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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常见问题

1.1 电源规格

 GRP2612/W/P 使用+5V 0.5A 标配电源适配器 (GRP2612P/W 支持 PoE

（802.3af)

 GRP2613 使用+5V 0.6A 标配电源适配器（支持 PoE（802.3af）

 GRP2614 使用+12V 1.5A 标配电源适配器（支持 PoE（802.3af）

 GRP2615 使用+12V 1.0A 标配电源适配器（支持 PoE（802.3af）

 GRP2616 使用+12V 1.0A 标配电源适配器（支持 PoE（802.3af）

 GRP2624 使用+12V 1.0A 标配电源适配器（支持 PoE（802.3af）

 GRP2634 使用+12V 1.0A 标配电源适配器（支持 PoE（802.3af）

 GRP2670 使用+12V 1.0A 标配电源适配器（支持 PoE（802.3af)

1.2 GRP26XX 连接启动设备

 GRP26XX 连接

步骤 1：将 RJ-45 以太网电缆的一端连接话机的 LAN 端口；

步骤 2：将以太网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到以太网交换机/集线器的上行端口；

步骤 3：将电源适配器连接到话机的直流电源插孔，将电源适配器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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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连接到保护电源插座上；（其中除 GRP2612 型号以外支持 POE 的话机，如果

步骤 2接在 POE 交换机上，可以省率步骤 3）

步骤 4：话机启动，设备进入主界面，设备获取 ip。

1.3 如何查看，设置 GRP26XX 的 IP 地址？

 动态获取网络 （出厂默认方式）

步骤 1：话机出厂为 DHCP（动态）方式获取 IP，话机的 LCD 屏幕点击主菜单

。

步骤 2：查看 状态按钮，点击进入主页。

步骤 3：选择网络状态，既可查询话机 IP。

 静态配置网络

点击话机按键“主菜单” —“系统” —“网络”—IP 设置，选择静

态 IP—“静态 IP设置”依次输入静态 IP，子网掩码，网关，DNS服务器一

相关信息，保存后重启话机，话机配置完成。

1.4 如何配置 WIFI 连接（仅限 GRP2612W， GRP2614，

GRP2615,GRP2616,GRP2624,GRP2634,GRP2670 支持）

步骤 1：点击话机按键“主菜单” —“系统” —WIFI settings，选择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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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步骤 2：点击 Scan，可以搜索到当前环境的 WIFI，找到想要连接的 WIFI，点

击连接，输入无线网密码即可。

1.5 如 何 配 置 蓝 牙 连 接 （ 仅 限 GRP2614 ，

GRP2615,GRP2616,GRP2624,GRP2634,GRP2670 支持）

潮流 GRP2614/GRP2615/GRP2616/GRP2624/GRP2634支持蓝牙 5.0。可用于

连接手机或蓝牙耳机进行通话。具体配置方式如下：

步骤 1：点击话机按键“主菜单” —“系统” —Bluetooth，选择启

用；

步骤 2：点击 Scan，可以扫描到当前环境的蓝牙设备，找到想要连接的设备，

点击配

对，确认配对码即可配对成功。

更多细节可参考《蓝牙用户手册》GRP2600_Bluetooth_Guide.pdf (grandstream.com)

2 功能应用

2.1 如何登陆 GRP26XX 的 web 界面？

1. 打开 web 浏览器界面；（谷歌，IE，360 等）

2. 将电脑和话机 GRP26XX 连接入同一网络下；

3. 话机 LCD 屏幕查看 ip 地址；

4. 按照如下格式访问设备：http//IP （如：http://192.168.127.109）用户

名为：admin，密码为随机密码，在设备背部的贴纸上可以查询。

https://www.grandstream.com/hubfs/Product_Documentation/GRP2600_Bluetooth_Guide.pdf?hs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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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如何注册分机？

1. 注册的分机号和密码等信息由服务器提供，填写完毕“保存并应用”即可；

激活帐号: 选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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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号名: 配置该帐号在话机 LCD 上的显示名称

SlP 服务器: sip 服务器:自定义端口号（端口默认为 5060，如果是默认端口可省滤）

SIP 用户 ID: 分机 ID

认证 ID: server 分配

认证密码： server 分配

名称: 配置 sip 账号作为主叫时,显示在被叫话机上的来电名称

2. 点击 web“状态”， 则注册成功，或者查看话机

LCD 屏幕账号为绿色 ，则为注册成功。

2.3 如何通过话机拨打电话？

 直接拨号

1. 步骤 1. 摘起手柄、按线路键或按 键后，将听到拨号音。

2. 步骤 2. 线路 1 对应的线路按键 1手柄图标改变 ，此时用户可以

按线路按键选择想要使用的线路和账号。

3. 步骤 3. 使用键盘输入想要拨打的电话号码。

4. 步骤 4. 按 SEND 键或“#”键发送呼叫。

如果用户输入号码后没有按 SEND 键或“#”键发送呼叫，话机默认等待 4 秒后自动发送呼叫。

系统管理员有权限关闭此功能或设置等待时长。

 待机拨号

步骤1. 话机处于待机状态。

步骤2. 使用键盘输入想要拨打的电话号码。

步骤3. 按 SEND 键或“#”键发送呼叫。

如果呼叫是通过SEND键或“#”键发送的，那么话机将默认使用线路一拨打。

 重拨

重拨功能即重拨上一次拨打的电话。当话机中存在呼叫记录时，重拨功能可用。



GRP261X 系列技术白皮书

6

1. 直接按 #键，话机将使用免提模式重拨上一次拨打的号码。

2. 摘起手柄、按 HEADSET 键或按 键，听到拨号音后，根据屏幕提

示，按“重拨”选项对应的软按键，话机将使用选定模式重拨上一次拨打的

号码。

 使用呼叫记录

拨打呼叫记录中的号码。

步骤 1. 按 通话记录键进入通话记录

步骤 2. 按 键选择呼叫记录的类型。

步骤 3. 按 选择想要拨打的号码。

步骤 4. 根据屏幕显示的选项，按“拨打”按键。

话机默认使用免提模式拨打电话。电话拨出后，用户可以切换到手柄模式或者耳机模式进行

通话

 使用联系人

步骤 1. 按 MENU 键进入主菜单，按 键选择联系人信息，按 MENU 键进入联系

人。

步骤 2. 再次按 MENU 键进入本地电话本。

步骤 3. 按 选择想要拨打的号码。

步骤 4. 按“拨打”按键。

2.4 如何通过 WEB 界面拨打电话？

在WEB页面选中账号拨打电话。

步骤1. 登陆话机WEB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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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在“呼叫特征功能”页面将“点击拨打功能”勾选为“使用”。

步骤3. 点击WEB页面左上角“拨打”图标： 。

步骤 4.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定账号并填入号码，也可以使用首选号码，在呼叫特

征功能— 设置。

步骤 5. 点击“拨打”选项。

2.5 如何通过 IP 方式拨打电话？

直接 ip 呼叫

直接 IP呼叫允许两台话机在没有 SIP代理的情况下建立通话。直接 IP呼叫

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两台话机都有公网 IP 地址。

 两台话机在同一个局域网（LAN）、虚拟专用网（VPN）获取私有或公网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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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台话机通过一个路由器连接使用私有或公网 IP 地址（需配置有效端口或

DMZ）。

请按照如下步骤建立直接IP呼叫。

步骤 1. 待机按数字键进入拨号界面。

步骤 2.根据屏幕提示的选项，按“直接 IP呼叫”对应的软按键。

步骤 3. 输入目标 IP 地址。假设目标 IP 地址为 192.168.1.60，端口号为

5062，则键盘输入的方式如下：192*168*1*60#5062（*键 代表“.”，#键代表

“:”）。

步骤 4. 根据屏幕提示按“确定”选项对应的软按键发送呼叫。

Note: 若网络互通，IP呼叫仍然失败，可以查看话机是否开启了随机端口，若是开启了需

要关掉；关掉位置如下：话机Web –设置—常规设置页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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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如何设置快速拨号？

方式 1：

1. 访问话机的 web界面，点击“设置”—“待机界面软键”界面中设

置，配置完毕后话机上直接点击“快速拨号”既可以外呼指定号码。

说明

A. “软键 1”：模式选择快速拨号，账号选择账号 1（线路 1拨打），用户 ID 填写快速拨号

号码（当呼叫需要添加前缀时，需在用户 ID 出添加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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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2：

访问话机的 web 界面，点击“设置”—“可编程键”—“多功能键”界面中

设置，配置完毕后话机上直接点击“快速拨号”即可以外呼指定号码

说明：

多功能键和软按键可设置其他如：转移，语音信箱，回拨，转移，停靠，Monitored Call Park，Intercom，LDAP 搜索，

Conference，多播对讲，呼叫记录，菜单，XML应用，Information，Message 等快捷方式。

2.7 如何设置 MPK 按键？

访问话机的 web 界面，点击“设置”—“可编程键”—“Physical Multi-Purpose K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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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面 中 设 置 ， 配 置 完 毕 后 可 在 话 机 附 加 屏 幕 上 看 到 设 置 的 MPK 按 键 信 息 。

说明：

MPK 按键可设置其他如：转移，语音信箱，回拨，转移，停靠，Monitored Call Park，Intercom，LDAP 搜索，Conference，

多播对讲，呼叫记录，菜单，XML应用，Information，Message 等快捷方式。（仅限 GRP2614,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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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如何设置呼叫前转移？

步骤 1. 用户 A与用户 B建立通话。

步骤 2. 用户 A按 TRANSFER 键，输入用户 C的号码后按SEND 键发送呼叫。

步骤 3. 当前通话被无条件转移至用户 C。

2.9 如何设置呼叫后转移？

 手动转移

步骤 1. 用户A与用户 B建立通话。

步骤 2. 用户A按另一路线路按键，选择相同的账号，输入用户 C的号码后按

SEND键发送呼叫。此时用户A与用户B的通话被保持。

步骤 3. 用户C接听电话，与用户A建立通话。

步骤 4. 用户A按 TRANSFER 键，然后按需要转移的呼叫对应的线路按

键。

步骤 5. 通话被转移至用户C，用户A退出通话。

 自动转移

步骤1. 登陆 WEB页面。

步骤2. 将“自动启用后转”选择为“是”。

步骤3. 用户 A与用户B建立通话。

步骤4. 用户 A按 TRANSFER 键，输入用户 C后按 SEND键发送呼叫。

步骤5. 用户 C摘机与用户A建立通话。

步骤6. 用户 A再次按TRANSFER 键，通话被转移至用户B，用户A退出

通话。

若用户 A 与用户 C 建立通话后想把通话转移给其他用户，在按 TRANSFER 键前先根据屏幕提示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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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分离线路”对应的软按键。

2.10 如何建立会议？

方法一：

步骤 1. 会议发起者使用一条线路与参与者A建立通话连接。

步骤 2. 按另一路线路按键，选择相同账号，与参与者B建立通话连接，此时

参与者A的通话被保持。

步骤 3. 根据屏幕提示按钮，按下建立会议或者CONF 键，选择被保持的那

路通话，再次按会议或者CONF 键。

方法二：

步骤1. 会议发起者使用一条线路与参与者A建立通话连接。

步骤2. 根据屏幕提示按建立会议按钮或者CONF 键，输入参与者B的号码并

发送。

步骤3. 再次按建立会议对应的按钮或者CONF 键。

说明：电话会议开始后，会议发起者不能中途退出会议，可以按踢出会议按钮，把参会者踢出会议。用户

可以开启静音以避免在会议中发言。

2.11 如何保持会议和重建会议？

保持会议：会议过程中发起者按下 HOLD 键将会议成员置为保持状态，会议

成员处于保持状态，播放保持音。一段时间后会议发起成员未取消保持，会自动

取消会议。

重建会议：屏幕上出现“重建会议”选项 。 按下“重建会议”对应的

软按键后会议恢复或者重新按下 HOLD 按键会议恢复。

2.12 如何保持会议后与成员单独通话？

会议过程中发起者按下HOLD 键将会议成员置为保持状态，在保持状态下

按线路键与其他成员单独通话，按swap按键切换通话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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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如何使用 UCM 会议室功能并会控？

用户可以拨打UCM会议室，按照交互式语音响应的说明进行操作。在UCM会议期间，

管理员用户可以按会议室功能键，进行查看/邀请成员，桥接会议，删除桥接，

静音，取消静音和锁定会议等操作。

UCM上需开启CEI通知，否则话机无法进行会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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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如何查看话机当前版本信息？

登陆话 机 web 界面，点击状态-系统信息 Prog 即为当前版版本信息或者点击话

机键盘 Home 键，选择 状态键-系统信息-软件版本-Prog-软件版本-主程序

为当前版本。

2.15 如何查看话机 mac 地址信息？

登陆话机 web 界面，点击 状态-网络状态-MAC 地址即为当前版版本信息或者

点击话机键盘 Home 键，选择状态键-网络状态查看 MAC 地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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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如何使用 PC 端口？

以太网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到以太网交换机/集线器的上行端口，但只有一个下行

端口连接话机 LAN 口，此时话机相当于小型交换机，拿取单独网线一端连接话机

PC 口，另一端连接电脑网口，电脑可正常获取网络。

2.17 如何更改 web 的登陆密码？

登陆话机 web界面，维护-页面访问即配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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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如何话机锁屏？

1. 话机 web 界面开启【使用星号键锁键盘】选择是；

2. 可设置键盘上锁密码，键盘上锁/开锁密码配置即可；

3. 然后【保存加应用】后生效。

2.19 如何解锁话机锁屏？

当话机上锁时，长按*号键 4秒以上出现输入密码提示框

当未设置密码，直接点击确定即可解除解锁。

当设置密码时，输入密码后解除解锁。

当设置密码时，密码忘记可登陆话机 web 界面关掉话机*号锁屏功能（已知话机 IP

地址）

2.20 如何设置话机语言？

点击话机键盘 Home 键- 【个性化设置】-【选择语言和按键的输入方式】-

【简体中文】设置即可。（语言自定义选择）

2.21 如何设置话机时间？

方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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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填写 NTP 服务器地址；

步骤 2：启动 DHCP 选项 42 设定 NTP 服务器 设置为 YES；

步骤 3：Secondary NTP Server：填写 NTP 服务器地址;

步骤 4：NTP 更新间隔：配置 NTP 服务器更新间隔时间。有效范围为 5 至 1440

分钟。

步骤 5：重启话机即可。

当网络环境中有 DHCP option42 参数下发时，终端会往 option 参数中携带的地

址获取时间

方式 2

步骤 1：时区自定义选择；

步骤 2：允许 DHCP 选项 2覆盖时区设置为 YES；

步骤 3：重启话机即可。

当网络环境中有 DHCP option2 参数下发时，终端会往 option 参数中携带的地址

获取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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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显示模式 ：多种格式自定义选择

时间显示模式：12 小时和 24 小时制

2.22 如何设置快速 IP 呼叫？

GRP26XX 支持快速 IP 呼叫。用户可以通过拨打目标 IP 地址的最后几位进

行直接 IP 呼叫。此功 能是在没有 SIP 代理的情况下使用 CMSA/CD 模拟 PBX

功能，只有两台话机在同一 LAN/VPN 中才能实现。 推荐使用静态 IP 地址。

请按照如下步骤建立快速 IP 呼叫。

步骤 1. 登陆话机 WEB 页面。

步骤2. 将设置—呼叫特征功能—“使用快速IP呼叫模式”功能设置为“是”。

步骤 3. 按下话机上线路按键，之后按下“#”键。

步骤 4. 输入快速拨打的号码并发送。

2.23 如何实现留言功能？

步骤 1：登陆 web 服务器【分机/中继】-【分机】找到具体分机设置

语言信箱：启用本地语音信箱（默认值为“启用本地语音邮箱”）

语音信箱密码：设置密码。

潮流 UCM 和潮流话机场景适用，其他服务器具体情况具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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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保存后应用更改后既可以成功。

说明：

1：语音信箱：

不启用语音邮箱：不开启语音信箱相关功能。

启用本地语音邮箱：为该用户分配一个语音信箱帐号。

启用外部语音邮箱：为该用户转发来自外部语音系统的 notify 消息，而本地语音邮箱将无法使用。默认值

2:在电子邮件中附加语音文件

是否在邮件中附加语音文件，“默认”选项是指使用全局设置。全局设置在语音信箱页面的“语音信箱的

邮箱设置”中配置

3:保留语音文件：该选项仅在本分机的“在电子邮件中附加语音文件”为 YES，或者全局设置为 YES，本分

机设置为 default 的时候生效。

2.24 如何实现留言录音转发个人邮箱？

步骤 1：登陆 web 服务器【分机/中继】-【分机】找到具体分机设置

语言信箱：启用本地语音信箱（默认值为“启用本地语音邮箱”）

在电子邮件中附加语音文件：是

保留语音文件：是

电子邮箱地址：设置需转发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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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保存后应用更改后既可以成功。

2.25 如何查看语音留言？

有未读留言现象：话机右上角指示灯处于绿色闪烁。

读取留言方式：摘机拨打*97 后输入邮箱密码查询语音留言。

2.26 如何设置无条件/遇忙/无应答转移？

 无条件呼叫转移

摘机后键入“*72”，听到拨号音后输入想转移到的号码，当话机 LED 屏幕上出

现 即转移成功。（此功能设置后，所有呼叫将全部被转移到用户预先设置的另一

号码，您的电话不再振铃）

 遇忙转移

摘机后键入“*90”，听到拨号音后，输入想转移到的号码，当话机LED屏幕上

出现 即转移成功。（此功能设置后，当您正在通话时，所有其它来电均将被转

移至预先设置的另一号码，您的电话将不振铃）

 无应答转移

摘机后键入“*92”，听到拨号音后输入想转移到的号码，当话机LED屏幕上出
现

即转移成功。（此功能一经设置，当无人接听时，来电被转移至预先设置的另一号码）

转接号码属于弹跳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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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如何取消无条件/遇忙/无应答转移？

 取消无条件呼叫转移

摘机后键入“*73”，听到拨号音后挂机， 图标消失即成功。

 取消遇忙转移

摘机后键入“*91”，听到拨号音后挂机， 图标消失即成功。

 取消无应答转移

摘机后键入“*93”，听到拨号音后挂机， 图标消失即成功。

2.28 如何对接拓展版 GBX20？

对接 GBX20 拓展版需要话机支持 USB 接口，且自身不支持 MPK 键；目前

GRP26XX和 GRP2624,GRP2634,GRP2670中，仅 GRP2615,GRP2624 和 GRP2670 支持。

GRP2615 支持同时连接 4 个 GBX20 拓展版，每个 GBX20 具备 20 个可编程按

钮（带双色 LED），支持 2 页翻页，其可编程按键扩展达 40 个。具体安装配方

法可参考如下：

2.29 如何实现自动应答？

登陆话机 web 界面，账号—通话设置，设置“自动接听”为是，即实现自

动接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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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若需要自动应答延时（话机可以振铃一段时间，再自动应答），如下图，设置路径为：

设置—呼叫特征功能，设置后即可实现。

3 常见问题

3.1 如何设置来电黑名单？

通过话机的 web 界面—DIRECTORY—联系人信息，添加联系人时，群组选择

Blacklist 或通过话机菜单—联系人信息—本地电话本，新建联系人时，分组选

择 Blac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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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如何设置通话中拒绝新来电？

话机的 web 界面下设置-呼叫特征功能下，禁止呼叫等待设置为是，即可在通话

中拒接新来电。或者业务码：摘机后键入“*50”，听到拨号音后挂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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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如何实现录音功能？

方式 1：

步骤 1：sip 服务器开启录音功能业务码，潮流 sip 服务器配置。支持（与 UCM 配套

使用）

1 DTMF 按键码配置应用于其非潮流 sip 服务器

2 潮流 UCM 和潮流话机场景下，DTMF 按键码无需配置，步骤 1可跳过。

方式 2：启用本地录音，话机 web 界面【设置】-【呼叫特征功能】

本地录音功能：使用；

本地录音保存路径：本地内存或者 USB。

3.4 如何拒莫名来电？

场景：同一服务器下 A话机处于闲置状态，B话机收到 A的来电

sip 设置—安全设置-来电 invite 时检测 sip 用户 id，仅允许来自 sip 服务器的

请求，验证来电 invite 都设置为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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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如何实现组播对讲？

步骤 1：登录话机 web 网页的【设置】→【多功能键】的线路或者软键配置，必

须重启才能生效。

模式——选择多播对讲，

账号——随便选没实际意义，

描述——可填可不填，不影响，

用户 ID——填写组播地址和端口，格式为组播 IP:端口号（端口号不能与话机现有的端口冲

突，比如 sip 端口 5060，媒体端口 5004，http 端口 80 等等，否则组播对讲功能将不能正

常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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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多播成员话机配置 话机的设置-可编程键-线路选择多播对讲 填写地址和

端口；

监听地址：想要加入的组播组的 ip 地址（即话机 A 所填写的地址和端口），可

以填写多个组播地址，最多 10 个。

标记： 无实际用处，可不填。

接收阈值： 有 11 个等级，分别是“不使用、1、2、3…10”，“不使用”最高，

“10”最低，它的主要作用是判断组播和 sip 通话的优先级。

 不使用：组播不能覆盖正常的 sip 通话。

 选择等级：组播可以覆盖比自己等级低的 sip 通话，即正常通话中，

有等级高的组播组发媒体过来时，sip 通话会被挂断，自动接收组播

媒体。如：阈值设置了等级 5，那么 priority1-4 对应的组播地址优

先级会高于 sip 通话从而覆盖当前 sip 通话，priority5-10 对应的

组播地址会低于 sip 通话不会覆盖当前 sip 通话。

优先级开关：开关各组播组之间的优先级，

 不使用：priority 的优先级不起作用，各组播组之间的优先级是一

样的，谁先发媒体过来就进入谁的组播组。

 使用：组播组的优先级按照 priority 的顺序来，1最高，10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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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话机当前加入的是 priority5 对应的组播组，此时 priority1

对应的组播组也有组播媒体发过来，那么话机就会挂断 priority5

的组播组，自动进入 priority1 的组播组。如果是 priority5 以后

的组播组发媒体过来，则不会影响当前通话。

Priority：用于和阈值做比较，以决定组播和 sip 通话的优先级。

说明：IP 地址的范围 224.0.1.0——238.255.255.255，组播成员只能接收媒体不能发出，

组播发起者只能发出媒体不能接收

3.6 如何设置、查看和取消 DND 免打扰模式？

话机待机界面键盘上按 按键，即可开启免打扰模式，开启后外部电话无法

呼入。（话机未待机界面无法设置）

话机 LED屏幕出现 图标即为设置了免打扰模式。

话机待机界面键盘上按 按键，即可取消免打扰模式，取消后外部电话正常

呼入。（话机未待机界面无法设置）

3.7 如何设定某个号码为特定铃声？

话机 web 界面得【账号】-【sip 设置】-【通话设置】-【来电号码匹配】设置

来电号码匹配规则和铃声选择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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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如何让 sip 服务器动态获取话机状态？

功能描述：用户在 web 页面进行设置事件的 url，话机出现相应的事件时会向服

务器发送用户自己配置的 url，在发送 url 之前会替换 url 中的动态变量，达到

事件通知的目的。用户需按照规定的变量格式填写才能成功替换。

参数说明

192.168.127.178 : si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 : 动态变量格式必须以$开头

& : 两个参数连接符号

$mac：话机的 mac 地址

$local：被呼叫账号的号码

登陆话机 web 界面的【设置】-【Action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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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示例：Incoming Call（来电）：192.168.127.178/mac=$mac&local=$local

当来电时，话机上报的 URL 中 MAC 地址和被叫号码会被替换，数据包如下：

具体请参考 Action URL 文档

3.9 话机分机注册掉线处理方式？

1.话机注册期限改至 1-5（默认 60，单位为分钟）；

2.开启“启动 options 保持激活”；

3.开启“使用随机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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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离线状态的账号的“激活账号”选项关闭，然后重新激活。

3.10 如何快速截屏？

按住 hold 键 ，然后按菜单键就可以截取 2615 的屏幕图片，输出将显示在话机 WEB UI

的 “状态  系统信息” 如下图所示:

3.11 如何上传电话簿文件？

方式 1：直接话机上传

步骤 1：话机 web 界面直接上传编辑 文档，浏览到文件保存即可，

话机无需重启；（命名需为：phone book.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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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2：服务器上传

步骤1：话机的web界面，【DIRECTORY】-【电话本管理】启用xml电话薄下载：

选择下载服务器

Xml电话薄下载服务器路径：查看http服务器路径填写到话机的升级配置文件路

径；

（本文本地服务器一http为例，本地架构服务器可以为http，https，或者tftp）

步骤2：搭建本地服务器hfs，（本文http.服务器），路径下放置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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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重启话机即可。

（本文本地服务器一http为例，本地架构服务器可以为http，https，或者tftp）

3.12 如何启用自动重播功能？

话机的 web 界面，设置—呼叫特征功能，可以开启自动重拨。当被叫忙线时，间隔一段时

间后会再次呼叫。

3.13 如何设置拨号规则？

步骤1：话机的web界面，【账号】-【通话设置】-【拨号规则】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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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话机所接受的号码范围或者实现快捷缩位拨号等。其语法规则如下：

1.有效值

1,2,3,4,5,6,7,8,9,0,*,#；

2.拨号规则

• x – 表示任何 0-9 数;

• xx - 标准两位任何 0-9 数;

• ^ - 拒绝;

• [3-5] – 拨数 3, 4, 或者 5;

• [147] – 拨数 1, 4, 或者 7;

• <2=011> - 当拨号数字 2 的时候将替换为011

• 设置 {x+} 允许所有的号码呼出。

2.实例

例子 1）:{[369]11 | 1617xxxxxxx} – 允许 311, 611, 911, 和任何 10 位数字开始为 1617 的呼叫出去；

例子 2）: {^1900x+ | <=1617>xxxxxxx} – 将拒绝拨打号码为 1900 开头的号码，与拨打任 何 7 位数增加前缀 1617。

3.14 如何配置来电不显示号码？

方式 1：不显示号码

话机 web 界面【账号】-【sip 设置】-【基本设置】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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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如何开启来电等待铃音？

环境：

1、话机 A呼叫话机 B形成双方通话；

2、此时话机 C呼叫话机 B，话机 C听保持音。

3、话机 B挂机，此时话机 C的呼叫会呼进来，话机 B上的指示灯会闪烁，但是

无振铃音。

话机 web 界面的【设置】-【呼叫特征功能】设置开启来电等待的响铃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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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如何升级话机固件？

步骤 1：本地搭建服务器 tftp，hfs，https 都可以。（本文搭建 http）

步骤2：http服务器下放置固件的bin文件；

步骤3：访问话机web界面，【维护】-【更新升级】；

固件更新方式：选择当前服务器（本文为http）；

固件服务器路径：填写http服务器路径（也是本电脑路径）；

自动升级：每隔一段时间检查；

自动升级检查间隔(分)：10080；

固件升级和配置文件检测：启动时总是检查；

启动DHCP选项43和66服务器设置：否。否则在有该环境的网络下，无法正常升级

步骤5：重启话机升级。

（本文本地服务器一http为例，本地架构服务器可以为http，https，或者tf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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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如何手动升级话机固件？

步骤 1：话机 web 界面，【维护】- 【Start】点击；

步骤 2：上传固件文件更新：点击【上传】来浏览固件上传话机；

步骤 3：点击 Start 开启即可升级。

GRP26XX 支持缓存两个版本，可以通过菜单—系统—Alternative Firmware—

Rollback，使用另一个固件版本。

3.18 如何升级配置文件？

Xml_configuration_file_generator是一款配套潮流话机功能强大的话机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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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它可以直接生成配置文件，为话机管理员提供简单快捷的部署方式。

步骤1：制作xml配置文件，先下载http://www.grandstream.com/support/tools

工具；

步骤2： 为固值，升级路径的P值为192。（服务器地址，路径

等参数，具体需要更改的p值值可参考p值文件）

步骤3： 为动态值，账号密码等值配置。

步骤4：由 工具生成xml配置文件 ；

步骤5：搭建本地服务器 tftp或者hfs，（本文http服务器），路径下放置 文

档；

步骤6：查看hfs服务器路径填写到话机的升级配置文件路径；

步骤7：重启话机即可成功。

（本文本地服务器一http为例，本地架构服务器可以为http，https，或者tftp）

3.19 如何直接上传配置文件？

步骤1：首先访问web界面，【维护】-【更新升级】，下载通用模板后 ，

编辑更改需要改的P值保存。（服务器地址，路径等参数具体需要更改的p值值可参考p

值文件）

步骤2：直接点击上传 ，重启话机即可。

http://www.grandstream.com/support/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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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如何抓取系统日志？

方法 1：步骤 1：话机 web 界面，【维护】-【系统日志】；

步骤 2： Syslog Protocol 协议:UDP

系统日志服务器地址：填写能通的 IP 地址就行；

USB 控制日志:是；

发送 sip 日志:是；

Syslog Protocol 协议:UDP；

系统日志级别:DEBUG；

步骤 3：保存重启话机即可；

方法 2：步骤 1：话机 web界面，【维护】-【系统日志】；

系统日志协议：选择 udp；

系统日志服务器地址：填写本地电脑 IP 即可；

系统日志级别：Debug；

步骤 2：配置后重启设备。

步骤 3：电脑上安装 wireshark，选择话机配置路径的电脑网卡开始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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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如何 CTI 接口调用实现对 SIP 话机控制？

通过 CTI 接口调用实现对 SIP 话机拨号功能，以实现二次拨号，音量配置，接听、

保持、挂断、拒接通话或会议的呼叫电话等操控 SIP 话机的功能。（应用于呼叫中

心场景）通过 CTI 接口调用实现对 SIP 话机控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4008755751。

Action URI Allowed list：填写控制电脑 IP（或者 any 为允许任意 IP）

 话机通话操作

函数原型

http://phoneURI/cgi-bin/api-phone_operation?passcode=passcode&cmd=OPERATION

参数项

字段名称 字段说明

phoneURI SIP 话机 IP 地址

passcode 分机密码

cmd endcall （挂断当前通话）

holdcall （通话保持）

acceptcall （接听电话）

rejectcall （拒接电话）

cancel （拒接电话）

http://phoneuri/cgi-bin/api-phone_operation?passcode=passcode&cmd=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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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如何抓取数据包？

 话机 WEB 端抓取

可以选择存储在话机或者 U盘里

 直连话机方式

步骤 1：话机设置开启镜像

 首先登录话机 web 页面 http://IP；

 点击网络—高级设置—PC 端口模式—选择镜像—保存并应用（如下图设置）；

 开启镜像后重启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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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连接及抓包。

 一个 RJ45 网线，一端直接连接到话机 pc 口，一端直接连接到电脑的网线口；

 打开 wireshark，点击选择需要抓包接口，点击即开始；

https://www.baidu.com/s?wd=RJ45&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WPhfdmHu9rAcsuW7bm1ms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1Rvnj0srj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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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wireshark 上，点击暂停。

 在 wireshark 上，点击保存，发邮件至 4008755751@grandstream.cn；

mailto:4008755751@grandstrea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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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更多支持

 详细配置及功能介绍请参考我司官网： http://www.grandstream.cn/

 如有疑问，请拨打技术支持热线：4008-755-751

http://www.grandstrea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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