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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产品介绍

摘要

本章介绍 LVswitch IMS9000的硬件规格、产品外观、指示灯状态、接口属性等信息。

1.1 硬件规格

表 1-1 硬件规格

产品型号 LVswitch IMS9000

网络接口 2个网口， 10/100/1000Mbps速率

USB接口 4个 USB2.0接口，2个 USB3.0接口,

功耗 600W

电源输入 额定电压范围：180~264V/47~63Hz ≤4A

外观 金属材质，2U高度，430mm x 675mm x 88mm，约 17KG

可靠性 7*24小时，成功率大于 99.999% ；MTBF大于 70080小时

环境温度 运行时 10°C 至 35°C，非非运行时-40℃至+55°C周围环境

相对湿度 非运行时 95%，于 25°C 至 30°C 温度下不凝结

噪声 运行模式中，于侧位测量声压<50dBA；环境温<28°C 时测得声强

为 6.2BA

静电释放 每项英特尔环境温度测试规范 15kv

1.2 外观

（1）前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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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LVswitch IMS9000前面板图

（2）后面板

图 1-2 LVswitch IMS9000后面板图

1.3 指示灯

（1）指示灯

LVswitch IMS9000面板指示灯如下：

表 1-2 LVswitch IMS9000前面板指示灯说明

名称 功能说明

电源指示灯 PWR
灯亮表示电源接通且工作正常。

灯灭表示电源关闭或故障。

硬盘指示灯 HDD
灯灭表示空闲。 灯闪烁表

示有数据在读取。

以太网指示灯

（位于以太网口左方）
ACT

灯闪烁表示连接。 灯快

速闪烁表示有数据。 灯

黄色常亮表示待机。

灯灭表示没有数据。

以太网指示灯

（位于以太网口右方）
SPEED

灯绿色表示网速为 100M。

灯橙色表示网速为 1000M。

灯灭表示没有连接或者连接不成功或网速为 10M。

1.4 接口

（1）以太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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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接口属性

表 1-3 千兆以太网电接口属性

属性 描述

连接类型 RJ45
接口类型 MD/MDIX自适应

支持帧格式 Ethernet_II
Ethernet_SNAP

工作方式 10M/100M/1000M自适应

（3）USB接口属性

主控板提供 2个 USB2.0接口，提供数据存储、数据转移和数据备份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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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设备启动与配置

摘要
本章介绍设备上电步骤，及管理员通过Web界面登录设备管理系统的具体方法。

2.1 搭建WEB配置环境

2.1.1 配置准备工作概述

配置前用户需要确认以下内容：

 用一根交叉或直连的以太网线将配置端 PC直接与设备的 LAN口相连。

 确认该电脑已安装并启动了 TCP/IP协议。

 已安装Web浏览器（IE6.0或更高版本）。

 需要禁止浏览器的代理服务器设置。

 如果需要业务供应商提供给用户的一些数据，用户可以向业务供应商咨询。

2.1.2 连接设备和网管终端

将配置 PC的 IP地址与设备的 LAN口的 IP地址设置在同一网络中。

2.1.3 默认 IP地址

网口 1：10.0.0.1/24

网口 2：192.168.100.100/24

2.1.4 登陆WEB管理界面

用户在配置 PC端启动浏览器，浏览器的地址栏输入“http：//LAN口 IP地址”，按回车键，即可

进入如图 2-1所示登录界面，用户可以点击“中文”“English”选择界面语言种类。



LVswitch IMS9000用户手册

5

图 2-1 登录页面

首次登录时输入缺省管理员用户名“admin”，密码“admin”，正确的填写系统显示的验证码，

单击<登录>按钮，弹出Web设置页面如图 2-2所示。

图 2-2Web设置页面

页面上方为功能模块，页面左侧为功能模块对应的导航栏，页面右侧为设置区域。

功能模块：显示设备主要的功能分区，单击功能模块弹出该模块的导航栏，单击 退出Web
管理系统。

导航栏：单击功能模块，弹出该模块的导航栏，提供对应功能列表，完成对设备的查看、配置、

管理和维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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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区域：该区域显示设备的面板视图或相关功能的信息配置，通过设备视图查看设备运行状态，

并可以对设备进行功能参数的配置。

2.1.5 找回帐户密码

1. 单击登录Web页面上的< >，弹出如下图 2-3显示界面。

图 2-3 重置密码

2. 输入丢失密码的用户名和该用户注册时预留的电子邮箱。

3. 登陆用户的电子邮箱，收取最新密码。

4. 进入“系统管理>帐户管理>帐户管理”中，修改管理员帐户密码，如下图 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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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修改密码

注意：

管理员“admin”第一次登录Web管理系统后，必须修改缺省密码，密码设置尽量不要有规律，密码

要求含有数字、英文字母（支持大小写）、特殊字符（~！@#￥%%&）三种字符，密码长度大于等于

10位。

2.1.6 Web页面操作按钮说明

以下按钮是Web 设置页面中经常出现的，有关它们的用途说明如下：

表 2-1 Web页面操作按钮说明

名称 功能说明

对进行的配置做数据有效性检查，若通过检查，则配置内容生效。

单击<取消>按钮，取消输入的信息，页面跳转到该功能的“显示”页面或上一级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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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功能说明

面。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需要填写的配置界面，进行相应的系统配置。

单击<删除>按钮，删除所选的配置或其他信息。

单击<上一步>按钮，显示向导的上一步。

单击<下一步>按钮，对进行的配置做数据有效性检查，若通过检查，则把配置保

存起来，并进入向导的下一步。

单击<刷新>按钮，刷新当前页面的显示信息。

单击<导入>按钮，将按照系统要求的格式文件导入到系统内。

单击<导出>，导出需要的内容。

单击<搜索>按钮，输入要查询的关键字，提供精确搜索和模糊搜索，可以显示列

表中符合指定条件的项。

与<搜索>按钮一起使用，按条件搜索某个配置项后，单击<显示全部>按钮，显示

全部配置项。

单击<重新加载>按钮，使刚配置的信息生效。

单击列表框中某一项的< >图标，可以进入该项的修改页面，对相应的配置进

行修改。

单击列表框中某一项< >的图标，可以将该项删除。

选中单选框，表示启用该功能或服务。

文本框，输入文本内容。

单击下拉列表，会弹出一个下拉菜单，将鼠标指针移到某个项目上，单击左键选

中它。

翻页浏览功能：在浏览界面下方单击 或 进行前后翻页浏览。

指定首尾页浏览功能：在浏览界面下方单击 或 进行首尾页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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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网络配置

摘要
本章介绍网络设置和时间设置。

进入配置页面

登录服务器后台系统：用户名“root”，密码“LVswitch” （注：服务器安装完成后直接进入后台系

统，以后维护可以使用 SSH登录后台系统）。

图 3-1

3.1 网络配置

Step1. 执行“setup”命令，进入<Choose a Tool>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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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Step2. 通过 Tab 键选择，光标移至“Network Configuration”上按回车<Enter>键，进入< Select
Action >配置界面。

图 3-3

Step3. <Select Action>界面中，选中“Edit Devices”后按回车<Enter>键。进入<Select A Device>
界面，修改eht0的 IP地址，选中“eth0”后按回车<Enter>键。（注意：如果有多个网卡，
请选中使用网卡的编号）依次选择编辑设备、eth0，进行网口的 IP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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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Step4. 在<Devernet Configuration>界面，按照实际情况修改服务器静态 IP 地址（Static IP）、子

网掩码（Netmask）、默认网关 IP地址（Default gateway IP），修改完成后选中“OK”后

按回车<Enter>键，返回上一级<Select A Device>界面。

图 3-5

（三）修改服务器的 DNS

Step1. 在<Select Action>界面，通过键盘上的 按键，选中“Edit DNS configuration”后按

回车<Enter>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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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Step2. 进入<DNS configuration>界面，按照实际情况修改首选 DNS服务器地址（Primary DNS），

备用 DNS服务器地址（Secondary DNS），修改完成后选中“OK”按回车<Enter>键，返

回<Select Action > 界面。

图 3-7

Step3. 在<Select Action> 界面中，选择“Save&Quit”后按回车<Enter>键，返回命令行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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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Step4. 配置完后，退出 setup。

（四）重启网络服务

Step1. 输入 service network restart，按回车<Enter>键重启网络服务。

图 3-9

Step2. 修改完成后可以通过“ifconfig”命令查看服务器的 IP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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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Step3. 执行“cat /etc/resolv.conf”查看服务器的 DNS信息。

图 3-11

注意：

修改 IP或 DNS信息后，需要执行 service network restart重启网络服务。

3.2 时间配置
执行命令 date查看时间和日期

设置时间和日期

例如：设置系统日期为 2013年 1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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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s 2013-11-07

设置系统时间为早上 9点 0分 0秒

date –s 09:00:00

保存修改时间：

hwclock -w



第 4章系统管理

摘要
本章介绍用户管理﹑帐户管理、远程管理、注册授权。

4.1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包括用户管理﹑用户组、企业管理。

4.1.1 用户管理

选择“用户管理>用户管理”，弹出如图 4-1所示页面，添加用户信息，创建设备能够识别的唯一

用户，对用户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管理和限制。

图 4-1 用户管

理

4.1.1.1 添加单个用户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如图 4-2所示添加用户界面。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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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添加用户信息

1. 基本设置

其中的基本设置如图 4-3所示，包含用户名、密码、认证类型及地址、移动电话、家庭电话、用

户组等用户的基本信息，其中“*”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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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用户管理－基本设置

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4-1 用户管理-基本设置界面描述

名称 功能说明

用户名

用户帐号的名称，企业网络中所有员工用户名都是唯一的，用户名是员工的基本信

息，此参数在编辑状态下不能修改。员工姓名可填写 1-20个字符，字符可以包括 A-Z，
a-z，数字 0-9，下划线，!@#$%^&*()。

密码
用户帐号对应的口令，可填写 6-20位 ASSIC字符，但不能包含空格以及~ ! % ^ &

* ? '"/ \ | ^等特殊字符。用户登陆自服务系统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重新输入密码 用户密码确认机制。

认证类型

分为 IP地址认证和MAC地址认证两种。默认值为“IP地址”认证。

IP地址认证：通过 IP地址认证，在下面 IP地址文本框输入用户客户端的 IP地址，

缺省值为“0.0.0.0”，表示不受 IP地址限制。

MAC地址认证：通过MAC地址认证，在下面MAC地址文本框输入用户客户端的

MAC地址。

姓名 输入该用户的真实姓名。

工号 输入该用户分配的工号。

移动电话 输入该用户的移动电话。

家庭电话 输入该用户的家庭电话。

VIP级别
从下拉框中选择用户的 VIP级别，系统提供普通用户、VIP1~VIP5，级别依次升高，

此选项需要在开启“语音设置>全局设置”中的 VIP开关。

用户组 该用户所在的用户组。

2. 座机设置

选中单选框，启用座机设置，弹出如图 4-4所示页面，同时可以激活“语音邮箱设置”、“呼叫失

败设置”、“彩铃设置”。



LVswitch IMS9000用户手册

19

图 4-4 座机设置

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4-2 用户管理-座机设置界面描述

名称 功能说明

分机号码 给用户分配的分机号码。

外线号码 1/2 设置用户的外线号码，该项为可选项。

类型 SIP。

权限

可选项有设备内部、企业内部、市话、国内长途、国际长途。其中设备内部指连接

该设备分机互相拨打的权限，企业内部指可以有权限通过企业不同设备间互相拨打的

权限。缺省值为“设备类别”，如无国际电话需求，必须关闭国际长途权限。

选择相应权限则用户可以呼出相应的电话，高权限包含低权限。比如选择国际长途，

那么用户可以拨打国际长途、国内长途、市话、企业内部和设备内部。

路由组
将分机加入到选定的路由组中，一个用户只能在一个路由组内，系统默认路由组

“default”，用户如果没有特别指定组和路由绑定的需要，默认为“default”路由组。

IP地址
选择 SIP电话需要分配 IP地址。如果使用静态或外部 IP则需要填写指定的 IP；不

填写 IP地址，系统则会动态分配一个 IP。
最大呼叫数 设置单条 SIP电话同时最大呼叫数量，默认值为“2”。

传真类型

可选项有无、T.30透传、T.38，默认值为“无”。

其中：T.30透传：T.30为电话线传真，透传即为 IP点对点的传输方式；

T.38：用于 IP网络传输的，即 IP传真；

选择“无”，则不支持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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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功能说明

DTMF
设置 DTMF的发号方式，用于配置话机在发送拨号时的方式，提供 info、inband、

rfc2833三种类型，默认为“rfc2833”类型。

启用 RFC3581 选择“是”，启用 rport机制，此选项需要 SIP终端的支持，默认值为“是”。

启用路由模式 选择“是”，开启路由模式，默认值为“是”。

启用鉴权 选择“是”，启用鉴权服务，提高通话连接的安全性，默认值为“是”。

端口匹配 端口匹配：选择“是”， 开启端口匹配功能，默认值为“是”。

服务类型 1/2 预留功能。

3. 语音邮箱设置

选中单选框，启用语音邮箱设置，弹出如图 4-5所示页面，包含邮件地址、PIN、语音文件目录大

小等信息。

图 4-5 语音邮箱设置

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4-3 用户管理-语音邮箱设置界面描述

名称 功能说明

设置语音邮箱 选中单选框，启用语音邮箱功能。

邮件地址
本产品具有有语音留言转电子邮件功能，可以将留言音频发送到指定的邮件地址，

此处需要填写接收语音留言的邮箱地址。

PIN
设置听取语音留言的密码，当使用电话听取留言时需要输入 PIN码验证。缺省值为

“0000”。

语音文件管理策略
选择语音留言文件的管理策略，目前提供“发送后删除”和“超过 80％删除旧文

件”。

语音文件目录大小 填写存放语音文件的目录大小，范围 1MB~1000MB，缺省值为“10MB”。

是否需要点留言灯 选择“是”，提供点亮语音信箱留言灯功能。

说明：

（1）本机收听留言：在开通语音信箱功能的分机号上收听语音留言，特征号码为*97。设置语音信箱

功能的分机 A拨打*97，收听语音留言。

（2）远程收听留言：在其他话机上收听语音留言，特征号码为*98。话机 B 拨打*98，根据提示音操

作，收听设置了语音留言功能的分机 A的语音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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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会议设置 选中单选框，启用用户的电话会议功能，启用该功能后，用户进入自服务系统创

建会议和进行会

议管理。详见 5.4.3.1。

5. 呼叫失败设置 呼叫失败设置包含呼叫失败策略和策略的选

择，如图 4-6所示。

图 4-6 呼叫失败设置

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4-4 用户管理-呼叫失败设置界面描

述

名称 功能说明

呼叫失败策略
设置该用户分机被叫失败后的处理方法，可选企业总机﹑语音信箱﹑挂断。缺省值

为“挂断”。

策略选择

选择“企业总机”，从下拉框中选择定义的策略； 选择“语音信箱”从下拉框中选

择已定义的分机，即选择该分机用户的邮件地址； 选择“挂断”，被叫失败后挂断

电话。缺省值为“无”。

6. VPN设置 选中单选框，

启用 VPN功能。 7.彩铃设置

选中单选框，启用用户彩铃功能，拨打该用户电话可以听见彩铃，用户可以在自服务系统设置个

性彩铃。

完成设置后，单击<确认>按钮，用户信息添加成功后，显示于用户管理列表，可以按照用户名、

姓名、用户组排序。

注意：

注册 SIP 用户时，请保持 SIP 电话的注册端口和系统的 SIP 端口一致，目前系统默认 SIP 端口为

“5060”。

4.1.1.2 批量添加用户

使用导入功能可以批量添加用户信息。

1. 单击图 4-1<导入>按钮，弹出如图 4-7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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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导入用户信息

2. 单击<浏览>按钮，弹出图 4-8所示页面。

图 4-8 选择文件

3. 在选择文件对话框中选择用户信息文件，单击<打开>按钮，用户信息文件路径显示于导入文

件文本框内，单击<导入>按钮，成功导入用户信息弹出如图 4-9所示页面，请单击<重新加载>按钮让

用户数据生效。

图 4-9 成功导入用户信

息

4. 步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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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导入的用户文件必须为 Office2003格式的 execl 文件（*.xls），表格格式可以通过先增加单个用

户，导出该用户 Office2003格式的 Excel文件，以该用户信息为模板添加其他用户信息，然后再批量

导入新用户。

（2）导入的新用户的用户密码统一为“111111”，登陆自服务系统后请先修改密码。

（3）导入的新用户的注册密码可以自行填写，密码尽量不要有规律，必须含有数字、英文字母（支

持大小写）、特殊字符（~！@#￥%%&）三种字符，长度大于等于 10位。

4.1.1.3 搜索/导出用户信息

单击<搜索/导出>按钮，弹出如图 4-10所示页面，可以按用户名、姓名、分机号码、用户组进行

搜索。

图 4-10 搜索/导出用户信息

1. 选中需要导出用户前面的单选框，单击<导出>按钮弹出如图 4-11所示页面，直接单击<导出>按
钮导出全部搜索出的用户信息。

图 4-11 用户信息文件导出

2. 单击<保存>按钮，弹出如图 4-12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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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用户另存Office2003格式的 excel（*.xls）表格

3. 单击<保存>，将用户数据信息保存到本地计算机。

4. 步骤结束。

4.1.1.4 删除/修改用户数据信息 在“用户”列表中，选中用户前的单选框，单击<删除>

按钮，即可删除选中的用户。 在“用户”列表中，单击操作栏中的 按钮对用户信

息进行修改。

4.1.2 用户组

分机按用户组分类，方便分机管理，选择“用户管理>用户组”，弹出如图 4-13所示。

图 4-13 用户组

1. 添加用户组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如图 4-14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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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新建用户组

界面项说明如下：

表 4-5 新建用户组

名称 功能说明

名称
定义用户组名称，最多可使用 10个汉字或 20英文字母，不能包含,&’”*（英文字

母不区分大小写），且不能为 Default。

权限设置

允许外线呼入：选中单选框，外线号码可通过拨打总机号码后，直接输入分机号

码拨入该分组内的分机；不选，外线号码只能通过话务员来转接到该分组内的分机。

允许组内分机互拨：选中单选框，允许该分组内的分机互相进行呼叫；不选，不

允许该分组内的分机互通电话。

分组互拨权限设置

反向设置：如果不选择“反向设置”，为单向可互拨，即该用户组下的分机可以拨

打选中用户组下的分机；但是选中用户组下的分机不能拨打该用户组下的分机。

选中“反向设置”：选中的用户组双方允许互相拨打，仅用于操作，不体现双向互

拨的状态查询。

全选：选中下方全部用户组。

已存在的用户组 显示存在用户组的名称。

注释 可对该用户组进行说明。

单击<确认>按钮，用户组添加成功后用户组信息显示在用户组信息列表，如图 4-15所示页面。

图 4-15 用户组信息列表

2. 用户组的修改和删除 在“用户组”列表中，单击操作栏中

的 按钮对用户组信息进行修改。 在“用户组”列表中，单击操作栏

中的 按钮对用户组进行删除。

3. 搜索用户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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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搜索>按钮，弹出如图 4-16所示页面，可以按用户组名称进行搜索。

图 4-16 搜索用户组信息

4.2 帐户管理
帐户管理包括角色管理和帐户管理，用来定义管理员的操作权限。先创建角色，赋予不同角色不

同的模块操作权限，然后再给管理员分配对应的角色，对Web管理系统进行不同的操作。

4.2.1 角色管理

角色配置用于设置系统节点的操作权限，选择“帐户管理>角色管理”，弹出如图 4-17所示页面。

图 4-17 角色管理

1. 添加角色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如图 4-18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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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8 新建角色

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4-6 新建角色

名称 功能说明

名称 用于标识角色权限，新建管理员帐户时需要选择角色。

备注 对该角色进行描述，便于管理。

启用 选中单选框，启用该角色。

功能模块
选择该角色管理的功能模块，选中所选功能模块前面的单选框，激活所有选项，

选中某个名称，设置操作权限；不选即没有权限。

搜索角色

单击< >按钮，弹出搜索页面如图 4-19所示。

图 4-19 搜索角色

用户可以按照角色名称搜索已设置的角色信息。 修改/删

除角色

在“角色”列表中，单击操作栏中的 按钮修改对应角色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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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角色”列表中，单击操作栏中的 按钮删除对应的角色。

4.2.2 帐户管理

帐户管理用于建立不同权限管理员登录账号，并给该帐号分配合适的角色权限。

选择“帐户管理>帐户管理”，弹出如图 4-20所示页面。

图 4-20 账号管理

添加管理员帐号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如图 4-21所示页面。

图 4-21 新建管理员帐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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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4-7 新建管理员帐户

名称 功能说明

用户 管理员帐户登录设备时的用户名。

姓名 该管理员的姓名。

Email 填写该管理员的 Email地址。

用户组 该管理员的用户组。

联系方式 该管理员的联系方式。

描述 对该管理员管理员进行描述，变于管理。

启用 选中单选框，启用该帐户。

角色 从下拉框左键进行选择，在“角色管理”定义过的角色都显示于下拉框。

管理对象

选择“类型”为所有，管理所有对象； 选择“类型”为用户组，从用户组下拉

框中选择已定义的用户组，单击<添加>按
钮，如需删除，选中已添加用户组，单击<删除>按钮； 选择“类型”为用户，从

用户组下拉框中选择已定义的用户组，从用户下拉框中

选择已定义的用户，单击<添加>按钮，如需删除，选中已添加用户，单击<删除>
按钮；

选择“类型”为无，没有管理对象。

修改密码

新设密码 输入管理员帐户的登录密码。

重新输入密码 重新输入密码，密码验证机制。

搜索管理员帐户

单击< >按钮，弹出搜索页面如图 4-22所示。

图 4-22 搜索用户帐户

用户可以按照登录管理员名称和角色的组合条件搜索已设置的用户帐户信息。

修改/删除帐户 在“管理员帐户”列表中，单击操作栏中

的 按钮修改对应帐户信息。

在“管理员帐户”列表中，单击操作栏中的 按钮删除对应的管理员帐户。

注意：

管理员第一次登录Web管理界面后，需要及时修改管理员“admin”密码，密码尽量不要有规律，必

须含有数字、英文字母（支持大小写）、特殊字符（~！@#￥%%&）三种字符，长度大于等于 10位。

4.3 远程管理
远程管理包括 SNMP管理、TR069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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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SNMP设置

SNMP(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简单网络管理协议)使用 TCP/IP 协议对互联网

上的设备进行管理。对接 OMC网管时，OMC网管提供告警信息、资源跟踪、性能管理等功能。

选择“远程管理>远程设备管理”，弹出如图 4-23所示页面，设备的 SNMPAgent 支持 v1，v2，
v3三种版本，其中 v3 版本兼容 v1 版本和 v2版本，对接 OMC网元管理系统时需要开启 SNMP。

图 4-23 远程设备管理

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4-8 远程设备管理界面描述

名称 功能说明

SNMP状态 启用、禁止两种状态。

SNMP版本

可选版本 V1、V2、V3，其中 V3兼容 V1、V2版本，缺省值为“V2”版本。 如

果选择 V3版本，需要设置下面 SNMP用户名，加密方式，认证方式，加密密码

和认证密码等信息。

只读共同体
只读共同体是一个字符串，作为管理进程和代理进程之间的明文口令，用来实现管

理应用实体之间身份鉴别，默认的是 6个字符“public”，为设置团体名的读权限。

设置共同体 设置共同体是一个字符串，为设置团体名的写权限，默认的是 7个字符“private”。

TRAP接收地址

填写网管系统 TRAP接收的 IP地址，TRAP操作代理进程主动发出的报文，通知

管理进程有某些事情发生，如果对接 OMC服务器，需要填写 OMC服务器的 IP地

址。

以下 5项在选择 V3版本时，需要填写。

SNMP用户名 填写 SNMP的用户名称，缺省值“admin”。

加密方式 可选 DES加密方式或者 None，缺省值“DES”。

认证方式 可选 MD5和 SHA技术验证节点标识符的认证方式或者 None，缺省值“MD5”。

加密密码 填写加密密码。

认证密码 填写认证密码。

4.3.2 TR069设置
TR069（CPE广域网管理协议），可以在网络侧通过 ACS（自动配置服务器）远程对设备进行操

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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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远程管理>TR069 设置”，弹出如图 4-24所示页面，对接 OMC 网元管理系统时需要开启

TR069功能，OMC网管系统提供网络拓扑、信令追踪、收集设备硬件状态情况、任务管理等功能。

图 4-24 TR069设置

界面描述项如下：

表 4-9 TR069配置界面描述

名称 功能说明

TR069设置

TR069状态
选择“启用”，启用 TR069功能；

选择“禁止”，关闭 TR069功能。

验证

从下拉框选择是否发送 Inform报文进行验证。选择“是”，发送 Inform 报文进行验

证；

选择“否”，不发送 Inform报文进行验证。

周期上报
Inform报文自动发送周期。选择“是”，周期性的向对接的网管服务器上报设备信

息。

间隔时间
Inform报文周期发送时间间隔。设置周期上报的间隔时间。单位分钟，取值范围

0-1440分钟。

ACS URL

ACS（Auto-Configuration Server）服务器的 URL，使用 CPE WAN 管理协议。

此参数须设置为有效的 HTTP 或 HTTP URL 的形式。当使用 SSL 或 TLS 时，URL
中的主机部分是CPE （Customer Premises Equipment，用户终端设备）端鉴

权认证服务器的 IP 地址。填写字符取值范围为： 0～256 位的字符串。

如：http://192.168.255.8:8000/otomc/acs/webservice.action（其中 192.168.2.78
为 OMC服务器 IP地址，8000为端口号）

网关主服务器 填写业务开通网关主服务器的 IP地址。

网关备服务器 填写业务开通网关备用服务器的 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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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功能说明

ACS用户名

ACS用户名由 ACS服务器提供，对接 OMC网管系统时，应和 OMC上设置的 ACS
用户名保持一致。设备向 OMC发起请求动作时，OMC需要验证设备端的 ACS用户

名和密码。

ACS密码
ACS密码由 ACS服务器提供，对接 OMC网管系统时，应和 OMC上设置的 ACS

密码保持一致。

CPE用户名
ACS 给 CPE 发起连接请求时使用的鉴权用户名。取值范围：1～32位的字符串。

OMC向设备发起请求动作时，设备方需要验证 ACS端的 CPE用户名和密码。

CPE密码 ACS 给 CPE 发起连接请求时使用的鉴权密码。取值范围：1～32 位的字符。

STUN设置（Simple Traversal of User Datagram Protocol through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ors）

STUN状态
设定是否开启 STUN服务，选择“启用”，开启 STUN功能；

选择“禁止”，不开启 STUN功能，默认“禁止”。

STUN服务器地址 填写 STUN服务器地址。

STUN服务器端口 填写 STUN服务器主端口，缺省端口 3478。

STUN连接最小保存时间 设置 STUN连接最小的保存时间，范围 0~1800秒。

用户名 填写用户名称，长度 1~32字节。

密码 填写密码，长度 1~32字节。

4.4 注册授权

4.4.1 License更新

选择“注册授权>License更新”，弹出如图 4-25所示页面，通过更新 License文件，用户可以获

得更加强大、更加稳定的版本。

图 4-25 License更新

单击<浏览>按钮，在弹出的“选择文件”对话框选中 License 文件，单击<打开>按钮，License
文件的路径显示于文本框内，最后单击<导入>按钮，导入 License文件。

说明：

License文件请联系销售商获取。



第 5章语音配
置

摘要

本章介绍基本设置﹑基本业务﹑补充业务﹑增值业务。

5.1 基本设置

基本设置包括全局设置﹑软参数设置、路由组、VoIP设置﹑DSP设置、提示音管理﹑文件、SIP
注册设置。

5.1.1 全局设置

选择“基本设置>全局设置”，弹出如图 5-1所示页面。

图 5-1 全局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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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5-1 全局设置-界面描述

名称 功能说明

配置有效性

描述 数据配置项目的名称，对应各个项目下需要配置的地方。

全局加载 配置修改完成后，单击<重新加载>将对该项下所有后台数据重新加载到前台。

长时间通话设置

启用长时间通话控制
选中单选框，启用该功能。设置通话多长时间后中止电话，挂断前多少秒播放提示

音，其中通话时长必须大于挂起通知时长。

计费设置

对接计费服务器 选择“对接计费服务器”单选框，对接服务器计费，启用对接计费服务器功能。

脉冲编码

本产品支持 A-law和 µ-law两种方式，缺省值为 A-law方式。需要根据国家和对端

协商设置。

A-law：是 ITU-T(国际电信标准局)定义的关于脉冲编码的一种压缩/解压缩算法。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采用 A律压缩算法。

µ-law：是由国际电话电报咨询委员会颁布的用于脉码调制的标准多媒体数字信号

编解码器（压缩/解压缩）运算法则。作为一种压缩扩展的方法，μ-law可以改善信噪

比率而不需要增添更多的数据。目前，μ-law被美国和日本等国家采用。

国家地区码设置
选择用户所在的国家，系统默认值将遵循该国家标准，默认“中国”。如果您不希

望丢失当前配置信息，请注意修改前进行参数备份。

语音提示种类
根据用户需要选择语音提示的种类，可选“中文”和“英文”两种提示音。其中系

统目前只提供部分业务的英文提示音。

振铃时长/闹铃振铃时长 设置振铃或闹铃的振铃时长，取值范围 1~200s，缺省值为 30s。

业务开关

选择是否开启内部自交换业务，选择“打开”，开启内部自交换；

选择“关闭”关闭内部自交换，只保留对外业务，如关闭内部通话，保留对外呼出

等。系统默认“打开”状态。

基本业务开关

VIP：选择“打开”，开启用户 VIP功能，VIP用户具有通话优先等功能；选择“关

闭”，不开启 VIP用户优先功能，缺省值“关闭”。

DNS SRV解析：选择“打开”，开启 DNS SRV解析功能，缺省值“关闭”。

是否发送#，是指碰见“#”时，是否往上层设备发送，缺省“打开”。

选择“打开”，如果碰见“#”，直接将“#”送往上层交换机；

选择“关闭”， 如果碰见“#”，“#”仅作为结束符，不再送往上层交换机。

前转最大次数 一次发起呼叫的前转业务累计的次数限制，缺省值“0”。

RTP超时设置

默认时间之内音频通道没有 RTP或 RTCP活动，将挂断电话，缺省值“30”，单

位：秒。

主要使用在通话中对方掉电或是忘记挂电话的情况。

出局设置
国内长途出局：设置国内长途出局码，缺省值“0”；国
际长途出局：设置国际长途出局码，缺省值“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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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脉冲编码配置中，更改脉冲编码将导致语音中断 30秒左右，并且脉冲编码类型需要和对端协商

一致。

（2）配置完成后，请单击 使配置生效。

5.1.2 软参设置
选择“基本设置>软参设置”，弹出如图 5-2 软参设置所示页面，选择参数前面的单选框后，在弹

出的界面单击<重新加载>，启用选中的软参数。

图 5-2 软参设置

5.1.3 路由组

路由组可以把设备上的用户、中继进行分类，通过绑定路由来控制呼叫，路由组具有以下特征：

1. 一个用户只能对应一个路由组，用户和路由组只能一对一的关系。

2. 一个路由组可以绑定多个路由，一条路由也可以归为多个路由组，路由组和路由为多对多的关系；

路由归入路由组才能生效。

3. 一条路由可以绑定多个中继，一个中继也能归属到多个路由内，路由和中继为多对多的关系，并

且中继可以直接归属到路由组内。

选择“语音基本设置>路由组”，弹出如下图所示界面。系统已存在一个缺省路由组“default”，
如果没有特别指定的路由组，用户默认归属“default”路由组，路由组“default”只可编辑，不能删

除。缺省路由组“default”包含所有已创建的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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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路由组

添加路由组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如图 5-4所示。

图 5-4 新建路由组

界面描述如下：

表 5-2 新建路由组-界面描述

名称 功能说明

名称 定义路由组名称。

绑定路由

在待选框的路由里选择需要绑定的路由名称，该路由组用户通过绑定的路由出局。

选定路由，单击 添加到右框内；在右框里单击不需要的路由单击 回到左框内

则不生效，一个路由组可以绑定多条路由。

注释 对该定义的路由组进行说明。

添加或修改参数后，请单击 使修改参数生效。 路由组的

修改和删除 在“路由组”列表中，单击操作栏中的 按钮

修改对应路由组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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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由组”列表中，单击操作栏中的 按钮删除对应的路由组。 缺

省的路由组 default可修改，不可删除。

搜索路由组

单击<搜索>按钮，弹出如图 5-5所示页面，可以按路由组名称进行搜索。

图 5-5 路由组-搜索

注意：

已绑定用户的路由组不能删除，需要先删去用户，再删去路由组。

5.1.4 VoIP设置

选择“基本设置>VoIP设置”，弹出如图 5-6所示页面，该页面显示了VoIP 的基本设置、SIP 设

置、Stun设置三项内容。

图 5-6 VoIP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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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5-3 VoIP设置-界面描述

名称 功能说明

基本设置

NAT穿越时使用，外网设备上为了能够正常和内网用户通话，需要设定网络的外部出口以及内网用户的网段。

内网网络地址 内网用户的 IP网段。

内网网络掩码 内网用户的子网掩码。

外网 IP地址 填写设备实际的网络出口。如果设备放在外网填写设备 NAT映射的外网 IP地址。

SIP设置

通过 SIP参数配置，设备通过 SIP协议与其他的软交换设备或者 SIP终端对接实现他们之间的呼叫控制功能。

SIP端口
可与对接设备协商，默认值为 5060。
一般设备的 SIP端口默认值为 5060，请协商一致。

RTP端口 系统有默认值 10000—20000，建议保持默认值。

IP地址 SIP的 IP地址。

Stun设置

STUN使用一个放置在公网上的服务器，用户终端（如 SIP话机）向该服务器发送一个测试消息；于是服务器收

到从 SIP话机经过 NAT后发送的消息，即得到了 NAT外部的地址和端口号；然后服务器在返回的消息中告知 SIP
话机，其外部 IP地址及端口号，使 SIP话机得到自己在 NAT外的 IP地址及端口号信息。

5.1.5 DSP设置

选择“基本设置>DSP设置”，弹出如图 5-7所示页面，分为上部区域的“基本设置”和下部区域

的“语音设置”两部分。

启用 Stun 选中单选框，启用 Stun服务。

Stun主 IP Stun服务器的主用 IP地址。

Stun主 Port Stun服务器的主用端口，缺省值为“3478”。

Stun辅 IP Stun服务器的辅助 IP地址。

Stun辅 Port Stun服务器的辅助端口，缺省值为“3479”。



LVswitch IMS9000用户手册

39

图 5-7 DSP设置－基本设置

上部分“基本设置”区域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5-4 DSP设置-基本设置

名称 功能说明

回音消除模式
选择 DSP的回音消除模式，以消除回音传输对对端的影响，提供 STDEC、Std-EC with
ECPD、DFEC三种模式，缺省值为“STDEC”模式。

回音消除长度（ms） 设置回音消除长度，取值为 8～128ms，缺省值为“64ms”。

静音压缩

选择单选框启用静音压缩，通过检测通话阶段中的静音，并对其进行一定的处理，以

达到节省网络带宽，减少时延的作用。 不选择则即使检测到静音也仍产生正常的音

信号并传输。

缺省没有开启静音压缩。

舒适噪音生成

选择单选框启用舒适噪音生成功能。设备有舒适噪音产生的技术，可以进行静音压缩，

在静音期的情况下，设备会产生静音包，既节省带宽又能使通话双方感觉舒适。 缺省

没有开启舒适生成。

语音音量 接收者电话语音音量大小。取值范围为-14db ～6db，音量逐渐增大，默认为“0db”。

输入增益
发起通话者的电话语音音量大小。取值范围为-14db ～6db，音量逐渐增大，默认为

“0db”。

DTMF音量
通话过程中，用户按键音的音量大小。取值范围为-63db ～ 0db，其音量逐渐增大。

默认为“-3db”。

动态抖动缓存最小时间

延时（ms）
设置 DSP的 jitter buffer大小，取值范围为 0～280，单位为ms，默认值为“150 ms”。

最大传真速率
设置 T38的传真数据包的最大传输速率，系统提供 2400bps、4800 bps、7200 bps、
9600 bps、12000 bps、14400 bps六种传真速率，默认值为“14400 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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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功能说明

传真冗余

设置传真生成冗余包的数量，提供 0、1、2、3四种类型。传真冗余是指在一个包中携

带了上面几个 IP传真包，如果冗余度＝2 ，那么就携带上次和大上次的 IP传真包，

缺省为“0”，降低传真信号的冗余度，提高通信效率。

纠错类型 设置 T38传真错误恢复模式，目前只提供“t38UDPRedundancy”类型。

数据包最大值 设置 T38传真的数据包最大值，取值为范围 200～600字节，默认“400”字节。

忙音检测方法 提供 BQD和 FFT两种忙音检测方法，默认值采取“FFT”检测方法。

忙音检测次数 从下拉框中选择忙音检测的次数，可取范围 1～3次，默认值“3”次。

下部分语音设置区域界面项描述如下：

图 5-8 DSP设置-语音设置

语音设置区域包括拨号音频率、忙音增益、回铃音频率、拥塞音、呼叫等待音、二次拨号音、

RECORDTONE、INFO、STUTTER，这些参数是和交换机对接时需要配置，由于不同的交换机要求

设置的参数不同，方便用户根据所使用交换机的实际参数灵活配置。

表 5-5 DSP设置-语音设置

名称 功能说明

拨号音

拨号音是一段持续的声音，范围 400~450hz之间单一频率或者多个频率（最多三个，

不同频率之间的间隔至少在 25hz）组合而成。拨号音的电平应该是-10dBm±5db。中

国标准的拨号音使用 450hz单一频率组成，持续时间一般是 10秒钟。 缺省值：语音

低频“450”HZ，语音高频“0”HZ，静音时间“0”ms，发音时间“0” ms。

忙音

忙音是快节奏的周期性声音，由信号音与静音交替产生，而且信号音周期基本等于静

音周期。信号音和静音的持续时间都比较短，由一段信号音与静音组成的完整周期时

长为 300~1100毫秒之间，信号音时长与静音时长的比例应该在 0.67~1.5之间。忙音

一般采用单一频率，范围为 400~500hz，中国采用单一频率为 450hz；中国标准的忙

音信号音持续 350毫秒，静音持续 350毫秒，完整的忙音周期为 700毫秒。 缺省

值：语音低频“450”HZ，语音高频“0”HZ，静音时间“350”ms，发音时间

“350”ms。

回铃音

回铃音是慢节奏周期性的声音，是由信号音和静音交替产生的，而且信号音的周期短

于静音的周期，信号音的周期在 0.67~1.5秒，静音周期在 3~6秒，一个完整的回铃音

周期在 3.67~7.5秒之间。用户首先听见信号音周期，接着是静音周期。回铃音一般采

用单一频率，频率范围在 400~500hz之间。中国标准的回铃音与铃流音是放 1秒停 4
秒，回铃音采用单一频率 450hz。 缺省值：语音低频“450”HZ，语音高频

“0”HZ，静音时间“4000”ms，发音时间

“10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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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功能说明

拥塞音

同忙音，忙音的节奏也可以慢于拥塞音的节奏。 缺省值：语音低频“450”HZ，语

音高频“0”HZ，静音时间“350”ms，发音时间 “350”ms。

呼叫等待音

呼叫等待音是节奏很慢的声音，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信号音持续时间在 300~500毫秒，

静音 8~10秒；一种是信号音持续 100~200毫秒后，静音 100~200毫秒后，静音 8~10
秒。中国标准的等待音，其中信号音持续 0.4秒，静音 4秒。信号音一般采用单一频

率 450hz。呼叫等待音在主叫和被叫两个方向上播放，不同的方向播放特点略有不同。

缺省值：语音低频“450”HZ，语音高频“0”HZ，静音时间“4000”ms，发音时间

“400”ms。

二次拨号音
缺省值：语音低频“410”HZ，语音高频“0”HZ，静音时间“0”ms，发音时间“0”
ms。

Recordtone
缺省值：语音低频“950”HZ，语音高频“0”HZ，静音时间“1000”ms，发音时间

“400”ms。

Info
缺省值：语音低频“450”HZ，语音高频“0”HZ，静音时间“400”ms，发音时间

“400”ms。

Stutter
缺省值：语音低频“410”HZ，语音高频“450”HZ，静音时间“0”ms，发音时间

“0”ms。

其中信号音由四元组构成，包括语音低频、语音高频、静音时间、发音时间，应遵从以下规则：

1. 除高频值为“0”外，低频值应小于高频值，高频值为“0”表示该信号音不使用高频，高频、

低频的单位为 hz。

2. 不同的信号音之间，四元组不能全部相同。

3. 静音时间和发音时间的单位为 ms，如静音时间和发音时间设置为“0”，表示连续的信号音。

说明：

若要修改忙音参数配置请先咨询对接交换机所发出的忙音参数，否则设备识别不了对端发送过来的忙

音信号。

5.1.6 提示音管理

用于管理系统企业总机呼出、呼入规则等所用到的提示音，选择“语音设置>提示音管理”，弹出

如图 5-9所示页面。



LVswitch IMS9000用户手册

42

图 5-9 提示音管理

添加提示音

1. 以添加一个“企业欢迎词”的提示音举例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如图 5-10所示页面。

图 5-10 添加提示音

在文本框输入“企业欢迎词”，单击<浏览>按钮，选择本地 “欢迎致电××公司，请直拨分机号，

查号请拨 0” 文件，单击<上传>按钮，把提示音上传至设备。

2. 播放提示音 单击<

>按钮，播放提示音。 删

除提示音

在“用户上传提示音”列表中，单击操作栏中的 按钮删除对应的提示音。 搜索提示

音

单击<搜索>按钮，弹出如图 5-11所示页面。

图 5-11 搜索提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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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按照提示音名称搜索已设置的提示音信息。

注意：

上传的音频格式为 wav，alaw和 gsm，并且是 PCM类型 8Khz，16bit，单声道格式的文件。

提示音可以有由文件转换，也可以直接通过软件。

方法一：文件转换，详见 5.1.7文件。 方法二：

通过软件（如 Microsoft自带的软件）。

5.1.7 文件

配置好用户分机后，话机摘机后按“*77”，即进入状态，根据语音提示进行录制，完成后按“#”
键结束。

选择“基本设置>文件”，弹出如图 5-12所示页面。

图 5-12 文件

单击< >按钮，弹出播放窗口，如果需要将文件转换成提示音，在“重命名”文本框内输入提

示音名称，如“Welcome”。单击<转换>按钮，文件转移到“提示音”中，并删除原文件，提示音可

以在“用户上传提示音”列表中查询。

5.1.8 SIP注册设置

选择“基本设置>SIP注册设置”，弹出如图 5-13所示页面。SIP注册设置包括 SIP注册、IMS普

通注册和 IMS通配符注册等设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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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SIP注册设置

5.1.8.1 SIP注册

选择<SIP注册>标签，显示通过 SIP中继注册到本设备的 SIP帐号，显示内容包含 SIP中继名称、

SIP用户名、注册状态和操作栏。

新增 SIP注册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如图 5-14所示页面。

图 5-14 SIP注册-新建隐式注册集-基本设

置

界面描述如下，其中“*”项为必选项。

表 5-6 SIP注册-新建隐式注册集-基本设置

名称 功能说明

中继名称 从下拉框内选择 SIP中继，其中 SIP中继只能是接口为 UNI的 SIP中继。

SIP用户名 填写注册 SIP的用户名称。

注册鉴权用户名 填写 SIP登记服务器鉴别用户名，登记后可以定位用户的 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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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功能说明

注册鉴权密码 填写注册鉴权用户的密码。

呼叫鉴权用户名 填写呼叫鉴权的用户名。

呼叫鉴权密码 填写呼叫鉴权用户的密码。

是否注册 选择“是”，进行注册；选择“否”，不注册。

注册时长
设定注册时长，注册时长为每隔多长时间就向 SIP代理注册一次，单位秒，缺省

“1800”秒。

单击<高级设置>标签，弹出如图 5-15所示界面。

图 5-15SIP注册-新建隐式注册集-高级设置

界面描述如下，其中“*”项为必选项。

表 5-7 SIP注册-新建隐式注册集-高级设置

名称 功能说明

最大呼叫数 该用户在对端设备上允许的最大呼叫数，缺省值为“1”。

发送拍叉消息 选择“是”向对方发送拍叉消息，选择“否”则不发送拍叉消息，缺省值“否”。

DTMF
设置 DTMF的发号方式，用于配置话机在发送拨号时的方式，提供 info、inband、

rfc2833三种类型，默认为“rfc2833”类型。

传真类型

可选项有无、T.30透传、T.38，缺省值“无”。

其中：T.30透传为电话线传真，透传即为 IP点对点的传输方式；

T.38：用于 IP网络传输的，即 IP传真； 选择“无”，则不提供

传真功能。

启用 rfc3581 选择“是”，启用 rport功能； 选择“否”，

关闭 rport功能，缺省值“是”。

启用路由模式
选择“是”，启用路由模式； 选择“否”，不

开启路由模式，缺省值“是”。

注册/注销 SIP帐号

选中 SIP注册帐号前面的单选框，单击 按钮对该 SIP注册帐号进行注册。 选

中 SIP注册帐号前面的单选框，单击 按钮对该 SIP注册帐号进行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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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SIP注册帐号

单击 SIP注册帐号操作栏的 按钮修改 SIP注册帐号的信息。 删

除 SIP注册帐号

单击 SIP注册帐号操作栏中的 按钮删除对应 SIP注册帐号。 批

量导入 SIP注册帐号

单击< >，弹出如图 5-16所示界面，选择需要导入的 Execl文件（目前只支持 Office2003
版本的*.xls文件），单击<导入>按钮。

图 5-16 批量导入 SIP注册帐号

说明：

导入的用户文件必须为 Office2003 格式的 execl 文件（*.xls），表格格式可以通过先增加单个 SIP 注

册帐号，导出该 SIP注册帐号的 Office2003格式的 Excel 文件（*.xls），以该 SIP注册帐号信息为模

板添加其他的 SIP注册帐号信息，然后再批量导入 SIP注册帐户。

搜索 SIP注册

单击<搜索>按钮，弹出如图 5-17所示页面，可以按中继名称、SIP用户名和是否注册进行搜索。

图 5-17 搜索 SIP注册用户

5.1.8.2 IMS普通注册

选择<IMS普通注册>标签，弹出如图 5-18所示页面，进行单个 IMS帐号注册，显示 IMS普通注

册的 IMS中继名称、用户名、注册状态和操作栏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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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8 IMS普通注册

新增 IMS普通注册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如

图 5-19所示页面。

图 5-19 IMS普通注册-新建隐式注册集-基本设置

界面描述如下，其中“*”项为必选项。

表 5-8 IMS普通注册-新建隐式注册集-基本设置

名称 功能说明

中继名称 从下拉框内选择 IMS中继，只能选择接口为 UNI的 IMS中继。

IMPU
填写公有身份标识，需 ISP提供，IMPU（Public User ID，公有身份标识）用于

和其他用户通信。

注册鉴权 IMPI
填写注册鉴权私有身份标识，需 ISP提供，IMPI（Private User ID，私有身份标

识）归属网络分配的唯一标识，用于管理、授权、计费、注册，由 ISP提供。一个

IMPI可以对应对个 IM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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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功能说明

注册鉴权密码 填写注册鉴权 IMPI的密码，需 ISP提供。

呼叫鉴权 IMPI 填写呼叫鉴权私有身份标识，需 ISP提供。

呼叫鉴权密码 填写呼叫鉴权 IMPI密码。

是否注册 选择“是”，进行注册，选择“否”，状态栏显示注销，缺省值“是”。

注册时长
设定注册时长，注册时长为每隔多长时间就向 SIP代理注册一次，单位秒，缺省

“1800”秒。

单击<高级设置>按钮，弹出如图 5-20所示页面。

图 5-20 IMS普通注册-新建隐式注册集-高级设置

界面描述如下，其中“*”项为必选项。

表 5-9 IMS普通注册-新建隐式注册集-高级设置

名称 功能说明

最大呼叫数 该用户在对端设备上允许的最大呼叫数，缺省值“1”。

发送拍叉消息 选择“是”向对方发送拍叉消息，选择“否”则不发送拍叉消息，默认值“否”。

DTMF
设置 DTMF的发号方式，用于配置话机在发送拨号时的方式，提供 info、inband、

rfc2833三种类型，默认为“rfc2833”类型。

传真类型

传真类型：可选项有无、T.30透传、T.38，默认值“无”。 其

中：T.30透传为电话线传真，透传即为 IP点对点的传输方式；

T.38：用于 IP网络传输的，即 IP传真；选择“无”，则不提供传真功能。

启用 rfc3581 选择“是”，启用 rport功能； 选择“否”，

关闭 rport功能，缺省值“是”。

启用路由模式
选择“是”，启用路由模式； 选择“否”，不

开启路由模式，缺省值“是”。

注册/注销 IMS帐号

选中需要注册的 IMS帐号前面的单选框，单击 按钮对该 IMS帐号进行注册。 选中需要

注销的 IMS帐号前面的单选框，单击 按钮对该 IMS帐号进行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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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IMS注册帐号

单击操作栏中的 按钮修改对应的 IMS注册帐号。

删除 IMS注册帐号 单击操作栏中

的 按钮删除对应的 IMS注册帐号。 批量导入

IMS注册帐号

单击< >，弹出如图 5-21所示界面，选择需要导入的 Execl文件（目前只支持 Office2003
版本的*.xls文件），单击<导入>按钮。

图 5-21 批量导入 IMS注册帐

号

说明：

导入的用户文件必须为 Office2003格式的 execl 文件（*.xls），表格格式可以通过先增加单个 IMS 注

册帐号，导出该 IMS注册帐号的 Office2003格式的 Excel文件（*.xls），以该 IMS 注册帐号信息为模

板添加其他的 IMS注册帐号信息，然后再批量导入 IMS注册帐户。

搜索 IMS注册帐号

单击<搜索>按钮，弹出如图 5-17所示页面，可以按中继名称、SIP用户名和是否注册进行搜索。

图 5-22 搜索 SIP-IMS注册

5.1.8.3 IMS通配符注册

选择<IMS 通配符注册>标签，弹出如图 5-23所示页面，显示 IMS 通配符注册内容，主要包括中

继名称、用户名、注册状态和操作栏。

图 5-23 IMS通配符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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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IMS通配符注册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如图 5-24所示页面。

图 5-24 IMS通配符注册-基本设置

界面描述如下，其中“*”项为必选项。

表 5-10 IMS通配符注册-基本设置

名称 功能说明

中继名称 从下拉框内选择 IMS中继，只能选择接口为 UNI的 IMS中继。

IMPU

填写公有身份标识，需 ISP提供，IMPU（Public User ID，公有身份标识）用于

和其他用户通信，公有用户标识用于 SIP消息的路由，一个 IMS用户可以分配一个

或多个公有用户标识

注册鉴权 IMPI
填写注册鉴权私有身份标识，需 ISP提供，IMPI（Private User ID，私有身份标

识）归属网络分配的唯一标识，用于管理、授权、计费、注册，私有用户标识不用

于呼叫的寻址和路由，由 ISP提供。一个 IMPI可以对应对个 IMPU。
注册鉴权密码 填写注册鉴权 IMPI的密码，需 ISP提供。

通配注册号码 填写通配注册号码范围，需要 ISP提供。

是否注册 选择“是”，进行注册，选择“否”，状态栏显示注销，缺省值“是”。

注册时长
设定注册时长，注册时长为每隔多长时间就向 SIP代理注册一次，单位秒，缺省

“1800”秒。

单击<高级设置>按钮，弹出如图 5-25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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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5 IMS通配符注册-高级设置

界面描述如下，其中“*”项为必选项。

表 5-11 IMS通配符注册-高级设置

名称 功能说明

最大呼叫数 该用户在对端设备上允许的最大呼叫数，缺省值“1”。

发送拍叉消息 选择“是”向对方发送拍叉消息，选择“否”则不发送拍叉消息，缺省值“否”。

DTMF
设置 DTMF的发号方式，用于配置话机在发送拨号时的方式，提供 info、inband、

rfc2833三种类型，默认为“rfc2833”类型。

传真类型

可选项有无、T.30透传、T.38，缺省值“无”。其中：T.30透传为电话线传真，

透传即为 IP点对点的传输方式；T.38：用于 IP网络传输的，即 IP传真，选择“无”，

则不提供传真功能。

单击<通配号码>标签，弹出如图 5-26所示页面。

图 5-26 IMS通配符注册-通配号码

在“通配号码”文本框中输入 IMS 帐号的通配号码，每次填写一个，然后单击<添加>按钮，待

全部的通配号码添加完成后，单击<确认>按钮，返回 IMS通配符注册界面。

注册/注销 IMS通配符注册帐号

选中需要注册的 IMS通配符前面的单选框，单击 按钮对该 IMS通配符进行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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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需要注销的 IMS通配符前面的单选框，单击 按钮对该 IMS通配符进行注销。

修改 IMS通配符注册帐号

单击操作栏中的 按钮，修改对应的 IMS通配符帐号。

删除 IMS通配符注册帐号 单击操作栏中

的 按钮，删除对应的 IMS通配符帐号。 批量导入

IMS通配符注册帐号

单击< >，弹出如图 5-27所示界面，选择需要导入的 Execl文件（目前只支持 Office2003
版本的*.xls文件），单击<导入>按钮。

图 5-27 批量导入 IMS通配符注册帐号

说明：

导入的用户文件必须为 Office2003格式的 execl 文件（*.xls），表格格式可以通过先增加单个 IMS 通

配符注册帐号，导出该 IMS 通配符注册帐号的 Office2003格式的 Excel 文件（*.xls），以该 IMS 通配

符注册帐号信息为模板添加其他的 IMS注册帐号信息，然后再批量导入 IMS通配符注册帐户。

搜索 IMS通配符注册帐号

单击<搜索>按钮，弹出如图 5-28所示页面，可以按中继名称、SIP用户名和是否已注册等信息进

行搜索。

图 5-28 搜索 SIP-IMS通配符注册

5.2 基本业务

基本业务包括中继设置﹑呼出路由﹑变换号码、拨号规则﹑被叫号码识别。

5.2.1 中继设置

选择“基本业务>中继设置”，弹出如图 5-29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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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9 中继设置

添加 SIP/IMS中继

单击 SIP中继栏的<添加>按钮，弹出如图 5-30所示页面。

图 5-30 新建 SIP/IMS中继-基本设置

1. 基本设置，<基本设置>标签如上图所示。

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5-12 新建 SIP/IMS基本设置

名称 功能说明

类型 选中中继种类，提供 SIP中继、IMS中继 2种中继，默认值“IMS”中继。

名称 填写中继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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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功能说明

主机地址/域名 对接设备的 IP地址或者域名。

IP地址 多个主机地址时使用，最多可填写 5个 IP地址。

端口 填写对接设备的 SIP端口，默认值 5060。

URI方案
选择中继的 URI（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统一资源标识符）方案，提供 SIP

和 TEL两种 URI，缺省值“SIP”。

最大呼叫数
填写中继上所允许的最大同时呼叫的数量，最大数量为 32768，若多出此数量的呼

叫将被丢弃，请根据实际需求填写，缺省值“10”。

权限

设置中继的权限，选项有设备内部、企业内部、市话、国内长途、国际长途，缺省

值“设备内部”，中继的权限需要大于等于对应的呼出路由的权限，否则无法通过该

中继呼出。

分机出局号码 下拉框内左键选择分局出局号码，缺省值“无”，一般可以选择“外线号码 1”。

路由组 下拉框中左键选择归属的路由组，缺省值为“default”路由组。

接口类型

选择中继的接口类型，选项设有 UNI、NNI接口，缺省值“NNI”。
UNI为用户侧接口，NNI为网络侧接口，选择“NNI”是可以选择填写用户名和密

码，如果不填，则使用 IP认证；选择“UNI”用户注册详情请见“语音配置>基本业

务>SIP注册设置”。

用户名 输入对端用户名，需对端提供。

密码 输入该用户名的密码，需对端提供。

2. 高级设置，单击<高级设置>标签，弹出如图 5-31所示页面。

图 5-31 新建 SIP/IMS-高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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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5-13 新建 SIP/IMS-高级设置

名称 功能说明

代理服务器 需要通过代理连接到注册服务器时，填写代理服务器 IP。

来电显示 所有从该中继呼叫入局呼叫的号码显示。

归属域名/IP 填写归属网络的域名或 IP地址，IMS中继注册时，该处必须填写。

是否发送 options
选择是否发送 options，选择“是”需要填写以下两项，发送“options”用来查询

对方的能力，缺省值“否”。

正常发送 options频率 设置正常发送 options的频率，范围≥30s，缺省值为“60s”。

异常发送 options频率 设置异常发送 options的频率，范围≥10s，缺省值为“60s”。

可信代理
是否开启可信代理。选择“是”，当目的地的直达路由中断后，通过系统内部另外

的其他设备作为代理转接，缺省值“是”。

启用加密
选择“是”开启加密功能； 选择“否”，不启用

加密功能，目前默认“否”。

发送拍叉消息
选择“是”，向对方发送拍叉消息； 选择

“否”，不发送拍叉消息，默认值“否”。

DTMF 设置 DTMF信号的发送方式，可选项有 rfc2833、inband、info。默认为“rfc2833”。

User=phone

当 URI方案为 SIP时，通过此项参数确定用户名称的形式，默认值“否”。

选择“是”，用户名称形式为 phone@host，如 sip:81091143@61.142.197.38
SIP/2.0;user=phone。
选择“否”，用户名称形式为 user@host，如：superman@ims.js.chinamobile.com 。

传真类型
下拉框左键选择传真类型，选择“无”，不开启传真功能；如要开启传真功能，请

选择 T.30传真透传或 T.38传真。

启用 rfc3581 选择“是”，启用 rport功能； 选择“否”，

关闭 rport功能，缺省值“是”。

启用路由模式
选择“是”，启用路由模式； 选择“否”，不

启用路由模式，缺省值“是”。

呼叫是否显示原主叫
选择“是”，启用该中继上的来电显示； 选择“否”，

关闭该中继上的来电显示，缺省值“是”。

说明：

一般来说，跟运营商对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对接形式，即无需账号与密码，只需要知道对方的

IP 地址与端口，直接将被叫号码邀请到服务运营商上；一种是需要首先注册到服务运营商然后再发送

邀请，这种方式需要启用用户认证，进行账号与密码验证。

3. 编码，单击<编码>标签，弹出如图 5-32所示页面。

mailto:81091143@61.142.197.38
mailto:superman@ims.js.chinamobi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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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2 新建 SIP/IMS-编码

音频编码支持 GSM﹑G.711U、G.711A、G.723、G.726﹑G.729、Speex﹑Ilbc、AMR，默认选

择的编码有 G.711U、G.711A、G.723、G.729。

系统编码模式若为“协商模式”，则和对方协商音频编码和视频编码，选择双方共有的编码；如

果选择“固有模式”，默认为本地选择的音频编码和视频编码。

修改/删除 SIP/IMS中继

在“SIP中继”列表中，单击某个欲修改的 SIP/IMS中继，单击 按钮，在弹出的界面修改指定

SIP/IMS中继的设置信息；

在“SIP 中继”列表中选中某个欲删除的 SIP/IMS 中继，单击 按钮，确认后即可删除指定的

SIP/IMS中继。

5.2.2 呼出路由

选择“基本业务>呼出路由”，弹出如图 5-33所示页面。

图 5-33 呼出路由匹配模式

新建呼出路由

1.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如图 5-34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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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4 呼出路由-基本设置

<基本设置>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5-14 新建呼出路由-基本设置

名称 功能说明

名称 设置呼出路由名称，1－20个字符，可以使用包括 A-Z、a-z、0－9、下划线和!@#$%^&*()。

直线路由
选择单选框启用直线路由，直线呼出时，出局前缀和播放二次拨号音不生效；

不选中单选框，请配置出局前缀。

出局前缀
前缀号码只能使用数字和“#”，不允许有其他符号，前缀号码 1~10位，选中单选框，启用

播放二次拨号音功能。

呼叫类型

选择呼出路由的呼叫种类，企业内部、市话、国内长途和国际长途四种，最低权限为企业内

部，缺省值“企业内部”，用户和中继的权限需要大于等于对应呼出路由的权限，否则无法呼

出。

周/24小时
设置呼出路由的生效时间。一般都选择从“星期一”到“星期日”，每天“24小时”，这样

表示任何时间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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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直线路由不支持播放二次播放音。

（2）用户和中继的权限需要大于或者等于呼出路由的权限，才能够从相应的路由呼出。如：呼出路

由呼叫类型设置为“国内长途”，那么如果用户和中继的权限为“市话”或其他低于“国内长途”权

限，就不能通过该条路由上呼出。

（3）生效时间中周的设定，按着中国习惯，如果所有时间都生效，请选择从“星期一”到“星期日”，

切记不要选成“星期日”到“星期一”，否则只有“星期日”和“星期一”生效。

2. 单击<路由>，弹出如图 5-35所示标签。

图 5-35 呼出路由-路由

<路由>标签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5-15 新建呼出路由－路由

名称 功能说明

类型 该路由所使用的中继类型，可选项有 SIP中继。

名称 可选项为已选“类型”中的中继名称。

出局前缀变换为

出局后的呼叫号码，即为变换后的号码。 使用“X”，表示匹配所有号码，即对

所有号码不做变换。 需要变换号码时，譬如号码出局后，要在号码前加拨 0，则

此处输入“0”即可。

路由中继配置框

选择类型和名称后单击<添加>按钮，添加到文本框。 选中已添加的中继，单

击<删除>按钮，删除该中继。 选中已添加的中继，单击<上移>、<下移>按
钮，改变中继位置，调整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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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必须配置市话、国内长途和国际长途三种呼出路由权限。

（2）“路由中继框”中优先级高的排在前列，若优先级高的中继被占满或者发生故障则启用优先级低

一级的中继，可以通过 按钮调整路由的中继优先级。

3. 单击<路由组>，弹出如图 5-36所示页面。

图 5-36 新建呼出路由

选择路由归属的路由组，将路由加入到选定的路由组中，系统默认路由组“default”，在待选组

单击选中的路由组，单击 则添加到右框内；在右框里单击不需要的路由组单击 回到左框内则不

生效，一个路由可以归属到多个路由组内。

修改/删除呼出路由 单击需要修改呼出路由操作栏

的 按钮对该呼出路由信息进行修改。 单击需要删除呼出路由操作

栏的 按钮对该呼出路由信息进行删除。

搜索呼出路由

单击<搜索>按钮，弹出如图 5-37所示页面，用户可以按照呼出路由的名称搜索已设置的呼出路

由信息。

图 5-37 搜索呼出路由

举例：

（1）直线出局的呼出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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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8 直线出局的呼出路由

（2）加拨“0”的呼出路由

图 5-39 加拨“0”出局的呼出路由

（3）加拨“9”的呼出路由

图 5-40 加拨“9”的呼出路由

5.2.3 变换号码

在呼入或者呼出电话时，按照设置的规则对号码进行变换。选择“基本业务>变换号码”，弹出如

图 5-41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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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1 变换号码

添加号码变换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新建号码变换页面如图 5-42所示。

图 5-42 新建号码变换

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5-16 新建号码变换

名称 功能说明

名称 输入变换号码的名称。

呼叫类型 号码变换的呼叫类型，可选呼入、呼出，缺省值“呼入”。

中继 号码变换使用的中继，可选已存在的中继，缺省值“所有”中继。

变换对象 号码变换的对象，可选主叫号码或者被叫号码，缺省值“主叫号码”。

原号码 填写变换前的号码。

变换类型 如何变换原号码，可选增加﹑删除﹑修改，缺省值“增加”。

起始位置 从左向右计算位数，设置需要变换号码的开始位置，起始位置应大于等于 1。

长度 从起始位置开始发生变换的号码长度，变换类型为“增加”不可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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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功能说明

变换号码 填写增加的号码或者修改后的号码，变换类型为“删除”不可填。

 说明

原号码可使用“0~9”的数字、“X”、“N”、“Z”、“#”、“*”、“+”，说明如下：

 X：代表任何一个 0至 9之间的数字。

 N：代表任何一个 1至 9之间的数字。

 Z：代表任何一个 2至 9之间的数字。

修改/删除号码变换

单击需要修改号码变换操作栏的 按钮对该号码变换的信息进行修改。

单击需要删除号码变换操作栏的 按钮对该号码变换的信息进行删除。

搜索号码变换

单击<搜索>按钮，弹出如图 5-43所示页面。

图 5-43 搜索号码变换

用户可以按照中继﹑原号码﹑变换对象和变换类型的组合信息搜索已设置的号码变换信息，单击

<显示全部>按钮，显示所有已存在的号码变换信息。

5.2.4 拨号规则

选择“基本业务>拨号规则”，弹出如图 5-44所示页面。

图 5-44 拨号规则

新建拨号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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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添加>按钮，弹出如图 5-45所示页面。

图 5-45 新建拨号规则

界面描述如下：

表 5-17 新建拨号规则

名称 功能说明

名称 输入新建拨号规则的名称。

路由组 指定路由组，缺省值“所有”。

呼出路由 指定呼出路由，缺省值“所有”。

拨号规则 设定拨号规则，详见拨号规则说明。

不匹配策略

选择“不匹配时超时送出”，拨号与拨号规则不匹配时，超出反应时间送出信号。 选

择“不匹配时立即送出”，拨号与拨号规则不匹配时，立即送出信号 选择“不匹配时

立即挂断”， 拨号与拨号规则不匹配时，立即挂断，缺省值“不匹配

时超时送出”。

启用拨号规则 选中启用规则，系统使用该拨号规则，每次只能启用一个规则。

拨号规则可以使用“0－9”、“X”、“Z”、“N”、“－”符号。 拨号规则

说明：

表 5-18 拨号规则说明

名称 功能说明

X 代表 0至 9之间的任何一个数字。

N 代表 2至 9之间的任何一个数字。

Z 代表 1－9之间的任何一个数字

[2-8]XXXXXX 一个以 2至 8之间的任何一个数字开头的 7位号码，用于结束本地呼叫。

02XXXXXXXXX
在中国，各区域中心城市的国内长途区号均为 02X，并且各城市本地网用户的号码长

度均为 8位

013XXXXXXXXX 一个以 013开头的 12位号码，用于结束长途手机呼叫。

11X 以 11开头的 3位号码，用于结束紧急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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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功能说明

17911（此为举例）
收到所设的的号码（类似此处的 17911）后马上送出。此例子是为说明结束特定号码

的方法。

中国市话权限默认拨号

规则

10XXX;11X;12XXX;16XXXX;17XXXX;19XXX;1[358]XXXXXXXXX;20X;30X;400XXX
XXXX;800XXXXXXX;951XXXXX;955XX;96XXX;9XXXX;[2-8]XXXXXXX;

中国国内长途权限默认

拨号规则
010XXXXXXXX;01[358]XXXXXXXXX;02XXXXXXXXX;0[3-9]XXXXXXXXXX;

搜索拨号规则

单击<搜索>按钮，弹出如图 5-46所示页面，用户可以按照中继名称搜索已设置的拨号规则。

图 5-46 搜索拨号规则

举例：

图 5-47 拨号规则－举例

市话拨号规则：

120;11X;111XX;100XX;12XXX;95XXX;96XXX;1[3458]XXXXXXXXX;[2-8]XXXXXXX;400XXXX
XXX;800XXXXXXX;

长途拨号规则：1[3458]XXXXXXXXX;10XXXXXXXX;2XXXXXXXXX;[3-9]XXXXXXXXXX;

国际长途拨号规则：（不配置，因为不能确定国际号码的位数）

5.2.5 被叫号码识别

根据设置的被叫号码识别，采用不同的呼入策略，选择“基本业务>被叫号码识别”，弹出如图 5-48
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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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8 被叫号码识别

添加被叫号码识别

1.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如图 5-49所示页面。

图 5-49 添加被叫规则-时间

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5-19 添加被叫规则-时间

名称 功能说明

规则名称 定义呼叫规则的名称。

DNIS 根据需要定义 DNIS号码,即被叫号码。

时间
设置该规则生效的时间。缺省值选中“周”，选择“从星期一到星期日”，选中“24

小时”，即所有时间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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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生效时间中周的设定，按着中国习惯，如果全体选中，请选择从“星期一”到“星期日”，切记不要

选成“星期日”到“星期一”，否则只有“星期日”和“星期一”生效。

2. 单击“操作”标签，弹出如图 5-50所示页面，选择 DNIS号码被叫时触发的动作。

图 5-50 添加被叫规则-操

作 表 5-20 添加被叫规则-

操作

5.3 补充业务

补充业务是给用户提供的免费服务，包括基本设置﹑热线﹑组呼﹑同组代答﹑彩铃﹑闹钟﹑快捷
拨号﹑呼叫转移﹑黑名单。

5.3.1 基本设置

选择“补充业务>基本设置”，弹出如图 5-51所示页面。基本设置包括基本业务﹑呼叫转移﹑呼叫

等待﹑黑名单﹑语音留言。

名称 功能说明

触发动作
可选企业总机、分机号码、会议管理、播放提示音（不可中断）、播放提示音（可

总断）、语音邮箱、组呼、队列、等待邀请、挂断、分机（不转语音信箱）。

单击<添加>按钮选定动作和动作内容后，就会在动作列表里出现已选定的动作。

如果有多个动作将会按照从上往下的顺序匹配，通过一个动作后，将停止匹配。

单击<删除>按钮，从动作列表中删除不需要的动作。

单击<上移>和<下移>按钮动作列表的顺序可以用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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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1 基本业务

5.3.1.1 基本业务

基本业务如图 5-51所示。详细介绍使用话机操作基本业务功能的使用方法。其中特征号码就是使

用开始为“*”或“#”的功能接入码，拨打特征码后才能触发相应的功能。

选择需要开通的业务，选中对应的单选框，启用该功能。 界面描述如

下：

表 5-21 基本业务

名称 功能说明

指定代答
用户只需要拨打代答特征码为**。某分机振铃时，任意一部分机可以按“**+振铃

分机号码”，接听来电。

同组代答

特征码为*115。在同一代答组里的分机，若某一分机振铃，另外一分机可以按*115
将来电接听。若多个分机振铃，代答的顺序按照振铃的先后顺序。同一代答组成员

的设置请参见 5.3.4 同组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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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功能说明

快捷拨号前缀
特征号码为*0。使用快捷键拨号的前缀，例如设定快捷键 1为号码 999，使用快

捷键拨号拨打 999的方法为拨打“*01”。

快捷拨号

特征号码为*75。可用 0－9这十个号码分别代替十个特别的电话号，用户呼叫这

些用户时只需拨打“*0+相应的数字号码”即可。业务登记方法为，分机拨打*75，
听提示音后先输入一位快捷键，再听提示音输入该快捷键所要代表的号码。

特征号码为*77。分机拨打*77后听提示音后开始，挂机结束。

设置免打扰
用户不希望被来电时，可以使用该业务，特征号码为*78。分机拨打*78后，其他

用户拨打该分机将听忙音，设置免打扰功能的座机可以正常呼出。

取消免打扰 特征号码为*79。登记免打扰业务的分机拨打*79将取消免打扰业务。

检查
特征号码为*99。分机后可以拨打*99听，听结束后听提示音按“1”重新听，按

“*”可以重新，重新将覆盖原。

话机登入
特征号码为*105。已登出的分机拨打*105听提示音“话机登入成功”，可以将分

机登入系统。

话机登出
话机登出：特征号码为*106。分机拨打*106听提示音”话机登出成功”，登出后其

他用户拨打此分机将听忙音，并且此分机也无法呼出。

启用缺席
用户不方便接听电话时，可以使用该业务，特征号码为*103，用户登记了缺席服

务，其他用户呼叫该用户时会听到缺席提示音，启用缺席的话机可以正常呼出。

取消缺席 特征号码为*104。

查询自己号码 特征号码为*111，分机拨打*111可以听到本机号码的提示音。

主叫号码显示限定

用户具有来电显示业务权限时，当该用户做为被叫号码时，如果主叫不限制显示

号码，该用户的话机可以显示主叫号码；如果开通了主叫号码显示设定，则不显示

主叫号码，特征号码为*114。

接入式电话会议
与会方通过拨入预先设定的接入码和密码加入电话会议，特征接入码为*51，听到

提示音后拨入会议厅号，输入密码，验证成功后用户方可加入电话会议。

闹钟设置
特征号码为*56，听见提示音后设定闹钟时间，话机会按用户预定的时间自动振铃，

利用电话机铃声，提醒用户去办计划中的事情。

“接入式电话会议”举例：

情景：用户 A召开接入式电话会议，邀请用户 B、用户 C参加会议。

步骤：

1. 在已开通接入式电话会议功能的前提下，用户 A摘机拨打*51创建会议， A为电话会议主持

人。

2. 接听电话会议号码，如提示“当前会议号码’46213’请输入电话号码并以’#’号键结束”，提示

音播放结束后，输入邀请的电话号码 B，并按“#”键结束。

3. B听见振铃，B摘机后与 A通话。

4. 如果 A需要邀请 B参加电话会议，请按“1”键，A听提示音“您已处在会议中，当前会议

只有 1人”；B听提示音“这是一个会议呼叫，按’1’加入会议，拒绝请挂机”。

5. B按“1”加入会议，并收到提示音“当前有 1人加入会议”，受邀成功。

6. A按“0”继续邀请用户 C加会议，邀请步骤请重复 2，3，4，5。

7. 步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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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呼叫转移

呼叫转移如图 5-52所示。详细介绍使用话机操作呼叫转移功能的使用方法。其中特征号码就是使

用开始为“*” 或“#”的功能接入码，拨打特征码后才能触发相应的功能。选择需要开通的业务，

选中对应的单选框，启用该功能。

图 5-52 呼叫转移

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5-22 呼叫转移

名称 功能说明

设置无应答转移
特征号码为*52。A分机拨打*52听提示音后输入所要转移到的分机号 B，如果其

他用户再拨打 A而且没有接听时将转移到 B分机。

取消无应答转移 特征号码为*53。已设置无条件转移的分机拨打*53则取消无应答转移业务。

设置无条件转移
特征号码为*72。A分机拨打*72听提示音后输入所要转移到的分机号 B，则其他

用户再拨打 A分机将直接转移到 B分机。

取消无条件转移 特征号码为*73。已设置无条件转移的分机拨打*73则取消无条件转移业务。

设置遇忙转移
特征号码为*90。A分机拨打*90听提示音后输入所要转移到的分机号 B，如果 A

在通话时其他用户再拨打 A分机将转移到 B分机。

取消遇忙转移 特征号码为*91。已设置无条件转移的分机拨打*91则取消遇忙转移业务。

询问转
本业务允许被叫通过拍叉操作将来话转移到另一个用户，方便主叫与新的被叫建

立连接，A 呼叫 B，B拨 *26 + C，B 挂机 ，AC通话。

盲转
盲转：电话盲转，被叫用户可以简单的转移一个呼叫，或挂断电话继续处理自己

的事情， A 呼叫 B，B拨 *25 + C，B 挂机 ，AC通话。

5.3.1.3 呼叫等待

呼叫等待如图 5-53所示。详细介绍使用话机操作呼叫等待功能的使用方法。其中特征号码就是使

用开始为“*”或“#”的功能接入码，拨打特征码后才能触发相应的功能。选择需要开通的业务，选

中对应的单选框，启用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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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3 呼叫等待

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5-23 呼叫等待

名称 功能说明

设置呼叫等待

特征号码为*70。分机拨打*70开启呼叫等待功能。当 A和 B通话时，又有 C呼

叫 B，或者 B想呼叫 C。B拍叉簧或者按下 R键，就可以和 C通话，或者拨号呼

叫 C，此时 A听等待音乐。C挂断后 B将回到和 C的通话。

取消呼叫等待 特征号码为*71。分机拨打*71取消呼叫等待功能。

5.3.1.4 黑名单

黑名单如图 5-54所示。详细介绍使用话机操作黑名单功能的使用方法。其中特征号码就是使用开

始为“*”或“#”的功能接入码，拨打特征码后才能触发相应的功能。选择需要开通的业务，选中对

应的单选框，启用该功能。

图 5-54 黑名单

界面项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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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4 黑名单

名称 功能说明

设置黑名单
特征号码为*30，分机拨打*30后听提示音输入黑名单号码，然后听提示音，按 1

确定。

取消黑名单
特征号码为*31，分机拨打*31听提示音后输入要从黑名单中取消的号码然后听提

示音按 1确定。

把上次的呼叫号码列入黑名

单

特征号码为*32，分机拨打*32后听提示音按 1确定就可以把上次呼叫的号码列入

黑名单。

5.3.2 热线

热线功能是常见的一种功能，是指用户在摘机后在指定时间内不拨号或者直接不听拨号音，直接

接到用户所登记的号码，分为立即热线和延迟热线。

选择“补充业务>热线”，弹出如图 5-55所示页面。

图 5-55 热线

添加热线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如图 5-56所示页面。

图 5-56 添加热线

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5-25 添加热线

名称 功能说明

分机号码 启用热线功能的分机号码。

被叫号码 使用该热线拨出的被叫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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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功能说明

热线类型
延迟热线：是指用户在摘机后 N秒之内不拨号，将自动接到某一固定的被叫用户。

立即热线：是指用户在摘机后不会听到拨号音，将立即接到用户所登记的号码。

延迟时间 选择延迟热线，设置延迟时间，可选 0—10秒。

编辑/删除热线

单击需要修改热线操作栏的 按钮对该热线的信息进行修改。

单击需要删除热线操作栏的 按钮对该热线的信息进行删除。 搜索热

线

单击<搜索>按钮，弹出如图 5-57所示页面。

图 5-57 搜索热线

用户可以按照热线的分机号码﹑被叫号码﹑热线类型﹑延迟时间的组合信息搜索已设置的热线

信息。

5.3.3 组呼

设置组呼成员，当话务转到组呼时，该组的所有分机按着已设置的振铃策略振铃。 组呼和队列

的区别如下：

1） 组呼相比队列来说更加简单，适用每个人都有固定分机号码的团队。

2） 不能直接呼叫组只能通过企业总机转接到组，而队列有个队列号码可以直接呼叫。

3） 队列的振铃策略等功能比组呼更强大。 选择“补充业务>组呼”，弹出组呼页面

如图 5-58所示。

图 5-58 组呼

添加组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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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添加>按钮，弹出如图 5-56所示页面。

图 5-59 添加组呼

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5-26 添加组呼

名称 功能说明

名称 设置组呼的名称。

振铃策略

选择“所有振铃”，组内空闲电话全部振铃，直到有人接听电话； 选择“循

环振铃”，组内空闲电话轮流振铃； 选择“最近最少接听振铃”，组内最近接

听电话最少的分机先振铃； 选择“最少接听振铃”，组内平均最少接听电话

的分机先振铃； 选择“随机振铃”，组内电话随机振铃； 选择“记忆循环振

铃”，记忆上一次振铃到哪一部分机，然后继续循环振铃。

电话 从下拉框选择改组的分机号码，单击<添加>按钮加入已选栏。

已选框 对已选电话进行删除、上移、下移操作，振铃时按照由上向下顺序振铃.

搜索组呼

单击<搜索>按钮，弹出如图 5-57所示页面。

图 5-60 搜索组呼

用户可以按照组呼名称﹑振铃模式的组合信息搜索已设置的组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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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同组代答

选择“补充业务>同组代答”，弹出如图 5-61所示页面，在同一代答组里的分机，若某一分机振铃，

另外一分机可以按*115将来电接听。若多个分机振铃，代答的顺序依照振铃的先后顺序。

图 5-61 同组代答

添加同组代答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如图 5-62所示页面。

图 5-62 添加同组代答

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5-27 添加同组代答

名称 功能说明

名称 设置同组代答的名称。

分机号码

添加该组的分机号码，选中待选号码。

单击< >按钮，进入已选，选中已选；

单击< >按钮，进入待选。

搜索同组代答

单击<搜索>按钮，弹出如图 5-63所示页面。



LVswitch IMS9000用户手册

75

图 5-63 搜索同组代答

用户可以按照同组代答名称﹑分机号码的组合信息搜索已设置的同组代答信息。

5.3.5 彩铃

启用彩铃，添加彩铃音乐。选择“补充业务>彩铃”，弹出如图 5-64所示页面。

图 5-64 彩铃

添加彩铃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如图 5-65所示页面。

图 5-65 添加提示音

在文本框输入彩铃名称，单击<浏览>按钮，选择本地音乐，单击<上传>按钮，把音乐上传设备。

播放彩铃

单击< >按钮，播放提示音。

搜索彩铃

单击<搜索>按钮，弹出如图 5-66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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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6 搜索彩铃

用户可以按照彩铃名称搜索已设置的彩铃信息。

说明：

（1）用户可以在自服务系统中上次或者录制个性彩铃音，否则将按此处随机播放彩铃音。

（2）上传音频文件的格式为 8kHz、16bit，单声道格式的 wav、alaw、ulaw、gsm文件。

5.3.6 闹钟
用户可以定制闹钟，系统会在指定时间指定分机上进行振铃提醒，避免错过任何重要的安排。选

择“补充业务>闹钟”，弹出如图 5-67所示页面。

图 5-67 闹钟

添加闹钟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如图 5-68所示页面。

图 5-68 添加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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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需要闹钟的分机号码﹑闹钟提示音和闹钟提示时间即可。同一分机可以在不同时段设置多个

闹钟。

搜索闹钟

单击<搜索>按钮，弹出如图 5-69所示页面。

图 5-69 搜索闹钟

用户可以按照闹钟的分机号码搜索已设置的闹钟信息。

说明：

用户也可以使用 5.3.1.1基本业务的闹钟设置介绍的方法进行设置。

5.3.7 快捷拨号

满足用户的快速拨号需求，特征号码为“*0”。例如设定了快捷键“1”为号码“999”，使用快捷

键拨号拨打“999”的方法为用户直接拨打“*01”。

选择“补充业务>快捷拨号”，弹出如图 5-70所示页面。

图 5-70 快捷拨号

添加快捷拨号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如图 5-71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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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1 添加快捷拨号

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5-28 添加快捷拨号

名称 功能说明

分机号码 启用快捷拨号的分机号码。

快捷号码 设置快捷号码，可用 0－9这十个号码分别代替十个特别的电话号。

电话号码 快捷号码对应的电话号码。

说明：

用户也可以使用 5.3.1.1基本业务的快捷拨号介绍的方法进行设置。

搜索快捷拨号

单击<搜索>按钮，弹出如图 5-72所示页面。

图 5-72 搜索快捷拨号

用户可以按照分机号码﹑快捷号码和电话号码的组合信息搜索已设置的快捷号码。

5.3.8 呼叫转移

选择“补充业务>呼叫转移”，弹出如图 5-73所示页面，显示所有分机号码，单击< >按钮，对

分机号码进行呼叫转移设定，呼叫转移可提供无条件转移、遇忙转移和无应答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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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3 呼叫转移

编辑呼叫转移

单击< >按钮，弹出如图 5-74所示页面。

图 5-74 编辑呼叫转移

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5-29 编辑呼叫转移

名称 功能说明

分机号码 开通呼叫转移的分机号码。

无条件转移号码 该分机号码把所有呼叫转移到文本框里设置的号码。

遇忙转移号码 该分机号码正在通话时接收到的来电，将被转移到在文本框里设置的转移号码。

无应答转移号码 该分机号码被叫时长时间无人接听，将被转移到在文本框里设置的转移号码。

搜索呼叫转移

单击<搜索>按钮，弹出如图 5-75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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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5 搜索呼叫转移

用户可以按照分机号码﹑无条件转移号码﹑遇忙转移号码﹑无应答转移号码的组合信息搜索已

设置的呼叫转移号码信息。

说明：

用户也可以使用 5.3.1.2呼叫转移的快捷拨号介绍的方法进行设置。

5.3.9 黑名单

分机可以针对某些号码进行拒接呼入，保证正常的工作免遭恶意骚扰。 选择“补充业务>黑名

单”，弹出如图 5-76所示页面。

图 5-76 黑名单

添加黑名单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如图 5-77所示页面。

图 5-77 添加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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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5-30 添加黑名单

名称 功能说明

分机号码 选择分机号码。

黑名单号码 该分机拒绝接受呼入的黑名单号码。

说明：

用户也可以使用 5.3.1.4黑名单介绍的方法进行设置。

搜索黑名单

单击<搜索>按钮，弹出如图 5-78所示页面。

图 5-78 搜索黑名单

用户可以按照分机号码和黑名单号码的组合信息搜索已设置的黑名单信息。

5.4 增值业务

增值业务包括一号通﹑会议桥、电话会议﹑语音信箱﹑企业总机﹑话务台、队列、座席。

5.4.1 一号通

一号通业务可以将个人分机和其他分机以及外线号码（例如手机、外线座机等）进行绑定。当呼

叫您的个人分机号码时，您所绑定的号码将依据设置的振铃方式振铃，如同时振铃、顺序振铃或记忆

循环振铃等。让你随时随地可以接听重要的电话。

选择“增值业务>一号通”，弹出如图 5-79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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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9 一号通设置

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5-31 一号通设置

名称 功能说明

分机号码 选择需要使用一号通业务的分机号码。

策略名称 设置一号通业务的策略名称。

振铃策略

选择“所有振铃”，所有设置号码同时振铃； 选择“顺序振铃”，按照号码

一，二，三，四，五的顺序振铃； 选择“记忆循环振铃”， 记住上一次振铃

的分机，优选上次没有振铃的分机。

振铃间隔 每个号码振铃时间。

超时时间 所有号码振铃总时间。

一号通位置提示周期 遇忙时提示时间间隔。

号码
可选分机号或直接点击号码栏输入外线号码（注意外线号码前要加出局字冠），可

设置五个号码，号码一默认为分机号码。

启用策略 请选中单选框。

5.4.2 会议桥
选择“增值业务>会议桥”，弹出如所图 5-80示页面，设置会议号码，用户通过呼叫会议号码加入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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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0 会议桥

添加公共会议

1.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如下图 5-81所示页面。

图 5-81 新建会议桥-基本设置

<基本设置>标签描述如下：

表 5-32 新建静态电话会议-基本设置

名称 功能说明

号码
电话会议的接入号码。进入电话会议时要拨打的号码，外线呼入时要转接此号码。

会议号码不能和分机号码重复。

名称 电话会议名称，用于标识电话会议。

最大用户数 会议的最大同时在线人数。

受保护会议 选中单选框，为受保护会议，需要设置用户密码和管理密码。

用户 PIN
普通用户进入会议的密码，在呼叫会议号码后听提示音后输入，PIN取值范围

0000~9999。用户 PIN和管理 PIN不能相同.

管理 PIN
管理员用户进入会议的密码，在呼叫会议号码后听提示音后输入，PIN取值范围

0000~9999。用户 PIN和管理 PIN不能相同。

2. 单击<高级设置>标签，弹出如图 5-82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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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2 新建会议桥-高级设置

界面描述如下：

表 5-33 会议桥-高级设置

名称 功能说明

等待主持人
选择“是”，设置等待主持人，主持人进入后会议才能开始。

选择“否”主持人不到也能开始会议。

进出不提示
选择“是”，所有提示音都取消，包括会议人数提示音等。

选择“否”，当用户拨入会议时，会议有相应的语音提音。

用户加入时

提示用户数

选择“是”，每进入一个用户就会提示当前会议总用户数。

选择“否”，用户进入时不提示当前会议总用户数。

等待音乐

选择“是”，当会议室中只有一个成员时，听到音乐，或者当管理员没有进入会议

室时，其他成员均听音乐。

选择“否”，会议未开始时无音乐。

允许菜单

选择“是”，普通用户和管理员都可以使用这个菜单，当用户按“*”号键，就会

出现提示操作音，目前支持的操作有 1. 本机静音/取消静音，2. lock/unlock会议，

3. 最后加入会议成员离场（只有管理员可以使用），4. 降低会议音量，6.提高会议

音量，7.降低用户音量，9.提高用户音量，8.退出允许菜单操作。

选择“否”则无此功能。

3. 完成设置后，单击<确认>按钮，成功添加公共会议如图 5-83所示。

图 5-83 添加名称为“meeting1”的会议桥

搜索会议桥

单击<搜索>按钮，弹出如图 5-84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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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4 搜索会议桥

用户可以按照会议桥的名称和号码的组合信息搜索已设置的会议信息。

5.4.3 电话会议

用户管理里的用户在自服务系统里创建电话会议后，全部显示于电话会议页面，管理员可以管理

用户已经创建的所有会议。

5.4.3.1 登录自服务系统

用户 PC 通过 LAN 口访问设备，在浏览器的地址栏输入“http：//192.168.100.1/users”（其中

“192.168.100.1”为设备出厂缺省的 LAN口 IP地址）。

按回车键，弹出登录页面如图 5-85所示。

图 5-85 登录页面

举例：用户帐号“8000”，密码“111111”，在登录界面“8000”，密码“111111”，输入验证码，

单击<登录>按钮，进入自服务系统页面。

说明：

“系统管理>用户管理>用户管理”里的用户设置中开启电话会议权限的用户，才能在自服务系统进入

电话会议页面创建会议，详见 4.1.1.1用户管理中的会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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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2 会议管理

会议管理页面显示当前帐号所创建的会议，可以对正在召开的会议成员进行管理，对尚未召开的

预约会议进行修改。

在自服务系统选择“电话会议>会议管理”，弹出如图 5-86所示页面。

图 5-86 会议管理

单击操作栏中< >按钮，查看正在进行会议的相关信息。 如果需要修改尚未进行会议的相关信

息，进入会议设置界面后，修改参数后单击< >。 如果需要取消已预约会议，进入

会议设置界面后，单击< >。 如果需要删除已预约会议，选中会议前面的单选框，然后单

击< >按钮，删除对应会议。

5.4.3.3 创建会议

在自服务系统选择“电话会议>创建会议”，弹出如图 5-87所示页面。



LVswitch IMS9000用户手册

87

图 5-87 创建会议

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5-34 创建会议

名称 功能说明

基本信息

会议号码 进入即时会议页面，系统自动分配的电话会议号码。

会议主题 会议主题，根据需要填写。

最大用户数 参加会议的最大人数，默认值为“8”人。

会议设置

会议类型

即时会议：立即开始会议，对邀请人员发起呼叫，未被邀请人员可以拨打电话会

议号码接入。

预约会议：建立预约会议后，在指定的时间系统会建立会议室，对邀请人员发起

呼叫，未被邀请人员可以拨打电话会议号码接入。

开始时间： 预约开会的时间，输入值必须比当前时间晚。

会议时长（分钟） 会议的持续时间，单位：分钟，默认值为 30分钟。

高级选项

进出不提示
选择“是”，用户进入会议不提示；

选择“否”，用户进入会议提示。

用户加入时

提示用户数

选择“是”，进入一个用户就会提示当前会议总用户数；

选择“否”，会议进入用户不提示会议总的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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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功能说明

邀请成员

从地址薄中选择
单击<从地址薄中选择>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显示企业通信录目录，选择需

要邀请的号码，然后单击<应用>按钮。

自定义成员（单击< >，受邀成员显示在下方邀请人员列表中，选择用户听说权限）

邀请号码
手动输入号码添加用户电话号码。 如果受邀号码为

外线号码，需要手工添加出局字冠。

姓名 输入受邀号码的人员名称。

接收短信号码
输入被邀请人的手机号码，预约会议成功建立后，系统将会发送会议通知至该号

码。

接收邮件地址
输入被邀请人的邮件地址，预约会议成功建立后，系统将会发送会议通知至该邮

件地址。

完成设置后，单击<确认>按钮，成功建立会议，可以在“会议管理”中查询会议详情如图 5-88
所示。

图 5-88 已建立会议

注意：

需要管理员在“系统管理>用户管理”中开通会议功能。

5.4.3.4 会议记录

选择“增值业务>会议记录”，弹出如图 5-89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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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9 电话会议

电话会议页面显示用户管理中用户所创建的所有会议。

单击< >按钮，查看会议的与会成员信息； 单击

< >按钮，删除选中的电话会议。

5.4.4 语音邮箱

被叫用户无法接听来电的时，可以将主叫用户的呼叫转接到语音信箱进行留言。留言结束后系统

将语音留言转化为 WAV 音频格式的文件发送到被叫用户所登记的邮箱里，并附有留言的具体时间，

长短等详细信息，方便用户及时接收各种重要通话信息。

选择“增值业务>语音留言”，弹出如图 5-90所示页面。

图 5-90 语音留言

界面项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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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5 语音留言

名称 功能说明

本机收听留言
单击单选框启用该功能，开通语音信箱功能的分机号上收听语音留言，特征号码

为*97。设置语音信箱功能的分机 A拨打*97，收听语音留言。

远程收听留言
单击单选框启用该功能，在其他话机上收听语音留言，特征号码为*98。话机 B

拨打*98，根据提示音操作，收听设置了语音留言功能的分机 A的语音留言。

超时转语音信箱（秒） 设置被叫用户 N秒无应答后，转接语音信箱。

最大消息数 最大消息数可达 1000条，此处为全局参数，建议保持默认值。

最小留言长度（秒） 最小留言长度可选范围 1—60秒，建议保持默认值。

最大留言长度（秒） 最大留言长度可选范围 1—60秒，建议保持默认值。

发件地址 被叫用户收到语音信箱发送的留言邮件所显示的邮件地址，默认值“admin”。

主题 被叫用户收到语音信箱发送的留言邮件所显示的邮件主题，默认值“Voicemail”。

署名 发件人署名，默认值“admin”。

说明：

收听语音留言时，可能系统会提示您输入密码，密码为语音信息中的 PIN码，初始密码为“0000”，
具体请联系管理员，详情参见 4.1.1.1添加单个用户中语音邮箱设置。

5.4.5 企业总机

企业总机可以提供一个灵活的 IVR系统，允许管理员根据应用情景创建响应菜单，用户通过按键

进入预设好的情景流程中，每个情景可以有几个行动，这些行动可以引发事件，例如转分机、创建会

议、队列，甚至转到另外的 IVR流程中。

选择“增值业务>企业总机”，弹出如图 5-91所示页面。

图 5-91 企业总机设置

添加企业总机

1.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如图 5-92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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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2 新建企业总机

2. 输入新企业总机的名称，英文字母不区分大小写，单击<确认>按钮，弹出如图 5-93所示页面。

图 5-93 新建企业总机 ivr

设置企业总机

3.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如图 5-94所示页面。

图 5-94 设置企业总机

界面描述如下：

表 5-36 设置企业总机

名称 功能说明

号码
“开始”表示用户拨通外线总机开始时触发的企业总机事件；

“错误”表示用户所拨号码无效时要触发的企业总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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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功能说明

“超时”表示客户在拨通总机号码后在规定时间内未进行任何操作所自动触发的企业总机事

件；

用户也可以自定义号码，直接在文本框内输入号码，用来触发后续流程。

动作

号码下方选择框为“动作选择框”和“动作内容选择框”。代表在该号码下触发的动作和动作

内容。

“动作选择框”选项有企业总机、分机号码、播放音（不可中断）、播放音（可中断）、组呼、

队列、挂断、应答和会议管理。

“动作内容选择框”根据动作做相应变换。比如动作选择“分机”，则在动作内容选择框内可

选内容为已存在的所有分机。

动作列表

在选定动作和动作内容后 单击<添加>按钮，就会在动作

列表里出现已选定的动作。

单击<上移>和<下移>按钮，如果有多个动作将会按照动作发生的顺序从上往下排列。动作列

表的顺序可以用调整。

单击删除>按钮，从动作列表中删除不需要的动作。

4. 完成设置后，单击<确认>按钮。

搜索企业总机

单击<搜索>按钮，弹出如图 5-95所示页面。

图 5-95 搜索企业总机

用户可以按照企业总机名称搜索已设置的企业总机信息。

5.4.6 话务台

选择“语音配置>增值业务>话务台”，进入如下图 5-96所示页面。

图 5-96 话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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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添加>按钮，弹出如下图 5-97所示界面。

图 5-97 添加话务员账号

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5-37 添加话务员账号

名称 功能说明

账号 可使用数字 0－9、字符 a－z，A－Z，长度 4-30位。

密码 输入账号的密码，长度 4-30位。

权限设置

根据实际需要设置话务员的权限，“*”为特殊权限，请慎重设置。

其中： 导出其他话务员的通讯录：选中，在通讯录导出中可以导

出其他话

务员的通讯录；不选，只可以导出话务员自己的通讯录。 切换：

选中，转接电话时，话务台候线中的切换的按钮会显示为

，且按钮可用；不选，则话务台候线中的切换按钮会显示

，且按钮不可用。

信息输入完成后，单击<确认>完成，新增的话务员信息显示在“话务员账号列表”中。

5.4.7 队列

队列功能被广泛的应用于呼叫中心，通常把几个接线员的分机设置到一个队列之中，对外只使用

一个队列号码，当用户拨打这个队列号码时，这队列里的所有分机会按照振铃策略振铃（例如同时振

铃、循环振铃等）。

选择“增值业务>队列”，弹出队列页面如图 5-9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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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8 队列

添加队列

1.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如图 5-99所示页面。

图 5-99 新建队列

界面描述如下：

表 5-38 新建队列

名称 功能说明

名称 设置队列名称。

分机号码
设置该队列的分机号码，即呼叫该队列的号码，队列号码不可以和其他分机号码

重复。

队列位置提示周（秒） 遇忙时提示时间间隔，建议保持缺省值“30”秒。

振铃策略

所有振铃：队列中所有分机一起振铃，缺省值“所有振铃”； 循环振铃：分

机轮流振铃； 最近最少接听振铃：最近最少接听的分机优先振铃； 最少接

听振铃：接听最少的分机优先振铃；随机振铃：随机选择分机振铃；

记忆循环振铃：记住上一次振铃的分机，优选上次没有振铃的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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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功能说明

最大等待数 队列同时所能容纳的最多呼叫次数，缺省值“30”。

振铃时间（秒） 坐席未应答时振铃的时长，缺省值“30”秒。

重试等待时间（秒）
分机全忙时，呼入用户可以选择等待，到达重试等待时间后将听提示可以选择继

续等待或者挂机，缺省值“5”秒。

最大等待时间（秒） 呼入用户连续选择继续等待的最长时间，缺省值“60”秒。

优先级 相对其他队列的优先级，分为低、中等、高、极高 4种，缺省值“低”。

超时处理
呼入久无应答后的处理方法，可选其他分机号码、播放提示音（不可中断）、播放

提示音（可中断）、队列、挂断，缺省值“挂断”。

2. 单击<应用>按钮，完成队列设置。

添加队列成员

1. 添加队列界面如图 5-100所示页面。

图 5-100 队列成员

2.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如图 5-101所示页面。

图 5-101 添加队列成员

界面描述如下：

表 5-39 添加队列成员

名称 功能说明

类型 可选坐席或者电话，默认值“座席”。

成员 根据类型选择成员。

搜索队列

单击<搜索>按钮，弹出如图 5-95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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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2 搜索队列

用户可以按照队列名称和分机号码搜索已设置的队列信息。

注意：

队列号码不能和已存在的用户分机号码或者电话会议号码等其他业务号码重复。

5.4.8 坐席
坐席可以在任意分机上拨打座席登入特征码进行注册，以方便就近办公。适用于倒班制度的服务

人员，几班人员可以使用同一座机登入不同的坐席 ID，座席可以作为队列成员使用。

选择“增值业务>座席”，弹出如图 5-103所示页面。

图 5-103 坐席

坐席登入说明：

表 5-40 坐席界面描述

名称 功能说明

启用 选中单选框，启用坐席。

坐席登入号码 登入坐席时，在分机上拨*113，听提示音后拨坐席 ID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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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功能说明

无应答登出时间 久不应答后坐席登出的时间。

需要 ACK 登入坐席时是否需要身份确认。

添加坐席 ID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如图 5-104所示页面。

图 5-104 新建坐席

界面描述如下：

表 5-41 添加坐席

名称 功能说明

ID 设置座席号码，在登入时使用。

名称 坐席名称。

PIN 该坐席 ID登入的密码.，密码范围 0000~9999。

搜索坐席

单击<搜索>按钮，弹出如图 5-105所示页面。

图 5-105 搜索坐席

用户可以按照坐席的 ID和名称搜索已设置的坐席信息。



第 6章系统维
护

摘要

本章介绍系统状态﹑系统维护﹑日志管理﹑告警管理、升级。

6.1 系统状态

系统状态包括系统信息﹑服务状态。

6.1.1 系统信息

选择“系统状态>系统信息”，弹出如图 6-1系统信息页面。通过界面查看软件版本号﹑硬件版本

号﹑当前时间﹑总存储空间﹑剩余存储空间﹑CPU 使用率﹑内存使用率﹑日志空间使用率﹑License
授权类型﹑License授权日期﹑产品序列号﹑最大许可用户数等信息。

图 6-1 系统信息

6.1.2 服务状态

选择“系统状态>服务状态”，弹出如图 6-2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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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服务状态

单击<启用>按钮，启用对应的服务；单击<停止>按钮，停用对应的服务；单击<重新加载>按钮，

使修改的配置信息生效。

6.2 系统维护

系统维护包括基本设置﹑时间设置﹑配置数据备份和恢复、系统工具。

6.2.1 基本设置

选择“系统维护>基本设置”，弹出如图 6-3所示页面，填写管理员邮箱地址﹑主机名﹑域名，缺

省主机名“localhost”、缺省域名“localdomain.com”。

图 6-3 基本设置

6.2.2 时间设置

选择“系统维护>时间设置”，弹出如图 6-4所示页面。用户设置好当前的时区和时间后，系统会

自动更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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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时间设置

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6-1 时间设置

名称 功能说明

时间 显示当前时区的系统时间。

时区 选择某个时区，单击<应用>，“时间”显示为该时区的时间。

Internet时间同步

自动与 Internet时间服务器同步:选择该项后，每天在系统时间 4:02自动同步当前

时区的时间，默认开启。

主用时间服务器:设置主用时间服务器，通过该时间服务器同步时间，该项有缺省

值，可以不修改。

备用时间服务器:设置备用时间服务器，该项有缺省值，可以不修改。

立即同步:单击<立即同步>按钮，手动同步当前时区的时间。

6.2.3 配置数据备份和恢复
备份信息后，当系统信息丢失后，可将当前设置恢复到备份时的设置，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并

减少信息丢失带来的损失，备份系统设置信息还有助于进行故障分析。

选择“数据维护>配置数据备份与恢复”，弹出如图 6-5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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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配置数据备份

备份信息操作：

在“文件名”文本框中输入自定义名称，单击<开始>按钮，备份当前的设置信息到设备，显示于

“备份文件管理”列表内。单击< >按钮，可以把备份文件下载到本地设备上保存。

恢复备份信息操作： 单击<恢复>标签，弹出如

图 6-6所示页面。

图 6-6 配置数据恢复

单击文件后面的恢复按钮< >，就可以恢复该文件的配置信息。如果备份文件已从设备删除，

可以通过单击<上传>按钮选择需要的文件，然后再次单击<上传>按钮，恢复配置文件到“配置数据恢

复（恢复）”列表。

注意：

恢复配置文件属于重大操作，系统将重启，请谨慎操作，建议使用火狐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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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域名，单击<

“

>按钮进行测试。

6.2.4 系统工具

选择“系统维护>系统工具”，弹出如图 6-7所示页面，设备提供 ping测试和 traceroute（路由跟

踪）测试，ipconfig、route、httpget和 Dnsquery查看。

图 6-7 系统工具

6.2.4.1 Ping功能

Ping功能用于测试设备和其他网络设备之间的连接是否正常，操作如下：

1. IP 地址（域名）”文本框内输入目的设备的 IP 地址

2. 测试完成后显示测试结果，连接正常如图 6-8所示，连接失败如图 6-9所示。

图 6-8 ping结果显示（Ping 目的地址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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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 ping结果显示（Ping 目的地址失

败）

6.2.4.2 TraceRoute功能

Traceroute（路由跟踪）功能用于测试设备到某台计算机或网络设备所经过的链路是否正常，操

作如下：

1. 在 TraceRoute后面的文本框内输入目的设备的 IP地址或者域名，单击<开始>按钮进行测试。

2. 测试完成后显示测试结果。跟踪成功如图 6-10所示，设备能经过路由到达目的地址；连接失败

如图 6-11所示，路由跟踪可以到达第一跳，无法到达第二跳。

图 6-10TraceRoute结果显示（跟踪成功）

图 6-11TraceRoute结果显示（跟踪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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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3 其他功能

Ipconfig查看操作：单击 ipconfig后面的<开始>按钮，即可在“结果输出”框内查看所有的端口

信息。

Route查看操作：单击 route后面的<开始>按钮，即可在“结果输出”框内查看路由信息。

HttpGet操作：在文本框内输入目的设备的 IP地址或者域名，单击<开始>按钮进行测试，查看是

否能抓取网页信息，如果能抓取，证明可以通过 http正常访问。

DnsQuery 操作：域名解析，文本框内输入目的设备的 IP 地址或者域名，单击<开始>按钮进行

DNS查询，内容显示在结果输出框内。

6.3 日志管理

日志管理包括操作日志﹑运行日志﹑用户日志﹑安全日志。

6.3.1 操作日志

操作日志主要包括用户对系统信息和配置信息的修改操作，帐号﹑角色﹑用户组﹑用户的新增﹑

删除和修改操作，告警和升级处理等操作信息。

选择“日志管理>操作日志”弹出如图 6-12所示页面。

图 6-12 操作日志

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6-2 操作日志说明

名称 功能说明

搜索
按照起始时间﹑截止时间﹑管理员和关键字的组合搜索操作日志信息。

注意起始时间只能设置为三个月以内。

日志清除 设置需要清除日志的时间段后，单击<清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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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功能说明

操作日志

时间：操作日志产生的时间。 管理员：产生操作日志

的管理员账号。 主菜单：操作日志的主菜单，即页面

上方的功能模块。 功能：操作日志的功能，即页面左

侧的子导航栏。

动作：对功能进行的操作动作，譬如登录﹑编辑﹑添加﹑应用﹑删除﹑退出。

内容：操作内容说明。

6.3.2 运行日志
运行日志主要包括业务配置信息的修改，设备日常运行信息，如注册、启动、暂停、插件的注册、

启动、暂停、恢复和停止等操作。

选择“日志管理>运行日志”弹出如图 6-13所示页面。

图 6-13 运行日志

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6-3 运行日志说明

名称 功能说明

搜索
按照起始时间﹑截止时间﹑管理员和关键字的组合搜索操作日志信息。

注意起始时间只能设置为三个月以内。

日志清除 设置需要清除日志的时间段，然后单击<清除>按钮。

运行日志

时间：运行日志产生的时间。 管理

员：产生运行日志的管理员账号。

主菜单：运行日志的主菜单，即页面上方的功能模块﹑页面左侧的导航栏和子导航

栏。

功能：运行日志的功能。 动作：对功能进行的运行动作，如注册、启动、暂停、

插件的注册、启动、暂停、

恢复和停止等。

内容：运行内容说明。

6.3.3 用户日志

用户日志主要包括管理员和普通用户的登录和登出信息，选择“日志管理>用户日志”弹出如图

6-14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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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 用户日志

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6-4 用户日志说明

名称 功能说明

搜索
按照起始时间﹑截止时间﹑管理员和关键字的组合搜索操作日志信息。

注意起始时间只能设置为三个月以内。

日志清除 设置需要清除日志的时间段，然后单击<清除>按钮。

用户日志

时间：用户日志产生的时间。 管理

员：产生用户日志的管理员账号。 主

菜单：用户日志的主菜单。 功能：用

户的操作类别。 动作：用户动作，如

登录和登出。

内容：用户内容说明。

6.3.4 安全日志

安全日志主要包括管理员和普通用户的登录失败信息，选择“日志管理>安全日志”弹出如图 6-15
所示页面。

图 6-15 安全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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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6-5 用户日志说明

名称 功能说明

搜索
按照起始时间﹑截止时间﹑管理员和关键字的组合搜索操作日志信息。

注意起始时间只能设置为三个月以内。

日志清除 设置需要清除日志的时间段，然后单击<清除>按钮。

安全日志

时间：安全日志产生的时间。 管理

员：产生安全日志的管理员账号。 主

菜单：安全日志的主菜单。 功能：安

全日志的功能。 动作：安全动作，譬

如登录失败等。

内容：安全内容说明。

6.4 告警管理
告警管理包括通用告警、特定告警。其中活动告警是设备实时上报的告警，历史告警是由活动告

警保存而来。

6.4.1 特定告警

特定告警是对特定系统状态和事件的告警。 选择“日志管理>特定告

警”弹出如图 6-16所示页面。

图 6-16 特定告警-活动告警

活动告警界面项描述如下：

表 6-6 特定告警-活动告警

名称 功能说明

名称 告警名称，由系统数据库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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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功能说明

级别 告警的严重程度，包括正常﹑次要﹑重要和严重。

类型 产生告警的类型。

发生时间 该告警发生的时间

维修建议 提供维修建议，把鼠标放在内容上可查看所有维修建议内容。

详细解释 提供告警解释，把鼠标放在内容上可查看所有详细解释内容。

定位信息 提供告警定位，把鼠标放在内容上可查看所有定位信息内容。

单击<历史告警>标签，弹出如图 6-17所示页面。

图 6-17 特定告警-历史告警

历史告警为已清除的活动告警，告警信息至少能保存六个月。 搜索告警

信息

单击<搜索>按钮，弹出如下所示页面。

图 6-18 搜索告警信息

活动告警和历史告警的搜索项一样，用户可以按照告警名称、级别、创建时间的组合信息搜索已

产生的告警信息。

6.4.2 通用告警

通用告警是指关于系统和链路状态的告警，具体包括系统冷启动、系统热启动、连接建立、连接

中断、设备注册失败、业务注册失败、业务认证失败。通用告警的查看请参见特定告警。



LVswitch IMS9000用户手册

109

6.5 升级

6.5.1 本地升级

使用本设备的用户可以和厂商联系获得最新的版本，对系统进行升级，以获得更多的功能和更为

稳定的版本，选择“升级>本地升级”，弹出本地升级页面如图 6-19所示，不可以跨版本升级。

图 6-19 本地升级

单击<浏览>按钮，弹出“选择文件”对话框中选择用来升级的版本文件，单击<打开>按钮，文件

路径显示于上图文本框内，然后单击<升级>按钮，开始升级，请耐心等待，升级过程中不要断开电源。

6.5.2 版本回退

选择“升级>版本回退”，弹出本地升级页面如图 6-20所示。

图 6-20 版本回退

从版本目标下拉框中选择需要回退到的版本号，单击<回退>按钮，回退到指定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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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不可跨版本升级或者版本回退，升级或者回退过程中不能掉电。

（2）设备升级过程中会自动重启，在此过程不要进行任何操作，请重启后重新登录Web管理系统。



第 7章业务统计

摘要
本章介绍呼叫日志。

7.1 保存时间设置

选择“呼叫日志>保存时间设置”，弹出如图 7-1所示页面，从下拉框中选择日志的最大保存时间，

最多保存 12个月，单击< >按钮完成保存时间的设置。

图 7-1 保存时间设置

7.2 呼叫日志

选择“呼叫日志>呼叫日志”，弹出如图 7-2所示页面，显示通话、电话会议、闹钟、队列、呼叫

特征码等业务记录。

图 7-2 呼叫日志

呼叫日志界面项描述如下：

111



LVswitch IMS9000用户手册

表 7-1 呼叫日志

名称 功能说明

主叫 显示主叫号码。

被叫
显示被叫号码。如果外线呼叫总机但未和分机通话被叫号码为 s，代表只触发了 IVR

中的 s语音应答流程，请参考企业总机设置。

中继 显示呼叫使用的中继种类和中继名称。

通话时长（秒） 从呼叫发起到呼叫结束时间，即从拨号完成到挂机时间。

话务类型 显示呼叫的类型。

应答结果
未接通代表被叫振铃但没有摘机应答；接通代表接通通话；遇忙代表呼叫时被叫正

忙也没有接通。

导出 单击<导出>按钮，导出呼叫日志信息在一个 Excel表格里。

搜索
单击<搜索>按钮，弹出呼叫日志搜索页面，用户可以按照起始日期、截止日期、

电话号码、中继、话务类型、用户组、时才组合信息搜索呼叫日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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