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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欢迎选购

欢迎您选购 C60S/C60SP IP话机！深圳鼎信通达股份有限公司为您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

持，需要更多在线技术支持，请拨打技术支持热线电话：0755-61919966。

内容介绍

为了更好地帮助您了解和使用 C60S/C60SP IP话机，我们编写了该产品的用户手册，主

要介绍了该产品的功能特性、安装方法、日常使用、话机设置和Web配置等。

在使用 C60S/C60SP IP话机的过程中，请仔细阅读本手册。

适用对象

本手册适合下列人员阅读：

 用户

 安装、配置和维护 C60S/C60SP IP话机的工程师

修订记录

文档名字 文档版本 软件版本

C60S/C60SP IP话机用户手册 V1.0

文档约定

本文档中所提及的网关或设备均指 C60S/C60SP IP话机；文档中标明注意或说明的内容

为需要用户特别注意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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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1.1 产品简介

鼎信通达 C60S/C60SP IP话机是一款入门级的多功能高清 IP语音话机，简单易用、性价

比极高，适用于各种环境；具有卓越的高清语音品质以及丰富的电话系统功能，充分满

足中小企业、呼叫中心以及行业用户的需求。

C60S/C60SP SIP话机采用 132x64分辨率液晶屏，具备安装方便、配置简单、易用等特

点。其支持 2个 SIP账户，支持 3方会议功能，通过与 IPPBX完美配合，实现丰富的业

务功能。同时，可编程按键加上高级功能让用户有效节约了操作时间从而轻松实现高效

办公。

1.2 功能和特性

 话机功能

 支持 2个 SIP 账号

 呼叫等待、呼叫保持、呼叫转移（盲转/咨询转）、通话转接

 自动重拨、人工重拨、回拨、自动应答、免扰、静音

 三方会议

 音量调节、铃声设置

 可配置振铃模式

 快速拨号、热线

 夏令时

 IP地址呼叫

 拨号规则

 按键锁定

 XML浏览器

 Action URL/URI

 电话本可存 1000组电话号码、黑名单支持 100组、通话日志可存 10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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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支持 5个远程电话本 URL

 LDAP

 支持多种语言

 点对点呼叫

 IP-PBX特性

 短消息，语音信箱，MWI（消息等待指示）

 通话保持音乐、对讲机

 代答、组内代答

 匿名呼叫、匿名呼叫拒绝

 语音媒体

 HD 高清语音

 宽带语音编码: G.722, OPUS-WB

 窄带语音编码: PCMA, PCMU,G.729, G723, G726, AMR, OPUS, iLBC

 回声抵消/动态抖动缓存

 语音活动检测(VAD)

 舒适噪声(CNG)

 全双工免提

 协议&标准

 SIP V1(RFC2543), V2(RFC3261 )

 SIP TLS, SRTP加密

 TCP/IP/UDP

 RTP/RTCP, RFC2198, 1889

 ARP/RARP/ICMP/NTP/DHCP

 DNS SRV/ AQuery/NATPR Query

 STUN, 会话刷新（RFC4028)

 DTMF模式: In-Band, RFC2833, SIP INFO

 LLDP

 TFTP/FTP/HTTP/HTTPS协议

 802.1Q VLAN

 802.1X

 Open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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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维护

 自动配置/升级:

FTP/TFTP/HTTP/HTTPS/PnP

 HTTP/HTTPS Web配置

 通过话机按键进行配置

 SNMP

 TR069

 网络抓包

 NTP时间同步

 夏令时

 通过Web进行软件升级

 Syslog

 配置备份/恢复

 云管理系统(NMS)

 物理特性

 132x64 点阵灰度 LCD 显示屏（2.3英寸）

 电源适配器: AC 100-240V@DC 5V1A

 PoE IEEE802.3af

 1xRJ9 手柄接口

 1xRJ9 耳麦接口

 可挂墙安装

 话机尺寸: 180x192 x36 mm

 净重：约 0.37kg

 包装尺寸：202x206 x94 mm

 整机重量：约 1.02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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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产品外观

1.3.1 前视图和键盘说明

名称 功能描述

液晶显示

2.3英寸黑白 LCD显示屏，显示通话、信息、功能软键、时间、日期以及

其它相关信息：

● 默认账号

● 通话信息（包括主叫号码和通话时间）

● 未接来电的提示信息

● 保存配置的提示信息

● 图标（如 DND）

电源指示灯

指示通话、信息和话机系统状态：

● 当收到来电时，指示灯蓝色快闪

● 当收到信息时，指示灯蓝色慢闪

● 待机状态，指示灯蓝色长亮

导航键
方向键切换选项值，浏览界面信息，按 OK键确认操作、发起呼叫或接听

来电。

账号键 激活账号或作为可编程按键时，可配置多种功能

取消键 取消当前操作，在菜单操作时可做返回键使用

功能软键
话机液晶界面显示四个软键所对应的功能名称，用户可以按对应的软键完

成操作

导航键 切换选项值，浏览界面信息，按 OK键确认操作、发起呼叫或接听来电

通话保持键 按下通话保持键，则保持当前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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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功能描述

静音键 开启或取消静音模式

免提键 切换和指示免提模式

键盘 提供数字、大小写字母和其它特殊字符的输入

音量调节键 调节手柄、耳机、免提和铃声的音量

耳麦键 切换和指示耳机模式

扬声器 提供了免提时音频的输出

手柄挂钩 确保话机挂墙式安装时，手柄能固定在手柄架上

叉簧
● 从手柄架上拿起手柄，叉簧弹起，线路连接

● 将手柄放回手柄架，断开连接

1.3.2 后视图和面板说明

名称 功能描述

手柄连接口 端口类型为 RJ-9连接器，用于连接话机手柄

耳机连接口 端口类型为 RJ-9连接器，用于连接耳机

电源 输入：直流 5V 1A

PC接入端口 10/100M，连接至本地 PC

网络接入端口 10/100M, 连接至局或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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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液晶显示界面和图标

主屏幕由顶部显示栏、中部账号键状态信息和底部软功能键组成，如下图：

常见话机界面显示图标以及描述：

图标 描述 图标

账号注册成功 静音

账号注册失败 耳机模式

账号注册中 免提模式

禁用账号 手柄模式

自动接听 新信息

免扰 新语音信息

前转 未接来电

网络连接已断开 键盘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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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指导

2.1 开箱检查

收到话机后，请打开包装箱进行验货，并确认话机及相关部件是否齐全。

名称 数量

C60S/C60SP IP话机 1

手柄 1

手柄线 1

以太网线 1

底座 1

电源适配器 (可选) 1

2.2 安装步骤

步骤 1 ：安装底座

C60S/C60SP IP话机支持两种角度安装方式，如下图，您可以根据你的使用习惯和环境

选择 A或 B安装方式，将底座对准卡糟并均匀推至顶部，轻轻晃动底座确保已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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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连接电源、网络和手柄

1) 将提供的电源适配器连接到电源端口，并且将适配器的另一端插入到可用的电源插

座，电源连接后，话机的 LCD显示屏显示“欢迎，请稍候…”；

2) 将以太网电缆的一端连接到 C60S/C60SP话机背面的 Internet端口，另一端连接到网

络插孔。

3) 将手柄线的一端接入手柄，另一端与话机手柄接入端口连接，如下图 。

注意：
● 对于 C60S话机，请使用鼎信通达配备的电源适配器，而 C60SP支

持 PoE供电，在话机所有端口中，只有 Internet端口支持 PoE供电。

● 连接 PC为可选项。

步骤 3 – 启动

在话机连接上网络和电源后，话机自动启动，启动后话机能正常使用（详见第 3节），

你可以通过Web界面或话机界面对话机进行配置（详见第 4节和第 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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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

3.1 拨打电话

3.1.1 通话模式

你可以使用以下三种方式拨打电话：

你可以使用以下三种通话模式拨打电话或在通话中任意切换三种通话模式：

1) 拿起手柄 图标会在液晶屏拨号界面左上角显示，表明当前为手柄通话模

式；

2) 按下 免提键 ， 图标会在液晶屏拨号界面左上角显示，表明当前为免提

通话模式；

3) 在设备已连接好耳机情况下，按 耳机键 激活耳机模式。 图标会在液

晶屏主界面中部显示。此时输入号码或按下线路键进入拨号界面， 图标会

同上在液晶屏拨号界面左上角显示；

你也可以先拨打号码，然后选择通话方式。

3.1.2 拨打电话的方法

使用拨号盘拨号

你可以使用拨号盘输入号码，拨号盘会根据输入的号码匹配联系人。你可以从匹配的结

果中选择要呼出的联系人，或直接呼叫输入的号码。

过程

1)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按数字键；

● 按要呼出的账号键；

● 摘下手柄、按 免提键 ；

2) 输入号码或选择匹配的联系人；

3) 选择软功能 发送键 或选择拨号盘 发送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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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拿起手柄或按免提键后不输入号码（需开启自动呼叫）。

注意：
你可前往菜单>功能>拨号键中修改默认发送键 。目前话机不支持自

动呼出功能，即不支持输入号码在指定时间内没有按发送，话机会自动呼

出该号码。

拨打多路电话

在通话过程中，你可以保持当前通话，然后拨打其它电话。

过程

1)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选择一个线路键，保持当前通话；

● 按 保持键 ，保持当前通话；

● 选择 新建；

2) 输入呼出号码或选择一个匹配的联系人；

3) 选择软功能 发送键 或选择拨号盘 发送键 。

使用速拨键呼叫

你可以使用速拨键呼叫常用或难记住的号码。

过程

1) 前往 菜单 >功能 >可编程按键；

2) 选择 线路键；

3) 选择一个线路键；

4) 在类型区域按 上 / 下功能键 或 切换软键 选择 速拨；

5) （可选项）在标签区域输入显示在屏幕上的名称；

6) 你可以在值区域输入联系人号码；

7) 在帐号区域选中相应的帐号用于呼出；

8) 选择 保存。

回拨上一个来电

你可以使用回拨键快速拨打上一个来电。

过程

1) 前往 菜单 >功能 >可编程按键；

2) 选择 线路键；

3) 在类型区域按 上 / 下功能键 或 切换软键 选择 回拨；

4) （可选项）在标签区域输入显示在屏幕上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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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 保存。

从历史记录列表拨打电话

你可以从历史记录列表里直接拨打相应的联系人。历史记录中包括所有通话或已拨电

话、已接电话、未接来电、前转来电。

过程

1) 选择 历史记录 或前往 菜单 >历史记录，屏幕上显示所有的通话记录；

2) 高亮显示当前选项，选择相应的列表项；

3) 选择 拨打。

从联系人列表拨打电话

你可以从联系人列表里直接拨打相应的联系人。

过程

1) 选择名片或前往 菜单 >名片 >本地电话薄；

2) 选择相应的群组或所有联系人；

3) 高亮显示当前选项，选择相应的列表项；

4) 选择 拨打。

3.2 接听电话

当你收到来电时，可以手动接听或者自动接听。

手动接听一路来电

当收到来电时，话机响铃并且显示来电界面。你可以手动应答来电。

过程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摘起手柄应答；

● 按下 免提键 应答；

● 按下 耳机键 应答；

● 按下来电界面软功能键 应答 或者按下对应线路建。该情况下将使用默认

免提通话模式应答来电。

通话中接听新一路来电

你可以在当前已有一路通话时接听新的一路来电。通话中收到来电时，话机提示呼叫等

待音“嘟”，并显示来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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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选择呼叫等待界面中软功能键 应答，接听新的一路来电后，前一路通话处于保持

状态，话机界面保持等亮红色。

说明：
你可以通过禁用呼叫等待设置，那么话机在收到新一路呼叫时将自动拒

绝通话中的来电。

自动应答

话机处于待机状态时，你可以使用免提通话模式来自动接听来电。

过程

1) 前往 菜单 >设置 >高级设置；

2) 输入高级设置权限密码；

3) 选择账户，高亮选择需要开启自动应答的账户点击软功能键 进入；

4) 使用 向下导航键 移动最后的自动应答开启项；

5) 使用 切换软键 将功能置为启用状态；

6) 选择 保存。

3.3 忽略或拒绝来电

收到来电时，你可以选择忽略或拒接来电。

忽略来电

你可以忽略来电使话机不再响铃，但是话机屏幕上仍显示来电信息。

过程

选择 静音 或按下静音键 。

手动拒绝来电

当话机接收到来电时，你可以手动拒接来电，被拒接的来电显示在呼叫历史记录中的已

接记录里。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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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拒绝 拒接来电。

使用免打扰功能拒接所有来电

如果不想被来电打扰，你可以使用免打扰功能，自动拒绝所有来电或特定账户的所有来

电。具体配置可参看 3.7 免打扰 > 默认模式开启免打扰功能描述。

使用免打扰功能拒接指定账户所有来电

默认情况下，开启免打扰适用于所有账户。你可以通过 web界面修改话机模式为：自定

义，这样你就可以只开启特定账户的免打扰功能。具体配置可参看 3.7 免打扰 > 自定

义模式开启免打扰功能描述。

3.4 结束通话

你可以随时结束当前通话。

过程

执行以下任一方式：

● 使用手柄通话时，按 结束 或放回手柄；

● 使用耳机通话时，按 结束；

● 使用免提通话时，按免提键 或按 结束。

3.5 静音

你可以在通话中开启静音功能，该功能本端的声音不会发送到对方，而你可以听到对方

的声音。

过程

1) 你可以按下静音键 开启静音，使对方听不到你的声音，但是你可以听见对

方的声音。此时液晶屏上显示静音图标 ，同时话机静音键亮起红色；

2) 再次按下静音键 解除静音模式。

3.6 通话保持/恢复

你可以将一路通话置于保持状态然后在方便时候恢复通话。被保持方在等候时可能听到

来自 PBX服务器发送的音乐。

过程

1) 在通话中按 保持键 或选择软功能键 保持。此时通话界面将闪烁显示保

持图标和保持信息，话机保持键亮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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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再次按 保持键、相应的账号键 或者选择 恢复，通话恢复。

说明： 当话机上有多个通话时，你可以通过按相应的线路建切换到不同的线路

通话。

3.7 免扰(DND)
如果你不想被来电打扰，你可以设置免打扰功能。免打扰功能可以针对所有账户开启也

可以针对相应的账户开启。而且我们还为你提供了更体贴的按时段开启的免打扰功能。

免打扰的设置依赖于话机模式：话机模式或自定义模式，默认是话机模式。在话机模式

下，免打扰功能的开启将针对整个话机的所有账户；而在自定义模式，可以针对特定账

户设置免打扰功能。话机模式的设置和按时段设置免打扰功能都需要你通过 web界面上

进行设置。

默认模式开启免打扰功能

过程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选择软功能键 免扰，此时话机主界面中部将显示免打扰图标 ；

● 前往 菜单 >功能 >免打扰。

1) 选择 进入 ；

2) 使用 向下导航键 移动到功能开启项；

3) 使用 切换 软键将免打扰功能置为启用状态；

4) （可选项）在开启特征码和关闭特征码区域输入相应的值；

5) 选择 保存。

此时话机界面主界面有免扰图标，不会因为使用 上、下导航键 切换不同账户

为当前默认账户时发生改变。

自定义模式开启免打扰功能

1、Web设置自定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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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使用用户账户 user登录话机，选择顶部菜单中 话机 >呼叫前转&免打扰，将打

开该功能页面。将该页面中话机模式修改为自定义，点击 提交 保存配置。

2、开启特定账户免打扰功能

过程

1) 前往 菜单 >功能 >免打扰；

2) 选择一个账户；

3) 开启免打扰功能；

4) （可选项）在开启特征码和关闭特征码区域输入相应的值；

5) 选择 保存。

当你使用 上、下导航键 切换不同账户为当前默认账户时，可以看到对应的账

户主界面有免打扰图标，其它账户界面没有该图标。

开启定时免扰功能

你可以依据你的工作习惯，开启定时免扰功能，在你设定的时段拒接所有来电。目前提

供三个时段的设置。三个时段的时间范围可以包含、重叠。

使用用户账户 user登录话机，选择顶部菜单中 话机 >呼叫前转&免打扰，将打开该功

能页面。选择 DND定时启动并置为启用，然后分别设置三组定时器，最后选择 提交 保

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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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免打扰

当你需要随时接听电话时，你可以关闭免打扰功能。

过程

1) 前往 菜单 >功能 >免打扰；

2) 选择相应的账户或者选择所有账户；

3) 关闭免打扰功能；

4) （可选项）在开启特征码和关闭特征码区域输入相应的值；

5) 选择 保存。

免打扰图标将会从主界面消失。

3.8 呼叫等待

你可以开启呼叫等待功能，使得在通话过程中可以接听新的来电，否则在通话过程中，

新的来电将被自动拒接，并提示忙音。你也可以同时启用呼叫等待提示音功能，在通话

中收到新的来电，话机会响“嘟”的提示音表明有新的来电。

过程

1) 前往 菜单 >功能 > 呼叫等待。

2) 选择开启呼叫等待。

3) （可选项）选择开启呼叫等待提示信号音。

4) 选择 保存。

3.9 呼叫完成

当你呼出失败时，你可以使用呼叫完成功能监控被叫方并当被叫方空闲时重新建立通

话。

说明： 不是所有服务器都支持呼叫完成功能。进一步的信息请咨询你的系统管

理员。

过程

1) 前往 菜单 >功能 >呼叫完成。

2) 开启呼叫完成。

3) 选择 保存。

当你发起呼叫而被叫用户处于忙碌状态无应答时，屏幕提示你是否等待被叫方，选择 确

认 激活呼叫完成功能。

被叫方空闲时，屏幕提示你是否发起原呼叫，选择 确认 将重新发起原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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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呼叫转移

当你现在不方便处理来电时，你可以将来电转移给一个可用的号码。

你可以设置话机转移来电类型：

无条件转移：话机的所有来电将被自动转移到预先指定的号码

遇忙转移：当话机忙时，来电将被转移到预先指定的号码

无应答转移：当话机在设定的振铃时间内无应答时，来电将被转移到预先指定的号码。

转移所有来电

呼叫转移启用后，你可以转移话机上的所有来电。

说明： 有些服务器需要设置呼叫转移的开启特征码和关闭特征码，进一步信息

请咨询你的系统管理员。

过程

1) 前往 菜单 >功能 >呼叫前转；

2) 选择一个呼叫转移类型，然后在功能开启区域选中启用；

3) 在前转至区域输入要转移的目的联系人号码；

4) 如果你选择的是无应答前转，在超时区域输入相应的响铃时间；

5) （可选项）在开启特征码和关闭特征码区域输入相应的值；

6) 选择 保存。

配置呼叫转移后，屏幕上显示呼叫转移图标 。

转移指定账户来电

默认情况下，开启呼叫转移适用于所有账户。你也可以修改话机模式，使的可以为特定

用户开启呼叫转移。

首先在Web设置话机为自定义模式

你可以使用用户账户 user登录话机，选择顶部菜单中 话机 >呼叫前转&免打扰，将打

开该功能页面。将该页面中话机模式修改为自定义，点击 提交 保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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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1) 前往 菜单 >功能 >呼叫前转；

2) 选择一个账户；

3) 选择一个呼叫转移类型，然后在功能开启区域选中启用；

4) 在前转至区域输入要转移的目的联系人号码；

5) 如果你选择的是无应答前转，在超时区域输入相应的响铃时间；

6) （可选项）在开启特征码和关闭特征码区域输入相应的值；

7) 选择 保存。

配置呼叫转移后，屏幕上响应账户待机界面显示呼叫转移图标 。

关闭呼叫转移

当你方便接听来电，不再需要转移来电是，可以选择关闭呼叫转移功能。

过程

1) 前往 菜单 >功能 >呼叫前转；

2) （可选项）如果使用自定义模式的呼叫转移，选择相应的账户；

3) 选择相应的呼叫转移类型，然后在功能开启区域选中禁用；

4) 选择 保存。

手动转移一路呼叫

你也可以在来电响铃时，选择软功能键 前转 来将来电转移给别人。

1、使用软功能键“前转”

过程

1) 电话响铃时，选择软功能键 前转；

2) 输入要转移的目的号码或从匹配的通讯录中选择目的号码；

3) 按 OK键 或选择软功能键 确认 。

手动转移的来电会在通话历史中标记为前转通话。

3.11 通话转接

通话时，你可以将通话转接给其他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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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机支持以下三种转接方式：

盲转：不需要和第三方协商，直接将通话转接给第三方；

半咨询转：当听到回铃音后，将通话转接给第三方；

咨询转：当第三方接听来电并进行咨询后，将通话转接给第三方。

3.11.1 盲转

你可以在没有与转接方进行咨询的情况下直接进行转接。

过程

1) 通话中按软功能键 转移；

2) 输入要转移的目的号码或从匹配的通讯录中选择目的号码；

3) 再次按下软功能键 转移。

说明： 如果你正在使用手柄，你可以直接放回手柄来完成转接。

3.11.2 半咨询转

你可以在听到第三方的回铃音后就将通话转接给第三方。

过程

1) 通话中按软功能键 转移 ；

2) 输入要转移的目的号码或者从匹配的通讯录中选择目的号码；

3) 按 OK键 或者 发送键；

4) 在听到回铃后，再按软功能键 转移 完成半咨询转接。

说明： 如果你正在使用手柄，你可以直接放回手柄来完成转接。

3.11.3 咨询转

你可以和第三方通话咨询后再将通话转接给第三方。

过程

1) 通话中按软功能键 转移；

2) 输入要转移的目的号码或者从匹配的通讯录中选择目的号码；

3) 按 OK键 或者 发送键；

4) 第三方接听电话并咨询后，再按软功能键 转移 完成半咨询转接。

说明： 如果你正在使用手柄，你可以直接放回手柄来完成转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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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会议

话机支持创建三方的本地会议和多方的网络会议。

会议中，请遵循以下建议：

● 如果你在公众场合参会请使用手柄或耳机。

● 当会议中你不发言时请将麦克风静音，尤其在吵闹的环境中。

● 避免在麦克风附近敲击或贴近电子发声设备。

● 请用正常音量讲话。

● 发言中出现啸叫时可适当调整麦克风方向。

3.12.1 本地会议

你可以在话机上与你的联系人建立一个三方（包含本地）会议。并进行适当的会议操作。

创建本地会议

过程

1) 呼叫第一方；

2) 第一方接听后，按软功能键 新建 ，开始创建新的一路呼叫；

3) 输入第二方的号码或从匹配的通讯录中选择第二方号码后呼出。此时第一方的

通话处于保持状态；

4) 第二方接听电话后，按软功能键 会议 ，开始三方会议。

将两路通话合并成会议

你可以将一路处于保持状态的通话与当前通话合并，形成三方会议通话。

过程

1) 创建两路通话；

2) 选择要创建会议的通话，并且保证此通话是活跃状态；

3) 按软功能键 会议 ，开始三方会议通话。

保持或恢复会议通话

当你保持会议通话时，会议参与方在你恢复会议通话前听不到对方说话。

过程

1) 按 HOLD键 或按 保持 ，保持当前会议通话；

2) 再次按 HOLD键 或按 恢复，恢复当前会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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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静音或取消静音

当你静音会议通话时，本地麦克风关闭，其它参与方听不到你本地的声音。

过程

1) 会议中按MUTE键 开启静音；

2) 再次按MUTE键 取消静音。

拆分会议

你可以将当前的会议通话拆分成独立的通话。拆分后，会议通话直接结束。拆分后的其

他参与方都处于保持状态。

过程

会议中选择软功能键 分离 可以结束会议通话将参与方拆分为两路通话。

结束会议通话

会议中，你可以随时手动结束会议。

当你主动结束会议通话时，其它参会方的会议也会直接结束。

过程

选择软功能键 取消 或在使用手柄情况下挂回手柄或在免提模式下按下免提键

，可以结束会议通话。

3.12.2 网络会议

如果你的网络管理员已为你的话机设置了网络会议功能，你可以在本地创建多方网络会

议。

创建网络会议

过程

1) 呼叫第一方；

2) 第一方接听后，按软功能键 新建 ，开始创建新的一路呼叫；

3) 输入第二方的号码或从匹配的通讯录中选择第二方号码后呼出。此时第一方的

通话处于保持状态；

4) 第二方接听电话后，按软功能键 会议 ，开始三方会议；

5) 再次选择软功能键 会议，邀请其他会议成员。此时会议通话处于保持状态；

6) 输入邀请的成员号码或从匹配的通讯录中选择成员号码后呼出；

7) 新成员接听后，再次选择会议，将新成员加入会议；

8) 重复第 5-7步添加更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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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创建多方会议的方式可能会因服务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请咨询你的系统

管理员了解更多信息。

3.13 通话驻留

你可以使用通话驻留功能保存当前对话，然后在另一个电话上来恢复通话。根据驻留方

式的不同可以分为特征码方式和通话转接方式。

说明： 不是每个服务器都支持通话驻留且支持的方式也有不同。请与你的系统管

理员联系确认该功能是否可用。

3.13.1 通话驻留和取回（特征码方式）

你可以在通话中使用特征码来驻留通话。当你将通话驻留后该通话将被保持。

过程

1) 呼叫一通电话；

2) 通话中驻留方在键盘上输入驻留特征码并发送；

3) 本机在听取驻留队列号后挂断通话。此时被驻留方处于保持状态；

4) 在新的话机上，用户输入：驻留取回特征码+驻留队列号并发送；

5) 新话机上恢复与被驻留方的通话。

说明： 依据各服务器实现方式不同，以上操作步骤会略有差异，如你需要该功能，

请与你的系统管理员确认。

3.13.2 通话驻留和取回（通话转接方式）

你可以通过通话转接的方式将通话驻留在服务器指定的位置。

过程

1) 选择 菜单 >功能 >可编程按键 >线路建 /软按键 /功能键 选择 进入；

2) （以线路建举例）选择一个线路键并再选择 进入，在类型区域选择 呼叫驻留；

3) （可选项）在标签区域输入在屏幕上显示的信息；

4) 在值区域输入驻留特征码+驻留轨道号；

5) 选择 保存。

当在通话中，按下设置的驻留键，对端就将被保存在服务器 1号轨道位置。在新话机上

用户在拨号键盘输入：驻留取回特征码+驻留轨道号发送，就可直接取回停泊在相应轨

道上的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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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代答

你可以使用话机代答功能接听其他用户的来电。

话机支持以下两种代答功能：

定向代答：直接代答指定用户的来电。

组代答：代答同一组内任一用户的来电。群组代答需要预先设置群组成员。

3.14.1 定向代答

你可以直接代答某个指定用户的来电。

过程

1) 选择 菜单 >功能 >可编程按键 >线路建 /软按键 /功能键 选择 进入；

2) （以线路建举例）选择一个线路键并再选择 进入，在类型区域选择 代答；

3) （可选项）在标签区域输入在屏幕上显示的信息；

4) 在值区域输入代答特征码和被代答的目的用户；

5) 选择 保存。

当目标号码收到来电时，按代答键即可让该用户的来电直接在你的话机上被接听。

3.14.2 组代答

你可以直接代答同一预设群组中某个话机的来电。如果该群组收到多路来电，默认代答

第一路。

过程

1) 选择 功能 >可编程按键 >线路建 /软按键 /功能键 选择 进入；

2) （以线路建举例）选择一个线路键并再选择 进入，在类型区域选择组 代答；

3) （可选项）在标签区域输入在屏幕上显示的信息；

4) 在值区域输入组代答特征码；

5) 选择 保存。

当群组内有来电时，按组代答键可让组内用户的来电直接在你的话机上被接听。

3.15 快速拨号

你可以使用快速拨号功能快速拨打指定的号码。

过程

1) 按 菜单 >功能 >可编程按键 >线路键 / 软键 /功能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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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线路建举例）功能类型为速拨；

3) （可选项）在标签区域输入在屏幕上显示的信息；

4) 值区域输入目标号码；

5) 账号区域是选择适合的账号来拨打电话；

6) 选择 保存。

在话机待机页面按快速拨号键，使用选择的账号自动呼出目标号码。

3.16 自动重拨

你可以使用自动重拨功能在被呼叫方未接听时自动重拨号码。

说明： 不是所有服务器都支持自动重拨功能，进一步信息请咨询你的系统管理

员。

过程

1) 前往 菜单 >功能 >自动重拨；

2) 在功能开启区域选择启用；在间隔区域填写呼叫间隔时间；在次数区域填写重

复呼叫次数；

3) 选择 保存。

在话机呼叫失败后，话机液晶界面会出现自动重拨倒计时的提示，你可以按 OK键

进行重拨或者等待倒计时结束自动重拨。

3.17 对讲机

你可以拨打对讲电话以快速传递信息给某个联系人。收到对讲电话的话机会发出提示

音，并以免提的方式自动接听。话机对讲功能配置主要是作为对讲接收方的配置项。

过程

1) 前往 菜单 >功能 >对讲机；

2) 选择进入，在功能开启中选择启用；

3) （可选项）在静音可以选择开启；

4) 选择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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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话机配置了开启对讲静音，即自动接听的对讲电话处于静音状态，话机界面上显示

静音图标 ，话机静音键亮红色。你必须手动按 静音键 取消静音。

当在服务器支持的情况下，你需要拨打相应的对讲功能特征码+对端分机号码来发起对

讲呼叫。如以 3CX服务器举例：拨打*998100，这里*998就是对讲特征码，100就是对

端分机号码。其它服务器的对讲功能特征码请参见对应服务器的配置指导文档。

3.18 移动办公

在话机待机时，你可以按移动办公键清除话机上所有账户的注册信息。然后注册自己要

使用的账户。通过这个功能，可以让更多用户在不同的时间共享这台话机。特别适合一

些公共场所。

说明： 不是所有服务器都支持移动办公功能，进一步信息请咨询你的系统管理

员。

过程

1) 前往 菜单 >功能 >可编程按键 >线路键 /软键 /功能键；

2) （以线路建举例）功能类型为 移动办公；

3) （可选项）在标签区域输入在屏幕上显示的信息；

4) 选择 保存。

话机按移动办公键时，话机屏幕弹出“是否清除所有账户配置”，选择 清除 ，话机进

入账户配置界面，具体配置请参见话机>设置>高级设置>账号的相关配置。

3.19 XML浏览器

XML浏览器允许用户在服务器上开发和部署自定义服务。用户可以使用 XML浏览器键

快速访问它。用户需要在服务器上预先配置自定义服务功能，例如新闻、天气报告、库

存信息。用户从服务器接收并显示在电话屏幕上，所有服务信息以 XML对象的形式传

输。

过程

1) 前往 菜单 >功能 >可编程按键 >线路键 /软键 /功能键；

2) （以线路建举例）类型区域为 XML浏览器；

3) （可选项）在标签区域输入在屏幕上显示的信息；

4) 在值区域输入 XML文件来源路径；

5) 选择 保存。

在话机待机按 XML浏览器键访问值字段中指定的 XML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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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通话录音

你可以录制通话，设备端通过发送带 Record：on/off头域的 SIP INFO 消息通知服务器

端对通话进行录音，通话录音将保存在支持录音功能的服务器上。

注意：

1) . 不是所有服务器都支持通话录音功能，进一步信息请咨询你的系统管

理员;

2) . 在录制通话之前，特别是那些涉及到模拟电话线路的录音，必须了解

你所在国家任何管理通话录音的规则和限制;

3) . 同样，在录音前要告知所有打电话的人你正在录音，并征得他们的同

意。

过程

1) 前往 菜单 >功能 >可编程按键 >线路键;

2) 在类型区域选择 录音;

3) （可选项）在标签区域输入在屏幕上显示的信息。

在通话过程中按 录音键。如果录制成功开启，液晶屏幕显示录音图标 ，录音键 LED
缓慢闪烁。 再次按 录音键 停止录音。液晶屏上录音图图标消失，录音键 LED停止闪

烁。

管理录音：（以 3cx专业版举例）在 3CX管理控制台 录音 功能可以帮助你搜索、管

理、下载和删除通话录音，并可以进行录音配额设置，设定自动清理通话录音的时间等。

用户可以使用分机号和相应的的密码登录，并可以查看录音列表并进行下载或删除操作

等。

3.21 键盘锁

你可以通过键盘锁确保你的话机不被未经允许的用户使用，或避免因误碰而发送的意外

操作。一旦你锁定电话，任何人都必须输入解锁密码后才能解锁话机。你可以选择锁定

类型：锁定功能键或所有键。

功能键： 功能键被锁住。必须解锁后线路键、信息键、软键、导航键、重拨键、静

音键、音量调节键、保持键、转移键、免提键、耳麦键才能被使用。

所有键： 所有键被锁住。当出现输入 PIN码提示窗时，键盘键才可输入。

目前只能通过话机网页配置键盘锁功能：

在话机 web界面上选择 话机 >按键 >键盘锁。选择要锁定的键盘类型，在键盘解锁密

码字段中输入密码以解锁话机，键盘锁定超时字段用于设置不操作话机键盘时的锁定延

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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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开启键盘锁时，话机液晶屏左侧会显示锁定图标 。任何人都需要输入密码来解锁

键盘，如果密码不正确，会弹出一个提示框“密码错误！”

3.22 BLF
你可以使用 BLF 键监控某个用户的账户使用状态。

目前我们话机支持三种 BLF类型：BLF/New Call；BLF/BXFER；BLF/AXFER。

BLF/New Call：该类型是在 BLF 监控功能的基础上，在监控账户处于空闲时，按下

BLF键将发起一个到监控账户的新呼叫。

BLF/BXFER：该类型是在 BLF监控功能的基础上，在监控账户处于空闲时，可以将

话机当前通话盲转到监控账户上。

BLF/AXFER：该类型是在 BLF 监控功能的基础上，在监控账户处于空闲时，可以将

话机当前通话询转到监控账户上。

3.22.1 设置 BLF键

你可以在话机上将线路键设置成 BLF键来监控账户状态。

过程

1) 选择 菜单 >功能 >可编程按键 >线路键；

2) 在类型区域选择你需要的 BLF 类型： BLF/New Call； BLF/BXFER；

BLF/AXFER；

3) （可选项）在标签区域输入在屏幕上显示的信息；

4) 在值区域输入需要监控的账户号码。

5) （可选项）在帐户区域选择代答时所用的账户；

6) （可选项）在特征码区域输入代答特征码。

7) 选择 保存。

BLF键设置成功后，监控账户发生状态变化后，服务器通过 NOTIFY 消息来向本机通知。

3.22.2 使用 BLF键截答监控账户来电

当监控账户收到来电，如果在设置 BLF 键功能时，你设置了代答的账户和代答特征码。

你就可以在自己的话机上直接代答监控账户的来电，避免重要电话的漏接。

1) 当监控账户收到来电时；

2) 如果话机开启了 BLF代答提醒界面，话机界面上将显示代答提醒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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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设置的 BLF键或者选择提示窗口 代答，本机就可以代答监控账户的来电。

3.22.3 使用 BLF键确定盲转时机

当在设置 BLF 键功能时，你选择类型为 BLF/BXFER。则本机当前通话在监控账户空闲

时可以盲转至监控账户；而监控账户正处于非空闲状态时则不进行盲转，以免打扰监控

用户的通话。

过程

1) 本机来电并接听；

2) 当本机需要将呼叫转接到监控账户时，先查看监控账户状态；

3) 如果监控账户空闲，则按 BLF键 发起盲转；

4) 被监控账户即可与原通话方继续通话。

3.22.4 使用 BLF键确定询转时机

当在设置 BLF 键功能时，你选择类型为 BLF/AXFER。则本机当前通话在监控账户空闲

时可以询转至监控账户；而监控账户正处于非空闲状态时则不进行询转，以免打扰监控

用户的通话。

过程

1) 本机来电并接听；

2) 当本机需要将呼叫转接到监控账户时，先查看监控账户状态；

3) 如果监控账户空闲，则按 BLF键 发起询转；

4) 被监控账户即可与原通话方继续通话。

3.23 BLF 列表

你可以将线路建设置为 BLF列表功能来监控由系统管理员配置的一组用户。

过程

1) 选择 菜单 >功能 >可编程按键 >线路键；

2) 在类型区域选择 BLF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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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选项）在标签区域输入在屏幕上显示的信息；

4) （可选项）在帐户区域选择代答时所用的账户；

5) 选择 保存。

当监控账户收到来点时，话机可以通过按 BLF 列表建接听来电

说明：
不是所有服务器都支持 BLF列表功能，进一步信息请咨询你的系统管理

员。

3.24 自动呼叫分配（ACD）
ACD功能经常用于客户服务中心，如呼叫中心。ACD系统可以处理大量的来电，这些

呼叫不需要与特定的人交谈，但他们需要尽快得到任意一个话务员的处理或帮助。ACD
功能允许 ACD系统依据特定的规则和策略将来电自动分配给登录上 ACD系统的用户。

话机默认不支持 ACD 系统功能，你需要将线路建配置一个 ACD 键，这样话机就登入

ACD系统并处理系统分派的呼叫。

过程

1) 选择 菜单 >功能 >可编程按键 >线路键；

2) 在类型区域选择 ACD；

3) （可选项）在标签区域输入在屏幕上显示的信息；

4) 在帐户区域选择登入 ACD系统所用的账户；

5) 选择 保存。

设置 ACD键后，你可以按 ACD键登入 ACD系统来处理分配的呼叫。

3.25 回拨

你可以通过回拨建让话机呼出最后一次来电的号码。

过程

1) 选择 菜单 >功能 >可编程按键 >线路键；

2) 在类型区域选择回拨；

3) （可选项）在标签区域输入在屏幕上显示的信息；

4) 选择 保存。

当设置回拨键后，在待机界面按 回拨 键将使话机用最后一通来电时的被叫账户回拨回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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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信息

当你与被叫方不能取得及时的语音通信时，我们也提供了语音留言和简单的文本信息沟

通方式。文本信息支持发送新消息、收件箱接收信息和发件箱保存发送中的信息以及保

存编辑中信息的草稿箱，已发送则保存已经发送完成的信息。语音留言支持对不同账户

配置不同的语音信箱号，默认是：*170*2#；并通过订阅消息获得服务器上语音留言状

态。

说明： 不是所有服务器都支持语音留言功能，进一步信息请咨询你的系统管理

员。

3.26.1 文本信息

文本信息可以存储在收件箱、已发送信息、发件箱和草稿箱中，分别可以存储 100条文

本信息。如果文本信息的数量超过 100，话机将会删除最旧的文本信息。

阅读文本信息

你可以在话机上通过收件箱阅读文本信息。

过程

1) 前往 菜单 >信息 >文本信息 >收件箱；

2) 选中要查看的文本信息，然后选择 进入。

说明： 话机屏幕提示收到新文本信息时，你可以直接按 查看 软功能键来阅读。

发送文本信息

话机支持发送文本信息。

过程

1) 前往 菜单 >信息 >文本信息 >新建信息；

2) 编写信息；

3) 选择 发送 进入联系人信息界面；

4) 在到达区域填入目的号码；

5) 选择 发送 。

回复文本信息

你阅读完一条文本信息后可以回复该信息。

过程

1) 前往 菜单 >信息 >文本信息 >收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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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中要查看的文本信息，然后选择 进入 ；

3) 在阅读界面选择 回复 ；

4) 编辑要回复的文本信息内容；

5) 选择 发送 进入联系人信息界面输入目的号码；

6) 再次选择 发送。

删除文本信息

你可以删除已经阅读完的信息。

过程

1) 前往 菜单 >信息 >文本信息 >收件箱（已发送信息、发件箱或草稿箱）；

2) 选择要删除的信息；

3) （可选项）在步骤 2中可以选择 进入 待信息内容确认可删除时在阅读界面选

择 删除 ，以删除该条信息；

4) 选择 删除 进入删除选项页面；

5) 选择 删除单条 或 删除所有 。

3.26.2 语音信息

语音留言功能允许你留下语音给某人或在你的话机上查看和收听你的语音留言信息。

这个功能是在服务器端设置的，并不是所有服务器都支持这个功能。

设置语音信箱特征码

在查看或收听你的语音留言前，你需要预先设置语音留言访问特征码，话机默认：

*170*2#。

过程

1) 前往 菜单 信息 >语音信息 >语音留言设置；

2) 选择对应的账户并设置每个账户的语音特征码；

3) 选择 保存。

语音留言

当呼叫的用户忙或不方便接听是，你可以给对方留言。

过程

1) 依据语音提示给对方留言；

2) 依据语音提示保存留言或自己挂断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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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并收听留言

你可以在话机上查看语音留言信息和收听语音留言信息。

过程

1) 前往 菜单 >信息 >语音信息 >语音留言查看；

2) 话机将列出所有账户的留言情况：新 X旧 X；紧急：新 X旧 X；

3) 选择有新留言的账户；

4) 选择 连接 ；

5) 话机将使用设置特征码连接语音服务器；

6) 按照语音提示完成留言收听。

说明： 话机屏幕提示收到新留言信息时，你可以直接按 查看 软功能键来查看

语音留言状况进而收听新的语音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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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话机设置

4.1 基本设置

本部分主要是指导用户如何通过交互界面来完成话机相关功能特性的设置，方便用户使

用和定制个性化服务。

你可以通过 菜单 >设置 >基本设置 来完成话机相关的基础配置。

4.1.1 语言

话机为你提供了多种语言支持，您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更改语言：

a) 恢复出厂设置后选择初始语言

当管理员对你的话机恢复出厂设置后，在话机 UI交互界面上会首先进入初始语言选择

界面，此时选择你需要的语言并点击 OK键 ，话机将应用你所选择的语言。

b) 通过语言设置来更改语言

前往 菜单 >设置 >基本设置 >语言，选择需要的语言并选择保存。

4.1.2 日期&时间

IP电话在空闲状态下显示时间和日期。您可以自动设置从 SNTP 服务器获取的时间和日

期，也可以手动设置时间和日期。

通过话机界面设置 SNTP：

过程

1) 按 菜单 >设置 >基本设置 >日期 & 时间 >SNTP 设置；

2) 按 左 / 右功能键 或 切换软键 选择适用于您所在区域的时区。默认时区

为"+8 China (Beijing)"；

3) 在主服务器和次服务器分别输入 NTP服务器的域名或 IP地址；

4) （可选项）如果需要夏令时支持，夏令时自动模式默认开启；如果不需要可选

择 禁用。

5) 按 保存软键 保存当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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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话机界面手动设置时间和日期：

过程

1) 按 菜单 >设置 >基本设置 >日期 & 时间 > 手动设置；

2) 输入日期和时间；

3) 按 保存软键 保存当前设置，话机屏幕上显示的时间和日期将相应更改。

通过话机界面设置时间和日期格式：

过程

1) 按 菜单 >设置 > 基本设置 >日期 & 时间 >格式设置；

2) 按 左 / 右功能键 或 切换软键 选择需要的时间格式（12小时制或 24小
时制）；

3) 按 左 / 右功能键 或 切换软键 选择需要的日期格式；

4) 按 保存软键 保存当前设置。

话机支持六种日期格式，待机界面上显示的日期会因设置的日期格式而有所不同。例如，

时间“2018-12-14”，话机上支持的日期格式显示如下：

日期格式 例子

年-月-日 2018-12-24

YYYY/MM/DD 2018/12/24

日-月-年 24-12-2018

日/月/年 24/12/2018

WW-DD-MM 周一-24日-12月

WW-MM-DD 周一-12月-24日

注意 当显示模式设置未设置为禁用时，LCD屏幕上显示的时间和日期将相应更改。

通过话机界面设置日期显示模式：

过程

1) 按 菜单 >设置 > 基本设置 >>日期 & 时间 显示模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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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 左 / 右功能键 或 切换软键 选择需要的日期显示模式（禁用、星期、

日期、滚动）；

3) 按 保存软键 保存当前设置。

4.1.3 铃声

铃声是指来电铃声，提醒用户有来电。C60S/C60SP IP话机支持设置不同的铃声，用来

区分附近不同话机的来电；同时，C60S/C60SP IP话机还支持为联系人设置特定的来电

铃声。

通过话机界面配置铃声：

过程

1) 按 菜单 >设置 >基本设置 >铃声设置；

2) 按 上 / 下功能键 选择想要的铃声；

3) 按 保存软键 保存当前设置。

4.1.4 话机音量

音量键可用于在通话中调整话机、免提或耳机的音量。此外，该键还可用于在空闲模式

下调整铃声的音量。

通过话机界面调整音量，按 菜单 >设置 >基本设置 >音量设置。在音量设置界面，进

入通话音量、信号音音量、麦克风音量、按键音量、铃声音量界面，然后按 +或 -软
键 或 左 / 右功能键 调整音量。按 保存软键 保存设置。

4.2 电话簿

话机支持多种电话薄来保存联系人信息，其中包含: 本地电话薄、远程电话薄、LDAP
电话薄和 Broadsoft电话薄。

4.2.1 本地电话簿

本地电话簿用于存储联系人姓名和号码。C60S/C60SP可以在话机的本地电话簿中存储

多达 1000个联系人和 10个组。您可以从本地电话簿添加、编辑、删除、搜索或呼叫任

何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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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群组

为更方便的查找本地联系人，你可以根据联系人的分类创建不同的联系人群组。

过程

1) 按 菜单 > 电话簿；

2) 选择本地电话簿，按 OK键 或 进入软键 进入本地群组页面；

3) 按 添加软键；

4) 在“名字”字段中输入该群组的名字。按 左 / 右功能键 或 切换软键 从

铃声字段中选择所需的组铃声。如果选择自动，话机将自动给该群组的联系人

分配铃声；

5) 按 保存软键 保存当前设置。

编辑群组

过程

1) 按 菜单 > 电话簿；

2) 选择本地电话簿，按 OK键 或 进入软键 进入本地群组页面.

3) 选择所需的群组；

4) 按 选项软键 然后在选项列表中选择详细；

5) 按 左 / 右功能键 或 切换软键 从铃声字段中选择所需的组铃声。如果选

择自动，此组将使用分配给帐户的铃声；

6) 按 保存软键 保存当前设置。

手动添加联系人

过程

1) 按 菜单 > 电话簿；

2) 选择相应的群组，按 OK键 或 进入软键 进入联系人页面；

3) 按 添加软键 进入联系人编辑页面；

4) 在相应区域分别输入名字、办公室号码、移动号码和其他号码。

5) 按 左 / 右功能键 或 切换软键 从铃声字段中选择所需的铃声、群组、账

号；

6) 按 保存软键 保存当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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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记录中添加联系人

过程

1) 选择 历史 进入历史记录页面，从历史记录列表选择要添加的记录；

2) 按 选项 然后在选项列表中选择添加到联系人 ；

3) 按 确认 或 OK键 进入添加联系人页面，在名字区域中编辑联系人姓名；

4) 按 保存 保存当前设置。

搜索联系人

过程

1) 按 菜单 > 电话簿；

2) 选择 本地电话簿，按 OK键 或 进入软键 进入本地群组页面；

3) 按 查询 查找联系人进入查询页面；

4) 输入姓名、号码的任意字符或整个电话号码等关键字，按 查询软键 或 OK键

展示查询结果。进入搜索联系人界面。

4.2.2 黑名单

C60S/C60SP IP 话机支持 100个黑名单联系人。您可以添加、编辑、删除、搜索或呼叫

联系人。任何来自黑名单号码的呼叫都将被拒绝，但话机界面还是会提示一个未接来电

以便你知晓。

添加黑名单

你可以添加黑名单联系人以阻止某人打电话给你。

过程

1) 按 菜单 > 电话簿；

2) 选择黑名单，进入黑名单界面；

3) 选择 添加；

4) 输入黑名单相关信息；

5) 选择 保存。

查看黑名单

你可以在话机上查看哪些联系人被你添加到了黑名单。

过程

1) 按 菜单 > 电话簿；



话机设置

43

2) 选择黑名单，进入黑名单界面。

编辑黑名单

你可以修改或添加更多的黑名单信息。

过程

1) 按 菜单 > 电话簿；

2) 选择黑名单，进入黑名单界面；

3) 高亮选择要编辑的黑名单联系人，选择 选项 > 详情；

4) 编解黑名单相关信息；

5) 选择 保存。

删除黑名单

你可以删除某个或所有的黑名单联系人，删除之后，你可以正常接听该联系人的来电。

过程

1) 按 菜单 > 电话簿；

2) 选择黑名单，进入黑名单界面；

3) 高亮选择要删除的黑名单联系人，选择 选项 > 删除；

4) （可选项）在选项中选择删除所有，将删除所有黑名单联系人；

5) 选择 确认 ，在警告界面确认删除。

4.2.3 远程电话簿

你可以在话机上访问远程电话簿，从远程电话簿将联系人添加到本地电话簿，或从远程

电话簿进行呼叫。最多可设置 5个远程电话簿的 URL。请咨询你的系统管理员获取远程

地址簿的 URL信息。

通过网页界面设置远程地址簿：

过程

1) 按 电话簿 > 远程电话簿；

2) 在远程 URL区域中输入访问电话簿的 URL；

3) 在显示名称区域中输入电话簿名称；

4) 点击 提交 保存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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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话机访问远程地址簿：

过程

1) 按 菜单 > 电话簿 >远程电话簿；

2) 选择相应的远程群组并按 进入软键。话机将加载远程群组信息，话机显示界面

将显示此远程群组下的联系人信息；

3) 按 返回软键 返回上一页面。

4.3 历史记录管理

C60S/C60SP IP话机的历史记录管理，包括已拨电话、已接电话、未接来电和前转来电，

每个列表最多可以存储 100条记录。你可以查看历史记录，呼叫历史记录中的联系人或

删除历史记录等。

通过话机界面访问历史记录：

过程

1) 按 历史 话机屏幕将显示近期所有的通话记录；

2) 按 左 / 右功能键 切换所有通话、已拨电话、已接电话、未接来电和前转

来电列表；

3) 按 上 / 下功能键 选择要查看的记录；

4) 按 选项 并从选项列表中选择 详细，液晶界面上会显示记录的详细信息；

5) 按 选项 并从选项列表中选择 添加到联系人或添加到黑名单 可将联系人加入

到本地联系人或黑名单；

6) 按 选项 并从选项列表中选择 删除所有；

7) 按 删除，删除单条历史记录；

8) 按 拨打，从历史记录中拨打电话。

4.4 系统设置

4.4.1 可编程按键

通过话机界面设置可编程按键

过程

1) 按 菜单 >功能 > 可编程按键；

2) 选择要设置的可编程键，然后按 进入 进入相应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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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类型区域中选择功能类型；

4) (可选项) 在标签区域中输入显示在液晶界面的标签；

5) (可选项) 在账号 ID区域中选择相应的账号；

6) (可选项) 在值区域中输入适当的数值；

7) 按 保存 软键保存当前设置。

4.4.2 SIP账号管理

您可以注册 1到 2个 SIP 帐号，也可以为 1个帐号设置 1个或 2个 Sip服务器。

通过话机界面注册 SIP账号：

过程

1) 选择 菜单 >设置 >高级设置（密码：admin） >账号；

2) 选择要设置的账号，按 OK键 或 进入软键 进入账号设置页面；

3) 按 左 / 右功能键，或 切换软键，在账号状态区域中选择 启用；

4) 分别在标签、显示名称、注册名、用户名、密码和 SIP 服务器 1/2区域中输入相

应的信息；

5) 按 保存 软键保存当前设置；

通过话机页面禁用账号

过程

1) 按 菜单 >设置 >高级设置（密码：admin）>账号；

2) 选择一个你想要禁用的账号，按 OK键 或 进入软键 进入账号设置页面；

3) 按 左 / 右功能键 或 切换软键，在账号状态区域中选择 禁用；

4) 按 保存 软键保存当前设置。

说明 每个 SIP 帐号的设置界面相同

4.5 基本网络设置

通过基本网络设置，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设置 IP话机获取 IP地址： DHCP、静态 IP和

PPPoE，也可以设置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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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网络模式

通过话机界面设置网络模式

过程

1) 前往 菜单 >设置 >高级设置（密码：admin）>网络 >LAN设置 >LAN口模式；

2) 在 LAN口模式设置界面按 上 / 下功能键 选择需要的“IPv4”、“IPv6”
或“IPv4&IPv6”；

3) 按 OK键 或 保存 软键保存。

注意 设置网络模式后，需要重启生效。

4.5.2 DHCP模式

通过话机界面配置 DHCP模式：

过程

1) 按 菜单 > 设置 > 高级设置（密码：admin）> 网络 > LAN设置 > IPv4/IPv6；

2) 在设置界面，按上 / 下功能键 选择 动态获取；

3) 按 OK键 或 进入软键 确认选择动态获取，等待几秒话机自动返回最后一

个界面。

4.5.3 静态 IP模式

通过话机界面配置静态 IP模式：

过程

1) 按 菜单 > 设置 > 高级设置（密码：admin）> 网络 > LAN设置 > IPv4/IPv6；

2) 在设置界面，按上 / 下功能键 选择 静态 IP，按 OK键 或 进入软

键 进入静态 IP设置界面；

3) 在相应区域输入 IP 地址、子网掩码（IPv6为前缀长度）、网关、DNS 1和 DNS
2；

4) 按 保存软键 保存当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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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PPPoE模式

通过话机界面配置 PPPoE模式：

过程

1) 按 菜单 > 设置 > 高级设置（密码：admin）> 网络 > LAN设置 > IPv4/IPv6；

2) 在设置界面， 按 上 / 下功能键 选择 拨号上网，按 OK键 或 进

入软键 进入拨号上网设置界面；

3) 按 上 / 下功能键 在相应区域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4) 按 保存软键 保存当前设置。

4.5.5 设置 VLAN

通过话机界面启用 LAN口 VLAN：

过程

1) 按 菜单 > 设置 > 高级设置（密码：admin） > 网络 >VLAN设置 > LAN设

置；

2) 按左 / 右功能键 或 切换软键，在功能开启区域中选择 启用 ；

3) 按 上 / 下功能键 在相应区域设置 VID和优先级；

4) 按 OK键 或 保存 软键保存。

注意 设置 VLAN后，需要重启生效。

通过话机界面启用 PC口 VLAN：

过程

1) 按 菜单 > 设置 > 高级设置（密码：admin） > 网络 >VLAN 设置 > PC 口

设置；

2) 按 左 / 右功能键 或 切换软键，在功能开启区域中选择 启用；

3) 按 上 / 下功能键 在相应区域设置 VID和优先级；

4) 按 OK键 或 保存软键 话机提示“配置完成，是否重启生效？”（注：设

置将在重启后生效，如果取消重启，设置将被保存，但不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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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Web服务器

通过话机界面配置网页服务器：

过程

1) 按 菜单 > 设置 > 高级设置 （密码：admin）>网页服务器；

2) 在网页服务器设置页面按 左 / 右功能键 或 切换软键 选择 启用；

3) 按 保存软键 保存当前设置。

4.7 恢复出厂设置

通过话机界面恢复出厂设置：

过程

1) 按 菜单 > 设置 > 高级设置（密码：admin）；

2) 按 OK键 或 进入软键 进入恢复出厂设置界面。

4.8 密码设置

此功能用于设置高级设置的密码

过程

1) 前往 菜单 >设置 >高级设置（密码：admin）>密码设置；

2) 在对应区域输入当前密码、新密码并确认新密码；

3) 按 OK键 或 保存 软键进行设置。

4.9 自动更新

通过话机界面设置自动更新

过程

1) 前往 菜单 >设置 >高级设置（密码：admin）>自动更新；

2) 输入 URL并设置需要的模式等；

3) 按 OK键 或 保存 软键保存。

4.10 重启

这个功能用于重启话机：



话机设置

49

过程

1) 按 菜单 > 设置 > 高级设置（密码：admin）；

2) 在高级设置界面，按 上 / 下功能键 选择 重启；

3) 按 OK键 或 进入 软键进入重启警告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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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eb页面配置

5.1 登录&注销

C60S/C60SP IP话机的Web用户界面用于用户或管理人员检查或更改话机配置。

查看话机 IP地址并登录Web界面：

1) 在话机上按 OK键 查看话机 IP地址；

2) 在 PC端打开浏览器，输入话机 IP地址（如 http://172.31.2.167）后按回车键；

3) 如果成功连接到 IP话机，会进入到登录页面。在此页面，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

密码。默认用户名为：admin，默认密码为：admin。

注销：

在Web界面点击右上角的注销，退出Web界面配置。

5.2 状态

5.2.1 状态->基本

登录成功后，界面会自动定位到 状态->基本 页面，如下图：

http://172.31.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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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  描述

 产品信息
 显示设备信息，例如型号名称、MAC地址（IP设备的物理地址）、

序列号、固件版本和硬件版本。

 网络信息  显示设备的网络模式（LAN 端口）。

 IPv4
 显示 LAN 端口 IPv4类型（可能是 DHCP /静态/ PPPoE）、IP地址、

子网掩码、网关、首选 DNS服务器以及备选 DNS服务器。

 IPv6
 显示 LAN 端口 IPv6类型（可能是 DHCP /静态/ PPPoE）、IP地址、

网关、首选 DNS服务器以及备选 DNS服务器。

 网络通用参数

 显示 LAN 端口连接状态、运行时间、主 NTP服务器、次 NTP服务

器（NTP服务器用于自动从 INTERNET 同步时间）以及 VPN 状态

和 NMS状态。

 帐号信息
 显示设备的帐户信息和注册状态（帐户用户名、注册服务器地址和

注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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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账号

5.3.1 账号->基本

 模块  描述

SIP 账号

 显示和配置账号基本信息：

● 状态：显示账号注册结果；

● 账号：显示账号；

● 启用状态：SIP账号启用状态；

● 显示标签：显示在话机屏幕上的标签；

● 显示名： 发送至另一呼叫方进行显示；

● 注册名：由 SIP服务器提供程序分配，用于身份验证；

● 用户名：由 SIP服务器分配的分机名称；

● 密码：用于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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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  描述

 SIP服务器 1

 显示和配置主服务器信息：

● 服务器 IP: SIP服务器地址，可以是域名或 IP地址；

● 注册周期：IP话机会在注册周期内自动重新注册。

SIP服务器 2

 显示和配置次服务器信息：

 如果在主 SIP服务器注册失败，IP话机将转到次 SIP 服务器进行注

册。

 注意： 次 SIP服务器用于备用，如果用户环境没有备用 SIP服务器，

可以留空；

SIP代理服务器

 显示和配置代理服务器设置。代理服务器用于接收所有启动的请求

消息，并将它们路由到指定的 SIP服务器。

 注意：如果配置了代理服务器，来自 IP话机的所有 SIP请求消息都

将强制发送到代理服务器。

传输方式
 显示和配置 SIP消息的传输类型，SIP支持 UDP，TCP，TLS三种传

输协议。

NAT

 显示和配置 NAT（网络地址转换器）。NAT是建立和维护穿越 NAT

网关的 IP连接的技术总称，STUN是 NAT穿越技术之一，它允许位

于 NAT后的客户端找出自己的公网地址。

 注意：默认情况下，NAT被禁用。

 VPN

 显示和配置特定帐户的 VPN选项：

● VPN优先：如果启用，则指定的帐户优先使用 VPN地址通讯。

如果禁用，则指定的帐户使用本地地址通讯。

 注意：默认情况下，VPN优先为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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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账号->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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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描述

 SIP账号  显示当前账户设置或选择要显示的账户

订阅

 显示和配置 MWI、BLF、ACD订阅设置：

● MWI 订阅： 消息等待指示器，用于指示是否有未读的新语音

消息。允许启用或禁用怼 MWI服务的订阅；

● MWI订阅周期：IP话机在订阅周期内发送刷新订阅请求；

● 语音留言号码：IP话机将使用“订阅 MWI至语音信箱”为MWI

服务订阅语音信箱号码；

● BLF 订阅周期：BLF 是 Busy Lamp Field 的缩写，用于监控指

定的分机状态。话机允许为每个账户配置 BLF订阅的周期（秒）；

● ACD 订阅周期：自动电话分配通常用于办公室客户服务，如呼

叫中心。这里的设置是与服务器协商 ACD 订阅的时间间隔。

DTMF

 显示和配置 DTMF设置：

● 类型：支持 Inband、Info、RFC2833；

● DTMF内容类型： 仅在 DTMF类型为 Info时可用；

● DTMF负载：为 DTMF配置有效负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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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描述

 注意： 默认情况下，DTMF类型为标准的 RFC2833。 Inband 类型

表示最常用于与传统电话服务器兼容的 DTMF音。Info使用 SIP Info

Message指示 DTMF消息。

呼叫

 显示和配置呼叫相关的功能：

● 最大本地 SIP端口：为指定帐户配置最大本地 SIP端口；

● 最小本地 SIP端口：为指定帐户配置最小本地 SIP端口；

● 注册超时重新随机端口：启用此功能后，当注册失败时重新随

机分配端口；

● 允许不注册呼出：当启用该功能时，允许不注册账号也能呼出

● 主叫方 ID头域：配置要获取的呼叫者 ID格式，以便在电话用

户界面上显示；

● 自动应答：如果启用，当指定账户有来电时，IP话机将自动应

答；

● 铃声：为指定账户选择铃声；

● 临时相应 ACK：所有临时消息的 100%可靠性，这意味着每次

IP电话从 SIP服务器收到临时 SIP消息时都会发送确认；

● 呼叫报文带 user=phone：如果启用，IP电话将在 SIP 消息中发

送 user=phone；

● 携带 MAC信息：如果启用，则 IP话机将在 SIP注册消息中携

带MAC信息；

● PTime：两个连续的 RTP数据包之间的间隔时间；

● 匿名呼叫：如果启用，指定帐户的所有传出呼叫都将是匿名号

码；

● 拒接匿名呼叫：如果启用，指定帐户的所有传入匿名呼叫都将

被拒绝；

● 号码隐私类型：配置 IP话机在 SIP 180消息中的 Privacy值；

● 是否转义非 ASCII码字符：将符号转换为 ASCII字符；

● 未接来电：显示未接来电日志；

● 只支持信任 SIP服务器：当启用时，只接收来自 SIP 服务器的

呼叫；

● TLS版本：选择 TLS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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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描述

 热线

 热线允许用户在听到拨号音后自动拨打已定义的号码，而无需拨打

任何号码。

● 功能开启：启用或禁用热线功能；

● 号码：设置定义的热线号码；

● 延迟：设置听到拨号音后的自动呼出间隔。

 音乐服务器

 显示和配置第三方音乐服务器（保持音乐）：

● 启用状态：启用或禁用第三方音乐服务器，如果启用，IP话机

将从配置的服务器上播放保持音乐；

● 音乐服务器：配置音乐服务器地址。

 会话计时器

 显示和配置会话计时器设置：

● 启用状态：启用或禁用会话计时器。如果启用，除非 UAC 或

UAS刷新，否则会话到期后，正在进行的呼叫将自动断开；

● 会话超时周期：配置会话到期时间；

● 会话刷新：配置会话刷新的响应者（UAC/UAS）。

 注意：这里 UAC可以理解为主叫方；UAS可以理解为被叫方。

 BLF List

 显示或配置 BLF List的 URI地址：

● BLF List URI:：BLF List是 Busy Lamp Field List的缩写；

● BLF List代答码：设置 BLF代答码；

● BLF List插入会话特征码：设置 BLF插入会话特征码；

 Broadsoft

● 显示和配置 Broadsoft AOC功能；

● AOC：用于在 Broadsoft平台上进行会计核算的功能。

 注意： 请向你的管理员咨询更多信息。

 加密

 启用或禁用 SRTP加密功能：

● 语音加密(SRTP)：如果启用，则将对所有音频信号（从技术上

讲是 RTP流）进行加密，以提高安全性。

 NAT

 显示和配置与 NAT相关的设置：

● UDP 活跃保持消息：如果启用，IP 电话将定期向路由器发送

UDP保持活动消息，以保持 NAT端口活动；

● UDP活跃保持间隔：保留消息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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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描述

● Rport：远程端口，如果启用，它会将远程端口添加到指定帐户

的传出 SIP消息中。

 会议

 选择本地或网络会议：

● 类型：选择所需的会议类型；

● 会议 URI：如果选择网络会议，则需要配置网络会议 URI。

 User-Agent

 可以自定义 SIP 消息中的用户代理字段；如果用户代理设置为特定

值，则用户可以从 PCAP 中看到信息。如果默认情况下未设置用户

代理，则用户可以从 PCAP中看到公司名称、型号和固件版本。

 心跳

● 启用状态：当启用时会向服务器发送 option消息；

● 心跳间隔时间：发送 option消息间隔时间；

● 心跳故障响应码：用于判断网络故障的响应码。

 其他

 显示或配置其他设置。

● 同步话机时间：如果启用，则 IP 话机将通过注册的 200ok 的

Date头同步话机时间（如果服务器支持 Date头）。

5.3.3 帐号->语音编解码

模块 描述

 SIP帐号  显示当前帐户设置或选择要显示的帐户

 编解码
 显示和配置可用/不可用的编解码列表。编解码用于将模拟信号转换

为数字信号或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提供的编解码有G722（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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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编解码）、PCMU（G711U）、PCMA（G711A）、G729、G723_53、

G723_63、G726-16、G726-24、G726-32、G726-40、iLBC_13_3、

iLBC_15_2、AMR、OPUS、OPUS-WB。

5.4 网络

5.4.1 网络->基本

模块 描述

 LAN 口模式  显示和配置 LAN 口模式设置，可选 IPv4、IPv6、IPv4&IPv6。

 LAN 口 IPv4

 显示和配置 LAN 口 IPv4设置：

● DHCP：如果选中，则 IP话机将自动从 DHCP服务器获取 IP地址、

子网掩码、默认网关和 DNS服务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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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描述

● 静态 IP：如果选择，则必须手动设置 IP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

关和 DNS服务器。

 LAN 口 IPv6

 显示和配置 LAN 口 IPv6设置：

● DHCP：如果选中，则 IP话机将自动从 DHCP服务器获取 IP地址、

前缀长度、默认网关和 DNS服务器地址；

● 静态 IP：如果选择，则必须手动设置 IP地址、前缀长度、默认网

关和 DNS服务器。

 LAN 口 PPPoE
 显示和配置 LAN 口 PPPoE设置：

● PPPoE：使用 PPPoE用户名/密码连接到 PPPoE服务器。

 PC口

 显示和配置 PC口设置：

● 桥接模式：只可选择桥接模式，IP话机将用作交换机，以路由来自

PC口的所有传入和传出数据包。

 速度和双工  设置网络全双工，半双工及速度。

5.4.2 网络->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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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描述

 LLDP

 显示和配置 LLDP设置：

● LLDP激活：启用或禁用 LLDP功能；

● 包间隔：配置 LLDP管理消息的间隔。

 注意：LLDP 代表链路层发现协议（Link Layer Discovery Protocol），用

于在任何两个直接连接的设备之间交换设备信息。LLDP通常用于自动

为 IP话机配置语音 VLAN。

 本地 RTP

 显示和配置本地 RTP设置：

● 最大 RTP端口：确定 RTP流可以使用的最大端口；

● RTP传输起始端口：确定 RTP流可以使用的最小端口。

 DHCP选项 自定义话机主机名（如空白则主机名为话机型号）

 SSH
 显示和配置 SSH设置：

● SSH 启用状态：启用或禁用此功能。

 OpenVPN

 显示和配置 VPN设置：

● 活动：启用或禁用 VPN功能；

● 配置文件：此处上传用于连接VPN服务器的VPN客户端配置文件。

 注意：IP话机仅支持 OpenVPN。

5.4.3 网络->TR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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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描述

 TR069

 显示和配置 TR069设置：

● 功能开启：启用或禁用 TR069功能；

● 版本：选择支持的 TR069版本（1.0或 1.1版本）；

● ACS/CPE：ACS是 Auto configuration servers的简称，它是服务器

端，CPE是 Customer-premise equipment的简称，它是客户端设备；

● URL：配置 ACS或 CPE的 URL 地址；

● 用户名：配置 ACS或 CPE的用户名；

● 密码：配置 ACS或 CPE的密码；

● 周期连接：启用周期连接；

● 周期间隔：配置周期连接的间隔。

 注意：TR069（Technical Report 069）是一项名为 CPE WAN Management

Protocol（CWMP）的技术规范，它定义了用于最终用户设备的远程管

理的应用层协议。

5.4.4 网络->SNMP

模块 描述

 SNMP

 显示和配置 SNMP设置：

● 功能开启：启用或禁用 SNMP功能；

● 受信任 IP：配置允许的 SNMP服务器地址，它可以是 IP地址或任

何有效的 URL 域名。

 注意：SNMP（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s）是 Internet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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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用于管理 IP网络上的设备。

5.4.5 网络->NMS

模块 描述

 NMS

 显示和配置 NMS设置：

● 启用状态：启用或禁用 NMS 功能；

● 服务器地址：NMS 服务器的地址；

● 服务器端口：NMS 服务器的端口；

● 网络接口名称：配置访问 NMS 服务器的本地接口，在 DHCP 和静态

IP 模式下为默认，在 PPPoE 模式下为 PPPoE，在 VPN 开启后视情况

配置为默认、tap0 或 tun0；

5.4.6 网络->VLAN&Q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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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描述

 VLAN

 显示和配置 VLAN 设置：

● LAN 口/PC 口：您可以分别为两个端口配置 VLAN 设置；

● 功能开启：启用或禁用指定端口的 VLAN 功能；

● VID：配置指定端口的 VLAN ID；

● 优先级：为指定端口选择 VLAN 优先级。

 注意：有关网络环境中的特定 VLAN设置，请咨询管理员。

 QoS

 显示和配置 QoS设置：

● SIP QoS：为所有 SIP 消息配置 QoS 值；

● 语音 QoS：为所有音频流（RTP 流）配置 QoS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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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网络->802.1X

模块 描述

 802.1X

 显示和配置 802.1X设置：

● 802.1X模式：选择 802.1X认证的协议或禁用 802.1X认证；

● 匿名 ID：配置用于隐藏真实 802.1X认证用户名的匿名 ID；

● 用户名：配置用于 802.1X认证的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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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描述

● 密码：配置用于 802.1X认证的密码。

 CA证书  显示或删除 CA证书，该证书用于验证设备证书的真实性。

 CA证书上传  上传将用作 CA证书的证书文件

 设备证书  显示或删除设备证书，该证书用于向 802.1X服务器核实设备的身份。

 设备证书上传  上传将用作设备证书的证书文件

5.4.8 网络->诊断

模块 描述

 诊断  用于检测网络连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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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话机

5.5.1 话机->基本

模块 描述

 屏幕语言  选择话机语言

 耳机模式 ● 耳机响铃：当处于耳机模式时，选择响铃从扬声器或耳机发出

 按键音
 配置按键的音量：

● 音量：有效音量范围是 0〜10，默认是 5。

 铃声音量
 配置铃声的音量：

● 音量：有效音量范围是 0〜10，默认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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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话机->时间&日期

模块 描述

 格式设置

 配置时间显示设置：

● 时间格式：确定在话机 UI上显示的格式（12小时制/24小时制）；

● 日期格式：确定在话机 UI上显示的日期格式；

● 显示模式：确定在话机 UI上显示时间和日期的模式。

 类型

 选择如何配置时间，可以手动设置时间，也可以通过 NTP 服务器从

INTERNET自动获取。

● 手动：手动设置时间和日期；

● 自动：通过 NTP服务器获取时间。

 注意：如果将时间设置为“手动”，则会生效直至下次重启，重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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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机将自动切换到“自动”模式，因为 IP话机无法在关机时记录时间。

 NTP

 配置与 NTP服务器相关的设置：

● 时区：为 NTP服务器选择本地时区；

● 主服务器：配置主 NTP服务器地址；

● 次服务器：配置次 NTP服务器地址，当主 NTP服务器不可用时生

效；

● 更新周期：配置两个连续 NTP请求之间的间隔。

 注意：NTP（Network Time Protocol）用于自动将本地时间与 INTERNET

时间同步，因为 NTP服务器仅响应 GMT 时间，因此您需要指定 IP 话

机的时区来确定本地时间。

 夏令时

 显示或配置 DST设置：

 注意：此处的 DST是 Daylight saving time 的缩写，它表示夏季太阳升起

较早，时间将向前调整以节省日光。DST将在用户设置的时间内生效。

（所有 DST 设置都是有具体规定的，请与您的管理员联系以获取本地

DST详细信息）。

 定时重启  设置话机每天定时重启时间

5.5.3 话机->通话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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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描述

 呼叫等待

 启用或禁用呼叫等待：

● 启用状态：如果启用，它允许 IP话机在已有呼叫时接收新的来电；

● 呼叫等待音：如果启用，则允许 IP话机播放呼叫等待音。

 自动重拨

 自动重拨允许 IP话机在指定的时间间隔内重拨失败的呼叫，重拨指定

的次数。

● 自动重拨：启用或禁用自动重拨功能；

● 自动重拨间隔：确定两次连续尝试之间的间隔；

● 自动重拨次数：确定要重拨多少次。

 呼叫截答  BLF截答提醒界面：启用 BLF截答功能。

 远程控制

 远程控制允许特定的主机通过发送 HTTP或 HTTPS请求与 IP话机进行

交互，具体操作可能是接听来电、挂断正在进行的通话等等。

● 允许的访问 IP列表：配置允许的主机地址。

 其他

● 拒绝返回码：允许用户在拒绝来电时将特定的代码作为返回码返回

给 SIP服务器；

● 自动应答延时：配置自动应答来电之前的延迟时间；

● 自动挂机时间：配置对端挂机后，本地播放忙音到待机状态的时间；

● 早期 DTMF：启用或禁用早期 DTMF；

● 组播编解码：选择不同的组播编解码。

5.5.4 话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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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描述

 回音消除

● 回音消除：在语音通话中消除回声，以提高语音质量；

● 静音检测：允许 IP话机在通话过程中检测是否存在人的语音。当

检测到“静默”时间段时，VAD 用表示静默的特殊数据包有效地

代替该静默。它可以促进语音处理，并在语音会话的非语音部分取

消激活某些流程。它可以避免在 VoIP应用中进行不必要的编码或

静音数据包的传输，从而节省了计算量和网络带宽；

● 舒适噪声：允许 IP话机在通话中的静音期间为语音通信生成舒适

的背景噪声。它是VoIP技术的静音抑制或VAD处理的一部分。CNG

结合 VAD算法，可以在出现静默期时迅速做出响应，并插入人为

噪声，直到语音活动恢复为止。人工噪声的插入给人一种恒定传输

流的错觉，因此整个通话中的背景声音是一致的，并且让收听者认

为线路没有被释放。

 抖动缓冲

 抖动缓冲区是一个共享数据区域，可以在其中均匀间隔地收集，存储语

音数据包并将其发送到语音处理器。抖动是一个术语，表示数据包到达

时间的变化，这可能是由于网络拥塞，时序漂移或路由改变而发生的。

位于语音连接接收端的抖动缓冲区有意地延迟了到达的数据包，从而使

最终用户体验到清晰的连接，而声音失真很小。IP话机支持两种类型的

抖动缓冲区：固定和自适应。

● 固定：将固定延迟添加到语音数据包。您可以为 IP话机上的静态

抖动缓冲区配置延迟时间；

● 自适应：能够适应网络延迟的变化。添加到数据包中的动态抖动缓

冲区的延迟时间的范围也可以在 IP话机上配置。

 麦克风音量  为手柄、耳机和免提模式配置麦克风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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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话机->按键

模块 描述

 线路键

 允许用户将特定功能分配给指定的线路键。对于线路键，可用的功能列

表：

 免扰、菜单、信息、状态、名片、前转、代答、组代答、对讲机、速拨、

历史、收藏、重拨、帐号、ACD、BLF/NewCall、BLF/BXFER、BLF/AXFER、

BLF List、回拨、移动办公、录音、XML浏览器、DTMF、组播寻呼、

语音信息、转移、呼叫驻留、XML历史记录、XML电话簿。

 软按键

 允许用户将特定功能分配给指定的软按键。对于软按键，可用的功能列

表：

 免扰、菜单、信息、状态、名片、前转、代答、组代答、对讲机、速拨、

历史、收藏、重拨、回拨、移动办公、XML 浏览器、简易菜单、语音

信息、XML历史记录、XML电话簿、ACD。

 功能键

 允许用户将特定功能分配给指定的功能键。对于功能键，可用的功能列

表：

 免扰、菜单、信息、状态、名片、前转、代答、组代答、对讲机、速拨、

历史、收藏、重拨、回拨、移动办公、XML浏览器、语音信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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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描述

XML历史记录、XML电话簿。

 键盘锁

 键盘锁可在不使用话机时暂时锁定话机的键盘。此功能有助于防止未经

授权使用话机。

● 键盘锁类型：对话机功能键或所有键锁定；

● 键盘锁解锁密码：话机锁定的密码；

● 键盘锁超时时间：锁定话机的空闲间隔。

 拨号键  “拨号键”允许您禁用发送键或将#号键、*号键指定为发送键。

5.5.6 话机->铃声

模块 描述

 所有铃声

 允许用户上传和查看铃声文件或删除上传的铃声文件

 注意：铃声文件必须为.wav格式，并且有一些特定要求，请联系技术支

持团队以获取有关如何制作铃声文件的说明。系统铃声文件无法删除，

因此用户只能删除上传的铃声。

 区别振铃

 区别振铃允许不同的来电触发独特的铃声。IP话机将检查传入的“invite”

SIP消息中的“Alert-Info”字段，并提取其中的 URL 或关键字，以匹配

要播放的指定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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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 话机->信号音

模块 描述

 信号音

 允许用户选择特殊的信号音集（按国家或地区分类）或自定义自己的信

号音。

 注意：可选的国家或地区信号音集为：

 中国、西班牙、卢森堡、瑞典、中国台湾、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

荷兰、挪威、葡萄牙、意大利、美国、奥地利、法国、希腊、日本、英

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俄罗斯、波兰、土耳其、波斯尼亚、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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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 话机->拨号规则

a) 话机->拨号规则->替换规则

模块 描述

 规则
 允许用户选择“替换规则”或“立即呼出”以显示或编辑。对于替换规

则，您可以添加、修改或删除相关帐号的前缀替换规则。

 区域码

 区域码也称为 NPA（Numbering Plan Areas）。它们通常指示一个国家内

的不同地理区域。如果输入的号码与预定义的区域码规则匹配，则 IP

话机将自动在呼出号码前添加区域码。

 注意：仅支持一个区域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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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话机->拨号规则->立即呼出

模块 描述

 规则
 允许用户选择“替换规则”或“立即呼出”以显示或编辑。对于立即呼

出，您可以添加、修改或删除相关帐号的立即呼出规则。

 立即呼出延时

 允许用户配置立即呼出的延迟时间。这意味着用户可以配置 IP话机，

使其在指定的延迟时间后自动拨打电话号码（如果它匹配任意立即呼出

规则）。

 区域码

 区域码也称为 NPA（Numbering Plan Areas）。它们通常指示一个国家内

的不同地理区域。如果输入的号码与预定义的区域码规则匹配，则 IP

话机将自动在呼出号码前添加区域码。

 注意：仅支持一个区域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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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 话机->Action URL

模块 描述

 ActionURL

 显示和配置 Action URL 设置：

● 启动完成：话机启动完成；

● 注册完成：账号注册完成；

● 注销注册：账号注销；

● 注册失败：账号注册失败；

● 摘机：话机摘手柄或开启免提；

● 挂机：话机挂手柄或关闭免提；

● 来电：来电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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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描述

● 去电：呼出电话；

● 通话建立：建立通话成功；

● 通话结束：结束通话；

● 开启免扰：开启免扰；

● 关闭免扰：关闭免扰；

● 开启无条件前转：开启无条件前转；

● 关闭无条件前转：关闭无条件前转；

● 开启遇忙前转：开启遇忙前转；

● 关闭遇忙前转：关闭遇忙前转；

● 开启无应答前转：开启无应答前转；

● 关闭无应答前转：关闭无应答前转；

● 呼叫转接：呼叫转移；

● 盲转：呼叫盲转；

● 询转：呼叫询转；

● 通话保留：通话中按保持键保留通话；

● 恢复通话保留：恢复被保留通话；

● 静音：通话中开启静音；

● 解除静音：通话中关闭静音；

● 未接来电：有未接来电；

● IP地址改变：IP地址发生更改；

● 前转来电：通话前转移通话；

● 拒接来电：来电拒接；

● 应答：来电应答；

● 转接完成：通话转移完成；

● 转接失败：通话转移失败；

● 闲转忙：话机从空闲界面到通话界面；

● 忙转闲：话机从通话界面到空闲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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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0 话机->组播

模块 描述

 组播设置

 显示和配置组播设置：

● 寻呼介入：选择组播允许介入的编号，范围为 1-10或禁用；

● 寻呼优先级：启用或禁用组播优先级。

 优先级列表

 设置组播参数：

● 监听地址：输入您需要监听的 IP地址；

● 标签：为每个监听地址设置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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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1 话机->呼叫前转&免打扰

模块 描述

 话机同步
● 启用状态：启用或禁用功能同步；

● 模式：选择所需的模式。

 呼叫前转

 显示和配置前转设置：

 注意：这里有三种前转类型：无条件前转、遇忙前转和无应答前转。

● 账号：选择需要配置前转的账号；

● 无条件前转：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转移来电；

● 目标号码：设置无条件前转目标号码；

● 开启码：设置开启码后，用户可通过拔打开启码+目标号码以开启

无条件前转；

● 关闭码：设置关闭码后，用户可通过拔打关闭码+目标号码以关闭

无条件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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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描述

● 遇忙前转：如果 IP话机忙，则将转移来电；

● 目标号码：设置遇忙前转目标号码；

● 开启码：设置开启码后，用户可通过拔打开启码+目标号码以开启

遇忙前转；

● 关闭码：设置关闭码后，用户可通过拔打关闭码+目标号码以关闭

遇忙前转；

● 无应答前转：如果在特定时间后无人接听，则将转移来电；

● 无应答响铃时间：设置无应答响铃时间，如在设置时间内仍无人接

听，则将转移来电；

● 目标号码：设置无应答前转目标号码；

● 开启码：设置开启码后，用户可通过拔打开启码+目标号码以开启

无应答前转；

● 关闭码：设置关闭码后，用户可通过拔打关闭码+目标号码以关闭

无应答前转；

 免扰

 免扰允许 IP话机忽略任何来电：

● 免扰返回码：确定在免扰开启且来电时应将什么响应代码发送回服

务器；

● 免扰开启码：用于在服务器端开启免扰的代码（如果已配置），如

果在免扰关闭时按免扰，则 IP话机将向服务器发送 SIP消息以在

服务器端开启免扰；

 免扰关闭码：用于在服务器端关闭免扰的代码（如果已配置），如果在

免扰开启时按免扰，则 IP话机将向服务器发送 SIP消息以在服务器端

关闭免扰；

● DND定时启动：启用或禁用 DND定时器。DND定时器可以使DND

在指定的时间段生效。

 注意：DND定时器仅在免扰开启时可以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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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2 话机->对讲机

模块 描述

 对讲机

 对讲机允许用户直接与对方建立呼叫：

● 功能开启：启用或禁用对讲机功能；

● 对讲机静音：启用后，一旦建立通话，话机将默认静音。

5.5.13 话机->ACD

模块 描述

 ACD

 ACD（Automatic Call Distribution）是呼叫中心市场上最常用的，它允

许 IP话机以多种状态登录系统，以便系统可以将来电分配给可用的用

户或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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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D 自动启用：如果启用，座席状态将在指定时间内（由 ACD 自

动启用时间决定）自动变为可用；

● ACD 自动启用时间：配置座席状态自动变为可用的时间间隔。

5.6 电话簿

5.6.1 电话簿->本地电话簿

模块 描述

 联系人  显示和选择联系人类型：

● 所有联系人：显示或编辑所有本地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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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描述

● 收藏：显示收藏夹联系人；

● 黑名单：显示或编辑黑名单联系人；

● 白名单：显示或编辑白名单联系人。

 搜索  从电话簿中搜索指定的联系人

 拨号  拨出呼叫或挂断正在进行的呼叫

 注意：要使用此功能，您需要具有远程控制权才能通过 Web 界面控制

IP话机。请参阅 6.4.3.话机->通话特性中的“远程控制”部分。

 群组  显示或编辑联系人群组

 导入/导出  导入或导出联系人或黑名单、白名单文件。

5.6.2 电话簿->远程电话簿

模块 描述

 远程电话簿

 显示和配置远程电话簿设置：

● 远程 URL：配置远程电话簿服务器地址；

● 显示 名称：配置在话机用户界面上显示的远程电话簿名称；

● 搜索远程联系人：启用或禁用搜索远程联系人名称；

● 刷新间隔：设置刷新远程电话簿的间隔（范围从 120秒到 2592000

秒）。

 注意：IP话机最多支持 5个远程电话簿。请咨询管理员以了解如何搭建



Web页面配置

85

远程电话簿服务器以及如何创建远程电话簿 xml 文件。

5.6.3 电话簿->通话记录

模块 描述

 呼叫记录  显示呼叫历史记录

 可选的呼叫历史记录类型为所有、已拨、已接、未接、前转。

● 挂断：点击以挂断 IP话机上正在进行的呼叫。

 注意：对于“挂断”功能，您需要具有远程控制权才能通过 Web 界面

控制 IP话机。请参阅 6.4.3.话机->通话特性中的“远程控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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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电话簿->LDAP

模块 描述

 LDAP

 显示和配置 LDAP电话簿设置：

● 名称过滤器：用于告诉 LDAP服务器要搜索哪些名称属性；

● 号码过滤器：用于告诉 LDAP服务器要搜索哪些号码属性；

● 服务器：配置 LDAP服务器的地址；

● 端口：配置 LDAP服务器的端口；

● 根节点：配置在 LDAP服务器上搜索的根节点；

● 用户名：配置用于访问 LDAP服务器的用户名；

● 密码：配置用于访问 LDAP服务器的密码；

● 名称属性：配置 LDAP服务器应反馈哪些名称属性；

● 号码属性：配置 LDAP服务器应反馈哪些号码属性；

● 显示名：配置当从 LDAP服务器有任何搜索结果时，在话机 UI上

显示的名称；

● 最大显示条数：配置来自 LDAP服务器的结果响应的最大条数；

● 搜索延迟显示时间：配置在话机 UI输入值后，发起 LDAP搜索请

求的延迟时间；

● 匹配呼入的来电：如果启用，则呼入的来电将对 LDAP电话簿进行

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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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描述

● 呼出/重播查询：如果启用，则呼出或重播时将对 LDAP 电话簿进

行匹配；

● 层级显示：如果启用，则 LDAP电话簿将显示层级目录，例如一个

公司的多个部门。

 注意：有关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咨询系统管理员。

5.6.5 电话簿->Broadsoft

模块 描述

 Broadsoft电话簿

 显示和配置 Broadsoft电话簿设置：

● 电话簿条目：选择要配置的特定条目；

● 显示名：通过话机 UI访问时，IP话机 LCD屏幕上显示的名称；

● 服务器地址：Broadsoft电话簿服务器的地址；

● 服务器端口：Broadsoft电话簿服务器的端口；

● 用户名：用于访问 Broadsoft电话簿服务器的用户名；

● 密码：用于访问 Broadsoft电话簿服务器的密码。

 注意：IP话机最多支持 5个 Broadsoft电话簿条目。有关 Broadsoft电话

簿的服务器地址、端口、用户名和密码等更多信息，请咨询 Broadsoft

服务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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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升级

5.7.1 升级->升级

模块 描述

 固件版本  显示固件版本

 硬件版本  显示硬件版本

 升级  选择升级的 rom文件

 注意：请确保是正确的型号和正确的文件格式

 恢复出厂配置  将 IP话机的设置重置为出厂设置

 重启  从Web界面远程重启 IP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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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升级->自动更新

模块 描述

 DHCP选项

 显示和配置自定义 DHCP选项：

● 自定义选项： 如果配置，则 IP话机将使用指定的 DHCP选项通过

DHCP获取自动配置服务器的地址。

 此设置要求 DHCP服务器支持相应的选项。

 手动更新

 显示和配置手动更新服务器的设置：

● URL：自动配置服务器地址；

● 用户名：配置当服务器需要用户名进行访问，否则留空；

● 密码：配置当服务器需要密码进行访问，否则留空；

● 公共 AES密钥：用于 IP话机解密公共的自动配置文件；

● MAC-AES密钥：用于 IP话机解密面向MAC的自动配置文件（例

如 IP 话机的 MAC 地址为 0c1105888888，则文件名可以为

0c1105888888.conf）。

 注意：AES 是许多加密中的一种，仅当配置文件使用 AES加密时进行

配置，否则留空。

 自动更新  显示和配置自动更新模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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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描述

● 模式：选择自动更新模式

● 日程：设置自动更新时间

● 清空 MD5:用于清空配置文件 MD5值

● 导出 Autop模板：导出配置文件模板

5.7.3 升级->系统日志

模块 描述

 系统日志

 显示系统日志等级和导出系统日志文件：

● 日志等级：范围从 0到 7，级别越高，保存到临时文件中的系统日

志越具体，默认情况下为 3级；

● 导出日志：点击可将临时系统日志文件导出到本地；

● 远程日志：启用或禁用远程系统日志；

● 远程日志服务器：输入系统日志服务器地址。

 截屏 截取话机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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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升级->网络抓包

模块 描述

 网络抓包

 显示网络抓包设置和导出抓取的数据包文件：

● 网络接口名称：选择网络抓包的接口（eth0/vpn）；

● 网络抓包：开始或停止抓取从 IP话机发送或接收的数据包，或导

出抓取的数据包文件。

 镜像
 显示和配置网口镜像设置：

● 以太网网口镜像：如果启用，PC口可以镜像以太网网口的报文。

5.7.5 升级->配置文件

模块 描述

 配置文件  导出或导入 IP话机的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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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 升级->PnP

模块 描述

 PnP选项

 显示和配置 PnP设置：

● PnP配置：PnP（Plug and Play），启用 PnP后，话机会自动将 SIP

订阅消息发送到 PNP服务器以获取自动配置服务器的地址。默认

情况下，此 SIP消息发送到组播地址 224.0.1.75；

● 服务器地址：PnP服务器的地址；

● 服务器端口：PnP服务器的端口；

● 更新周期：检查 PnP服务器是否有更新的时间间隔。

5.7.7 升级->自定义语言

模块 描述

 语言资源文件
● 网页主体：设置并上传除帮助信息以外的网页语言文件

● 网页帮助：设置并上传网页帮助信息语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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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描述

● LCD：设置并上传话机屏幕系统语言文件

5.8 安全

5.8.1 安全->基本

模块 描述

 用户名

 话机 web配置用户：

● User：普通用户；

● Admin：话机系统管理员。

 网页密码修改

 修改用户密码：

● 当前密码：您当前使用的密码；

● 新密码：输入您要使用的新密码；

● 确认密码：重复新密码。

 登陆超时
 配置用户的登陆超时：

● 登陆超时时间：该值以秒为单位指定登陆超时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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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安全->高级

模块 描述

 网页服务证书
 显示或删除任何传入的 HTTP请求连接 IP话机时使用的证书

 注意：无法删除默认证书

 网页服务证书上传 上传将用作服务器证书的证书文件

 客户证书  显示或删除 IP话机连接到任何 HTTPs服务器时使用的证书

 客户证书上传
 上传将用作客户端证书的证书文件

● 仅支持受信任证书：如果启用此选项，则仅接受受信任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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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 安全->防火墙

模块 描述

 防炎墙  启用状态：

 防火墙规则

防火墙设置：

● 规则名称：规则名称

● 输入/输出：选择输入或输出网络包

● 源 IP:设置源 IP

● 目的 IP:设置目的 IP

● 源MAC:设置网络源 MAC

● 协议：选择网络包的传输协议

● 源端口：设置网络源端口

● 目的端口：设置网络目的端口

● 禁止/允许：设置接受或拒绝网络包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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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故障排除

故障一：LCD不亮

● 检查电源适配器，确保它是包装中提供的那个。

● 检查电源插座，确保设备插入的电源插座是工作的。尝试将其他设备插入插座来确

保其通电。

故障二：听筒听不到信号音

● 检查听筒和话机之间的连接线，确保正确连接。

故障三：无法访问Web界面

● 检查设备的 PC端口和计算机的网络端口之间的连接，确保连接正常。

● 检查设备的 IP地址是否正确。

● 如果是局域网，请确保与网络上的其他设备没有 IP地址冲突。

故障四：无法呼出

● 请查看设备的网络连接状态，如果是异常，请检查网络连接。

● 如果网络连接正常，请检查设备是否已成功注册。

● 如果网络连接和注册均正常，请确认拨号规则是否正确，或者与服务提供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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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录

7.1 术语

术语 解释

ACD  Automatic Call Distribution：自动呼叫分配

BLF  Busy Lamp Field：通过 LED 灯显示监控账户状态的应用

CID  Caller Identity：主叫号码

DND  Do NOT Disturb：免打扰

DTMF  Dual Tone Multi Frequency：双音多频

DNS  Domain Name System：域名系统

DHCP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NAT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网络地址转换

LDAP  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轻型目录访问协议

LLDP  Link Layer Discovery Protocol：链路层发现协议

SNMP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TR069  Technical Report - 069：一种网络管理协议

NMS  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鼎信私有的网络管理系统

PNP  Plug-and-Play：即插即用，是支持话机自动获取配置的一种方式

PPPoE  point-to-point protocol over Ethernet：以太网点对点协议

NTP  Network Time Protocol：网络时间协议

RTP  Real Time Protocol：实时传输协议

SIP  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会话初始化协议

TCP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传输控制协议

UDP  User Datagram Protocol：用户数据报协议

802.1X  IEEE 802.1X：IEEE制定关于用户接入网络的认证标准

VPN  Virtual Private Network：虚拟专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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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解释

WLAN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无线局域网

7.2 正则表达式

字符  描述

^  匹配输入字符串的开始位置，例如:^134.*匹配以 134开头的电话号码。

$  匹配输入字符串的结束位置，例如：.*2$匹配以 2结束的电话号码。

|  用来分开可匹配的多种可能性，例如：2|3|4匹配 2、3或者 4。

\
 将下一个字符标记为一个特殊字符、原义字符、向后引用或者八进制转义

符。

[ ]
 字符集合。匹配所包含的任意一个字符，例如[123]匹配 1、2或者 3；[0-9]

匹配 0到 9之间的任意一个字符。

[^]
 负值字符集合。匹配未包含在[]里的任意字符。例如[^9]匹配除 9 以外的

任何字符。

.
 匹配除换行符之外的任何单一字符。例如 3.4匹配 314、324、334、344......

等

?  匹配此符合之前的字符 0次或 1次，例如 colou?r匹配 color或 colour。

*
 匹配此符合之前的字符 0次或多次，例如：ab*c 匹配 ac、abc、abbc、abbbc

等。

+
 匹配此符合之前的字符 1 次或多次，例如：ab+c 匹配 abc、abbc、abbbc

等，但不匹配 ac。

\d  表示一个数字字符，等价于[0-9]。

\D  匹配一个非数字字符，等价于[^0-9]。

\s  匹配空白字符，包括空格、制表符、换页符等等。

\S  匹配不是空白字符的任意字符。

^  匹配输入字符串的开始位置，例如:^134.*匹配以 134开头的电话号码。

$  匹配输入字符串的结束位置，例如：.*2$匹配以 2结束的电话号码。

|  用来分开可匹配的多种可能性，例如：2|3|4匹配 2、3或者 4。

\  将下一个字符标记为一个特殊字符、原义字符、向后引用或者八进制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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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 ]
 字符集合。匹配所包含的任意一个字符，例如[123]匹配 1、2或者 3；[0-9]

匹配 0到 9之间的任意一个字符。

[^]
 负值字符集合。匹配未包含在[]里的任意字符。例如[^9]匹配除 9 以外的

任何字符。

.
 匹配除换行符之外的任何单一字符。例如 3.4匹配 314、324、334、344......

等

?  匹配此符合之前的字符 0次或 1次，例如 colou?r匹配 color或 colour。

*
 匹配此符合之前的字符 0次或多次，例如：ab*c 匹配 ac、abc、abbc、abbbc

等。

举例

 ^0755.*  匹配以 0755开头的所有电话号码

 ^(0755|^8899|^0110).*  匹配以 0755、8899或 0110开头的所有电话号码

 ^[1][358][0-9]{9}$
 匹配第一个数字为 1、第二个数字是 3/5/8、剩下 9个数字为 0-9

中的任意数字的号码

7.3 时区表

时区 时区名称

-11  萨摩亚

-10  美国-夏威夷-阿留申

-10  美国-阿拉斯加-阿留申

-9  美国-阿拉斯加时间

-8  加拿大（温哥华，怀特霍斯）

-8  墨西哥（蒂华纳，墨西卡利）

-8  美国-太平洋时间

-7  加拿大（埃德蒙顿，卡尔加里）

-7  墨西哥（马萨特兰，奇瓦瓦州）

-7  美国-山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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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区 时区名称

-7  美国-MST没有 DST

-6  加拿大-曼尼托巴（温尼伯）

-6  智利（复活节岛）

-6  墨西哥（墨西哥城，阿卡普尔科）

-6  美国-中部时间

-5  巴哈马（拿骚）

-5  加拿大（蒙特利尔，渥太华，魁北克）

-5  古巴（哈瓦那）

-5  美国-东部时间

-4:30  委内瑞拉（加拉加斯）

-4  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圣约翰）

-4  智利（圣地亚哥）

-4  巴拉圭（亚松森）

-4  英国-百慕大（百慕大）

-4  英国（福克兰群岛）

-4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4  库拉索

-3:30  加拿大-纽芬兰（圣约翰）

-3  丹麦-格陵兰岛（努克）

-3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3  巴西（没有 DST）

-3  巴西（DST）

-2  巴西（没有 DST）

-1  葡萄牙（亚速尔群岛）

0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0  格陵兰

0  丹麦-法罗群岛（托斯拉文）

0  爱尔兰（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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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区 时区名称

0  葡萄牙（里斯本，波尔图，丰沙尔）

0  西班牙-加那利群岛（拉斯帕尔马斯）

0  英国（伦敦）

0  摩洛哥

+1  波兰（华沙）

+1  阿尔巴尼亚（地拉那）

+1  奥地利（维也纳）

+1  比利时（布鲁塞尔）

+1  凯科斯

+1  查塔姆

+1  克罗地亚（萨格勒布）

+1  捷克共和国（布拉格）

+1  丹麦（哥本哈根）

+1  法国（巴黎）

+1  德国（柏林）

+1  匈牙利（布达佩斯）

+1  意大利（罗马）

+1  卢森堡（卢森堡）

+1  马其顿（斯科普里）

+1  荷兰（阿姆斯特丹）

+1  纳米比亚（温得和克）

+2  爱沙尼亚（塔林）

+2  芬兰（赫尔辛基）

+2  加沙地带（加沙）

+2  希腊（雅典）

+2  以色列（特拉维夫）

+2  约旦（安曼）

+2  拉脱维亚（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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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区 时区名称

+2  黎巴嫩（贝鲁特）

+2  摩尔多瓦（基希涅夫）

+2  俄罗斯（加里宁格勒）

+2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

+2  叙利亚（大马士革）

+2  土耳其（安卡拉）

+2  乌克兰（基辅，敖德萨）

+3  东非时间

+3  伊拉克（巴格达）

+3  俄罗斯（莫斯科）

+3:30  伊朗（德黑兰）

+4  亚美尼亚（埃里温）

+4  阿塞拜疆（巴库）

+4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4  哈萨克斯坦（阿克套）

+4  俄罗斯（萨马拉）

+5  哈萨克斯坦（阿克托比）

+5  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

+5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

+5  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

+5  俄罗斯（叶卡捷琳堡）

+5:30  印度（加尔各答）

+6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阿拉木图）

+6  俄罗斯（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

+7  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7  泰国（曼谷）

+8  中国（北京）

+8  新加坡（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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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区 时区名称

+8  澳洲（珀斯）

+9  韩国（首尔）

+9  日本（东京）

+9:30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9:30  澳大利亚（达尔文）

+10  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堪培拉）

+10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10  澳大利亚（霍巴特）

+10  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

+10:30  澳大利亚（豪勋爵群岛）

+11  新喀里多尼亚（努美阿）

+12  新西兰（惠灵顿，奥克兰）

+12:45  新西兰（查塔姆群岛）

+13  汤加（努库阿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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