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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Vox T 系列 IPPBX 是智科通信针对全球中小企业需
求推出的高性能 IP 电话系统。相比于传统的程控电话交换机，
T 系列 IPPBX 能提供更丰富的实用功能以助力企业提高通信
效率，降低通信成本。同时还可以通过配套的 Ex16S 分机扩
展盒兼容模拟电话的接入，让更多企业用户可以平稳过渡到
企业 IP 通信的全新体验。

CooVox T 系列 IPPBX 不仅支持 SIP、IMS 等网络中继外
线的接入，还可以兼容到 PSTN、ISDN、GSM 等传统电话中
继线路的接入。为企业客户提供更加灵活的选择。

产品简介

亮点功能
话务台 CooCall 软电话
话务台软件集合了监控终端状态，呼叫队列控制，呼叫转
接，强插，强插，监听，喊话广播，TTS 广播，定时任务，
背景音乐，应急广播，会议邀请，会议控制等丰富管理功
能，提高电话管理效率。

手机端的 Coocall APP可以帮助用户轻松实现移动办公。
不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出差，CooCall 都能保证办公电话
随时在线，客户沟通一手掌握。

CooVox T 系列 IPPBX 的网管功能，可用于客户问题的远
程维护。通过网管软件，轻松为客户及时解决电话问题。
克服时差和距离，为全球的每位客户提供安心的售后服务。

智科在全球部署了云服务器为客户提供云穿透服务，可
解决客户没有固定公网 IP 地址的情况下，实现远程电话
分机注册和多分支电话系统组网的应用需求。

CooVox T 系列 IPPBX 支持分机账号登录，提供包括
WebRTC、点击拨号、通讯录、呼叫转移、语音信箱、传
真服务、录音查询、来电弹屏等丰富功能。

为保证通信系统的冗余稳定，智科提供了双机热备机制，
两台 IPPBX 一主一备同时运行，且保证数据同步，当主
设备发生故障，备用设备会进行业务接管，保证业务持
续不间断。

CooVox T 系列提供了分机计费功能，客户可根据实际情
况，自定义费率、充值、预付费、后付费等参数，对企业
的电话计费进行统一管理。

CooVox T 系列支持国际通用标准 SIP 协议，可兼容标
准 SIP 协议的各类软硬件产品，同时提供开放标准的
API 接口，用于各类业务软件的对接融合。

CooVox-T 系列

网管功能

网页分机

计费系统

云穿透服务

双机热备

标准开放

并发数量

分机数量 100 200 600

50 80 150

400 小时 15000 小时 15000 小时

无限制 无限制 无限制

1GB DDR3 1GB  DDR3 4GB  DDR3L

8GB SD 卡（工业级） 1TB 监控硬盘 1TB 监控硬盘

录音和语音邮箱

支持的电话会议数量

内存

存储

参数
型号 CooVox-T100/T100-S/T100-A4 CooVox-T200 CooVox-T600



CooVox T 系列功能列表

电话功能

特色功能

多用户登录

安全特性

网络特性

编码及协议标准

 ▪ 视频通话

 ▪ 自动话务员

 ▪ 自动 / 一键录音

 ▪ CDR（电话详单）

 ▪ 广播对讲

 ▪ 多级自动话务员

 ▪ 无纸传真

 ▪ 呼叫队列

 ▪ 智能直线

 ▪ 远程管理

 ▪ 移动分机扫码注册

 ▪ IP 电话零配置（PNP，快速注册码）

 ▪ 电话本（话机 LDAP 自动同步）

 ▪ 分机扩展盒自动配置

 ▪ SIP 代理服务器支持（穿透）

 ▪ 开放 API 接口，可进行二次开发对接第三方系统

 ▪ 多语言界面：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西班牙文，捷克文，韩文

 ▪ 多语言系统语音：中文，英文，西班牙文，法文等 24 个语种

 ▪ 管理员用户：具有最高管理权限

 ▪ 接线员用户：管理分机、高级电话功能，查看传真、录音、通话日志等

 ▪ 分机用户：网页分机（WebRTC），查看本机录音、留言，通话记录等

 ▪ 计费用户

 ▪ 话务台用户

 ▪ 基于 iptables 的防火墙

 ▪ Geo-IP（基于 IP 地址地理位置的安全策略）

 ▪ 入侵检测和防御

 ▪ IP 白名单 / 黑名单

 ▪ 分机授信注册 IP

 ▪ 数据备份与恢复

 ▪ 网络模式（WAN）：静态 IP，DHCP，PPPoE；

 ▪ 虚拟专网（VPN）：PPTP，OpenVPN，IPSec，L2TP（服务器或客户端）；

 ▪ 静态路由

 ▪ DHCP 服务器

 ▪ VLAN（WAN 和 LAN 口）

 ▪ 虚拟 IP

 ▪ 云穿透服务

 ▪ SIP (RFC3261), IAX2

 ▪ DTMF (RFC4733, SIPINFO, In-Band)

 ▪ 传输协议 : UDP, TCP, TLS, SRTP

 ▪ 其他网络协议 : IPv4, IPv6, VLAN, DHCP, PPPoE, DDNS, NTP, SNTP, TFTP, SSH, HTTPS, LDAP

 ▪ 视频编码（透传）: VP8, H.264, H.263+, H.263, H.261

 ▪ 音频编码 : Opus, G.722, G.711 (a-law, u-law), G.729, G.726, GSM, SPEEX, AMR, AMR-WB

 ▪ 远程分机

 ▪ 寻呼对讲

 ▪ 呼叫转移

 ▪ 来电转接

 ▪ 忙灯指示（BLF）

 ▪ 一号多机

 ▪ 一号通

 ▪ 移动分机

 ▪ 免扰（DND）

 ▪ 呼叫停泊

 ▪ 振铃组

 ▪ 代接组

 ▪ DISA

 ▪ 回拨

 ▪ 时间规则

 ▪ 叫醒电话

 ▪ 三方通话

 ▪ 黑名单

 ▪ 通话监听

 ▪ 速拨

 ▪ 电话会议

 ▪ 语音留言

 ▪ 应答寻呼

 ▪ 切换通话

 ▪ 彩铃

 ▪ 通话保持等



分机扩展盒

SIP 电话机

EX16S 分机 扩展 盒 是针对 CooVox 系列
IPPBX 产品而设计的智能配件。设备自带 16 个
FXS 端口，可以直接连接传真机或电话听筒，
同 时 连 接 EX16S 到 CooVox 上。此 外 EX16S
需要部署在 CooVox 所在的局域网内，安装时
无需手动配置，可以实现即插即用、零配置，在
CooVox 管理面板上可以进行统一管理。

智科提供入门级、经理级两款型号的电话
机，内置 POE，拥有高清语音质量，高性能回音
消除的全双工扬声器。让用户获得身临其境的
听觉感受，满足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对融合通信
系统终端设备的需求。

产品概述

产品概述

亮点功能

亮点功能

设备专用

自动配置 

零配置

多账号

统一管理

PoE 供电

EX16S

H81 H83



校园语音通信解决方案

方案概述

方案拓扑

方案亮点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教育行业的智慧化建设也在不断加快，针对智慧校园越来越多的信息化、网络化、
智能化 IP 通信需求， IPPBX 渐渐成为智慧教育方案中不可或缺的必要组成，为各系统的融合通信提供支撑。

广播任务

智科 T 系列 IPPBX 支持多种融合广播功
能，包括喊话广播、定时广播、TTS 广播、
触发广播等类型。

求助对讲

校园安全是学校教育的重中之重，校园内
的公共区域可部署求助对讲终端，实现快
速进行报警求助，对于紧急事件的快速高
效应对处理。

自动话务导航

提供自动话务员功能，在招生期等时期可
以设置信息自助服务，将人工转为自动应
答。助力校园数字化转型。



酒店语音通信解决方案

方案概述

方案拓扑

方案亮点

酒店行业智慧化整合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最新的科技手段 , 致力于提供优质服务体验、降低人力与能耗成本 ,
通过智能化设施 , 营造人本化环境 , 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服务性住宿。电话系统一直是酒店行业必备的基础部分，随着行业智能
化的不断快速发展，对酒店电话系统也有了更多的要求。

PMS 对接

智科通信为酒店管理应用开放二次开发接
口，方便多种管理软件的接入。目前已成
功对接中软、西软、千里马等酒管系统。

标准兼容

智科通信全系列产品均采用标准的 SIP 协
议，兼容多种类型终端产品接入电话系统，
针对各种类型的布线方式均能提供合理的
解决方案。

话务台

话务台软件集合了监控终端状态，呼叫队
列控制，呼叫转接，强插，强插，监听，
喊话广播，TTS 广播，定时任务，背景音
乐，应急广播，会议邀请，会议控制等丰
富管理功能，提高电话管理效率。



多分支 IP 通信组网解决方案

方案概述

方案拓扑

方案亮点

很多行业由于业务需求的原因，会在多个地方设置分支机构以方便开展业务，比如教育培训、物流运输等行业。在这种需
求之下，IPPBX 的组网方案，可以为企业解决统一管理，提高沟通效率，降低通信那成本的种种难题。为工作的顺利开展保驾护航。

降低通信成本

智科 IPPBX 在组网后，各分支网点分机
可以实现跨地区免费通话，从而降低话
费支出。

提高通信效率

各分支机构的分机互拨可灵活设置短号，
并提供企业通讯录，电话会议，远程分机，
移动分机，语音信箱，呼叫转移等高级功
能提升通信效率。

云穿透服务

智科在全球部署了云服务器为客户提供云
穿透服务，可解决客户没有固定公网 IP
地址的情况下，实现远程电话分机注册和
多分支电话系统组网的应用需求。



企业办公语音通信解决方案

方案概述

方案拓扑

方案亮点

企业通信系统对企业的办公成本以及工作效率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 乃至制约着企业整个 IT 系统的优化和性能提升。
随着网络宽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通信方式的不断创新，传统的程控交换集团电话逐渐不再满足企业通信上的各种新需求，企
业通信 IP 化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功能丰富

语音信箱、虚拟传真、电话录音、视频通
话、多方会议、语音导航等丰富的功能满
足企业更多元化需求。同时还支持移动分
机来满足远程办公的需求。

维护便捷

支持异地组网、网管维护，大大提升工作
效率，降低维护难度，为客户带来稳定可
靠的售后支撑。

开放API 接口

智科 IPPBX 提供开放 API 接口用于第三方
软件的对接联动，比如 CRM、PMS、OA
等业务办公软件，实现如点击拨号、来电
弹屏等联动功能。助力企业提升办公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