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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安全需知

请在安装使用设备前仔细阅读安全需知。这是确保设备安全可靠运行的关键。

 请使用产品包装盒内的电源适配器。其他电源可能会损害话机，伤害您的身体或者造成噪声。

 在使用包装内的电源适配器之前，请确认家庭电源电压。不匹配的电源电压可能会造成火灾和其他伤害。

 请勿损坏电源线。如果电源线已经被损坏，请不要使用它，否则会导致火灾或者触电。

 请不要弄湿、敲打、摇晃话机。粗鲁地对待设备可能会破坏设备的内部电路板

 该设备是专门为室内使用设计的，请不要把设备安装在有太阳直射的地方，也不要把它放在地毯或者靠背上，

否则会导致火灾或话机故障

 请避免把设备直接暴露在高温度、高湿度或者温度低于 0摄氏度的环境中。

 避请免用任何液体弄湿设备。

 当设备出现故障时，请不要尝试去打开它，非技术服务人员会损坏设备。你可以咨询你的授权经销商。否则，

可能会导致触电、起火、设备报废等的问题。

 请不要用粗糙的化学制品，清洁溶剂，或者强烈的洗涤剂去清洁设备。你应该用已经被温和的肥皂水轻微弄

湿的软布擦拭设备。

 当发生雷电时，请不要碰触电源插座，否则会造成触电。

 请不要把设备安装在不通风的地方，否则你会把自己置于一个可能会造成身体伤害的环境中。在你操作任何

一个设备前，请熟知与电子电路相关的危害。为了预防事故的发生，请对标准的使用操作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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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产品介绍

2.1 产品描述

G100S 是一款全新的 VoIP 网关，其核心部分采用了成熟的 VOIP 解决方案，性能稳定可靠。小

巧的外观、智能的软件及简洁的操作界面，使 IP 网关不再局限于企业应用，同时也适用于普通家

庭用户的使用。

2.2 产品外观

2.2.1 接口、按钮说明

描述 功能

RST
恢复默认按钮，在设备正常工作时用尖状物（如铅笔）按压此按键

直到CPU 快速闪烁后（约为5 秒左右），松开即可。

POWER 端口 连接到电源

LAN 端口 连接到电脑或者交换机等

WAN 端口 连接到互联网

FXS 1 连接到模拟电话

FXS 2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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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指示灯标志说明

接入 12V DC 电源适配器，电源灯常亮设备开始启动，模拟电话灯亮后熄灭!注册灯闪烁一下熄

灭，8 秒后 WAN 与 LAN 灯闪烁进入待机模式，进入待机模式后摘起起模拟电话（模拟灯）亮，挂机

熄灭！

指示灯 描述 功能

电源灯
常灭 电源未通

常亮 电源供电正常

SIP 注册状态灯

常灭 SIP 未注册

闪烁 SIP 注册失败

常亮 SIP 注册成功

LAN 口指示灯

常灭 LAN 口未连接

闪烁 正在传输数据

常亮 LAN 口连接正常

WAN 口指示灯

常灭 WAN 口未连接

闪烁 正在传输数据

常亮 WAN 口连接正常

电话状态指示灯
常灭 电话待机状态或未连接

常亮 电话摘机中

模拟电话 WAN LAN 注册状态 电源此灯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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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开始使用

在您开始使用设备前，请进行以下安装：

3.1 连接电源与网络

3.1.1连接网络

在进行此步骤前，请确认您的环境已经具备宽带上网能力。

将网络线一端连接到设备的WAN口，另一端连接到您的宽带路由器的LAN端口，这样即完成网络硬

件的连接。在多数的情况下，您必须将您的设备的网络设定为DHCP模式。（设备默认为DHCP）

3.1.2连接电源

在进行此步骤前，请确认您的电源接头与设备的电源插座吻合，同时电压与电流也符合设备工作

所需。

a) 把电源DC口连接到设备背面的POWER接口。

b) 把电源的交流插头接到电源插座，设备进行开机。

c) 此时您的所有指示灯（除了POWER指示灯）会一起闪烁。开机完成后，指示灯会依照您现在的

配置亮起相应的灯。(若您的指示灯不正常，则需要进一步设定您的网络联机模式)

d) 如果设备已注册上服务器，此时，您便可开始拨打电话。

G1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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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基本操作

4.1 呼叫转移

a. 盲转

在通话中，按下 FFLASH(闪断)键，输入*加要转移的号码并且按下【【＃】键，确认后，即可将目

前的通话转接给第三方。（要使用此功能，您必须启用网关的呼叫等待和呼叫转移功能）

b. 出席转移

在通话中，按下FFLASH(闪断)键，输入要转移的号码等待接通后，直接挂机，即可转移成功。（要

使用此功能，您必须启用网关的呼叫等待和呼叫转移功能）

※：1、呼叫转移必须在两路通话中有一路是空闲的情况下才可操作；

2、网关（转移方）和话机 A 建立通话，网关和话机 C再建立通话，话机 A 挂机，这时候网关

还可以发起转移。

3、您的网络电话话务服务厂商需支持（RFC3515），此功能才能正常运作。

4.2 通话保留

a. 通话保留并拨出

在通话中您可以按 FFLASH(闪断) 键后输入要拨打的号码并按下【【＃】键确认，可在保留目前通

话的状态下与第三方通话。若再按一次 FFLASH(闪断) 键，则可切换回来。您同时只能对一方收发话，

被保留的一方的无法听到您的对话，也无法对您发话。在通话中如果您按下【【*】的操作，则将进入

三方通话模式。（要使用此功能，您必须启用网关的呼叫等待功能，实现三方通话模式您必须启动网

关的三方通话功能）

b. 通话保留并接受插拨

在正常通话中，有第三方拨入，听筒会传来嘟～嘟～提示，可利用 FFLASH(闪断)键接受插拨。

若再按一次此键，则可切换回来。您同时只能对一方收发话，被保留的一方的无法听到您的对话，

也无法对您发话。（要使用此功能，您必须启用网关的呼叫等待功能）。

PS：个别模拟电话的闪断时间较长，可根据需求在网关的WEB页面（电话界面）上设置闪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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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快捷键

设备可通过RJ11连接的模拟电话拨打对应快捷键实现相关操作。

网络相关操作修改后，需要重启之后才能生效。

 #**** :重新启动

 #*100：启动静态IP模式

 #*101：启动DHCP模式

 #*102：启动PPPOE模式

 #*103：设置桥接模式

 #*104：取消桥接模式

 #*111：查询WAN口IP

 #*222：读取电话号码

 #*50：设置wan口IP

 #*51：设置wan口Gateway

 #*52：设置wan口DNS

 #*53：设置wan口Subnet Mask

 #*90：取消呼叫前转

 #*91：遇忙前转

 #*92：无应答前转

 #*93：无条件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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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页面设定

5.1 设定方法

设备提供两种不同的设定方式给予不同习惯的使用者：

 利用浏览器设定：熟悉计算机操作的使用者。（推荐使用）

 利用telnet工具：命令行使用者

5.2 预设密码

设备的浏览器设定和命令行的设定可分为两种登录模式：使使用者模式与管理者模式，管理者模

式下可以查看并修改所有的选项，而使用模式下无法查看到<自动部署>的选项。

当设备出现输入密码提示时，输入不同的信息将进入不同的模式：

 使用者模式：

 用户名：admin

 密码：admin

 管理者模式：

 用户名：root

 密码：admin

5.3 浏览器配置

当设备与您的计算机皆成功连上网络时，在浏览器上输入网关WAN口的IP地址（网关的IP地址可

以通过拨打＃*111键查询获得）http://xxx.xxx.xxx.xxx/，即可看到网页管理接口的登录画面（如

下图）。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并点击【【登录】按钮即可进入设定画面。

若您未将您更改的设定储存，下次开机时会恢复到先前未更改的状态。

注：或通过LAN口的IP地址（192.168.10.1）直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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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WEB 页面功能解说

5.4.1状态

5.4.1.1 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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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总览

字段名称 说明

系统

设备型号 显示设备型号

硬件版本 显示设备硬件版本

固件版本 显示设备软件固件版本号

MAC地址 显示设备当前的MAC地址

序列号 显示设备的序列号

本地时间 显示设备当前系统时间

运行时间 显示设备运行时间

平均负载 显示当前的平均负载值

内存信息 显示当前内存状态

网络（WAN状态）

联网方式 显示设备当前的联网方式

IP地址 显示设备当前的IP地址

子网掩码 显示设备当前的子网掩码

默认网关 显示默认网关IP

DNS服务器 显示DNS服务器地址

线路状态

显示设备当前SIP线路 1－2注册对应的电话号码、服务器及状态。

免打扰(DND)
此项开启时，该设备将拒绝任何拨进的电话，主叫将提示设备不可使用；但本机

呼出不受影响

DHCP分配 显示已由DHCP分配IP参数的主机信息

5.4.1.2 路由表

此功能可以显示路由里的地址解析协议表。设备会将近期与其通信过的主机IP MAC对应信息保存

在ARP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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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1.3 系统日志

显示系统的活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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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2系统

5.4.2.1 系统

5.4.2.1.1 基本设置

字段名称 说明

基本设置

本机时间 显示设备当前系统时间

主机名 设备的名称，类似计算名一样。默认是VoIP，您可以自行修改。

时区 配置所处地域对应的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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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2.1.2 日志

字段名称 说明

系统日志缓冲区大小 设置系统日志缓冲区的空间大小

远程log服务器 设置远程日志服务器的地址

远程log服务器端口 设置远程日志服务器的端口

日志记录等级 设置日志记录的等级

Cron日志级别 设置Cron日志的级别

5.4.2.1.3 语言

在此界面可以配置设备当前使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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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2.2 管理

该界面可修改当前访问设备的用户密码。

5.4.2.3 时间同步

字段名称 说明

启用NTP客户端 设置启用或禁用NTP客户端

候选NTP服务器 设置候选NTP服务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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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2.4 备份/升级

字段名称 说明

备份/恢复

备份/恢复当前系统配置文件或重置PandoraBox.(仅squashfs固件有效)。

刷写新的固件

保留配置 保留目前设定的配置。如不勾选时，升级后会自动恢复出厂配置。

固件文件
点击<选择文件>，选择需要更新的固件，然后点击<刷写固件>。固件上传完成后

点击执行即可。

字段名称 说明

配置导出

导出设备当前的配置文件。

配置导入

选择需要的配置文件，点击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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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2.5 自动部署

自动更新设置

字段名称 说明

当前配置文件版

本

显示当前系统配置文件版本号，如果终端发现已经下载的CFG配置文件和正在

运行的CFG配置文件一样，就不会运行自动部署。或者如果终端是通过Digest

校验方式匹配配置文件内容，那么只要服务器上的配置修改了，或者终端上的

配置跟服务器上的配置不一致，那么终端也会进行更新下载。

服务器地址

配置所架设的FTP服务器地址。服务器的地址可以是IP形式，如192.168.1.1，

也可以是域名形式，如ftp.domain.com。并且系统也支持了服务器设置子目录

功能，如系统可以配置服务器地址 192.168.1.1/ftp/Config/的形式，或者

ftp.domain.com/ftp/config的形式，意思是指访问的是服务器地址是

192.168.1.1或者ftp.domain.com，文件存放路径为/ftp/Config/下。子目录

结尾带不带“/”都可以。

用户名
配置FTP服务器的用户名；TFTP协议不需配置；如果使用ftp协议下载，此处不

填写，则默认为FTP的默认用户anonymous

密码 配置FTP服务器用户所对应的密码

配置文件名
配置需要升级的配置文件名；一般使用自动升级功能此项目配置为空，这样我

们的设备会使用自己的MAC地址作为文件名去服务器上获取文件。

加密密钥设定
如果要升级的配置文件是一个加密了的配置文件，那么就需要在这输入该配置

的加密密码

协议类型 选择服务器类型，有FTP、TFTP和HTTP三种类型。

更新周期 配置间隔升级的时间,单位为小时

更新模式
自动更新类型

1.重启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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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禁用

3.定期更新，即间隔多少时间更新一次

使用Digest模式 配置是否使用Digest模式

启用DHCP OPTION

66
配置启用/禁用DHCP option 66

TR069设定

字段名称 说明

启用TR069 是否启用 TR069

ACS服务器类型 选择 ACS 服务器类型，终端目前支持电信和普通两种ACS服务器。

ACS服务器地址 输入 ACS 服务器地址。

ACS用户名 输入 ACS 服务器验证用户名

ACS密码 输入 ACS 服务器验证密码

自动登录TR069
如果选择了自动登录，以后重启话机，则不会提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而是之

前正确输入的用户名密码链接 ACS 服务器。

INFORM发送周期 默认周期 6 分钟检查一次

5.4.2.6 重启

单击<执行重启>按钮，设备将会重新启动。

重新启动不会丢失已保存的配置，在重启的过程中，网络连接将会暂时中断。

注意：设备重启过程中请保证电源稳定，避免强行断电。

5.4.2.7 定时重启

配置网关在特定的时间后少于 30 分钟的随机时间内自动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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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3网络

5.4.3.1 WAN

字段名称 说明

网络全局选项

桥模式
使用桥接模式（透明模式）：桥模式将使设备不再为实现 LAN 端口设定 IP 地址，

LAN 口与 WAN 口将连入同一网络。

网络配置（基本设定）

设备的网络联机方式，请根据实际的网络环境，选择适当的网络模式。设备提供三种网络模式：

静态

若您的 ISP服务商提供了固定的 IP地址，您可以选择此项目。选择后，您必须

填入静态表格中的：静态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DNS 等相关资料。若您不知道

这些信息，请向您的 ISP服务商或网管人员请求协助。

DHCP
选择此模式时，网络相关的信息将自动向DHCP服务器取得，您不需要手动输入这

些字段。

PPPoE 选择此模式时，您必须要输入 ADSL 的联机账号与密码。

使用自定义DNS 选择此模式时，您必须要输入DNS服务器地址。反之将自动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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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字段名称 说说明

网网络配置（VPN设定）

协议
选择使用的隧道协议类型，其中L2TP代表VPN L2TP, PPTP代表VPN PPTP，二者

只能选其中之一作为当前状态

服务器地址 配置VPN 服务器的地址

PAP/CHAP用户名 配置VPN 服务器的用户名

PAP/CHAP密码 配置VPN 服务器的对应的密码

自动连接 配置是否开机自动连接VPN

5.4.3.2 LAN

字段名称 说明

一般设置

在此设置路由器 LAN 口的 IP 参数

IPv4地址
设置路由器 LAN 口的 IP 地址，默认值为 192.168.10.1，可根据实际网络情况修

改此值。局域网内部可通过该地址访问该设备。

IPv4子网掩码
设置路由器 LAN 口的子网掩码，默认为 255.255.255.0，可根据实际网络情况修

改此值。

DHCP服务器

DHCP（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动态主机配置协议）。设备LAN口具有DHCP服务

功能，能够为所有接入设备LAN口并且应用DHCP服务的网络设备自动分配IP参数。

关闭DHCP 选择是否关闭DHCP服务。若希望设备自动为分配TCP/IP参数，请选择不勾选此项。

开始 设置DHCP服务器自动分配IP地址的起始地址，默认值为100（192.168.10.100）。

客户数 设置DHCP服务器自动分配IP地址的最大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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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用时间 设置DHCP分配地址有效时间，超时将重新分配。

静静态地址分配

可根据接入设备的MAC地址手动分配IP地址。当对应的客户端设备请求DHCP服务器分配IP地址时，

DHCP服务器将自动为其分配指定的IP地址。

5.4.3.3 静态路由

字段名称 说明

接口 设定数据包发送出去的接口

目标 设定数据包需要到达的目的IP地址

IPv4子网掩码 设定目标IP地址的子网掩码

IPv4网关 指定一个IP地址，设备下一步会将符合条件的数据包转发到该地址上

跃点数 指的是数据包发送的最大阶跃数量

MTU 指的是数据包发送最大的字节数

5.4.3.4 网络诊断

5.4.3.4.1 网络诊断

5.4.3.4.1.1 Ping 通信检测

输入目的地址，可以是一个合法 IP 地址，也可以是一个合法域名。点击<Ping>按钮后，设备

将发送 ping 包检测目的地址是否可以到达，并将检测结果显示在下面的方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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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3.4.1.2 路由跟踪检测

输入目的地址，可以是一个合法 IP 地址，也可以是一个合法域名。点击<Trace route>按钮，

设备将发送 tracert 包检测经过哪些路由到达目的地址，并将检测结果显示在下面的方框中。

5.4.3.4.1.3 网域检测

输入目的地址，可以是一个合法 IP 地址，也可以是一个合法域名。点击<Nslookup>按钮，设

备将检测结果显示在下面的方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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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3.4.2 网络抓包

当需要抓经过设备 wan 口的数据包时，点击<启动>按钮，然后根据弹出的对话框选择保存或者

是打开。

5.4.3.5 WAN 检测

字段名称 说明

开启 选择开启或关闭在线检测

优先级 选择需要在线检测的接口

健康状况检测间隔 配置检测的间隔时间

健康状况检测CMP主机 配置ICMP主机类型（PING检测或DNS检测）

健康状况检测CMP主机超时 配置ICMP主机超时时间

WAN故障转移之前尝试次数 配置故障转移之前尝试的次数

WAN故障恢复之前尝试次数 配置故障恢复之前尝试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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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3.6 QoS

字段名称 说明

接口（WAN）

开启 配置当前接口是否启用QoS服务

分类组 可选择该接口的分类组

计算开销
配置是否启用计算开销功能，用于计算封包，降低上传和下载的比例，防止链路

饱和

半双工 配置是否启用半双工模式。

下载速度 配置该接口的下载速度，单位为(kbit/s)

上传速度 配置该接口的上传速度，单位为(kbit/s)

分类规则

目标 可选择目标的优先等级

源主机 可选择特定的某个IP作为源主机

目的主机 可选择特定的某个IP作为目的主机

服务 选择分类组内所需的应用服务

协议 协议可选择全部、TCP、UDP、IGMP 等

端口 端口号码可选择全部或者自定义指定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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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数 填写需要限制的数据量

注解 可填写备注信息

排序 可配置分类组的排序，当目标等级相同时，将优先排序在前面的规则。

5.4.4VoIP

5.4.4.1 线路 1&线路 2

在这里进行 SIP1 和 SIP2 的 SIP 服务器配置。

字字段名称 说说明

状状态

设备的 SIP 注册状态显示；如果注册成功将显示注册成功，未成功显示 FAILED。

设定（基本设定）

服务器地址 配置SIP注册服务器地址,支持域名形式的地址

服务器端口 配置SIP注册服务器信令端口

验证用户名 配置SIP注册的账号

验证密码 配置SIP注册账号的密码

电话号码 配置注册到SIP服务器的号码，如果为空，则不发起注册

显示名
配置显示姓名，能够做主叫时在被叫方（没有给主叫方命名）能显示此配置参数，

允许英文字母输入

域

配置SIP本地域名。如果服务器没有要求SIP终端的local domain为指定域名，

local domain可以配置与服务器相同的地址或域名。系统为简化用户输入，用户

可以不必输入域名，系统将自动取服务器地址处填写内容为domain realm

启用注册 配置启用/禁用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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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线路设定

字段名称 说明

设定（高级设置）

Outbound代理

服务器
输入由服务提供者提供的Outbound服务器的IP地址或者FQDN地址。

User Agent 用户代理终端

DTMF模式

设定DTMF发送模式，一共有三种：默认为In-band

 In-band

 RFC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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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P_INFO

不同的服务商可能提供不同的模式

服务器类型 选择信令加密的方式或者特殊服务器类型

服务器名 给服务器命名

前传类型

选择呼叫前转方式。呼叫前转（默认关闭）

 Off：关闭呼叫前转功能

 Unconditional：呼入电话将直接前转到指定的号码

 Busy：呼入电话在本网关忙时直接前转到指定的号码上

 No answer：呼入电话在指定时长内没有被接听，再前转到指定的号码去

进行前转操作时，本机都会提示有来电

前传号码 配置前转号码

语音留言号码 配置MWI号码，实现sip的voicemail通知和voicemail的收听

允许不注册呼

出
配置不注册也可通过代理服务器呼叫

禁止匿名呼叫 配置禁止匿名呼叫

呼叫转移有效

期

为了适应某平台，做attended transfer时挂机后在expire time后再结束会话，

主动发bye；默认为0（即挂机立刻发BYE消息结束会话）

使用单一编码

响应呼叫
做被叫时,只响应一种支持的Codec

使用STUN 配置启用/禁用SIP STUN；

注册有效期

配置SIP服务器注册有效时限时间，默认3600秒。如果服务器要求的注册时限大

于或小于设备所配置的时间，设备都可以自动修改为服务器推荐的时限，并重新

注册。

保持联机周期
配置服务器检测时间间隔，如果网关打开SIP检测服务器功能，网关会每隔配置

时间检测一次服务器是否响应

启用保持联机

配置自动检测服务器，有的服务器禁止注册时间过小，但又没有主动维持设备终

端NAT的包发送时，可以打开此功能，并设置发送此包的时间间隔值小于NAT维持

时间

保持认证
配置是否让网关支持注册直接带认证发送，这样设备就不用每次都和服务器进行

认证要求、响应了，服务器收到带认证的注册请求就可以直接回注册确认消息了

配置兼容特殊

服务器
兼容特殊服务器（返回消息时使用对方的源地址，不再使用via字段中的地址）

启用DNS SRV 开启后支持RFC2782；

启用Rport
配置是否支持RFC3581，rport机制是用在内网中的，需要SIP 服务器支持，用于

维持内网设备与外网设备的NAT连接。

启用PRACK 是指是否让设备支持SIP的PRACK功能（主要是彩铃会用到）建议使用默认配置

长Contact字段 配置Contact字段携带更多的参数；与SEM服务器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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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URI转换 URI在发送时把#转换为%23

启用通话定时

更新
配置是否支持rfc4028,refresh the SIP sessions

订阅有效期 配置订阅的有效时间

启动订阅 注册成功后订阅信息,可以订阅别人的状态或者语音留言等

转移协议 配置使用传输协议,TCP或UDP,默认为UDP。

自动使用TCP传

输
配置当消息体超过了1300字节时自动使用TCP协议传输;保障传输的可用性

SIP RFC版本
配置设备使用协议版本。当设备需要和CISCO5300等使用SIP1.0的网关通信时，

需要配置成RFC2543，才可以正常通信。默认使用RFC3261

本地端口 配置各线路单独的端口

RFC Privacy版

本
配置是否使用匿名安全呼出,支持RFC3323和RFC3325

显示名称使用

引号
配置发出信令时是否在显示名称前后加引号

启用GRUU 配置支持GRUU

媒体流密钥 配置语音加密的密钥

RTP编码 配置是否支持语音加密

5.4.4.2 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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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字段名称 说说明

SSTUN状态

显示STUN穿透判断，true为STUN可穿透，false则为不可穿透

SSTUN 设定

服务器地址 配置 SIP STUN 服务器地址

服务器端口 配置 SIP STUN 服务器的端口

STUN绑定周期

STUN 检测 NAT 类型间隔时间；NAT 发现一个连接超过一段时间后没有活动，它

就会关闭这个映射，因此你必须间隔一段时间发送一个数据包出去以保证 keep

alive

线路设定

注册失败重试周

期
配置设备在注册失败后在间隔多少时间后重新发起注册

严格检查SIP

Invite字段

配置是否严格匹配Invite字段，如果选择了严格匹配Invite字段，设备收到的

SIP消息via字段中的Invite值必须以z9hG4k为开头，否则设备将不会回应收到

的SIP消息。

注意：该配置在所有 SIP 账号中都生效。

仅接受服务器呼

叫
配置是否严格匹配 UA

5.4.4.3 点对点呼叫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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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4.4 调试

字段名称 说明

CM日志级别 配置MGR日志的等级

SIP日志级别 配置SIP日志的等级

5.4.5电话

5.4.5.1 语音设定

字段名称 说明

语音设定

第一语音编码 选择DSP第一优先语音编码算法，有：G.711A/u,G.726-32, G.729

第二语音编码 选择DSP第二优先语音编码算法，有：G.711A/u,G.726-32, G.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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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语音编码 选择DSP第三优先语音编码算法，有：G.711A/u,G.726-32, G.729

第四语音编码 选择DSP第四优先语音编码算法，有：G.711A/u,G.726-32, G.729

MIC增益 设置麦克风的音量大小等级

手柄喇叭增益 设置手柄喇叭的音量大小等级

传真模式 设置传真模式

来电显示模式 设置只支持 DTMF 制式传送 Caller ID 的 PSTN 话机。

信号音标准 选择信号音标准

闪断最小时间 设置插簧检测的最小时间

闪断最大时间 设置插簧检测的最大时间

SLIC阻抗 配置用户线路接口电路的阻抗，默认为 600 欧姆。

DTMF载荷类型 双音多频的有效的负荷

静音压缩 静音检测；如果启用了 VAD 的话，G.729 payload length 不能设置大于 20ms

5.4.5.2 呼叫设定

通过此页面可以设置热线，呼叫转移，呼叫等待，三方通话，黑名单，限拨名单等。

字段名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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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呼叫设定

热线
配置热线号码。如果配置此号码，用户将只要摘机就自动拨打此热线号码，用

户无法拨打此号码以外的号码

Warm Line超时 配置摘机后自动拨打热线号码的时间。若配置为0，则摘机后立刻拨打热线号码

无应答时间 配置无应答时间

免打扰
免打扰，选中此项，本网关拒绝任何拨进的电话，主叫将提示本网关不可用；

但本机呼出不受影响

禁止呼出 禁止呼出，启用后，摘机拨号即送忙音，提示挂机

启用三方通话 允许三方通话

启用呼叫等待 允许呼叫等待

启用呼叫转移 配置是否启用呼叫转移功能

点对点IP前缀
配置点对点 IP 呼叫的前缀，比如对方的 IP 为 192.168.1.119，那么在此处定义

192.168.1.，用户只需拨打＃119 就可以进行点对点 IP 呼叫

允许非线路呼入 当选中此选项时，只要对方呼叫自己，不管号码对不对都允许建立通话

黑黑名单

配置添加/删除黑名单。如果用户对某一号码不想接听时，可以添加到此列表中，黑名单内的电话

向本网关发起呼叫时，呼叫被拒绝。

可支持 x格式，即是匹配任意一位，如 4xx 代表以 4开头的 3位号都将禁止呼入；

支持.格式，即匹配任意长度，包括空；如 6.代表以 6开头的 1位以上的号都将禁止呼入；

限制呼出列表

呼叫限制，配置为号码前缀的形式：如配置 010，那么用户在拨完 010 后听到忙音，提示挂机，无

法继续拨号，如果配置 0，用户将无法拨打所有以 0开头的所有号码；

可支持 x格式，即是匹配任意一位，如 4xx 代表以 4开头的 3位号都将禁止拨出；

支持.格式，即匹配任意长度，包括空；如 6.代表以 6开头的 1位以上的号都将禁止拨出

注意：Black List 与 Blocking List 各只能最多配 10 条记录，超过 10 条，就会提示 list 已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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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5.3 呼叫规则

5.4.5.3.1 呼叫规则

字段名称 说明

按#键拨出号码 配置网关以＃号键结束收号

启用固定长度拨

号
配置启用/禁用固定长度拨号

固定长度拨号
配置网关以固定长度收号；例如设置11的话，用户在拨完11位号码后，网关自

动发出此11位号码的呼叫

启用超时拨号 配置启用/禁用超时拨号

超时时间

配置拨号超时时长，单位为秒。网关默认为 5秒，即在收到一个号码后如果过 5

秒用户没有继续拨号，网关认为用户已经拨完号码，将已经收到的号码作为被

叫号码送出

5.4.5.3.2 呼叫规则表

下面为用户自定义收号规则表：

 []是指定数位的范围。可以是一个范围，也可以被逗号隔开，也可以是列表的数位；

 x 是匹配任意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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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匹配任意长度，包括空；

 Tn 是指收号后在 n秒后结束。n是强制的，范围是 0到 9秒。Tn 必须是最后两位配置。缺

省不配置 Tn 的话，系统认为是 T0，即立即收号结束。

配置举例，如下图：

 [1-8]xxx，是指从 1000 到 8999 的所有 4位长的号码在收齐 4位后立刻送出。

 9xxxxxxx，是指以 9开头的号码，在收齐共 8位号码后立刻送出。

 911，是指 911 这个号码，在拨完后立刻送出。

 99T4，是指 99 这个号码在拨完 4秒后送出。

 9911x.T4，是指以 9911 开头的，至少 5位的号码，在收到后会在 4秒后送出。

 其他的方式不变。

注意：＃号结束、固定长度拨号、超时拨号、呼叫规则表是可以同时使用的，只要用户的拨号结束

满足了其中任何一种判断，都将结束收号，将号码送出。

55.4.6退出

点击【退出】，退出页面访问，下次再访问的时候需要重新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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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故障排除

当设备无法正常使用时，用户可以尝试以下方法来恢复话机正常运行或收集相关信息发送问题

报告至技术支持邮箱。

6.1 重启设备

用户可以通过电源开关，或者直接拔掉电源重新启动设备。

6.2 设备恢复出厂设置

恢复出厂设置将删除设备上的所有用户配置，喜好，数据库和配置文件，设备将恢复到出厂默

认状态。

设备处于待机状态时，长按 RST 按键 3~5 秒后松开，设备将重新启动并恢复到出厂默认状态。

6.3 网络数据抓包

有时设备问题鉴定的网络数据包是有帮助的。为了获得设备的数据包，用户需要登录设备的网

页，打开网页【网络】 - >【网络诊断】，然后单击“网络抓包”中的【开始】开始选项。这时将

会弹出消息提示要求用户保存捕获到文件。这时用户可以进行相关操作，如启动/停用线路或拨打

电话，完成后在网页中单击【停止】按纽。设备期间的网络数据包都保存在文件中。用户可以对数

据包进行分析或将其发送到技术支持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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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常见故障案例

故障现象 解决方法

POWER灯不亮

1、检查电源开关是否打开。

2、检查电源连接是否正确。

3、检查电源适配器是否匹配。

WAN/LAN link灯不亮

1、检查网线连接是否有效，检查 PC 网卡的指示灯是否亮着。

2、检查网卡是否正常工作，具体办法是在 PC 中看“ 网络适配器”下有

没有带“？”或者“！”的设备。如果有，请删除该设备后重新安装。

3、否则将网卡换个插槽，如果还不行请更换网卡。

不能访问internet

以常用的接入模式为例（计算机上已经安装拨号软件）进行说明：

1、请确认前面的问题不存在。

2、请确认拨号软件已经正确安装并设置。

3、请确认输入了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

4、拨号成功后如果还不能正常上网，请确认浏览器IE 的代理服务器是否

设置正确。

5、请尝试登录多个网页，以确认不是某网站服务器故障所致。

话机无法注册到服

务供应商

1. 请检查设备是否连接到网络。网络的网线须连接到 WAN 口而不是 LAN

口。

2. 请检查设备是否有 IP 地址。检查系统信息，如果 IP 地址为 0.0.0.0，

说明该设备没有获取到 IP 地址。请检查网络配置是否正确。

3. 如果网络连接良好，请再次检查你的线路配置。如果所有配置都正确，

请联络您的服务提供商来获得支持，或者按照“66.3 网络数据抓包”

中的说明来获得注册的网络数据包，并将其发送到支持邮箱帮助分析

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