号码规则匹配时，才可以使⽤该路由。

选填 通讯录基础版：允许填写数字、字⺟、符号 [  ]  * 
#  (  )  .  -  +  !。多条号码规则可⽤ &  分隔，例如 pattern1&pattern2。
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每条号码规则）。
通讯录专业版：

• 如果 Caller ID Matching Mode  = patterns，最⼤字符⻓度限制为 31（每条号码规则），只能填写数字、字⺟和符号 [  ] 
*  #  (  )  .  -  +  !。
多条号码规则可⽤ &  分隔，例如 pattern1&pattern2。

• 如果 Caller ID Matching Mode  = phonebook，只允许填写 PBX 中已存在的⼀个或多个群组名称。
多个群组名称可⽤ &  分隔，例如 name1&name2。
如果填写的群组名称不存在，会被⾃动跳过。

N/A

Trunks 允许使⽤该呼⼊路由引导来电的中继线路。当外部⽤⼾拨打该中继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PBX 中现有的中继名称。多条中继可⽤ &  分隔，如 name1&name2。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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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号码时，PBX 会使⽤该呼⼊路由引导来电。

注：
如果填写的中继名称不存在，会被⾃动跳过。

Default Destination 接收来电的⽬的地。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end_call：挂断
• extension：分机
• range_to_ext：分机范围 （DID Matching Mode = range_to_ext）
• pattern_to_ext：匹配分机 （DID Matching Mode = pattern_to_ext）
• ext_vm：分机语⾳信箱
• group_vm：群语⾳信箱
• ivr：IVR
• ring_group：响铃组
• queue：队列
• conference：会议室
• fax_to_email：发送传真到邮箱

注：
如果放空，Default Destination 默认赋值为 
end_call。

end_call

Number of Default Destination
接收外部来电的号码。 仅当 Destination ≠ 

end_call 时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Default Destination  = 
Extension、Extension 

Email、Group 

Voicemail、IVR、Ring 

Group、Queue、Conference 或 Fax to Email，填写对应的号码。
• Default Destination = Match extension 
Range，填写分机范围，例如 1000-1010。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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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 Default Destination = Match selected 
Extension，填写号码或名称，并⽤ &  分隔，例如 extension_number1&extension_number2&extension_group_name3。

注：
如果填写的号码或名称不存在，Number of Default Destination 会被忽略。

Enable Fax Detection 是否启⽤传真检测。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Enable Fax Destination 默认赋值为 0。

0

Fax Destination 接收传真的⽬的地。 仅当 Enable Fax Detection = 1  时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end_call：挂断
• extension：分机
• fax_to_email：发送传真到邮箱

注：
如果放空，Fax Destination 默认赋值为 extension。

extension

Number of Fax Destination
接收传真的号码。 仅当 Fax Destination ≠ 

end_call 时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PBX 中现有的分机号码。
• Fax Destination  = 
Extension，将传真发送给分机号码。

• Fax Destination  = Fax 
to Email，将传真发送给分机绑定的邮箱地址。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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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导出和导⼊呼⼊路由导⼊和导出 -FAQ

呼出路由参数
呼出路由 CSV ⽂件中“导⼊和导出”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Name 呼出路由名称。 必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63。

不允许填写空格和特殊字符。
呼⼊路由名称不能重复。

N/A

Outbound Caller ID 呼出时被叫设备上显⽰的号码。
选填 允许填写数字、字⺟、(  )  #  -  +  *  #  和变量 

{{.Ext}}

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patterns

Pattern 匹配被叫号码的⽅式。只有被叫号码与该规则匹配时，呼出电话才会使⽤该路由。

必填 允许填写数字、字⺟ X  Z  N  和符号 [  ]  *  #  (  )  #  - 
+  !。 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注：
如果放空，Pattern 默认赋值为 X.。

X.

Strip 拨打电话前将从被叫⽅号码前⾯删除的位数。

选填 仅允许填数字 1 ~ 16。 N/A

Prepend 拨打电话前将被加到被叫⽅号码前的数字。

选填 允许填写数字、字⺟和符号 (  )  #  -  +  *  #
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N/A

Trunks 使⽤该呼出路由拨打外线电话时使⽤的中继线路。 当外线拨号与该路由匹配时，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PBX 上现有的中继名称。
多个中继之间⽤ &  分隔，例如 name1&name2。

注：
如果填写的中继名称不存在，则该设置值会⾃动被忽略。

N/A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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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允许使⽤该中继外呼。

Rrmemory Hunt 是否记住上⼀次外呼时使⽤的中继，并在下⼀次外呼时使⽤下⼀个中继。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0：禁⽤
• 1：启⽤

注：
如果放空，Rrmemory Hunt 默认赋值为 0。

0

Extensions允许使⽤该呼出路由拨打外线电话的分机。

选填 允许填写的值： PBX 上现有的分机名称、分机组名称或部⻔名称。
格式:

• 输⼊部⻔名称时，需要输⼊完整的部⻔路径，⽤ /  连接⽗部⻔，并加前缀 Organization_，即 Organization_{Parent 
Organization}/{Organization Name}。例如：Organization_Yeastar/

营销中心/培

训小组
。

• 多个分机、分机组、部⻔名称之间⽤ &  分隔，例如 extension_number1&extension_number2&extension_group_name3&Organization_Parent Organization/Organization Name4。
注：

如果填写的名称不存在，则该设置值会⾃动被忽略。

extension

Outbound Route Password
在⽤⼾使⽤呼出路由拨打外线电话时，是否要求输⼊密码。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disable、 single_pin  或 
pin_list。

注：
如果放空，Outbound Route Password 默认赋值为 disable。

disable

PIN 使⽤该呼出路由拨打外线电话时要求输⼊的密码。

仅当 Outbound Route Password 为 

仅允许填写数字。
最⼩字符⻓度限制为 3；最⼤字符⻓度限制为 15。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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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single_pin 时必填

PIN 码列表 使⽤该呼出路由拨打外线电话时要求输⼊所选 PIN 码列表中的密码。

仅当 Outbound Route Password 为 
pin_list 时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PBX 中存在的 PIN 码列表的名称。
注：

如果填写的 PIN 码列表的名称不存在，则该设置值会⾃动被忽略。

N/A

相关信息导出和导⼊呼出路由导⼊和导出 -FAQ

⻓途呼叫特殊号码参数
⻓途呼叫规则特殊号码 CSV ⽂件中 “导⼊和导出”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Mobile ⼿机号码。 必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允许填写数字、字⺟和符号 (  )  . 
-  +  *  #

N/A

Mobile Number Type
⼿机号码类型。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Foreign：外地号码
• Local：本地号码

N/A

相关信息设置⻓途呼叫⼿机号码⾃动加拨 “0”

静态防御规则参数
静态防御规则 CSV ⽂件中“导⼊和导出”参数说明。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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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 默认值
Name 防御规则名称。 必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127。

注：
静态防御规则名称不能重复。

N/A

Description 规则说明。 选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2047。 N/A
Action 防御动作。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accept：接受指定地址的访问。
• drop：忽略指定地址的访问请求，直接丢弃数据，并不做任何反馈。
• reject：拒绝指定地址的访问请求，并回应对⽅，告知对⽅请求已被拒。

注：
如果放空，Action 默认赋值为 
accept。

accept

Object Type 防御规则适⽤的对象类型。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ip、domain  或 mac。

注：
如果放空，Object Type 默认赋值为 
ip。

ip

Source IP Address 源 IP 地址。 仅当 Type = ip  时必填 填写的值必须符合 IPv4 地址格式 XXX.XXX.XXX.XXX.XXX : 0 - 255 N/A
Subnet Mask ⼦⽹掩码。 仅当 Type = ip  时必填 填写的值必须符合 IPv4 地址格式 XXX.XXX.XXX.XXX.XXX : 0 - 255 N/A
Domain 域名。 仅当 Type = domain 时必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255。 N/A

MAC Address MAC 地址。 仅当 Type = mac  时必填
允许填写数字，字⺟ A  到 F，a  到 f  和符号 -: 。
字符⻓度限制为 12 或 17。

N/A

Service/Port Range
防御对象类型。 仅当 Action = drop  或 

reject  时必填（当 Action  = 

允许填写的值：service  或 
port_range。

注：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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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 默认值
accept 时，此项放空）

如果放空，Service/Port Range 默认赋值为 service。
Service 防御对象的服务类型。 仅当 Service/Port Range = service 时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https
• http
• ssh
• ftp
• sip_udp
• sip_tcp
• sip_tls
• outbound_sip
• rtp
• linkus

N/A

Start Port 起始端⼝。 仅当 Service/Port Range  = 
port_range 时必填

1

End Port 终⽌端⼝。 仅当 Service/Port Range  = 
port_range 时必填

仅允许填写的号码范围： 1 ~ 65535起始端⼝不能⼤于终⽌端⼝。
注：

如果放空，Start Port 默认赋值为 1；End Port 默认赋值为 65535。
65535

Protocol 规则所针对的协议类型。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both、udp  或 tcp。

注：
如果放空，Protocol 默认赋值为 
both。

both

相关信息导出和导⼊静态防御规则导⼊和导出 -FAQ

https://help.yeastar.com/zh-cn/p-series-appliance-edition/faq/import-and-export-faq.html


P 系列IPPBX - 管理员⼿册  | 24 - 通⽤参考  | 764

⾃动防御规则参数
⾃动防御规则 CSV ⽂件中“导⼊和导出”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 默认值
Name ⾃动防御规则名称。 必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127。

⾃动防御规则名称不能重复。
N/A

Service/Port Range 防御对象类型。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service  或 
port_range。

注：
如果放空，Service/Port Range 默认赋值为 service。

service

Service 防御对象的服务类型。 仅当 Service/Port Range = service 时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https
• http
• ssh
• ftp
• sip_udp
• sip_tcp
• sip_tls
• outbound_sip
• rtp
• linkus

N/A

Start Port 起始端⼝。 仅当 Service/Port Range  = 
port_range 时必填

1

End Port 终⽌端⼝。 仅当 Service/port Range  = 
port_range 时必填

允许填写的号码范围： 1 ~ 65535起始端⼝不能⼤于终⽌端⼝。
注：

如果放空，Start Port 默认赋值为 1；End Port 默认赋值为 
65535。 65535

Protocol 规则所针对的协议类型。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both、udp  或 
tcp。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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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 默认值
注：

如果放空，Protocol 默认赋值为 
both。

Number of Packets 指定时间间隔内允许接收的数据包数量。
必填 允许填写的号码范围：1 ~ 255。 N/A

Time Interval(s) 接收数据包的时间间隔（秒）。
必填 仅允许填写号码。

最⼤字符⻓度限制为 5。
N/A

相关信息导出和导⼊⾃动防御规则导⼊和导出 -FAQ

呼出频率限制规则参数
“呼出频率限制规则” CSV ⽂件中的 “导⼊和导出” 参数说明。

表  83.
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 默认值

Name 呼出频率限制规则的名称。
必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127。

注：
呼出频率限制规则名称不能重复。

N/A

Restrictions 指定时间周期内允许⽤⼾拨打外线电话的次数。

必填 格式：{number_of_calls_limit}/
{time_limit}/{time_unit}
⽰例：200/10/second

注：
使⽤ &  分隔多个限制规则，例如 
200/10/second&3000/1/minute。
变量：
{number_of_calls_limit}：限制的通话数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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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  (续)
参数 说明 是否必填 限制 默认值

• 只允许填写数字。
• 最⼤字符⻓度限制为 5。

{time_limit}：限制的时间周期
• 只允许填写数字。
• 最⼤字符⻓度限制为 5。

{time_unit}：时间单位
允许填写的值：second  或 minute。

相关信息导出和导⼊ “呼出频率限制” 规则导⼊和导出 -FAQ

费率规则参数
费率规则 CSV ⽂件中 “导⼊和导出” 参数说明。

参数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Name 必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127。 N/A
Match Prefix 选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31。

允许填写数字、字⺟和符号 []*#().-+!。
N/A

Number Length 选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2。
仅允许填写数字。

N/A
Rate 必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7。

仅允许填写数字和 .。
0

Billable Unit(s) 必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3。
仅允许填写数字。

60
Initial Time(s) 必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3。

仅允许填写数字。
0

相关信息导出和导⼊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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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导出 -FAQ

允许号码参数
允许号码 CSV ⽂件中“导⼊和导出”参数说明。

表  84.
参数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Name 必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127。 N/A
Type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 inbound：允许指定号码呼⼊ PBX。
• outbound：允许 PBX 的分机⽤⼾呼叫指定号码。
• both：允许指定号码呼⼊ PBX，且允许 PBX 分机⽤⼾呼叫指定号码。

注：
如果放空，Type  默认赋值为 inbound。

inbound

Number 必填 允许填写数字、字⺟、符号 [  ]  *  #  (  )  .  -  + 
!。
可输⼊号码或号码规则，多个号码或号码规则⽤ &  连接，例如 number1&number2。

N/A

相关信息导⼊和导出 -FAQ

禁⽌号码参数
禁⽌号码 CSV ⽂件中“导⼊和导出”参数说明。

表  85.
参数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Name 必填 最⼤字符⻓度限制为 127。 N/A
Type 必填 允许填写的值： in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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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  (续)
参数 是否必填 限制条件 默认值

• inbound：禁⽌指定号码呼⼊ PBX。
• outbound：禁⽌ PBX 的分机⽤⼾呼叫指定号码。
• both：禁⽌指定号码呼⼊ PBX，且禁⽌ PBX 的分机⽤⼾呼叫指定号码。

注：
如果放空，Type  默认赋值为 inbound。

Number 必填 允许填写数字、字⺟、符号 [  ]  *  #  (  )  .  -  + 
!。
可输⼊号码或号码规则，多个号码或号码规则⽤ &  连接，例如 number1&number2。

N/A

相关信息导⼊和导出 -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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