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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简介 

感谢您购买 SkyATA-101，这是专门为 Skype 设计的一个小巧的模拟电话转换

器。SkyATA-101 方便您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拨打免费的 Skype 电话(PC to 

PC)或者用超低费率的 SkypeOut 服务，直接拨打对方的固定电话或者手机(PC 

to Phone)。您可以用普通电话机拨打 Skype 或者 SkypeOut，尽情享受

SkyATA-101 带来的的简单，方便，低费用的服务。您也可以将 SkyATA-101 连

接到无线电话或者无线数位电话(DECT)，透过电话按键拨打 Skype 电话，不必

局限在电脑前使用。SkyATA-101 和办公室交换机整合后，员工拿起分机就可拨

接 Skype，不需在个人计算机安装 Skype，员工在外或出国也可利用智能型手机

免费打 Skype 回公司，大大节省电话费。 

SkyATA-101简单且友善的用户接口,  让您可以讲Skype就像讲一般传统电话一

样直觉方便。透过及时键功能，在 Skype 通话质量不是很好，或者 Skype 联系

人无法接听的情况下，您只需要按下话机的两个键就可以快速切换到 SkypeOut

与您的联系人通话。 

Skype 在 4.0 版本后不支持速拨码，您可透过 SkyATA-101 速拨码设定页面，作

Skype 账号及 SkypeOut 号码速拨码设定，方便常拨号码的拨出，速拨码支持一

到五个数字，速拨码可汇出做备份及汇入功能。Skype 8.x 已无 API 支持获得联

络人信息，用户可以在 Skype 7.x 下透过我们程序取得联络人名单，覆盖升级到

Skype 8.x 时就有速拨码可使用，可将速拨码汇出保存，也可汇入到其他计算机

使用。 

SkyATA-101 实时通讯模式支持作为其他实时通讯(如 Lync, Google 
voice/hangouts, Facebook Messenger, Line, Yahoo! Messenger)的音频装置，

您可先从计算机上拨打或接听来电，再拿起 SkyATA-101 所外接的话机通话。 

SkyATA-101 可整合网络摄影机及 Skype 视讯功能，提供您方便且免费远程监

看家里的功能。在启动 SkyATA-101 远程监看功能后，可从远程拨打 Skype 电

话到家里 Skype 账号，若密码输入正确，SkyATA-101 会帮忙接 Skype 来电并

启动 Skype 视讯。目前很多智能型手机已支持 Skype 视讯，有了 SkyATA-101，

您可以方便又安全随时随地观看家里的情况，无须受限有些 IP CAM 须固定 IP

地址才可使用。甚至国外出差时也可关心自己的宠物!  

Skype 8.x 语音明显比 Skype 7.x 好，8.x 新版已支持录音及录像功能且收到的

档案可轻易分享。SkyATA-101 已可支持 Skype 8.30.0.50 及以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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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产品服务咨询	
神擎科技有限公司 

办公室: 886-2-24260810  

传真: 886-2-24260820  

电子邮件:service@godengine.com.tw 

地址: 台湾省基隆市信义区信二路 156 号 3 楼 

网址: http://www.godengine.com.tw 

     https://www.godengine.com 

Skype: morgeorge 

1.2 主要功能	
 藉由 SkyATA-101，只要用传统话机或接交换机外线后分机就能拨接

Skype，不须购买耳机和麦克风 

 不在家或办公室时，可以用手机 Skype 免费拨回办公室(支持送 Skype 讯息

拨分机，请参考 FAQ 28)或家里，省掉可观漫游費或手机費 

 Skype 修复键可解决 Skype 登入或拨通慢的问题(Skype 8.x 无此功能) 

 “音讯修复” 解决有时 Skype 通话只有单边听到声音 

 可整合数字摄影机及 Skype 视频功能，提供用户方便且免费远程监控的功

能(此功能仅支持 新硬件! 目前不支持 Skype 8.x) 

 Skype 录音及拨放(Skype 8.30.0.50 或以上版本本身已提供录音及录像功

能) 

 精准二次拨码，如拨分机号码 

 支持 Skype/SkypeOut 速拨码及速拨码汇出备份及汇入 

 及时键功能：不管是目前 Skype 通话质量不是很好还是 Skype 好友无法接

听，用户只需要按两个电话按键即可转成经由 SkypeOut 拨打好友(不支持

Skype 8.x) 

 透过电话按键”＊1”，支持多重通话(可切换的多重通话)及接 Skype 插拨 

 支持 Skype Type1 FSK 来电显示和显示呼叫者的 Skype 速拨号码，方便且

易于回拨 

 实时通模式充当 USB 音效装置，可支持实时通软件如 We chat, Lync, 

Google hangouts/voice, … 

 支持大部分交换机及无线电话机或数字无线电话机(DECT)，5.8GHz，2.4GHz，

900MHz，… 

 拿起话筒或交换机分机即可拨打 Skype/SkypeOut 及接听 Skype/ Skyp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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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电，不改变电话基本使用习惯 

 支持多国忙线音设定，可驱动两个电话机并支持 20, 25, 30  及  50Hz 电话响

铃信号频率 

 支持微软标准的 USB 音效装置 

 支持软件在线更新版本及 新程序版本查询及下载 

 支持拨打给 Skype、MSN 及 Facebook  账号登入 Skype 联系人 

 下班时间 Skype 状态、Skype 转接及下班 Skype 来电欢迎语音 

 电话极性反转 

 视讯拨出及提机后自动拨打指定 Skype 账号或 SkypeOut 号码 

 

1.3 系统基本需求	
为了使 SkyATA‐101 正常操作，您的系统须符合下列基本需求： 

 个人电脑须有 1G Hz 以上的处理器，512MB RAM，未使用的 USB 口 

 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须是微软 Windows 10, 8, 7, Vista 或 Windows XP SP3   

 至少有 50MB 未使用的硬盘空间 

 可使用 Skype 7.16 或以上的版本，支持 Skype 8.30.0.50 及以上版本(目前仅支

持 Skype 繁中、简中及英文接口)。 

 透过下列方式连接到互联网上(WiFi，ADSL，56 Kbps Modem，…，etc) 

1.4 SkyATA-101 的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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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kyATA-101 的使用 

2.1 SkyATA-101 用户界面说明	
当用户在右键点击 SkyATA‐101 的工作小图标，会有七个选项可供用户选择。 

 

 选项：包含 SkyATA‐101 的所有设置。 

 关于：告知用户目前 SkyATA‐101 软件的版本。 

 查询 新版本:  支持查询 新 SkATA 软件的版本，并可下载。 

 在线帮助：启动 SkyATA‐101 在线帮助文件，支持繁体中文，简体中文和英文 

三种版本。 

 使用情景设置: 可以选择”  接话机”或”  接交换机”，选择接话机，挂断去 

电时需确认 Skype 通话已结束; 选择接交换机，通话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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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干扰 Skype 视窗。 

接话机模式: 

这种模式适合使用 Skype 网关时在计算机前面的用户。用

户可正常使用计算机及网关运行的 Skype，因用户可能控制

Skype 窗口造成程序判断错误，网关当对方挂断通话时，不

会有忙线音提示，用户需自行挂机； 

                                    当自己挂断通话时，需确认 Skype 通话是否已挂断，若

Skype 通话未挂断，用户需手动从 Skype 窗口挂断通话 

 

接交换机模式: 

这种模式默认用户不干扰网关运行的 Skype，须避免 Skype

通话时有人关掉或遮蔽Skype通话窗口造成网关程序误判。

通话过程中若用户干扰 Skype 窗口，可能造成通话被挂断

或通话有忙线音，也可能造成用户挂上话机时 Skype 通话

不能结束 

请参考本手册第三章常见问题 FAQ 32 & 33 

 即时通讯模式：作为其它即时通讯软件的音频设备。 

 退出：关掉目前使用的 SkyATA‐101 软件。 

下面章节针对选项做进一步说明。 

2.1.1 SkyATA-101 选项对话框说明	

选项对话框包含一些用户常用的设置，当用户更改设置之后，按下“确定”按钮

将会保存设置值并关闭对话框；按下“取消”按钮，将不会保存这次的设置，并

关闭对话框；按下“接受”按钮，将会保存设置值，但选项对话框不会关闭，方

便用户继续更改设置。再每一个设置页面里都有一个“原始设定值”按钮，功能

为恢复出厂设定值。选项对话框分为六个设置页：通用设置页，音频设置页，话

机相关设置页，速拨码设置页，多重通话及电话会议设置页和及时键设定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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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通用设置页说明	

提供基本操作的选项设置，包含了语言的选择、当系统启动时自动运行、来电显

示、Skype 修复按键(Skype 8.x 无)、设备初始化成功振铃、二次拨码送键、拿起、

挂上话机时显示、隐藏 Skype 视窗、音效修复、呼叫延时、Skype 插拨等待时间、

SkypeOut 国码&区码、拨打加码、SkyATA‐101 启动时，计算机不会进入休眠，远

程监控功能启动时，计算机不会进入省电模式休眠、下班时间 Skype 状态设置及

Skype 转接、电话讯号极性反转、视讯拨出及提机后自动拨打 Skype，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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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言：支持三种语言，英文、简体中文以及繁体中文供用户选择。 

预设为用户安装时所选择的语言设置。 

2.  当系统启动时自动运行：如果用户选择这个设置，在电脑系统启动时会自动

运行 SkyATA‐101。预设为选择。 

3.  来电显示: Skype 来电时话机可显示 Skype Type1 FSK 来电显示。 

预设为勾选。 

4. Skype 修复按键:  用户 Skype 登入或拨打速度慢，可以按此键。按键后需 

                                    手动离开 Skype 再开启 Skype，使此按键生效。(Skype 8.x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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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备初始化成功振铃：勾选这个选项可在装置初始化成功后，触发话机铃声 

以通知用户装置己备妥。预设为不勾选。 

6.  二次拨码送键:  较新的硬件可支持 Skype 送码及话机送码，Skype 送码就如 

同从 Skype 拨键盘按键。预设为 Skype 送码。 

7.  拿起、挂上话机时显示、隐藏 Skype 视窗：用户选择这个设置，SkyATA‐101

将会根据话机被拿起、挂上时自动显示、隐藏 Skype 窗口。电话挂上时，会

自动隐藏 Skype 窗口。电话拿起时，会自动显示 Skype 窗口。预设为选择。 

8.  音效修复: 解决有时 Skype 通话只有单边听到声音 

9.  呼叫延时：用户如在拨出的电话号码后加"#"，SkypeOut  电话立即拨出。可利

用呼叫延时增加电话号码拨出时间，如输入 5 且未在拨出的电话号码后加

"#"，SkypeOut  电话会在 5 秒后拨出。预设为 3 秒。 

10. Skype 插拨等待时间: Skype 通话中若有另一 Skype 来电时的插播等待时间，

若用户在此等待时间内不接新增来电，则此插拨来电会被挂断。用户可以从

话机按＊1 键去接该插拨，原本通话会保留，并用＊1 键来回切换这两个通话

或按＊键挂断正在接听的电话。预设为 10 秒。 

Note:  当多重通话起动时，此设定无效! 此时接插拨方式可参考多重通话使 

            用说明。 

11. SkypeOut 国码：用户可选好所待国家的国际电话代码，之后在拨打此国家

境内 SkypeOut  号码时毋须加国码。 

      预设国码依用户计算机操作系统语言而异。举例来说，简中操作系统预设  

      国码为+86(中国大陆)。 

12.  区码：目前仅支持台湾,中国大陆美国及加拿大区码。用户在启动区码功能时

除了要勾选区码选项外，还要选取所在地正确区码。之后在拨打当地 SkypeOut 

号码时毋须加区码。SkyATA‐101 程序已尽可能搜集完整区码，若有区码遗落

或新增，用户可按新增按键去新增以免电话号码错误拨出，之后在区码设定

窗口(如下图)，填入欲新增区码或手机前置码及当地号码或手机号码位数并按

确定即可。 

 

13.  拨打加码:  针对 SkyATA‐101 交换机的应用。有些交换机可能为了控制分机拨

打国际电话会吃掉一些拨码如 00，用户可手动加入这些被吃掉的按键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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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 SkypeOut 错误拨出。预设为不勾选。 

14. SkyATA-101 启动时，计算机不会进入休眠:  用户可不勾选此选项，但当要

使用 SkyATA‐101 功能时，再唤醒计算机。预设为勾选。 

15.  远程监控功能启动时，计算机不会进入休眠:  使用远程监控功能时，需确定

计算机处于非省电模式。若用户不想让计算机一直处于开机状态，用户可不

勾选此选项，但当要使用此项功能时，可利用远程唤醒该进入省电模式的计

算机(如送 Magic Packet)或运用固定时间开启计算机的程序，当确认该计算

机的 Skype 账号已从注销进到上线时便可使用。预设为勾选。 

16.  下班时间 Skype 状态设定及 Skype 转接:  可以设定下班时间 Skype 状态、下

班时间将 Skype 来电转到特定 Skype 账号或 SkypeOut 号码及下班时间 Skype

来电拨放下班时间来电欢迎语音。 

此设定会在用户设定的一周上班以外时间，将 SkyATA‐101 Skype 状态更改

为用户选定的状态如上线、离开、请勿打扰、隐身或离线，并且可以设定下

班时间将 Skype转接至三个其他 Skype 账号或 SkypeOut 号码，任一 Skype

帐号或 SkypeOut 号码接此转接来电后，另外的转接就会自动挂断。 

预设不勾选。 

 

  选择在下班时间将 Skype 呼叫转移到另一 Skype 账号或 SkypeOut 号码， 

若与SkyATA-101运行的Skype版本是7.34或以后，程序会提醒您去Skype

官网 www.skype,com 如下两图做转接 Skype 账号或 SkypeOut 号码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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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电话讯号极性反转: 可做计费或其他应用。预设为不勾选。 

18. 视讯拨出: 点选后 Skype 拨出会变成 Skype 视讯去电，若同时勾选”提机后 

自动拨打 Skype”，并填入 Skype 账号、Skype 速拨码、或 SkypeOut 号码， 

就会直接以视讯拨打该 Skype 账号，SkypeOut 目前不支持视讯拨出。预设 

为不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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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提机后自动拨打 Skype: 点选后需填入想拨打的 Skype 账号、Skype 速拨 

    码或 SkypeOut 号码，话机提机后直接拨出，若同时勾选”视讯拨出”，就会 

    直接以视讯拨打该 Skype 账号，SkypeOut 目前不支持视讯拨出。预设为不 

勾选。 

 

2.1.3	 音讯设定页说明	
用户设定有关音频的设定，包含 SkyATA‐101 装置音量调整以及强制设定

SkyATA‐101 设备为 Skype 音效装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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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kyATA‐101 装置音量调整:  用户可以各别调整装置的喇叭与麦克风音量。拉

动喇叭拉杆可调整装置音频拨放的音量，拉动麦克风拉杆可调整装置音频输

入与录音的音量。   

注意：如果用户尝试从控制面板声音及音频装置去调整 SkyATA‐101 的喇叭音

量时，SkyATA‐101 将会自动调整回默认值。如果用户尝试从控制面板

声音及音频装置去调整 SkyATA‐101 的麦克风音量时，当用户调整的值

大于 SkyATA‐101 设定的 大值时，SkyATA‐101 将会自动调整回预设的

大值。 

2. 强制设定 SkyATA‐101 设备为 Skype 音效装置:  若用户有时想暂时改变 Skype

音效装置，需把此选项拿掉或离开此程序。预设启动。 

 

2.1.4 电话设置页说明	

提供电话相关功能的选项设置，包含响铃信号频率设定、各国忙线音设定及用户

自定义的忙线音参数等相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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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响铃信号频率设定：支持 20、25、30、50Hz 等 4 种响铃信号频率提供用户根

据所使用的电话选择适当振铃信号频率。通常在美国所采用的振铃信号频率

为 20Hz。在欧洲代表性的振铃信号频率为 25Hz。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所使用

的振铃信号频率范围为 20~50Hz。预设为 25Hz。 

2.  各国忙线音设定&用户自定忙线音参数：用户可以从选择区域选择框中，根据

自己所在的国家选择熟悉的忙线音。如果用户从选择区域选择框中无法找到

自己的国家，而且用户知道当地适合的忙线音，SkyATA‐101 允许用户自己设

置忙线音的参数。然后按下“确定”键。在一般应用下，用户不需要去更改

忙线音设置。   

这个特点也允许用户将 SkyATA‐101 连接到交换机(PBX)时，可以设置适合的忙

线音。透过选择国家，SkyATA‐101 设备将会产生符合当地公众电信网络所支

持的忙线音频与节奏。有时候，用户的交换机(PBX)忙线音与所在国家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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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换机忙线音未必相同，如此用户可能面临即使已选择了国家忙线音，但

忙线音侦测仍有问题且非熟悉的忙线音，此时可以勾选“用户自定忙线音参

数”分别设定各个参数(如下图)，然后按下“确定”键，忙线音参数值即储存

好并可使用。 

预设忙线音国别与参数是根据用户在安装 SkyATA‐101 时，所选择的语言来决

定。举例来说，当用户选择简体中文，则预设国家将会是中国大陆。SkyATA‐101

已支持大部分国家忙线音。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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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速拨码设定页说明	

Skype 8.x 已无开发者 API 支持取得联络人信息，建议用户在 20181031以前登 

入 Skype 7.x 利用速拨码页汇出功能取得所有使用 Skype账号的联络人名单， 

将来好方便在其它计算机使用! 

 

Skype 在 4.0 版本后不支持速拨码，用户可透过此页面，作 Skype 账号及 

SkypeOut 号码速拨码设定，速拨码支持一到五个数字。若用户使用 Skype 4.0 

以前版本并已在 Skype 界面设定一些速拨码，假如这些设定与 SkyATA‐101 速拨码 

设定不冲突仍可使用。否则会以 SkyATA‐101 速拨码设定为优先。速拨码设定好

后记得导出备份以备将来导入使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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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多重通话及电话会议设定页说明	

 

不支持 Skype 8.x! 

 

供用户个别勾选是否启用多重通话与电话会议功能。如下图所示: 

 

1.  启动多重通话设定:  供用户勾选是否启用多重通话功能。用户可勾选启用多重

通话功能，同时 多与 4  个被保留的 Skype 联络人一对一通话，并在被保留

的 Skype 联络人通话中循环切换通话对象。详细的操作说明请参照 2.8 章节。

默认为不勾选多重通话功能。若勾选启用多重通话功能，功能键为“＊1”字键。 

2.  启动电话会议设定:  新版 Skype 无法透过本设备做多方通话。用户可以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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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Skype 接口建立一多方通话，再提起话机便可进行。 

Note:  若 SkyATA‐101 有启动多重通话时，电话键“＊1”  键有特定功能，所以用

户用 Skype 拨打电话(特别是 SkypeOut 400 服务电话) ，若按了“＊1”  键

会造成通话暂时停止，可在 Skype 接口按继续通话或话机再按一次“＊

1”  键。 

建议用户仅在需使用多重通话功能时启用，不需使用时请关上。 

2.1.7	 及时键设定页与使用说明	

 

不支持 Skype 8.x! 

 

用户设定有关及时键页的设定中，包含及时键功能开启、＊键代表的延迟秒数及

更新键。 

及时键功能开启 

使用及时键功能前用户需确认是否有勾选此功能。 

默认为启动及时键功能。 

＊键代表的延迟秒数 

有些情况可能需要在欲拨号码前加一个或更多” ＊”  作为延迟。用户可在 1~5 秒

间选择任一” ＊”键所代表的延迟秒数。 

预设任一” ＊”键代表 2 秒延迟时间。 

更新键 

Skype 联络人状态可能无法实时更新，用户可点选此键去实时更新联络人状态。 

用户可以在及时键设定页中，增加自己 Skype 联络人的 SkypeOut 号码，如下图

所示。请确认己勾选及时键功能后，用户即可享受及时键功能的便利性，不管是

Skype 通话质量不是很好还是 Skype 好友无法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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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及时键功能，不管是 Skype 通话质量不是很好还是 Skype 好友无法接听，用

户只需要按两个电话按键，即可立即转成经由 SkypeOut 拨打好友。用户如果想

要使用及时键功能，不需要也不可以挂断目前的 Skype 通话。在按下“ # + (1 或

2)”键后，用户即可经由 SkypeOut 或一般电话继续跟联络人聊天，不需要再翻

电话簿和输入冗长的电话号码才能继续通话。 

按“#1”键会拨打到用户所设定的第一组 SkypeOut 号码。  

按“#2”键会拨打到用户所设定的第二组 SkypeOut 号码。 

注意事项:  

1.     如果用户没有预先设定及时键对应表，按“# + (1 或 2)”键程序将不会有任何

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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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户有些情况可能需要在输入号码前加“＊”键做为延迟。 

3.     SkyATA‐101 及时键的联络人清单，可以实时反映联络人 Skype 在线状态。而

如下图所示的“更新”按键，可以让用户在 SkyATA‐101 程序执行后，很容易

地立即更新新增加或被移除的联络人清单。 

4.     若用户想要使用及时键功能，在按下“#”键之后，要在 3 秒内按下“1 或 2”

键，否则及时键功能将无法正常操作。 

 

2.2	建立 Skype 通话	
使用 SkyATA‐101 拨打 Skype 电话，若 SkyATA‐101 有启动多重通话时，电话“＊1”  

键有特定功能，所以用户用 Skype 拨打电话(特别是 SkypeOut 400 服务电话) 

时，  若按了“＊1”键会造成通话暂时停止，可在 Skype 接口按继续通话或话机 

再按一次“＊1”键。建议用户仅在需使用多重通话能时启用，不需使用时请关上。 

 

1.  拿起话机，听到拨号音后直接按下 Skype 联系人的快速拨号键，3 秒后 Skype 

      会显示用户所按的快速拨号键，SkyATA‐101 会自动启动 Skype 拨打该联系人。

或者拿起话机，听到拨号音后直接按下 Skype  联系人的快速拨号键+“#”

键，SkyATA‐101 会立即启动 Skype 拨打该联系人。 

2.  使用 Skype 窗口界面点选联系人之后再按拨打键，拿起话筒等待拨打的联系

人接听。 

3.  如果拨打的 Skype 联系人没有接听电话，用户会听到忙音。 

注意事项:  用户可以为联系人设定一组快速拨号号码，请参考速拨码设定页。 

 

2.3	建立 SkypeOutTM通话	
用户可以上 Skype 网站(www.skype.com)去申请 SkypeOut 的点数。申请完成之后，

用户登入 Skype 将会在 Skype 窗口下看到所申请的 SkypeOut 点数，用户可以用

比一般电话费还要便宜的费率去拨打长途电话、移动电话或者国际电话。 

用下列方式去建立 SkypeOut 通话。 

1. 用户可先为 SkypeOut 联系人设置快速拨号键，  (请参考速拨码设定页)。拿

起话机，听到拨号音后直接按下 SkypeOut 联系人的快速拨号键，3 秒后

SkyATA‐101 会自动启动 Skype 拨打该联系人。或者，拿起话机，听到拨号音

后直接按下 SkypeOut 联系人的快速拨号键+“#”键，Skype 会显示用户所按

的快速拨号键联系人且 SkyATA‐101 会立刻自动启动 Skype 拨打该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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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 Skype 窗口界面选择要拨打的 SkypeOut 联系人之后再按拨打键，拿起话

筒等待拨打的联系人接听。 

3. 用户可以拿起话筒在听到拨号音后直接按下“00”（或“+”）+国家代码

+PSTN/手机号码，拨完足够号码后，SkyATA‐101 会自动启动 Skype 拨打该

SkypeOut 号码(此智能型拨出,目前仅支持台湾,中国大陆,美国及加拿大号

码)，或者加按“#”键或等待呼叫延时 3 秒，SkyATA‐101 会立刻自动启动

Skype 拨打该 SkypeOut 号码。当用户己在 SkyATA‐101  系统任务栏点击"选项

"并在"通用设置"页面选择 SkypeOut 国码后，在拨打 SkypeOut 电话时，可以

直接拨打电话号码，可省略"00 +  国家代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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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拨打的 SkypeOut 联系人没有接听电话，用户会听到忙音。 

2.4 接听 Skype/SkypeInTM通话	
1．当电话机铃响时，拿起话机就可进行通话。 

2．当电话机铃响时，按下 Skype 窗口的接听图标就可进行 Skype 通话。 

3．通话中，如果远端联系人先结束通话时，用户会听到忙音。 

2.5	结束 Skype 通话	
用户可挂上话机或按下 Skype 窗口的挂断图标来结束 Skype 通话。 

2.6 使用 Skype 语音信箱	
1. 用户在向 Skype 购买语音信箱服务后，用户可以在好友列表中选择一个好

友，按鼠标右键并选择发送语音邮件就可以发送留言给选择的好友。如果用

户启用语音信箱，当用户没有接受来电时，对方就可以在用户的语音信箱进

行留言。 

2. 用户可以拿起电话然后点击 Skype 窗口中的历史记录选项来检查是否有语音

留言。用户可以点击播放或停止键来听语音信箱中的留言。如下图所示。当

留言播放完以后，电话就会响起播号音，用户就可以选择听下一个留言或者

播打另一个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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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Skype 来电显示	
SkyATA‐101 现在已可支持 Skype Type1 FSK 来电显示。如果将 SkyATA‐101 连接到

支持 FSK 来电显示的的话机，当有 Skype 好友来电时，用户可以在话机挂机的状

态从话机屏幕上知道好友帐号。如下图所示，SkyATA‐101 提供包含呼叫者的 Skype

帐号、呼叫者的 Skype 快速拨号号码和拨打的时间等信息。 

呼叫者的快速拨号号码只有在用户设置该呼叫者的 Skype 快速拨号号码时才会

被显示。透过这个功能，用户可以知道该呼叫者的快速拨号号码并回拨给该好

友，不需要回到电脑前寻找快速拨号号码。用户也可以透过电话的重拨功能回拨

给呼叫者。 

SkyATA‐101 的来电显示时间是被呼叫者电脑设置的当地时间，显示时间取决于电

话机时间显示格式及电话机是否可显示时间。 

Skype 速拨号码有两种设定方式: Skype 4.0 以前版本可在 Skype 接口设定; Skype 

4.0 以后版本不支持此功能，用户可参考速拨码设定页在 SkyATA‐101 程序接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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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若一 Skype 账号同时在 Skype 接口及 SkyATA‐101 程序接口做设定，

SkyATA‐101 的来电显示将显示 SkyATA‐101 程序接口的设定。 

 

 

2.8 建立 Skype 多重通话	
 

不支持 Skype 8.x! 

 

用户应先在选项对话框的多重通话及电话会议启用多重通话功能，其功能键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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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多用户切换可以让用户用切换键与 多“4”位 Skype 联系人轮流进行一对

一的通话，但要在 Skype 通话被拨出或接听后进行。 

注意事项:   

1. Skype 7.9 及以后版本，使用多重通话功能键拨打某些 Skype 账号会有问题，

可以考虑使用 Skype 7.8 或更早版本。 

2. 若 SkyATA‐101 有启动多重通话时，电话键“＊1”  键有特定功能，所以用户用

Skype 拨打电话(特别是 SkypeOut 400 服务电话)时，  若按了“＊1”  键会造成

通话暂时停止，可在 Skype 接口按继续通话或话机再按一次“＊1”键。建议用

户仅在需使用这功能时启用，不需使用时请关上。 

3. 由于 Skype 语音信箱无法保留，所以当用户正在与 Skype 语音信箱联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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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按下  “＊”  键去挂断此通 Skype 语音信箱。 

 

2.8.1	 建立多用户通话	

1. 在用户拨出或接听 Skype 通话中，按下功能键“＊1”，则目前 Skype 通话会

被保持，且用户会听到拨号音以指示用户可直接拨下一位 Skype 联系人的快

速拨号键+“#”来建立另一 Skype 通话。以此类推，用户可重复按下“＊1”

键来保持并建立 多与 4 个 Skype 联系人通话。 

2. 使用 Skype 窗口建立多重通话，拿起话筒就可进行通话。 

3. 如果当前有 2 个以上 Skype 用户在多重通话中，如果远端联系人不接受通话

或者联系人在通话中结束通话，用户会听到 5 秒的忙线音，然后是拨号音来

提示用户可以添加别的联系人或者使用“＊1”键来切换到其它用户。如果被保

持的用户结束通话，用户将不会听到忙线音。 

4. 当用户按下多重通话的功能键“＊1”时，用户必须在按下“＊”键后 3 秒内按下

“1”键，否则用户会结束当前通话而不是保持当前通话。 

2.8.2 在多用户通话中切换	

当用户建立多个 Skype 通话后，按下多重通话功能键，用户将会听到拨号音，然

后再次按下“＊1”键便可切换到下一个被保持的 Skype 通话。 

多重通话切换的顺序为当初通话被建立的顺序，且 后一个被保留的 Skype 通话

会被循环地切换到第一个被保持的 Skype 通话。 

2.8.3	 挂断多用户通话	

1. 用户在 SkyATA‐101 多重通话模式下，通话中按下“＊”键来挂断目前的

Skype 通话。结束通话后用户将会听到拨号音然后再次按下“＊1”便可切换

到下一个被保留的 Skype 通话或是继续建立下一个通话。 

2. 在拨出过程中按下“＊”键来取消目前的拨号，用户将会听到拨号音然后再

次按下“＊1”便可切换到下一个被保留的 Skype 通话或是继续建立下一个

通话。 

3. 当用户拨打给 Skype 语音信箱启动的联系人，若联系人没有接受该通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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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进入语音信箱，此时用户可以按“＊”或者功能键“＊1”来结束该通

话，用户将会听到拨号音然后再次按下“＊1”便可切换到下一个被保留的

Skype 通话或是继续建立下一个通话。 

4. 当用户拨打给电话留言的联系人，如果联系人没有接受该通话，通话进入留

言，此时用户可以按“＊”键结束该通话，用户将会听到拨号音然后再次按

下“＊1”便可切换到下一个被保持的 Skype 通话或是继续建立下一个通话。 

5. 用户多重通话模式下挂上话机，就可以挂断所有已建立的通话。 

2.9	建立 Skype 电话会议	
 

不支持 Skype 8.x! 

 

SkyATA‐101 在新版 Skype 已无法建立起多个 Skype 联络人多方通话，需先使用

Skype 接口建立多方通话，再提起话机进行通话，挂上电话结束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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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Skype 录音 

使用提醒 

Skype 8.30.0.50 或以上版本本身已提供錄音及錄影功能! SkyATA‐101  目前無支 

持錄音及錄影功能 

 
因 Skype 取消 Skype 录音相关 API 功能，造成目前 Skype 录音功能在微软作业 

系统无法正常使用，但在微软 Windows XP 或 Server 2003 下使用 SkyATA‐101 目 

前还可使用 Skype 录音功能。虽然 Skype 日前宣布从 03/01/2017 开始强迫升级到

Skype 7.17 及以后版本，有客户反映现在还可以使用 Skype 7.16.0.102。Skype 

7.16.0.102 经我们试验后确实可以达到 Skype 录音功能，但若换 Skype 账号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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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造成无法登入且要求升级较新 Skype 版本，此时需先更新为较新 Skype 版本

如 7.32，更新到较新 Skype 版本后要先登入您要使用 Skype 账号，再直接安装

Skype 7.16.0.102 后就会登入您要使用的 Skype 账号使用，请不要注销或换 Skype

账号，不然可能得照上述程序做一次。 

 

Skype 7.16.0.102(可在 SkyATA‐101软件将来可支持 7.16.0.102以上的 Skype版本做

Skype 录音，用户会收到 SkyATA‐101 软件在线更新通知或从 SkyATA‐101 系统任务

栏查询 新版本安装较新版 SkyATA‐101 程序，更新的在线辅助或更新 SkyATA‐101

使用手册也会做此通知。 

 
用户进行 Skype 通话时可以选择双向或单向录音。录音档案默认会存在 My 

document/Skype record 目录底下，用户可手动删除录音档案。 

当用户在微软窗口桌面右下角系统任务栏，按鼠标右键点选 SkyATA‐101 的小图

示，选择 Skype 录音，即可进入 Skype 录音窗口。当有 Skype/SkypeOut 电话进行

时，用户可点击录音按钮开始录音(或从话机按＊3 键)、按暂停键(或从话机按＊

4 键)暂停录音、或按停止按钮(或从话机按＊5 键)结束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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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点选”设定”按钮，可如下图做 Skype 录音设定，设定修改完成后，须点击确

认键储存设定值。 

录音文件存放路径:  录音档案默认会存在 My document/Skype record 目录底下，

用户可浏览选择自己喜欢的目录。 

录音方式:  可选择双向录音、只录制自己的声音或只录制对方的声音。预设双向 

                    录音。 

录音文件格式:  支持 WAV、MP3、WMA、OGG 及 FLAC。预设 MP3。 

当有 Skype 通话时自动开启录音窗口:  每当 Skype 通话时，自动开启如上图的

Skype 录音窗口，方便录音。预设不勾选。 

当有 Skype 通话时自动录音:  每当 Skype 通话时自动依 Skype 录音设定做录音。

预设不勾选。 

当录音开始和结束时，在托盘区提示: 预设勾选。 

将自己的声音和对方的声音分别存储在不同的声道(立体声):  若此选项不勾选，

自己的声音和对方的声音将储存在单一声道。预设

不勾选。 

录音完成后自动开启录音文件夹:  录音完成后自动弹出录音文件夹，方便读取。

预设不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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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Skype 远程监控 

目前在 Skype 8.x 下無 Skype 遠程監控功能支持 

 

SkyATA‐101 可整合网络摄像头 WEB CAM 及 Skype 视频功能，提供用户方便且免

费远程监看家里的功能。在用户启动 SkyATA‐101 远程监控功能后，可从远程拨

打 Skype 到家里 Skype 账号  (家里 Skype 账号勿设 Skype 内建转接功能,且不可在

其他计算机登入此 Skype 账号)，若密码输入正确，SkyATA‐101 会接此 Skype 来电

并启动计算机 Skype 视频。目前很多智能型手机已支持 Skype 视频，用户可以很

方便地随时随地观看家里的情况，无须受限有些 IP CAM 须有固定 IP 地址才可使

用，甚至国外出差时也可关心家里的宠物!此功能仅支持 新 SkyATA‐101 硬件。   

当用户在微软窗口桌面右下角系统任务栏，按鼠标右键点选 SkyATA‐101 的小图

示，选择远程监控，即可进入远程监控设定页面，选择当有 Skype 来电时启用远

程监控、选择接受任何 Skype 来电或仅允许指定 Skype 账号来电才可启用远程监

控、设定密码。密码须为 6 个或 6 个以下的 0~9 数字。密码可以不设，但一般应

用还是强烈建议设密码。预设密码输入等待时间是 7 秒，用户必须在 7 秒内输入

第一码，且两码间输入延迟不可超过 7 秒。 

若选择接受任何 Skype 来电启用远程监控，任何 Skype 来电会被 SkyATA‐101 自

动接起，拨打者若听到”哔哔”两声提示语后 7 秒内(密码输入等待时间)未输入

任何按键，SkyATA‐101 会震铃所连接电话机，接着就像一般通话的方式进行。拨

打者若听到”哔哔”两声提示语后 7 秒内输入”密码+＊”，SkyATA‐101 会将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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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的 Skype 视讯打开。选择此设定，任何来电都会延迟至少密码输入等待时

间才能震铃通话，但用户若听到”哔哔”两声提示语后按"#"键可马上震铃通

话，甚至 Skype 视讯启动后，用户仍可按"#"键，马上震铃远程通话。基于隐私

及安全理由，除非是特别应用，一般不建议做此设定。 

若选择指定 Skype 账号来电才可启用远程监控，当指定 Skype 账号来电会被

SkyATA‐101 自动接起，拨打者若听到”哔哔”两声提示语后 7 秒内(密码输入等

待时间)未输入任何按键，SkyATA‐101 会震铃所连接电话机，接着就像一般通话

的方式进行。用户若想用指定 Skype 账号做一般通话，也可在听到”哔哔”两声

提示语后按"#"  键，马上震铃通话。甚至 Skype 视讯启动后，用户仍可按"#"键，

马上震铃远程通话。拨打者若听到”哔哔”两声提示语后 7 秒内输入”密码+＊”，

SkyATA‐101 会将该台计算机的 Skype 视讯打开。当非指定 Skype 账号来电，

SkyATA‐101 会马上震铃所连接电话机，接着就像一般通话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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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远程监控，请先确认是否 Skype 可找到想要用的网络摄像头且可使用(从

Skype 主窗口  工具选项视频，如下图)  ，并调好想要监看的角度。 

 

 

有些网络摄像头还有麦克风及扩音器功能，若想要与监看对象声音互动，可以到

Skype接口把声音输入及输出设成摄像头附的麦克风及扩音器(从 Skype主窗口工

具选项音效设备，如下图)  。当远程监控功能取消后，SkyATA‐101 会自动把

Skype 声音输入及输出设回 SkyATA‐101，用户下次使用此应用时，必须再把 Skype

声音输入及输出设为摄像头附的麦克风及扩音器，才可透过摄像头附的麦克风及

扩音器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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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好后，用户出差时便可用指定 Skype 账号(或任意 Skype 账号，当选择接受任

何 Skype 来电启用远程监控)拨打 SkyATA‐101 所使用的 Skype  账号，接着 Skype

来电会被 SkyATA‐101 接通，在”哔哔”两声提示语拨完后，用户必须在密码输

入等待时间内从 Skype 拨键盘、计算机键盘或 Skype 拨号装置拨按默认”密码+

＊”，若输入正确，SkyATA‐101 会将该台计算机的 Skype 视频打开。若输入不正

确该通来电会被挂断。用户还是可以用远程监控指定 Skype 账号拨打到

SkyATA‐101 所使用的 Skype  账号，在”哔哔”两声提示语拨完后，用户输入"#"

键(可减少震铃等待时间)或密码输入等待时间内不要输入任何按键，SkyATA‐101

便会震铃所连接电话机，接着就像一般通话的方式进行。Skype 视讯启动后，用

户仍可按"#"键，马上震铃远程通话。 

注意事项:  

1. 使用远程监控功能时，需确定计算机处于非省电模式。若用户不想让计

算机一直处于开机状态，用户可不勾选通用设定页的  ”远程监控功能启

动时，计算机不会进入省电模式”选项，但当要使用此功能时，可利用

远程唤醒该进入省电模式计算机(如送 Magic  Packet)或固定时间开启计

算机的程序，当确认该计算机的 Skype 账号已从注销进到上线时便可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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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智能型手机做远程监控，密码输入可能因手机同时下载文件或处理

太多程序而无法及时传到。 

3. 再次提醒您不定时更换密码以防止密码泄漏，并仅在有远程监控功能需

求时再开启此功能。 

4. 不同Skype版本的通话中拨键盘在不同的位置，下图是Skype 5.6.0.110

的通话中拨键盘。 

 

 

2.12	即时通讯模式	

用户可用 SkyATA‐101 作为其它即时通讯的音频设置，如 We chat, Lync, Google 

voice/hangouts, Facebook Messenger, Line, Yahoo!Messenger,…..等。用户点击微软

窗口桌面右下角系统任务栏 SkyATA‐101 图标，并且选择  “即时通讯模式”  去开

启 SkyATA‐101 其它即时通讯应用模式。注意：用户无法透过电话按键拨打或接

听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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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即时通讯软件的应用接口中可选择音频设置，如 Skype 和 Yahoo!奇摩即时通

讯。用户需先确认 SkyATA‐101 装置已接妥至电脑 USB 端口，在即时通讯中设定

SkyATA‐101 作为音频设置后，用户将可透过 SkyATA‐101 所接的电话与从电脑上拨

打或接听的联系人通话。若所使用的即时通讯软件中没有应用界面去设定音频设

置时，用户可将电脑系统的音频设置设定为 SkyATA‐101。但此时电脑所拨放的音

乐也将会由外接的话筒输出。电脑系统音频设置设定也可藉由 SkyATA‐101 系统

任务栏之选项页中，调整音频输出及输入装置为 SkyATA‐101 后，再点击“确定”

或“应用”即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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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接听实时通讯来电插拨 

实时通讯模式下，在一实时通讯通话中若有另一来电插拨，用户可透过实时通讯

软件所提供来电插拨接口去接插拨以及在两通话间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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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常见问题(FAQs) 

关于使用 SkyATA‐101 产品遇到的问题，请参考常见问题  (FAQ)、用户使用手册或

者在线帮助文件来进行疑难排除。 

 

Q1:  如何找到 新 SkyATA‐101 软件版本? 

A: SkyATA‐101 程序在 2.1.0.0 及以后版本已支持在线更新。用户若已安装

SkyATA‐101  版本 2.1.0.0 及以后版本，当 SkyATA‐101 有较新版本时，程序运

行后应会收到在线更新，用户可选择是否升级。如用户选择  ”不升级,以后

也不提醒”  ，用户必须移除 SkyATA‐101 程序再安装 SkyATA‐101 程序，尔后

才会再收到升级通知，用户可在 SkyATA‐101 程序运行后，在微软窗口桌面

右下角 SkyATA‐101 系统任务栏找到如下选项，得知 SkyATA‐101 目前版本或

下载 新版本。 

         

 

Q2: SkyATA‐101 已经正确的安装在计算机的 USB 端口，为什么还是不能正常工

作？ 

A: SkyATA‐101 与一般的 USB 装置如 USB 键盘或 USB 鼠标不同，此装置需要从 USB 

端口取得 5V, 500mA 电源。假如 SkyATA‐101 已经正确的安装在计算机的 USB

端口，却无法正常操作，用户可尝试将此装置改插到其它计算机 USB 端口，

或换一条质量较好的 USB 线或透过带足够电源的 USB Hub(集线器)连接此装

置和计算机。 

  我们发现有些计算机的 USB 端口是经过主机板跳线接到计算机前面面板，若

接线质量不良可能造成 SkyATA‐101 无法正常操作。此时可以换另一个 USB 端

口试试看或者经由带足够电源的 USB 集线器连接 SkyATA‐101。 

 

Q3:  如何知道 SkyATA‐101 是否正确安装完成？ 

A:  简单的检查方法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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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检查微软视窗桌面右下角系统工具栏 SkyATA‐101 图标是否为 ，或是将

鼠标移动到 SkyATA‐101 图标上面，这时会有提示字样“SkyATA‐101”就代表

SkyATA‐101 安装完成。 

(b) 再者您可以拿起电话听筒，听到拨号音，就代表安装完成，并且 SkyATA‐101

蓝 色指示灯会是恒亮状态。 

 

Q4:  为什么有些电脑 USB 端口不能正常使用 SkyATA‐101？ 

A:  因为 Windows 2000/XP 都是在 USB 2.0 可以使用之前就已经发布了，所以有些

Windows 2000/XP 的 USB 2.0 驱动会有问题。不过微软的 Windows 2000/XP

新安装包都已经支持 USB 2.0。用户可以到微软的主页上查找 USB/FAQ 或者点

击以下连接来获得更多信息。 

http://www.microsoft.com/whdc/system/bus/USB/USBFAQ_intro.mspx 

用户可以按照下面程序检查Windows设备管理器以确定自己的USB驱动是否

有问题。在更新了 USB 驱动之后，您的 USB 端口就可以正常使用 SkyATA‐101

以及其他 USB 设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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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在某些电脑上，当用户第一次把 SkyATA‐101 插到某个 USB 口的时候，系统

会提示询问用户是否重启电脑。用户需要重启电脑来保存新的设置吗？ 

A:  用户不需要重启电脑。忽略这个提示消息，不需要重启电脑，只需要继续安

装 SkyATA‐101 软件。但是在某些 Windows 2000 系统下在安装 SkyATA‐101 软

件完成后会出现下面提示消息。此时用户只需要点击确定按钮并插拔

SkyATA‐101 硬件或者重启电脑，重新安装 SkyATA‐101 软件并启动，然后就可

以正常使用。 

 

 

Q6:  为什么我成功安装完 SkyATA‐101 硬件和软件之后，我仍然无法使用

SkyATA‐101？ 

A:  在 Skype 8.x 下，SkyATA-101 程序已启动且一切似乎都正常，但却仍无法

使用可能是因为目前 SkyATA-101 只支持繁中、简中及英文接口，若用户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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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pe 接口设为其他语言，会造成程序无法存取 Skype 而无法使用。 

 

在 Skype 7.x 下，当 SkyATA‐101 软件启动后，Skype 会显示一个警告窗口“其

他程序试图使用 Skype”来提示用户做决定。     

 

这时如果您选择了“拒绝访问”，您将无法使用 SkyATA‐101。  如果您想继续使

用 SkyATA‐101 请到 Skype 菜单工具选项，此时会跳出选项窗口，然後再

點選高级高级设置管理其他程序对 Skype 的访问，这时会跳出一个“管

理 API 访问控制”窗口，在这个窗口中找到“SkyATA‐101.exe”并选择，您可以

按更改按钮来改变允许 SkyATA‐101 使用 Skype，或者选择删除，等待下次启

动 SkyATA‐101 时再次选择允许使用 Skype；如此 SkyATA‐101 将可以正常使用。 

用户须选择“允许此程序使用 Skype”。下面为图示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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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为什么 SkyATA‐101 初始化错误？ 

A:  请挂上电话听筒，并按重试或重新启动 SkyATA‐101 程序。 

 

Q8:  为什么在 Windows 2000 下，SkyATA‐101 设备在某些 USB 插口上无法正常使

用？ 

A:  在 Windows 2000 下，我们强烈建议用户第一次将 SkyATA‐101 设备连接到电

脑 USB 插口上后，马上进行 SkyATA‐101 应用程序的安装。如果用户第一次将

SkyATA‐101 设备连接到电脑 USB 插口并没有马上安装 SkyATA‐101 程序，下次

用户如果要开始安装 SkyATA‐101 程序时，需要记住 早将 SkyATA‐101 设备

连接到哪个 USB 插口，用户需要确认位置无误后再开始安装。 

在某些情况下，用户将 SkyATA‐101 设备连接到第一个 USB 插口后并没有马上

安装 SkyATA‐101 的应用程序，而将 SkyATA‐101 设备拔出换到第二个 USB 插

口，接着进行 SkyATA‐101 应用程序的安装；完成安装后又将 SkyATA‐101 连

接到第一个插口，这时 SkyATA‐101 将无法正常使用，SkyATA‐101 应用程序会

提示用户，再次安装 SkyATA‐101 应用程序来排除此问题。如果用户仍无法解

决问题，也可以参考 FAQ 4 的说明。 

这个问题只会出现在 Windows 2000 的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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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  为什么在我的电话拨打进来的时候电话机没有铃声？ 

A: a.请确认 SkyATA‐101 是否安装完成，参考 FAQ 3。 

b.请确认手册 2.1.4 章節振铃信号频率设置是否有与所使用的电话机或交换

机  (SkyATA‐101 连接交换机应用)规格相同。 

c.请尝试以不同的电话机来测试，因为有些电话机有特殊的负载要求。 

 

Q10:  为什么当我拿起话机后没有听到拨号音？   

A: a.请确认 SkyATA‐101 是否成功安装完成，参考 FAQ 3。 

b.请确认 Skype 音频设备的输入及输出是选择 SkyATA‐101 设备,请参考 FAQ 11。 

c.请检查您的计算机是否己进入省电模式。若您的计算机己进入省电模式。您

需要将计算机从省电模式切回到正常状态，并且 SkyATA‐101 程序将会重新

初始化。当 SkyATA‐101 程序正在初始化时，请记得确认电话机在挂机状态。 

  

Q11:  当我拿起话筒进行通话并且 Skype 窗口显示通话中，为什么话筒没有声音

应该如何处理？ 

A:  请确认 Skype 音频设备的输入及输出是选择 SkyATA‐101 设备，请到 Skype 菜

单工具选项，此时会跳出一个设置窗口，然后选择输入/输出设备，进行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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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  当我将 SkyATA‐101 设备插入电脑的 USB 口后，为什么我无法从电脑音响

中听到声音，应该如何处理？ 

A:  到控制面板“声音和音频设备”窗口中调整为您想要的播放和录音设备就可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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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  在我重新插拔 SkyATA‐101 设备后，我需要重新启动电脑吗？ 

A:  您不需要重新启动电脑，但是我们建议您重新启动 SkyATA‐101 程序与 Skype。

在重新启动 SkyATA‐101程序之前请先确定您的 SkyATA‐101设备已经插入USB

口中。在您要拔出 SkyATA‐101 设备前，建议您先结束 SkyATA‐101 应用程序。 

 

Q14:  我要如何卸载 SkyATA‐101 应用程序？ 

A:  请先关闭 SkyATA‐101 程序，然后到控制面板的“添加或删除程序”中卸载

SkyATA‐101 应用程序，或是到开始菜单在安装的 SkyATA‐101 目录中选择 

“Uninstall”就可以了。 

  

Q15:  当我在拨打 SkypeOut 时如何拨  “+”？ 

A:  您可以使用“00”  来代替“+”。 

 

Q16:  为什么当我安装 SkyATA‐101 设备以后，我的电脑无法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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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请检查您的 BIOS 开机设置，开机设置请不要选择以 USB 设备启动电脑。您可

以参考您的主板使用手册来设置。 

  

Q17:  我要如何得知 SkyATA‐101 应用程序的版本？ 

A:  在微软视窗桌面右下角系统工具栏图标中点选 SkyATA‐101 应用程序然后再选

择“关于”就可以。  

 

Q18:  为什么 SkyATA‐101 在微软视窗桌面右下角系统工具栏图标会显示硬件故

障 ？ 

A: a.可能是 SkyATA‐101 设备没有正确插入电脑的 USB 口，请确认 SkyATA‐101 装

置是否正确插入电脑的 USB 口。 

    b.话机在初始化完成前被拿起，请确保在初始化完成前不要拿起话机。 

  

Q19:  为什么 SkyATA‐101在微软视窗桌面右下角系统工具栏图标会显示 Skype没

有运行 ？ 

A:  请确认 Skype 启动并且联机成功，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考下列可能原因： 

a. SkyATA‐101 应用程序已启动，但用户的电脑没有连到互联网上，使得 Skype

无法连到互联网。 

b.  在 SkyATA‐101 应用程序启动后，Skype 被关掉。 

c.  用户更改 Skype 状态为离线。请将 Skype 状态更改为联机就可恢复正常工

作。 

  

Q20:  为什么我安装了 SkyATA‐101 以后，我原本所使用的 Skype 设备就无法使

用？ 

A:  在安装 SkyATA‐101 之后，Skype 音频设备将是 SkyATA‐101，如 FAQ 11 的图。

如果用户想要用另外的设备来使用 Skype 时，用户可以将 Skype 的音频设备

改为所要使用的设备就可以了。同样的如果用户先以别的设备来使用 Skype，

之后又想以 SkyATA‐101 来使用 Skype 时，用户只需要将 Skype 的音频设备改

为 SkyATA‐101 就可以了。 

  

Q21:  我所安装的 Skype 版本可以比 SkyATA‐101 系统基本需求中所支持的 Skype

版本还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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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kype 升级版本可能修改应用程序接口，所以我们不能保证目前的 SkyATA‐101

应用程序可以完全无误的操作。您应该还能透过SkyATA‐101建立基本的Skype

通话，然而您可以从我们的网页随时下载 新的 SkyATA‐101 应用程序，或从

我们的技术支持人员那里得到协助。 

 

Q22: Skype 通话中如果有插拨，如何接插拨? 

A: 在 Skype 8.x 下，目前只能从 Skype 接口接插播无法透过话机按键接插播! 

     

在 Skype 7.x 下，如果 SkyATA-101 多重通话功能未启动，在 Skype 通话中

如果有插拨可以从话机按＊1 键去接此插拨，现有通话会保留，并用＊1 键去

切换这两通电话，按＊键可以挂断目前通话。如多重通话启动时，当有一通

话时，请依多重通话使用说明去接插拨来电。 

 

Q23:  为何在使用 SkyATA‐101 后，无法暂时改变 Skype 音效装置? 

A: SkyATA‐101 较新版软件有如下图设定，用户若有时想将 Skype 音效设为其他设

备，可以将 SkyATA‐101 程序关闭或取消”强制设定 SkyATA‐101 设备为 Skype 音

效装置”，若想再回复 Skype 音效为 SkyATA‐101 时，可以再将此选项勾选即可。

此设定可以确保 Skype 音效强制设定为 SkyATA‐101，避免有时 Skype 音效发生

问题无法透过 SkyATA‐101 拨接 Sk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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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4:  为何 SkyATA‐101 setup 程序无法安装?  或安装时计算机出现警告窗口? 

A: SkyATA‐101 setup 程序无法安装有可能是以下原因造成: 

a. SkyATA‐101 须在有 Windows 管理员权限的用户下安装。 

b. 由于新的微软作业介系统加强安全保护，阻挡 SkyATA‐101 程序安装，请如 

     下图按红色圈起”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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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跳出以下窗口按红色圈起”仍要执行”，接着只要允许 SkyATA‐101 安 

装并依指示安装即可 

    
 

Q25:  为何使用 SkyATA‐101 拨打 Skype  或 SkypeOut 400 服务电话，当我拨 

＊1”  键时会出现通话异常? 

A:  若 SkyATA‐101 有启动多重通话时，电话键“＊1”  键有特定功能，用户用 Skype 

      拨打电话(特别是 SkypeOut 400 服务电话)时，若按了“＊1”  键会造成通话暂 

      时停止，可在 Skype 接口按继续通话或话机再按一次“＊1”  键。建议用户仅 

在需使用多重通话功能时启用，不需使用时请关上。 

Q26: 为何程序出现 Skype 音频装置错误，并指示可能原因为另一机器开启微

软远程桌面连接本设备的   计算机? 

A:  若使用另一机器开启微软远程桌面连接本设备的计算机，默认设定可能将本

设备音频装置 SkyATA‐101 给远程连接机器使用，造成本设备 Skype 音频装置

设定错误，可在远程联机前参考以下图中红色框起来部分做设定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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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7: 为何 SkyATA‐101 Skype 录音功能不成功?  

A: Skype 8.30.0.50 或以上版本本身已提供录音及录像功能! SkyATA-101 目

前无支持录音及录像功能! 

   因 Skype 取消 Skype 录音相关 API 功能，造成目前 Skype 录音功能无法正 

常使用。用户可以将 SkyATA‐101 运行在 Win XP SP3 或 Windows server 

2003 在此环境 Skype 录音功能是可以的。 

虽然Skype日前宣布从03/01/2017开始强迫升级到Skype 7.17及以后版本， 

有客户反映现在还可以使用 Skype 7.16.0.102。Skype 7.16.0.102 经我们试

验后确实可以达到 Skype 录音功能，但若换 Skype 账号时可能会造成无法登

入且要求升级较新 Skype 版本，此时需先更新为较新 Skype 版本如 7.32，

更新到较新 Skype 版本后要先登入您要使用 Skype 账号，再直接安装 Skype 

7.16.0.102 后就会登入您要使用的 Skype 账号使用，请不要注销或换 Skype

账号，不然可能得照上述程序做一次。 

 

Q28: 为何 SkyATA-101 Skype 来电者无法做分机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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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支持 Skype 8.x 的 SkyATA-101 程序，目前无法支持非 Skype 网关系列 

设备打入时拨分机，但 Skype 网关系列设备拨入时拨分机没问题!  若有此问 

题可询问客户服务! 

 

      在 Skype 7.x 下，目前 SkyATA‐101 Skype 来电者可能遇到拨入后 Skype 无拨键

盘或按分机码无效问题，这主要因较新版 Skype 账号拨 Skype 账号 DTMF 送

码有问题或不支持拨键盘，拨打 SkypeOut 再转分机无此问题。若从另一 Skype

网关如 SkyATA‐101 或 SkyATA‐102 拨打到此设备，可以直接从话机拨分机。 

 

      SkyATA‐101  从 v2.1.0.10 版本开始，针对 Skype 账号拨打 Skype 账号支持用送 

      Skype 讯息方式拨分机码，取代从 Skype 拨键盘拨分机码。手机 Skype 8.x 

      版或其他 Skype 用户拨入者，可以在拨打 Skype 账号前 30 秒或在通话过程 

      中如下图透过 Skype 讯息框送出分机码如  *123，本程序会帮忙拨出 123 的 

      分机。 

 

 

Q29: 为何我的 Skype 已设定不自动升级，但重开计算机后 Skype 仍被升级? 

A:  

a. 在 Skype 8.x 下，SkyATA-101 程序 3.0.0.3 及以后版本已尝试禁止 Skype 自

动升级! 若计算机开机时 Skype 还是被升级，一种可能是微软操作系统更新

时 Skype 也跟着升级了。 

b. 在 Skype 7.x 下，鼠标右键点击桌面右下角 SkyATA-101 系统任务栏，若显 

示如下，代表您的 Skype 已设定为禁止升级!   

       

      若您设定无误，但开机时 Skype 还是被升级，一种可能是微软操作系统更新 

      时Skype也跟着升级了，此时只要您再用您喜欢的Skype版本覆盖安装即可。 

c. 另一种可能是防病毒软件如 Avast 造成的更新，可参考以下步骤解除软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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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程序，再覆盖安装您喜欢的 Skype 版本即可。 

 

步骤一: 从计算机右下角 Avast 图框右键单击选取”开启 Avast 用户接口” 

         
 

步骤二: 按左边”设置”        

 

步骤三: 按左边” 组件”，接着按”卸载组件” 解除软件更新程序。若未

出现此讯息请点击”软件更新程序”，应就能产生，记得按”确定”

键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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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0: SkyATA-101 运行时计算机需一直开机，是否该计算机容易被盗用? 

A: SkyATA-101 启动时，计算机不可进入休眠，为了计算机的安全性，您可以在 

离开计算机时，将计算机桌面锁定或设定屏幕保护如下，计算机锁定或屏幕保

护时 SkyATA-101 功能还是可以正常使用。 

(a.) 同时按键盘 Ctrl、ALT、Del 三键后按锁定屏幕或同时按键盘微软符号   

及 L 键将计算机桌面锁定，避免他人动用该计算机 

  (b.) 从控制台外观及个人化，点击变更屏幕保护   

      选择屏幕保护图样，等候分钟数及勾选”继续执行后显示登入画面”使用登

入密码保护计算机不被随意使用或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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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1:为何在 Skype 8.x 下，透过网关设备拨 Skype 无法听到拨出声且对方未接

来电前也没有回铃声? 

A:  可以如下左图在系统音效”播放装置”里找到 SkyATA‐101，选取后按”属性”键产

生如下右图，在增强功能页下选取”  禁用所有增强功能” 并按确定键储存。

接着离开 Skype 再重新开启 Skype 后，问题应不再发生此问题。目前此问题

仅会发生在 Win 8, Win 8.1 及 Win 10! Win 7 计算机无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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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2:  为何有时 Skype 来电话机没响? 

A: Skype 8.x 因已无开发者 API 支持，目前若用户将 Skype 窗口缩小如底下简 

洁画面且接口停留设定页或说明与意见反应如下图(一)或不缩小 Skype 

窗口但停留在设定页或说明与意见反应如下图(二)，Skype 来电时程序无法 

侦测造成话机不响铃! 

 

另外来电时若 Skype 来电小讯息框被关上，SkyATA-101 程序无法侦测来电

会造成话机不响铃! 

 

将来我们会试着改善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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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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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尽量将 Skype 主界面保持在桌面如下可避免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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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3: 为何有时 SkyATA-101 接的交换机外线咬线，无法使用? 

A: Skype 8.x 因已无开发者 API 支持，SkyATA-101 整合交换机应用，用户需在 

SkyATA-101 系统任务栏”使用情境设置”确认选到”接交换机模式”且不去

干扰 Skype 视窗否则进行中的通话可能会被中断，也可能造成用户挂上话机

时 Skype 通话不能结束用户，需手动从 Skype 界面挂断此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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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4: 为何升级到 Skype 8.x 后我的 SkyATA-101 速拨码页设定都不见了? 

A: Skype 8.x 版已无 API 支持取得 Skype  联络人名单，可以在登入 Skype 7.x 

  下到 SkyATA-101 速拨码页将所有联络人及速拨码汇出并储存，将来可依

Skype 登入账号汇入到另一台计算机使用 Skype 8.x。请逐一登入可能使用的

Skype 账号，汇出及储存个别的联络人名单。 

    若在 Skype 8.x 使用下无原来联络人名单，须结束 Skype 8.x 及 SkyATA-101 

程序再开启 Skype 7.x 程序并运行 SkyATA-101，确认速拨码页有完整联络人

名单后，再结束 Skype 7.x 改运行 Skype 8.x 及 SkyATA-101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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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5: 为何 SkyATA-101 系统任务栏出现 无法使用? 

A: SkyATA-101 目前仅支持 Skype 繁中、简中及英文接口，使用 Skype 其他

语言接口会造成 SkyATA-101 程序无法存取 Skype 接口而无法使用，并且

SkyATA-101 系统任务栏出现  

 

  Q36: 为何 Skype 账号注销后再登入或登入其账号后就无法再使用

SkyATA-101? 

   A: SkyATA-101 目前无法侦测是否 Skype 8注销，若用户注销 Skype接口后，

需再重新启动 SkyATA-101 程序才能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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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7:为何 Skype 通话时，有时单边听不到对方声音? 

A:  如果通话单边听不到声音，有可能是 Skype 通话质量问题，但若持续有问题 

可以按 SkyATA-101 系统任务栏的”选项”里的一般页”音讯修复”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