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本号：1.12.2 

适用型号：X5S/X6/X210/X210i/X7/X7C 

日期：2019-07-26

Release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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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添加 

1. 添加副屏屏保的功能 

2. 添加手动加入、离开组播的功能 

3. 添加 SIP呼叫转换为组播的功能 

4. 改进组播功能，支持组播 channel配置 

5. 添加 Call Completion和 Auto redial的功能 

6. Wi-Fi支持 WPA2-Enterprise加密认证 

7. 添加话机通过蓝牙同步手机联系人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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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能改进 

1. 改进 SIP热点功能 

2. 改进 LCD屏保界面 

3. 改进 X5S/X6转移界面显示 

4. 改进 alert-info功能:可以对主叫号码进行分类振铃提示 

5. 改进 PrefixKey，支持 prefix+blf顺序按键输入然后一并送号 

6. 改进支持点对点 SMS消息发送、接受 

7. 优化通话记录多时，拨号慢的问题 

8. 改进 Return键功能，在通话中表示挂断当前路通话功能 

9. 改进 LAN VLAN Mode的默认配置为 disable 

10. 优化 X7话机的 UI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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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UG 修复 

1. 修复 X7话机网页部分界面的希伯来语不正确的问题 

2. 修复 LDAP电话本下载慢的问题 

3. 修复免提模式通话时调节音量摘手柄偶现没有声音的问题。 

4. 修复某些服务器下 SIP兼容性导致一些异常问题。 

5. 修复 ip呼叫不显示联系人姓名的问题 

6. 修复三方通话后不能发送 DTMF的问题 

7. 修复某些特定情况下 CDP解析失败时导致话机异常的问题 

8. 修复某些服务器下订阅 BLF，LED状态异常的相关问题。 

9. 修复设置自动挂断时间 0时，话机仍会播放挂断音的问题 

10. 修复 3CX服务器下由 STUN兼容性导致的注册异常的问题。 

11. 修复快速按键有些按键不显示的问题 

12. 修复某些情况下通过 VLAN获取不到 IP的问题 

13. 修复设置 AutoAnswerTone对自动接听不生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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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增功能描述 

1. 添加手动加入、离开组播的功能 

功能描述：在功能键页面配置监听组播功能键，配置组播地址端口后保存。 

待机下，按下配置的功能键。如果配置的组播地址的 RTP 存在（功能键显示绿

色），话机连接并播放该组播音频，话机显示组播界面，功能键显示红色；如

果配置的组播地址的 RTP 不存在（功能键灭），话机按下按键可以处理，播放

提示音，表示不可操作。 

再次按下该功能键，话机停止组播并退出组播界面，回到待机。 

配置如图： 

 

2. 添加 SIP 呼叫转换为组播的功能 

功能描述：将 sip通话转换为组播发送功能，在 Action Plan增加新功能，URL

配置为：mcast://ip:port，其中 IP为组播 IP 地址，port为组播端口。Number

配置号码规则，Direction选择 incoming call，选择相应 Line线。 

Web配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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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有呼叫进入的 时候，，如果来电号码符合规则条件，检查对应的 Action 

URL。当 Action URL 为 mcast 的时候，将来电转换为组播，通过配置的组

播地址和端口发出。 

2) 支持来电为 IP形式、组播形式以及对讲形式。 

3. 改进组播功能，支持组播 channel 配置 

功能描述：新增组播 channel配置，兼容 polycom等话机的 paging功能。 

只有通道相同才能进行组播，配置组播功能键时，设置格式为ip:port:channel，

如 224.1.1.55:34567:2。 

当 channel 值为 0 时，组播发送 RTP 协议包；当 channel 值为 1-25 时，发送

paging协议包；当 channel值为其他无效值时，改为默认的 RTP协议包。 

其中 24 通道是优先通道，25 通道是紧急通道。在网页上开启通道优先级与紧

急优先级之后，比如 channel分别为 0，1,2,24,25，则通道优先级：25>24>1=2  

(0没有通道优先级，只有频道优先级)。 

web配置如图： 

 

 

4. 添加通话完成（Call Completion）和自动重拨（Auto redial）的功能 

功能描述：话机新增通话完成和自动重拨功能。 

通话完成：勾选通话完成，话机呼叫某个号码，对端正忙（回复 486）时，话

机会在挂断界面的 softkey 显示通话完成选项，点击通话完成 softkey。当对

端回到空闲状态时，话机会提示通话完成拨出 xxx(对端号码)，点击确认自动

呼叫对端。通话完成需要服务器支持订阅号码功能。 

自动重拨：勾选允许自动重拨，设置自动重拨间隔和自动重拨次数，话机呼叫

某个号码，对端正忙（回复 486）时，话机会在挂断界面的 softkey 显示自动

重拨选项，点击自动重拨 softkey，话机会每隔设置的自动重拨间隔自动呼叫

对端，在呼叫设置的自动重拨次数后停止。 

web配置如图： 



 

 

第7页 / 共10页 

深圳方位通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 67 区高新奇产业园二期一号楼 A 座 4 楼  邮箱：support@fanvil.com 

电话：077-26647589         传真：0755-26402618        官网：www.fanvil.com 

 

5. 添加蓝牙同步手机联系人的功能 

功能描述：新增当话机连接手机蓝牙时候支持同步手机联系人功能 

1) 蓝牙与手机完成配对连接后，UI 提示是否同步电话本，选择是来同步手机

联系人。 

2) 通过 menu->phonebook->mobile contact，查看手机联系人，按数字键进入

联系人搜索界面。 

3) 手机端的联系人有更新，可以通过 update重新拉取手机连接人进行同步。 

4) 可以通过 Option键查看详细、将联系人添加到话机本地联系人或者黑白名

单。 

5) 不支持添加和删除手机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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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改进功能描述 

1. 改进 SIP 热点功能 

功能描述：新增 line 线未注册的时候可以下发分机和外线来电振铃模式的配

置。 

针对 X210i 话机还新增一个热点分机管理的配置，可以批量管理分机，例如管

理分机重启，升级等功能，web配置如图： 

 

2. 改进 LCD 屏保界面 

功能描述：在 LCD 处于屏保状态下添加事件状态图标，包含 DND、未接来电、

未读短信、未读语音留言、以及网络断开这 5 中事件图标，效果如图： 

 

3. 改进 alert-info 功能:可以对主叫号码进行分类振铃提示 

功能描述：支持本地对主叫号码进行号码规则匹配，然后使用指定的铃声振铃。

在 Alert Info Ring Settings模块的 value（值里输入所有的规则需要带“{}”

来区分原有功能。）下面填写规则，在 Ring Type 选择铃声类型，本地会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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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号码进行规则匹配，然后使用指定铃声振铃。在 Alert Info Ring Settings

页面增加 Line字段，支持可以选线。 

规则匹配如下： 

1) x -- 是匹配任意一位 

2) [ ] -- 是指定数位的范围；可以是一个范围，也可以是列表的数位。 

3) . --是匹配任意长度，包括空。 

Web配置如图： 

 

 

4. 改进功能键-前缀键支持前缀+blf 顺序按键输入然后一并送号 

功能描述：新增功能键-前缀键+BLF/Presence/SpeedDial 拨号规则，在按下功

能 键 - 前 缀 键 后 再 按 下 BLF/Presence/SpeedDial 后 会 将 前 缀 值 和

BLF/Presence/SpeedDial值组合为号码立即拨出。 

5. 改进支持点对点 SMS 消息发送、接收 

功能描述：新增点对点 SMS的发送和接收，当发送输入框内填写 IP时，确认发

送时直接使用话机本身 IP去发送短信。无论是否有线路注册或选择线路几都只

用 IP去发送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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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改进 Return 键功能，在通话中表示挂断当前路通话功能 

功能描述：改进 Return按键，在拨号界面，去电界面和通话界面等按下 Return

按键都会挂断当前通话路。 

按键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