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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现今 Skype 的语音和文字功能已被广泛应用在实时通讯上，并且在世界各地形

成一个广大的社群。然而企业担心 Skype 严谨的安全设计，为了防止员工轻易地寄

送出机密信息，许多公司禁止在办公室使用 Skype。但随着 Skype 用户群增加以及

可能节省下巨额电话费，让许多公司想要使用 Skype，却仍担心安全性问题，

SkyGE-400S ------ 四个 FXS 埠的 Skype 匣道器产品，正可帮助企业解决此困境。

目前可在一台计算机支持 12 个 FXS 端口。SkyGE-400S 除了方便透过员工分机拨

或接 Skype 及 SkypeOut 来电帮公司节费，还可提供一般电信公司可能需另外付费

功能如 0800 客服电话、Skype MVPN 行动群组电话、DID 、DOD 及其他。 

SkyGE-400S 与公司既有的交换机连接后，员工可透过现有的分机拨打/接听

Skype 电话。员工不需要在个人计算机安装 Skype 而增加公司安全顾虑和资管人员

的负担。公司不同地点的办公室可透过此设备做免费通话，国际电话费变的免费或

便宜，另外可透过 Skype 提供的免费 Skype 按钮功能或 SkypeIn™服务，取代 0800

免费服务电话。透过这个新的办公室电话平台，在逐渐增加的 B2B 或 B2C 通讯中，

公司可享受便宜及便利的好处。 

公司网页 Skype 按钮功能或 SkypeIn™服务结合 DID 功能后，客服电话可以不

经公司总机直接转到客服。DOD 功能可以让员工提起一特定外线，透过 Skype 或 

SkypeOut 直接拨到国外工厂或分公司。可以整合员工智能型手机使用 Skype MVPN

行动群组电话。 

此外 SkyGE-400S 提供一个非常简单的同事联系方式。透过 SkyGE-400S 及时

拨号(Cheese Button)功能，您可先拨打同事的速拨码，接着只要一直按”#”加一数字

键，直到联系上同事。您不需要记住冗长的电话号码，只要用户预先设定联络人可

连系上的电话号码。 

SkyGE-400S 有二种电话簿，公共和个人电话簿，资管人员维护更新公共电话

簿﹔员工可透过网页维护更新个人电话簿。另外 SkyGE-400S 有灵活的 Skype 通话

管理和统计，如果有任何错误产生，SkyGE-400S 也会透过 Skype 对话或 Skype 

SMS 短讯息服务传送警告讯息给资管人员。 

谢谢您对敝公司 SkyGE-400S 产品的兴趣，有任何问题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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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定 Skype 功能选项 

启动各个 Skype 账号后，SkyGE-400S 程序会针对每一个 Skype 进行功能调整让

SkyGE-400S 更好使用。此章节信息仅供参考，SkyGE-400S 程序已设定这些 Skype 

设定，管理员勿须做任何更改或设定。若将来不使用 SkyGE-400S 时，记得将这些

设定复原以免使用 Skype 不方便。 

1.1 允许任何人拨入公司代表号 
允许任何来电都要能拨入 SkyGE-400S 所设定代表号账号，管理员须确认 Skype 程

序中关于隐私的设定是否合适。设定如下： 

步骤 1：点选 Skype 主选单中”功能(X)”。 

步骤 2：点选”设定选项(Z)”。 

步骤 3：此时会跳出一个设定窗口，然后点选”隐私” 功能页面中，设定为”任何人

都可以拨给我”时，任何来电者不需透过授权即可拨打，管理员可依需求设

定是否要限制来电者身分。 

步骤 4: 如下图，在允许下列用户传实时讯息给我，选择”只有在我的联络人名单上

的人” ，可避免一些不需要的对话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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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kype 上线状态设定 
Skype 的上线状态预设模式，当用户计算机超过 5 分钟未有任何活动时，Skype 会

自动显示为”暂时离开”状态；当用户超过 20 分钟仍未有任何活动时，Skype 会自动

显示为”离开”状态。用户可将这两项设定为”0”分钟，使 Skype 始终处于”上线中”状

态，以便于远程来电拨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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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闭 Skype 声音 
避免通话时听到其它线的来电或挂断电话的声音，请将 Skype 铃声设定中的”正在

连接”、”挂断”及”敲击”音效关闭，设定如下： 

步骤 1：点选 Skype 主选单中”功能(X)”。 

步骤 2：点选”设定选项(Z)”。 

步骤 3：此时会跳出一个设定窗口，然后点选”铃声”功能页面，关闭”正在连接”、”

挂断”及” 敲击”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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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关闭 Skype 视讯 
SkyGE-400S 在执行时，请关闭视讯功能以避免过度消耗 CPU 与频宽，而影响通话

质量。设定如下： 

步骤 1：点选 Skype 主选单中”功能(X)”。 

步骤 2：点选”设定选项(Z)”。 

步骤 3：此时会跳出一个设定窗口，然后点选”视讯”功能页面中，关闭”启用 Skype

视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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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kyGE-400S 功能设定 

安装 SkyGE-400S 软件后，系统管理员可针对系统所提供的各项功能进行设定。当

管理员在 SkyGE-400S 服务器主机微软窗口桌面右下角系统任务栏，按鼠标右键点

选 SkyGE-400S 的小图示，会有九个选项可供管理员选择。 

 

 选项: SkyGE-400S 的设定，请参考章节 2.1~2.5。 

 Skype 公平使用政策 

鼠标右键点击微软窗口桌面右下角 SkyGE-400S系统任务栏，并选” Skype 公平

使用政策”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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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员须选择每一个端口所携带的 Skype 方案，程序会自动带出该 Skype 方案

设定的每日及每月拨出限制，管理员也可自行设限制。此统计是针对每一 Skype

账号，非每一端口。 

2. 紧接着管理员可选是否系统在某 Skype 账号达到自定限制时，此 Skype 账号便

禁止拨出，或维持预设的达到 Skype 限制时才禁止拨出。自定限制不得大于

Skype 限制。 

3. 另外可选择传送警讯回报，系统会依据您在“禁止拨出”的设定，在达到限制时，

传送免费的 Skype 实时讯息到指定 Skype 账号做回报。或者用 SkypeOut 点数，

传送回报讯息到您指定的手机，然此服务需在您有 SkypeOut 点数才可用。 

4. Skype 备用账号：主账号因是公司代表账号，不支持备用账号! 

SkyGE-400S 程序可自动依据管理员的“禁止拨出”选项，当达到自定或 Skype 限

制时，若管理员已填入 Skype 备用账号，便把备用账号取代达到限制的 Skype

账号，而达到 Skype 限制的账号会被放在备用账号的位置。当此 Skype 限制解

除时，此账号便可再当作备用账号运用。目前除了主账号不支持外，每个端口支

持两个 Skype 备用账号，且备用账号所带服务方案须与端口 Skype 账号相同。

鼠标双点击购买日期字段，便可轻易选择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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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状态 

鼠标右键点击微软窗口桌面右下角 SkyGE-400S 系统任务栏，并选” 使用状态” 

如下图: 

 
此页面提供各个连接埠口使用状态，以便于管理员管理，系统可将所获得的每一埠

口使用情况传送给管理员(请参考章节 2.5 警讯页面说明)，如电话线使用中、Skype

状态及 SkypeOut 点数等信息。 

 
状态灯号说明 

当 Skype 状态在上线中时，”状态”灯号为绿色，其余如离线、请勿打扰时，”状态”

灯号为红色。 

使用灯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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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进行 Skype 通话时，”使用”灯号会改变成红色，管理人员可以容易辨别有哪些

埠口正在通话。 

详细的状态 

1. SkyGE-400S 状态: (硬件)已准备好、初始化失败、未找到硬体、未初始化。 

2. Skype 状态：注销、离线、请勿打扰、未连接到 Skype、已准备好。 

3. 连接状态：可使用、线路忙、Skype 来电、Skype 拨出、禁用、不可使用。 

4. SkypeOut 点数：未购买 SkypeOut 点数、剩余的 SkypeOut 点数。 

 拨打规则及限制:  

鼠标右键点击微软窗口桌面右下角 SkyGE-400S 系统任务栏，并选”拨打规则

及限制” 如下图: 目前支持台湾手机拨打限制选项。 

  

 

Skype 拨号规则有三种，可选适合自己公司拨号方式作为拨打管理。默认为规则三: 

用户账号 ID+＊键+密码+＊键+速拨码或 SkypeOut 号码。若选择规则一，仅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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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联络簿，无法使用私人联络簿的设定，且需注意有可能被黑客偷打 Skype 电话!! 

规则二及三拨打方式适用所有公共及私人联络簿的设定，但公共联络簿及私人联络

簿速拨码不得重复!! 

 

禁止拨打台湾手机 

禁止拨打台湾普通电话 

 

 Skype 设定:  

鼠标右键点击微软窗口桌面右下角 SkyGE-400S 系统任务栏，并选”Skype 设

定” 如下图: 

     

此选项提供两功能: 

自动允许 Skype 联络人授权请求 : 在此选项勾选时，SkyGE-400S 会自动允许 

Skype 联络人授权请求。尔后若不想某联络人

成为联络对象，可将该联络人列为黑名单，限

制此联络人拨入及拨出。请参考 3.5 安全设定

章节。预设勾选。 

自动添加电话簿里的 Skype 账号为好友 : 在此选项勾选后，SkyGE-400S 会对公

共及私人电话簿的所有 Skype 账号送出

联络人授权请求，此动作会由

SkyGE-400S 所有 Skype 账号送出。授

权请求若为对方接受，两方便会成为好

友，可明显增加 Skype 账号对 Skype 账

号拨通率。认证讯息是您对欲授权联络人

留的讯息，可以不填，系统会以 Skype

默认讯息送出。建议使用客制化认证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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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可增加联络人确认允许! 授权请求不

会重复送出，若需重送请按”重新发送授

权申请给未授权好友”按钮。已成为联络

人者，不会重复收到此授权请求。预设勾

选。 

 

 

 IVR 制作:  

鼠标右键点击微软窗口桌面右下角 SkyGE-400S 系统任务栏，并选” IVR 制

作”如下图:  

 

用户可自己录制 WAE 文件做为系统 IVR。录制系统 IVR，可在抓取网关任 

一端口后，按下速拨码 999998#即可开始录制，录制时系统接口会提供停止 

录音、录音播放及录音储存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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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最新版本:  

鼠标右键点击微软窗口桌面右下角 SkyGE-400S 系统任务栏，并选”查询最新

版本”如下图: 

SkyGE-400S 目前已支持在线更新，管理员可在有新版本提示更新时做选择，

或是遇到问题时查询最新版本并下载安装使用。安装新软件时无须解除旧安装! 

 

 关于: SkyGE-400S 软件的版本。 

 

 结束程序: 关掉使用中的 SkyGE-400S 软件，注销 Windows 操作系统用户账

户及关掉 Skype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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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通用功能设定说明 

SkyGE-400S 选项对话框说明 

选项对话框包含一些用户常用的设定，当用户更改设定之后，按下“确定”按钮，

将会储存用户的设定并关闭选项对话框；按下“取消”按钮，则不会将这次变更的

设定储存，并关闭选项对话框；按下“应用”按钮，将会储存用户的设定，选项对

话框不会关闭，方便用户继续更改设定。在设定页里所提供一个“原始设定值”的

按钮，功能为恢复原始出厂设定值。选项对话框分成五个设定页：通用、连接设定、

音频、话机相关设定及警讯等。 

通用页提供基本操作的选项设置，包含了语言设定、当系统启动时自动运行、呼叫

延时、通话时隐藏 Skype 窗口、极性反转、来电显示、SkypeOut 国码、区码及手

机前置码、节费代码、Skype 账号设定、欢迎访问 SkyGE-400S 网页平台、

SkyGE-400S 启动时启动 Tomcat、Tomcat 开启及停用、及二次拨码送键等，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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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言：支持三种语言，英文、简体中文与繁体中文供用户选择。如果 SkyGE-400S

程序安装在未支持的语言的操作系统，则以英文来显示。预设为用户安装时所选

择的语言设定。 

2. 当系统启动时自动运行：若用户勾选此栏，在计算机开机，操作系统启动时会自

动加载 SkyGE-400S 程序并执行。预设为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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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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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peOut 号码拨出时，每一按键延迟不可大

于所设定呼叫延时，否则号码会不完整拨出。预设为 5 秒。 

Note: 国码是台湾,中国大陆,美国及加拿大，用户拨完足够 SkypeOut 号码后，不

需按"#"，程序自动启动 Skype 拨打该 SkypeOut 号码。 

4. 通话时隐藏 Skype 窗口: 用户勾选这个设置，Skype 通话时，Skype 窗口会隐

藏。预设为勾选。 

5. 极性反转 : 可搭配交换机或计费器做计费使用。预设为不勾选。 

6. 来电显示: 支持 Skype Type I FSK 来电显示。预设为不勾选。 

7. SkypeOut 国码：设定用户所要拨打的国码 (如中国大陆+86)，若所拨打的

SkypeOut 电话不是所设定的国码，则需拨打 00 及国码，例如拨打美国电话为

0018007920808。预设为 +86。 

8. 区码及手机前置码: 现仅支持台湾、中国大陆、美国及加拿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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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在拨打当地号码

时毋须加区码。 

9. 节费代码 : 节费代码可让已习惯使用电信业者节费方案的用户，不改变拨打习

惯。用户可新增或删除节费代码，所有列表节费代码皆适用。 

10. Skype 账号设定: 请参考本使用手册 7.1.1 

11. 欢迎访问 SkyGE-400S 网页平台: 请参考本使用手册第八及第九章。端口 8080

可修改。 

12. SkyGE-400S 启动时启动 Tomcat: 勾选此选项，每次系统开启 SkyGE-400S 时

便自动执行 Tomcat 程序。Tomcat 开启会开启 Port 8080(预设)，可能影响系统

网络安全，请谨慎使用! 预设选项为 SkyGE-400S 安装程序将完成时, 程序提示

是否同时开启使用 Tomcat，用户当时的选择。 

13. Tomcat 开启及停用 

14. 二次拨码送键: 二次拨码送键可用在 Skype/SkypeOut 拨通后的送码方式，如拨

分机码。预设为 Skype 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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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管理 Skype 账号 

SkyGE-400S 可使用四组 Skype 账号，管理员可依需求设定 1~4 组账号，操作页面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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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启 SkyGE-400S 选项对话，再点选“Skype 账号设定”。 

2. 设定所需 Skype 账号数，分别登入 Skype 账号名称及密码，点选“应用”。 

第一个 Skype 账号通常可设公司 Skype 代表账号，第一个 Skype 账号可选择接

来电或不接来电，第二个以后账号可选择接受第一个 Skype 账号来电呼叫转接

与否。 

可利用以上设定来规划那些端口用来接来电或拨出! 

若修改账号，点选应用后，系统将出现提醒窗口”必须重新启动程序，新的 Skype

账号设定值才会被应用。”，请关闭目前 SkyGE-400S 程序后，再次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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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GE-400S 程序，才完成 Skype 账号变更设定。

 

 

3. DID 码(一次式拨接): 可以设定某些端口来电时，在交换机接起来电后，

SkyGE-400S 程序直接送 DID 码给交换机，此功能可做为客服应用。提供客人

SkypeIn 或 Skype 账号，客人拨入后，系统可直接拨默认 DID 码接到客服人员

分机。DID 功能打开后，该端口呼叫转接功能便取消；若设在主账号，本系统来

电自动跳线功能会被取消。 

4. DOD 码: 本功能可以让员工抓取一交换机外线后，便可直接拨到一常拨的

Skype/SkypeOut 号码如公司国外的工厂，无需再拨速拨码! 但使用此功能时，

需设定不同交换机外线抓取码给此设定 DOD 的端口，也就是此抓取码不可与

Skype 网关原先设定的交换机外线抓取码相同，否则一旦交换机抓取此 DOD 的

端口，会发生拨打错误的问题!  

5. Skype 外转外功能 

此功能默认是关闭，需使用时再启动，使用此功能，MIS 需针对欲开放使 

用此功能的用户启动此功能。 

启动 Skype 外转外功能时，需填入公司交换机分机位数，否则无法使用! 并 

且所设定速拨码位数需与交换机分机位数不同，速拨码位数若与交换机分 

机位数相同，拨出的速拨码会被当成分机码拨出! Skype 外转外拨速拨码或 

SkypeOut 号码，拨出规则与系统所设定的 Skype 拨出规则一相同。速拨码 

设定需避开可能拨出的 SkypeOut 号码，如本地普通电话号码(21-xxxxxxxx)、 

本地手机号码(15xxxxxxxx)、国际号码(00xxxxxxxxxx)，否则欲拨出的 

SkypeOut 号码会被系统以速拨码拨出。当欲做 Skype 外转外拨出却在拨出 

号码时听到忙线音，可能是系统已满线请稍后再试。 

6. 使用网关 IVR: 系统默认使用 PBX IVR。用户可自己录制 WAE 文件做为系统

IVR。录制系统 IVR，可在抓取网关任一端口后，按下速拨码 999998#即可开始

录制，录制时系统接口会提供停止录音、录音播放及录音储存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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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连接设定页 
提供SkyGE-400S各个连接埠口(一埠口代表一可通话的电话线)的开启或关闭设定。

当 FXS 埠勾选为开启(绿灯)时，该埠口的 Skype 账号才可使用；反之，关闭(红灯)

则该埠口即便有设定 Skype，SkyGE-400S 仍认定该埠口所对应 Skype 账号处于占

线(Busy)状态而无法通话。设定页面如下图所示： 

 
 

FXS：连接交换机外线卡或一般话机。 

FXS1-FXS4：四组(FXS)局端接口接口，每一接口可分别设定开启或关闭。 

【注】强烈建议用户初次安装时即勾选开启所有埠口，若未勾选 FXS 口，

SkyGE-400S 认定该埠口的 Skype 无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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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音频设定页 
用户设定有关 SkyGE-400S 装置音频的设定，如下图所示： 

 

SkyGE-400S 装置音量调整: 用户可以同时调整装置的四组接口喇叭与麦克风

音量。拉动喇叭拉杆可调整装置音讯拨放的音量，拉动麦克风拉杆可调整装置音

讯输入与录音的音量。  

注意：如果用户尝试从控制台声音及音讯装置去调整 SkyGE-400S 的喇叭音量

时，SkyGE-400S 将会自动调整回默认值。如果用户尝试从控制面板声音

及音讯装置去调整 SkyGE-400S 的麦克风音量时，当用户调整的值大于

SkyGE-400S 设定的最大值时，SkyGE-400S 将会自动调整回预设的最大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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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话机相关设定页 
提供话机相关功能的选项装置，包含了拨号音设定、响铃波形及频率设定、各国忙

线音设定，以及手动设定的忙线音参数等相关设置。如下图所示: 

 
1. 拨号音设定: 支持台湾、中国大陆、美国及 Tone 1. Tone 1 是一特别拨号音，可

与传统拨号音有所区别。预设为中国大陆。 

2. 响铃波形及频率设定: 支援正弦波及梯形波和 20、25、30、50Hz 等 4 种响铃频

率，提供用户依据所使用的话机，选择适当响铃频率。通常在美国所采用的响铃

频率为 20Hz。在欧洲代表性的响铃频率为 25Hz。世界上大部份的国家所使用

的响铃频率范围为 20〜50Hz。响铃波形预设为正弦波，响铃频率预设为 25Hz。 

3. 各国忙线音设定: 用户必须选择正确国家，在 Skype 电话不通或挂断时才可听到

自己所在国家熟悉的忙线音，且可避免该端口交换机咬线。预设忙线音国别与参

数是根据用户在安装 SkyGE-400S 时，所选择的语言来决定。举例来说，当用户

选择简中，则预设国家将会是中国大陆。SkyGE-400S 目前支持大部分国家忙线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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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手动设定的忙线音参数: 当用户无法从选择国家字段找到自己的国家，但用户知

道当地适合的忙线音，此时可以勾选 "手动设定的忙线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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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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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警讯页面说明 

 

传送警讯给管理者 

SkyGE-400S系统可透过Skype主账号传送实时讯息或SkypeOut 传送SMS简讯，

将各线路警讯信息送给管理员，传送的内容以管理员所设定的需求为依据。 

管理员 Skype 账号(实时讯息)：欲收到 SkyGE-400S 系统警讯的管理员 Skype 账号。 

发送提醒简讯到(电话号码)：当系统使用的 Skype 账号 SkypeOut 余额低于$2 EUR

时(预设)，Skype 主账号(主账号需有 SkypeOut 点数)将传简讯到所设定的行动电话

号码中。若在通用设定页已设定国码中国大陆，可直接填入手机号码如

13012345678 或 008613012345678。 

传送即将没有 SkypeOut 点数讯息：勾选此功能，可在”设定 SkypeOut 点数下限”

中，设定当 Skype 账号内的 SkypeOut 金额低于设定值，Skype 主账号(主账号需有

SkypeOut 点数)将传简讯到所设定的行动电话号码中。预设币别以 Skype 主账号的

SkypeOut 点数币别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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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可透过 Skype 即时讯息要求系统回报状态：管理员可经由设定的 Skype 账

号传送指令(实时讯息)给 SkyGE-400S，SkyGE-400S 再依指令回复各线路状态给

管理员的 Skype 账号。 

系统自动回报状态给管理员 Skype 账号：SkyGE-400S 依据管理员所设定的时间，

固定传送所有账号的状态讯息给管理员，预设为 24 小时传送一次。 

 

【例 1】管理员由 voip_skype_01(如上图设定)传送实时讯息”Line1”指令给

SkyGE-400S 的代表号后，SkyGE-400S 随即回送 Skype 账号 1 的相关讯

息给管理员，如下图所示： 

 

【例 2】管理员由 voip-skype-01 传送实时讯息”Line all”指令给 SkyGE-400S 的代表

号后，SkyGE-400S 随即回送四组 Skype 账号的相关讯息给管理员，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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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员的 SkyGE-400S 网页管理 

3.1 管理员登入 
点击微软窗口桌面右下角 SkyGE-400S 系统任务栏，选”选项”后，从通用页面点进“欢

迎访问 SkyGE-400S 网页平台”, 或由 IE 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 (或 SkyGE-400S 服

务器主机的 IP 地址，例如 http://192.168.33.197:8080/)，即开启欢迎使用

SkyGE-400S 平台豋入画面，输入管理员名称及密码。仅支持 IE 及 Chrome 且端

口 8080 可修改，管理员的预设用户名称为 Admin，预设密码为 admin。若要在此

计算机记住密码，请勾选记住我。 

 
【注】强烈建议管理员随时更换密码，请参考 3.2.1 查看&修改管理员资料进行修改，

修改完成后，点选” 保存”储存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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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管理员页面设定 
管理员页面提供以下选项： 

 用户：新增、删除或修改用户 

 电话簿：新增、删除或修改公用电话簿 

 安全设定：来电/去电安全及黑白名单设定 

 通话纪录：检视通话纪录 

 工具：汇入/汇出电话簿、备份通话纪录及系统使用状态 

 用户资料：查看及编修管理员资料 

 退出：注销管理员 

 

3.2.1 查看及修改管理员资料 

点选上方主选项的”用户资料”，呈现管理员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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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资料中用户名称、密码和备注可修改，修改完成后，点选”保存”储存资料。 

 

3.2.2 管理员退出 

点选画面右上角的”退出”， 注销管理员账号。 

 

 

3.3 用户账号管理 
点选上方主选项的”用户”，呈现所有用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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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选：勾选表列中所有用户。 

 每页显示：每一页可表列 10、20 或 50 笔资料。 

 新增用户 

 删除用户 

 前往页面：直接跳到所选页面。 

 用户名称 

 用户编号 

 用户类型：分一般用户(Normal User)和管理员身份 (Administrator)。 

 

可点选用户名称或用户编号进行数据排序。 

 

3.3.1 新增用户 

点选上方主选项的”用户”，再点选”新增用户”即可新增一位新的用户。 

 

 

仅作为管理员登录才有新增用户权限，用户名称、用户编号及密码为必填资料。每

个用户能登入个人的用户名称及密码来管理私人的电话簿，用户被分配一组特定的

编号来使用 SkyGE-400S。当管理员新增好用户后，点选”保存”进行储存，点选”

保存并新增下一个”将储存目前用户资料并新增一位新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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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为必填资料。 

3.3.2 查看及修改用户数据 

点选上方主选项的”用户”，可检视所有用户列表。 

 

 若要查询或修改用户的详细资料，请点选此用户的用户名称。用户信息中仅密

码和备注可修改，修改完成后，点选” 保存”储存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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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用户信息页面中，点选”删除用户”可删除此用户，点选”电话簿”可察看此用

户的个人电话簿。 

3.3.3 删除用户 

点选上方主选项的”用户”，勾选欲删除的用户，点选”删除用户”可删除该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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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公用电话簿管理 
点选上方主选项的”电话簿”，呈现公用电话簿页面。 

 
新增联络人：新增公用电话簿联络人。 

删除联络人：删除公用电话簿联络人。 

Skype 账号：联络人 Skype 账号。 

昵称：联络人昵称。 

速拨码(#0)：联络人速拨码。 

SkypeOut1(#1)：联络人的第一组 SkypeOut 电话号码。 

SkypeOut2(#2)：联络人的第二组 SkypeOut 电话号码。 

群组：联络人群组，可分同事、客户、家人、朋友、同学和其它。 

 

可点选 Skype 账号、昵称、速拨码(#0)、SkypeOut1(#1)、SkypeOut2(#2)和群组进

行资料排序。 

3.4.1 新增公用电话簿联络人 

点选上方主选项的”电话簿”，再点选”新增联络人”即可新增一位新的联络人。 

 
仅管理员登录才有编辑公用电话簿权限，Skype 账号、速拨码及群组为必填资料。

当管理员新增好联络人后，点选” 保存”储存，点选” 保存并新增一个”储存目前联

络人资料并新增下一位新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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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kype 账号最长可输入 32 字符。 

2. 昵称、速拨码、SkypeOut 1、SkypeOut 2 等最多可输入 20 字符。 

3. 延迟时间：指每一＊(星键)所代表的延迟时间，当 SkyGE-400S 自动拨送电话号

码后，此 ＊ 键与下一按键间的间隔时间，例如延迟时间为 2 时，拨通电话后再

延迟 2 秒拨送＊键后面号码如分机号码；一个＊键的时间长设定可为 1 秒~9 秒

间任一时间，预设为 2 秒。 

4. E-mail：电子邮件地址最长可输入 50 字符。 

5. 群组：联络人群组，可分同事、客户、家人、朋友、同学和其它。 

 

【注】速拨码必须是唯一性的，在公用电话簿内的速拨码不得重复。 

 

3.4.2 查看及修改公用电话簿 

点选上方主选项的”电话簿”，查询公用电话簿资料。 

 



37/84 

若要查询或修改联络人的详细资料，请点选此联络人的 Skype 账号。联络人资料中

仅 Skype 账号不可修改，其余如昵称、电话号码、延迟秒数、E-mail 和联络人群组

皆可修改，修改完成后，点选” 保存”储存修改。 

 

【注】联络人信息页面中，点选”删除联络人”可删除此联络人。 

3.4.3 删除公用电话簿联络人 

点选上方主选项的”电话簿”，后勾选欲删除的联络人，再点选”删除联络人”可删除

此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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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安全设定 

3.5.1 來电安全设定 

来电保护限制 

为了避免惡意來电攻击 SkyGE-400S，我们为您提供了阻断式攻击防护的功能。在

來电保护限制设定中输入每分钟内允许來自同一个 Skype 账号的最多來电數，设定

后请按保存键，使设定生效。 

若某个 Skype 账号在一分钟内呼叫 SkyGE-400S 任一账号的數量超过了设定值，此

Skype 账号将会被 SkyGE-400S 列入到“限制名单”中，尔后由此 Skype 账号的來

电都会被拒绝。 

 

若您要取消SkyGE-400S对特定阻止Skype账号的阻止功能，单击限制名单。在被限

制Skype账号清单中，可检视所有被阻止的Skype账号，若要取消对特定Skype账号

的阻止功能，选中该账号前的选框，如下图所示，然后单击从限制名单中移除，解

除对该用户的阻止功能。 

 

启用/取消黑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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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SkyGE-400S來电，您能勾选來电启用黑名单來阻止特定Skype账号的來电，或

勾选启用來电白名单，只允许特定Skype账号的來电。 黑名单和來电白名单功能只

能启用一项！ 

 

对來电启用黑名单，则黑名单中的任何Skype账号打进SkyGE-400S 时都会被拒绝。

点选安全设定页下面的黑名单按钮后，可直接按新增黑名单新增黑名单限制；在黑

名单Skype账号清单中，若要取消特定Skype账号，选中该账号前的选框，如下图所

示，然后单击从黑名单中移除，移除该账号。 

 

对來电启用來电白名单，则只有來电白名单中的Skype账号才能允许呼叫

SkyGE-400S，其他的Skype账号都会被拒绝。点选安全设定页下面的來电白名单按

钮后，可直接按新增來电白名单新增來电白名单；在白名单Skype账号清单中，若

要取消特定Skype账号，选中该账号前的选框，如下图所示，然后单击从來电白名

单中移除，移除该账号。 

 

注意︰黑名单启用后，所有黑名单中的聯系人在來电和去电中都会被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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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3.5.2 去电安全设定 

SkypeOut限制时段 

为防止 SkypeOut 被滥打，管理人员可以设定下班时间或任意时间 SkypeOut 拨打

限制。第一种是限制多少分钟内全部端口总共拨打多少通电话，第二种是限制每通

电话不得超过多少时间。直接填入您的限制值，可以勾选任一项或两项都选，决定

后请按保存键，使设定生效。 

 

按 SkypeOut 限制时段按钮，可以选择每日限制时段，输入格式 xxxx, 如下午十点

三十分请填入"2230"，决定后并按保存键，使设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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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取消黑白名单 

针对SkyGE-400S去电，您能启用黑名单來阻止呼叫至特定Skype账号或SkypeOut

号码，或启用去电白名单只允许呼叫至特定Skype账号或SkypeOut号码。黑名单和

去电白名单功能只能启用一项! 

 

对去电启用黑名单，则会阻止SkyGE-400S 呼叫至黑名单中的Skype账号或

SkypeOut号码。 

去电黑名单新增或移除与本手册8.5.1来电安全设定节中来电黑名单新增或移除相



42/84 

同。 

对去电启用去电白名单，则只允许 SkyGE-400S 呼叫至去电白名单中的号码。 

对去电启用去电白名单，则只有去电白名单中的Skype账号及SkypeOut号码才能允

许拨出，其他的Skype账号及SkypeOut号码都不允许拨出。 

点选安全设定页下面的去电白名单按钮后，可直接按新增去电白名单新增去电白名

单；在去电白名单Skype账号及SkypeOut号码列表中，若要取消特定Skype账号或

SkypeOut号码，选中该账号前的选框，如下图所示，然后单击从去电白名单中移除，

移除该账号。Echo123是用来做免费设备是否正常运行测试，请勿随意删除！ 

 

注意︰黑名单启用后，所有黑名单中的聯系人在來电和去电中都会被阻

止。 
 

3.6 通话纪录 
点选上方主选项的”通话纪录”，呈现 SkyGE-400S 所有通话纪录。 

 

检视通话纪录的起迄日期，按”确定”取得通话纪录。 

日期：该通通话开始时间。 

用户：拨打规则一时显示 “Public”, 拨打规则二或三时显示”用户名称”。 

联络人︰被拨打的联络人 Skype 账号或 SkypeOut 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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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入/拨出︰Skype 拨入或 Skype/SkypeOut 拨出。 

目的地/费率: 拨出 SkypeOut 目的地国家及 SkypeOut 费率。 

通话时间：通话长度。 

 

3.7 工具箱 
管理员能对用户账号及电话簿等资料进行汇入/汇出，和通话纪录资料进行备份。点

选上方主选项的”工具”，选择要汇入/汇出的资料或备份通话纪录资料，或查看系统

使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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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出资料到 Excel 档案：汇出 Excel 格式资料。勾选汇出所有用户信息、公用电话

簿、特定个人电话簿或所有个人电话簿，再点选”汇

出”按钮。 

从 Excel 档案汇入资料：汇入 Excel 格式资料(所有用户信息、公用电话簿或个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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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簿)。使用浏览功能点选所要汇入的档案，再点选”

汇入”按钮。 

备份通话纪录：选择要备份的起迄时间，再点选”备份”按钮。 

统计: 可选择某个时段，得到该时段系统使用率及各端口占线次数统计。 

系统使用率:系统使用率是以五分钟内侦测到的通话端口数除以开启端口数计 

算。可了解系统是否常处于满载状况。 

各端口占线次数:五分钟为单位，侦测各端口使用状况的统计。若该端口通话中，便

记该端口一次，可了解各端口使用是否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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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人的 SkyGE-400S 网页管理 

当管理员新增一个新用户后，用户可以使用自己的用户名称及密码来登入。由 IE 浏

览器地址栏中输入 SkyGE-400S 服务器主机的 IP 地址 (如

http://192.168.33.197:8080/)，即开启欢迎使用 SkyGW4C-S 平台豋入画面，输入

用户名称及密码并按”豋录”。若要在此计算机记住密码，请勾选”记住我”。 

 

4.1 用户页面设定 
用户页面提供以下选项： 

 电话簿：新增、删除或修改个人电话簿，查看公用电话簿。 

 通话纪录：检视个人通话纪录。 

 用户资料：编修用户个人资料。 

 我的 Skype：汇入 Skype 联络人窗体。 

 问与答：SkyGW4C-S 使用上常见的问题说明。 

 退出：注销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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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查看及修改用户资料 

点选上方主选项的” 用户资料”，呈现用户个人资料。 

 

用户资料中仅密码和附注可修改，修改完成后，点选”保存”储存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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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用户退出 

点选画面右上角的” 退出”，注销用户账号。 

4.2 个人电话簿管理 
点选上方主选项的”电话簿”，呈现个人电话簿页面。 

 
 公用电话簿：用户可查看公共联络人资料。 

 个人电话簿：用户可新增和删除联络人，管理个人所属的电话簿。 

 新增联络人：新增个人电话簿联络人。 

 删除联络人：删除个人电话簿联络人。 

 Skype 账号：联络人 Skype 账号。 

 昵称：联络人昵称。 

 速拨码(#0)：联络人速拨码。 

 SkypeOut1(#1)：联络人的第一组 SkypeOut 电话号码。 

 SkypeOut2(#2)：联络人的第二组 SkypeOut 电话号码。 

 群组：联络人群组，可分同事、客户、家人、朋友、同学和其它。 

可点选 Skype 账号、昵称、速拨码(#0)、SkypeOut1(#1)、SkypeOut2(#2)和群组

进行资料排序。 

4.2.1 新增个人电话簿联络人 

点选上方主选项的”电话簿”进入个人电话簿，再点选”新增联络人”即可新增一位新

的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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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编辑个人电话簿，Skype 账号、速拨码及群组为必填资料。当用户新增好联

络人后，点选”保存”储存，点选”保存并新增一个”储存目前联络人资料并新增下一

位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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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kype 账号最长可输入 32 字符。 

2. 昵称、速拨码、SkypeOut 1、SkypeOut 2 等最多可输入 20 字符。 

3. 延迟时间：指一＊(星键)所代表的延迟时间，当 SkyGE-400S 自动拨送电话号

码后，此星键与下一号码间的间隔时间，例如延迟时间为 2 时，拨通电话后再

延迟 2 秒拨送＊键后面号码如分机号码；一个＊键的时间长设定可为 1 秒~9 秒

间任一时间长，预设为 2 秒。 

4. E-mail：电子邮件地址最长可输入 50 字符。 

5. 群组：联络人群组，可分同事、客户、家人、朋友、同学和其它。 

 

【注】速拨码的号码必须是唯一性的，在一个人电话簿内的速拨码不得重复。 

 

4.2.2 查看及编修个人电话簿联络人 

点选上方主选项的”电话簿”，再点选” 个人电话簿”，可查询个人电话簿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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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查询或修改联络人的详细资料，请点选此联络人的 Skype 账号。联络人资料中

仅 Skype 账号不可修改，其余如昵称、电话号码、延迟秒数、E-mail 和联络人群组

皆可修改，修改完成后，点选” 保存”储存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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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删除个人电话簿联络人 

点选上方主选项的”电话簿”，再点选”个人电话簿”，于个人电话簿资料，勾选欲删

除的联络人，再点选”删除联络人”可删除此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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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查看公用电话簿联络人 

点选上方主选项的”电话簿”，再点选”公用电话簿”，可查询公用电话簿资料。以一

般用户身份登录，仅有查询公用电话簿权限，无法修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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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查看个人通话纪录 
点选上方主选项的”通话纪录”，呈现个人通话纪录。 

 
检视通话纪录的起迄时间，按”确定”取得通话纪录。 

日期：此次通话开始时间。 

用户：用户编号。 

联络人︰被拨打的联络人。 

拨入/出︰Skype 拨入或 SkypeOut 拨出。 

目的地/费率: SkypeOut 目的地国家及费率。 

通话时间：通话长度。 

 



55/84 

4.4 我的 Skype 工具 
此功能目前仅支持微软 IE 浏览器! 

点选主选项的”我的 Skype”，呈现 Skype 联络人列表页面。透过程序与用户本地计

算机的登入 Skype 账号连结，将用户 Skype 联络人汇入到电话簿中。 

管理员可运用 ContactTool，将 Skype 联络人名单上传至公共联络簿! 

管理员若想在 Skype 网关主机(从别的计算机登入无此限制)，以一般用户身分使用

Skype 联络人列表底下”连结 Skype”工具上载联络人名单到私人电话簿，需从微软

窗口桌面右下角 SkyGE-400S 系统任务栏，选”选项”后，从一般页面点进“欢迎造

访 SkyGE-400S 网页平台”。不可自行开启 IE 浏览器登入，否则”连结 Skype”工

具无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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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如何取得 Skype 联络人名单 

进入我的 Skype 页面，此时浏览器可能会出现以下讯息，请允许使用。 

 
 

透过” 连结 Skype”按钮 

步骤 1：点选” 连结 Skype”按钮。如无法作用，请点击 ContactTool，并参考透过

ContactTool 段落 

 

 

步骤 2：注意微软窗口下面 Skype 有通知，开启 Skype 接口并允许 iexplore.exe 

使用 Skype。 

若在 Skype 网关主机(多个 Skype 运行中)直接上载 Skype 联络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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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一次允许 iexplore.exe 使用一个 Skype 账号，在依以下步骤完成 

上载到私人电话簿，再接着允许下一个 Skype 账号 iexplore.exe 使用 

，不得一次允许多个 iexplore.exe 使用 Skype 账号。若有 Skype 账号 

未收到允许 iexplore.exe 使用通知，可回到上一步骤按 ”连结 

Skype” 。  

 
 

步骤 3 : 再度点击” 连结 Skype”按钮，等待上载 Skype 所有联络人名单。用户可

将速拨码显示”设定”的联络人设定速拨码，全部完成后，点选”上传到电话

簿”按钮，程序会将有设定速拨码的 Skype 联络人名单汇入到电话簿。 

 

 
步骤 4：显示共有几笔 Skype 联络人数据汇入到电话簿。点选”确定”完成汇 

入到电话簿，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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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 ContactTool  

进入我的 Skype 页面，再依如下步骤： 

步骤 1：请点击 Contact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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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接着出现以下两个 ContactTool.exe 下载及执行安全性警告，请选择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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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在以下 Contact Tool 窗口点选” 连结 Skype”按钮 

 

 

步骤 4：跳出 ContactTool(General_ContactTool 或 Admin_ContactTool)想要使用

Skype，请选择允许存取。 

       若在 Skype 网关主机(多个 Skype 运行中)直接上载 Skype 联络人时， 

需一次允许 ContactTool 使用一个 Skype 账号，在依以下步骤完成上 

载到电话簿。接着再允许下一个 Skype 账号 ContactTool 使用。不得 

一次允许多个 ContactTool 使用 Skype 账号。若有 Skype 账号未收到 

允许 ContactTool 使用通知，可回到上一步骤按 ”连结 Sky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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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Contact Tool 窗口下载 Skype 联络人，用户可在速拨码字段设好欲设的联

络人速拨码，全部完成后，点选”上传到电话簿”。程序仅会上传设有速拨

码的联络人 

 

 

步骤 6：跳出上载 Web 服务器窗口，请填入用户名、密码、Web 服务器 IP 地址 

(即登入网页平台 IP 地址)及端口，并按确定。管理员或用户也可填入管 

理员用户名及密码把联络人名单存进公共电话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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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出现以下 ContactTransfer.exe 开启安全性警告，请选择执行 

 

 

步骤 8：设有速拨码的联络人已上传到电话簿，可至电话簿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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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问与答 
点选上方主选项的”问与答”，提供用户常见的问题说明。 

 
 

Q1: 如何拨打公共或私人联络簿? 

A: 拨打公共或私人联络簿的方法是一样的，且会依 SkyGE-400S 系统任务栏” 

   拨打规则及限制”选择而异”。: 

步骤一: 与系统管理员确定 SkyGE-400S 系统任务栏”拨打规则及限制”设定 

步骤二: 个人电话簿及公共电话簿已建立在服务器主机 

步骤三: 提起桌上分机并按 Skype 外线抓取码如 8 

步骤四: 拨打 ”账号+＊+密码+＊+速拨码或 SkypeOut 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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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 SkyGE-400S 

5.1 建立 Skype 通话 
说明 SkyGE-400S 的电话拨打操作方法前，为让用户容易了解 SkyGE-400S 操作，

先假设一个操作环境，用户在依据所假设的条件，了解此系统的操作方式。模拟的

环境假设如下： 

 

1. 系统应用方式为: SkyGE-400S 与公司原有交换机连接如第 2 章第 1 节【应用

一】。其硬件安装方式，将 SkyGE-400S 的四线 FXS 埠口连接到交换机的四外

线，并设此四外线交换机抓取码 8。 

2. 确定 SkyGE-400S 系统任务栏”拨打规则及限制”设定。 

3. 个人电话簿及公共电话簿已建立在服务器主机。 

4. 提起桌上分机并按 Skype 外线抓取码 8 

5. ”账号+ ＊+ 密码+ ＊+ 速拨码或 SkypeOut 号码” 。 

 

Note:  

1. 若系统应用方式为: SkyGE-400S与一般模拟话机连接如第2章第1节【应用二】。

其硬件安装方式，将 SkyGE-400S 的四线 FXS 直接接一般模拟话机。拨打方式：

在提话机后依上述步骤二、三、五拨打。 

2. SkypeOut 拨法会因 SkypeOut 国码设定而不同，若将 SkypeOut 国码设定为该

国国码，则以下列方式拨国内电话: 区码+电话号码，区码若已设定则本地电话

就不用再拨区码。 

3. 可以用系统默认速拨码999999拨免费Skype语音测试电话，检测系统是否正常。 

4. 可以用系统默认速拨码 999998 作公司 Skype 来电欢迎语音录制。拨入后会有语

音提示开始录音，同时系统会有对话窗口提示:停止录音、拨放录音及储存录音

等选项。 

 

5.2 及时键拨号 
SkyGE-400S 提供了及时拨号功能。用户可以在电话簿中，增加联络人的 SkypeOut

号码，如下图所示。用户可享受及时拨号的便利性，无论是 Skype 通话质量不是很

好还是 Skype 好友无法接听，用户只需要按特定的电话按键，即可立即转成经由

SkypeOut 或一般电话拨打好友。用户如果想要使用及时拨号功能，不可挂断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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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话，在按下”#1” 或  “ # 2” 键后，用户即可经由 Skype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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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时键拨号应用如下： 

按“#1”键会依被联络人于电话簿中设定的第一组 SkypeOut 号码拨出。  

按“#2”键会依被联络人于电话簿中设定的第二组 SkypeOut 号码拨出。 

按“#0”键会拨出到被联络人的 Skype 账号。 

 

【注意事项】 

1.   如果用户没有预先在电话簿内设定及时键拨号的对应表，按“# + (1 或 2)”键程序

将不会有任何动作。 

2.  若用户想要使用及时键拨号功能，在按下“#”键之后，要在 3 秒内按下“0、1、或

2”键，否则该通话会被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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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常见问题 

管理员在 SkyGE-400S 安装好后，可以拿起话机拨系统预设速拨码”999999”+ 

＃键，打 Skype 语音测试专线 Echo123 确定系统可使用。 

 

Q1: 如何确认 SkyGE-400S 软件版本? 

A：请确认 SkyGE-400S 安装最新软件版本，可依下图取得安装版本信息。 

    按鼠标右键，点击微软窗口桌面右下角 SkyGE-400S 系统任务栏的图标如下 

     

Q2：如何拨打个人电话簿内的 Skype 账号？ 

A︰因使用交换机的循线机制，请用户拨打前务必与管理员确认公司的交换机设定机

制。 

步骤 1：从分机按”8”，寻可用的网络电话外线( “8”为交换机设定)，紧接着用户会听

到 Skype 拨号音。若系统选拨打规则一，无法拨打个人电话簿；选拨打规

则二或三则可。 

步骤 2：拨打格式 ” 用户编号 + ＊ +密码+ ＊ +联络人速拨码 +＃”，＃可拨也可

不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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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如何拨打公用电话簿内的 Skype 账号？ 

A︰因使用交换机的循线机制，请用户拨打前务必与管理员确认公司的交换机设定机

制。 

步骤 1：从分机按”8”，寻可用的网络电话外线( “8”为交换机设定)，紧接着用户会听

到 Skype 拨号音。 

步骤 2：确认系统拨打规则，若设拨打规则一，拨打格式 ”联络人速拨码 +＃”。”

＃”可拨也可不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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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在用户安装并启动 SkyGE-400S 及 Skype 3.8 版本后，用户可能会发现一个点

这儿决定 Skype 是否接受/拒绝的窗口，此时用户须要手动去允许 SkyGE-400S 

(Skype 主账号)及 SkyAgent(Skype 次账号)使用 Skype。不然 SkyGE-400S

无法正常运作。 

       

A: 用户可以依照以下步骤手动去允许 SkyGE-400S 使用 Skype 主账号及次账号: 

(1) 在 SkyGE-400S 及 Skype 3.8 版本安装并启动后，用户可能会发现一个点

这儿决定 Skype 是否接受/拒绝的窗口(如上)，此窗口仅出现三秒，假如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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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窗口将可发现 Skype 主选单多出一个未处理事项及一个对

SkyGE-400S.exe(次账号:SkyAgent.exe)外挂软件授权，如下图所示。用户

若未发现一个对 SkyGE-400S.exe(次账号:SkyAgent.exe)外挂软件授权，可

以点击未处理事项即可看到此授权询问。 

     

 
 

(2) 在外挂软件授权处点击 SkyGE-400S.exe(次账号:SkyAgent.exe)，然后一个

Skype ”管理 API 访问控制”窗口出现，选择”永久开放此程序使用 Skype"

并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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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当我启动 SkyGE-400S 后，自动弹出 Tomcat 的 DOS 窗口，有何用处﹖ 

A：这个 DOS 窗口主要功能在于启动 SkyGW4C-S Web 服务器。在使用

SkyGE-400SWeb 服务器过程中请勿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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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为什么我已完整安装并启动 SkyGE-400S，却无法启动 Skype 次账号﹖ 

A：(1)请确认您的操作系统为合法软件版本。 

   (2)请开启 Secondary Logon 服务。如下步骤： 

   步骤 1：从微软”开始”主选单，点选”控制面板(C)”。 

   步骤 2：点选”系统管理工具”。 

   步骤 3：点选”服务”。 

   步骤 4：双点击”Secondary Logon”进入 Secondary Logon 内容页面，将服务状

态设定为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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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我已成功安装 SkyGE-400S 软件及硬件，为什么 SkyGE-400S 却仍无法使用

Skype﹖ 

A：SkyGE-400S 程序已启动且一切也似乎都正常，但 SkyGE-400S 却仍无法使用

Skype。依此案例可能是因为 SkyGE-400S 没有使用 Skype 权限所导致，管理员可

设定 SkyGE-400S.exe 有使用 Skype 主账号权限及 SkyAgent.exe 有使用其余

Skype 次账号权限，其操作如下。 

步骤 1：点选 Skype 主选单中”功能(X)”。 

步骤 2：点选”设定选项(Z)”。 

步骤 3：此时会跳出一个设定窗口，然后点选”隐私”。 

步骤 4：再点选”管理其它程序使用 Skype 的权限”后，进入另一“管理 API 存取      

控制”窗口。 

步骤 5：点选此窗口中“SkyGE-400S.exe”进行修改，您可以按变更按钮来改变允许

SkyGE-400S 使用 Skype，或者是选择移除，等待下次启动 SkyGE-400S

时再次选择允许使用 Skype，如此 SkyGE-400S 将可以正常使用。 

【注意事项】若管理员不想每次重新开机都会出现 Skype 的警告讯息，可以选 择”

永久开放此程序使用 Sk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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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我安装好 SkyGE-400S 软件及硬件，为什么 SkyGE-400S 却没有声音﹖ 

A：当 SkyGE-400S 硬件安装完成后，SkyGE-400S 系统会建立四组 USB 音效装置，

USBAudio00、USBAudio01、USBAudio02 及 USBAudio03。这四组 USB 音效装

置会分别对应到四组 Skype 账号，例如 4 组 Skype 账号，分别依序为 voip-1111、

voip-2222、voip-3333 及 voip-4444。SkyGE-400S 的 Phone 1~Phone 4 埠口务必

与对应的 Skype 账号相符，否则声音无法输出或输入。Skype voip-1111 账号对应

USBAudio00 音效装置，依此类推。 

【例如】Skype 账号 voip-1111 对应的音效装置设定为 USBAudio00，确认步骤如下

述： 

步骤 1：点选 Skype 主选单中”功能(X)”。 

步骤 2：点选”设定选项(Z)”。 

步骤 3：此时会跳出一个设定窗口，然后点选”音效装置”，确认声音输入与声音 输

出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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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SkyGE-400S 程序正常运行后，为何仍无法从分机拨打 Skype 电话? 

A: 可以先使用普通电话直接接 SkyGE-400S，按速拨码 999999+ #试着拨打 

Skype 免费测试电话，厘清问题是否与交换机有关。 

 

Q10: SkyGE-400S 软硬件安装成功，Skype 拨打也正常，为何 Skype 来电无法使

交换机响铃并激发交换机语音系统自动接听?  

A: 可能是 SkyGE-400S 响铃信号频率设定与交换机不合，请参考交换机响铃设定，

然后从 SkyGE-400S 话机相关设定页调整响铃波型及频率设定 

 

 
Q11: 为何交换机外线在 Skype 来电挂断后，该端口一时无法释出? 

A: SkyGE-400S 与交换机忙线音设定可能不合，请检查 SkyGE-400S 话机相关设定

页忙线音设定选择国家，若无合适设定，请参考所用交换机忙线音值并从话机相

关设定页手动设定的忙线音参数做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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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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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音讯装置 USBAudio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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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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规说明 

符合安规通知 

 

B 级设备 

本设备业经测试证明符合 FCC 条例第 15 部分 B 级(Class 8)装置的限制。这些限

制之制订方针为：当本设备在居住环境中运作时，对于所产生的有害干扰，能提供

合理的保障。本设备将会产生、运用及发射出射频能量，如不根据本使用手册的指

示进行安装及使用，将可能造成干扰，影响无线电通讯的正常作业。然而，也不保

证在特定安装下不会有干扰产生。此装置若造成无线电波或是电视收讯干扰问题时，

可经由开启或关闭此装置，来决定此装置是否引起无线电波或是电视收讯干扰。用

户可依照下列方式来尝试修正这个干扰问题： 

重新调整接收天线方向或位置。 

将装置及接收器之间距离加大。 

将装置之电源接头接至与接收器不同之电源插座上。 

与经销商或是有经验的射频/电视技术人员寻求帮助。 

 

FCC 遵照说明 

 

FCC 要求用户了解：不被允许的更改或是变更此装置，可能会造成用户丧失操作此

装置的权力。 

 

所有宣告符合规范的产品仅在美国贴上 FCC 标签。 

 

本产品遵照 FCC 规则的第 15 条。应于下列两种情况下操作： 

(1) 本产品不会造成有害的干扰。 

(2) 本产品必须接受任何接收到的干扰，即使会导致不想要的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