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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电源指示灯

设备运行状态指示灯

电话接口占用指示灯

外线占用指示灯

状态

常亮

常亮

�灭

�灭

常亮/灭

慢闪

快闪

慢闪

描述

设备电源输入正常

设备无电源输入或电源输入不正常

设备初始化成功并正常运行

设备系统正在初始化

设备未正常运行

FXS口摘机使用中

�������端口故障

端口初始化正常,处于空闲状态

��������呼叫进行中

W AN /LAN 网口连接状态指示灯
�灭

快闪 网络连接正常

网络未连接或连接不正常

常亮

�灭

慢闪

�������端口故障

端口初始化正常,处于空闲状态

2  指示灯说明

1��U2C 00-2S2O 融合通信网关型号和接口数量

快 速 安 装 手 册

U C 200-2S2O

欢迎您选购U C 200-2S2O融合通信网关产品！

注意:
本文档用于为设备安装提供简明快捷的操作指导,�更详细的参数说明和配置向导请参照相关用戶手册。

安装设备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安装指导。鼎信通达为客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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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5-26456110/112。
邮箱:�support@ dinstar.com��网址：w w w .dinstar.cn

�����������������������接口类型

��产品型号 W A N LA N FXS F XO

U C 200-2S2O 1 1 2 2

5  硬件安装&网络连接

►��在电源接口处接入电源适配器(所有型号适用)。

电源适配器

►��在 FXS口处插入电话线或在FXO口处插入PS TN外线(所有型号适用)。

RJ11电话线

话机
PSTN外线 PSTN

►�UC200 2S2O- 硬件说明

3��硬件说明

4  安装注意事项

•�UC 200设备配有电流输入为D C12V的电源适配器，请确保供电稳定安全；

•�电话布线时，请与强电布线分开，以减少对电话的干扰；

•�为确保设备能够稳定运行，请保证网络有足够的宽带；

•�请尽可能将设备放置于水平面上，勿将设备堆叠摆放以免影响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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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接模式

上图为桥接模式下的网络连接方式。桥接模式下，W AN口与LAN口共用同一个

IP地址，IP地址默认为192.168.11.1，但一般来说，当设备处于桥接模式下的时

候，其IP地址已被修改过。

►��在W A N口和LAN口处分别插入网线，并按以下示意图把设备连接到网络；

•��路由模式

UC200 融合网关支持两种网络模式，即路由模式和桥接模式。上图为路由模式下

的网络连接方式，路由模式下，WAN 口默认为DHCP 获取IP地址，LAN 口默认IP地

址为192.168.11.1。若LAN口的IP地址网段与W AN口的IP地址网段冲突，建议先

登录设备修改LAN口的IP地址为其他网段地址。

192.168.1.XXX

网线

路由器/交换机

IP网络

不同网段

PC

192.168.11.1

192.168.11.XXX
网线

交换机

同一网段

网线

路由器/交换机

IP网络

PC

192.168.11.1 192.168.11.1

192.168.11.XXX
网线

交换机



若新建成功的SIP分机账戶的状态为“启用”,�则表示本台UC200设备接受该分机

账戶的注册；若SIP分机账戶的状态为“禁用”，则表示本台U C200设备拒绝该分

机账戶的注册。最多可配置32个SIP分机账戶。

SIP分机注册状态和SIP中继注册状态可在“状态→SIP”⻚面查看。�

设置完成后，需点击⻚面上方⻩色通知栏上的“应用”才能使设置生效。�

8  新建SIP分机

点击菜单栏里的“分机→SIP”，在显示的⻚面上，可批量或单个新建其他SIP终

端设备注册到UC200 的SIP账戶（此处将UC200 作为一个小型IPPBX使用）。

9 IP中继配置

SIP中继配置可实现U C200设备与PB X或SIP服务器进行对接。点击上方菜单里

的“中继→SIP”，在弹出的⻚面上单击“新建”按钮创建一条新的SIP中继并输入

对端设备的IP地址和端口,�然后选择是否注册,�最后单击“保存”按钮。

如开启“注册”，本条中继会向对端发起注册;�设置完成后，需点击“应用”才能

使设置生效。

6��设备登录

按照5章节中网络连接图的路由模式，把UC200-2S2O接到网络中，

然后用电话线把话机连接至设备的其中一个FXS口，摘机拨打*158#

查询设备LAN口的IP地址，然后修改PC的IP地址，使得PC与UC200-2S2O

的LAN口IP地址在同一网段。

也可使用WAN口登录设备，但需要在网络访问控制页面勾选“允许WAN

口访问”，且PC的IP地址与WAN口的IP地址需在同一网段。

打开浏览器，输入设备LAN口IP地址“192.168.11.1”（也可以输入

WAN口的IP地址，但WAN口的IP地址需与本地计算机IP地址在同一网段）

按回车后弹出用户登录身份验证界面（默认用户名为admin，默认密码

为admin@123#）。

7  修改网络配置

UC200 设备的网络模式默认为路由模式,可选择将其设置为桥接模式。路由模式

下,�W AN口的IP地址与LAN口的IP地址需在不同网段,�W AN口的默认IP地址获取

方式为D H C P，而LAN口的默认IP地址为192.168.11.1。桥接模式下,�WAN口与

LAN口共用同一个IP地址。

完成修改后，需点击⻚面上方⻩色通知栏上的“应用”才能使设置生效。�

如需修改U C 200融合网关的网络配置，请登录设备后，点击⻚面上方菜
单栏里

的“网络→设置”，重新设置设备WAN 口和LAN口的IP地址。



12 基本操作

15  设备详细配置和参数说明

13  常⻅问题处理

•��查询设备LAN口IP地址：使用话机拨*158#；

•��查询设备W AN口IP地址：使用话机拨*159#；

•��查询FXS端口电话号码：使用话机拨*114#；

•��

•��

重启设备：���

�（��方法1）使用话机拨*111#；

��（�方法2）登录设备后，点击“系统”菜单下的“重启”，在弹出的界面上点击“执

行重启”。

 ��RST 键功能：��

（1）在设备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按住RST键3-6秒，登录密码恢复为默认密码，

基本网络恢复成路由模式，W A N口地址为D H C P获取，LA N口地址为

192.16.11.1，H TTP/H TTPS/Telnet/SS H端口为默认端口，不影响其他配

置数据。

（2）在设备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按住RST键6-12秒，恢复所有配置数据为出厂

默认数据并重启设备。

（3）设备断电情况下，给设备上电后，⻓按住RST键超过30秒，设备会擦除所

有数据并重建文件系统，进入最�小系统，然后重新加载版本(该方法在版

本故障的情况下使用）。

关于设备的详细配置和参数说明，请查看对应系列产品的用戶说明书或者

联系在线技术支持。

(1)�U C200呼叫优先级顺序(从高到低）

a.��分机间的互打，不需要配置任何路由，直接拨分机的号码即可，优先级最高;

b �DID ；�

c.�在“呼叫控制→路由”⻚面配置的的路由（其中优先级数字越小的路由，其优

先级越高）；

d.��FXS分机、FXO中继和G SM中继中配置的端口注册。

(2   默认分机间的互打可以关闭吗？

可以，在“呼叫控制→设置”⻚面中关闭。

(3)�

)�

U C200最大支持多少SIP分机和并发？

U C200融合网关最大并发为30路。虽然U C200系列的各个型号具有的FXS、

FXO端口个数有差别，但它们支持的SIP分机并发数均为30路。

U C200最大支持500个SIP分机注册和32条SIP中继。

(4)   端口配置了注册到远端SIP中继后，是否还需要配置呼出呼入路由？

不需要，端口配置注册后，默认已经有一条绑定了该端口和其注册SIP中继

的路由，不需要再在路由配置⻚面上配置，除非有其他特别要求。���

诚信·专注·创新·开放

深圳鼎信通达股份有限公司
官方网址：http ://w w w .d instar.cn

新浪微博：http ://w eibo.com /voip d instar

10  路由配置 11�  正则表达式说明

符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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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则表达式符号解释

^

[ ] 

[^] 
�.�

*

+

\d

|
$

用于分开可匹配的多种可能性，例如：2|3|4匹配2、3或4

匹配上一个字符的次数，例如:\d{8}匹配上一个数字8次（即8位数字），\d{6,9}匹配

上一个数字6到9次（即6到9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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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到9之间的任何一个字符（包括0和9）

负值字符集合，匹配未包括在[]里的任意字符，例如：[̂ 9]匹配除9以外的任意字符

匹配换行符之外的任何单一字符，例如：3.4匹配314、324、334、344……等

匹配与此符号之前的字符0次或1次，例如：183?2匹配182或1832

匹配与此符号之前的字符0次或多次，例如：154*2匹配152、1542、15442、154442等

匹配与此符号之前的字符1次或多次，例如：匹配154+2匹配1542、15442和154442等，

但不匹配152

表示一个数字字符，等价于[0-9]

在⻚面上方的菜单栏点击“呼叫控制→路由”，然后点击“新建”按钮创建路由，

并为该路由选择呼叫源地址和目的地址。

当路由的目的地为FXO中继或G S M 中继时,�该路由为呼出路由；而当路由的

目的地为SIP分机、FXS分机、本地分机、振铃组或IVR时，该路由为呼入路由。

当呼叫选择路由时，要进行主/被叫号码的前缀匹配。号码的前缀匹配支持正则

表达式，以下为一些常用的匹配方法。

例子：��

^0755匹配以0755开头的所有电话号码；�

[02468]$匹配以偶数结尾的所有电话号码；

^0755\d{8,9}匹配以0755开头的、后面接着是8到9位数字的电话号码；�

^[0]*1\d{10}匹配以0开头或未以0开头的11位数字的手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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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数字为3/5/8、剩下的9个数字

为0-9中任意数字的号码。�

注：除了“配置→号码”⻚面的号码前缀配置支持正则表达式“, 配置→拨号规

则”⻚面的拨号规则格式也支持正则表达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