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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HLCall是一款功能强大的专网电话拨号软件。软件界面简洁明了，兼容性强，支持所

有主流语音编解码器，支持语音加密技术，能够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语音通话和视频通话。

二、特点

1、界面友好，操作简单；

2、兼容性强：支持 LTE及 SIP标准；

3、语音质量：支持所有主流语音编解码器和视频解码器；

4、功能强大：短信收发、语音呼叫时转接和保持、SOS、巡检等功能并支持视频通话；

5、使用方便：录音记录、黑名单、铃声设置等；

6、支持 Android操作系统 4.0以上版本。

三、HLCall的安装

下载 HLCall电话拨号软件后（注意：后缀是 apk），点按开始安装，安装完成后弹出“应

用安装完成”的界面。

说明：1、在安装完成后第一次打开，拨号软件要取得相应的权限，点按“始终允许”后才

能正常使用各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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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保持电话拨号软件能一直驻住后台，及时接听到来电，需要在配置开启“开机自

启动”和“软件允许出现在其他应用上”（根据手机 Android版本的不同进行相应的配置）。

四、号码注册

拨号软件界面如右图：

下面菜单分别为：

联系人、巡检记录、

拨号盘、短信和配置。



HLCall电话拨号软件用户手册

浙江华络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 4 - www.hzhl.net

4.1注册号码：

图：拨号软件功能菜单

点按“配置”项，进入“设置服务器和账号”，点按右上角的“+”，输入管理员提供的“服

务器 IP地址和端口号，用户名和密码”，网络传输方式选择“UDP”后点按下面的保存。

说明：1、巡检服务器 IP一定要填写，一般与 SIP服务器 IP填写一致。

2、巡检功能需要服务器支持。

4.2 查看注册状态

a) 在“设置服务器与账号”中，显示“已登录” 。

b) 在“拨号盘”界面上面显示“已登录”如：

说明：如果显示：“登陆中”或者“未登录”，请检查网络连接是否正常，注册信息是否填

写正确。

五、基本功能

当“拨号盘”界面上显示“ ”，您就可以拨打、接听语音或视频电话了。

通话和视频质量受基站信号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在小范围内的移动可以有效提高通话

和视频质量。

5.1 拨号盘功能

a) 拨号盘的“最近通讯”中包含“全部通话”和“未接电话”列表。

b) “全部通话” 显示最近已接的和最近拨出的电话号码列表，按时间倒序进行

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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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未接电话” 显示最近未接的电话号码列表。

d) 在列表中可查看已接来电 、拨出电话 和未接来电 的拨打和接听时

间以及通话时长。

5.1.1 拨打语音电话

a) 在“拨号盘”界面输入要拨打的号码后，按“ ”，即可拨打电话。

b) 在“拨号盘”界面最近通讯，有拨出的和接听到的每一个电话号码都存在手机

通话记录表中，列表中出现的所有电话号码都可以通过点按记录进行呼叫

c) 在“联系人”界面中，搜索到联系人点按进入详情界面后，按电话图标“ ”

即可拨打电话。

d) 在“短信”界面中，先找到联系人的短信，点按进入短信编辑页面按“+”，

再按出现的电话图标“ ”即可拨打电话。

5.1.2 拨打视频电话

a) 在“拨号盘”界面输入要拨打的号码后，按“更多”，出现选项菜单后按视频

呼叫“ ”即可拨打视频电话。

b) 在“拨号盘”界面最近通讯，有拨出的和接听到的每一个电话号码都存在手

机通话记录表中，列表中出现的所有电话号码都可以通过点按记录后，按“更

多”，出现选项菜单后按“视频呼叫”即可拨打视频电话。

c) 在“联系人”界面中，搜索到联系人点按进入详情界面后，按视频图标“ ”

即可拨打视频电话。

d) 在“短信”界面中，先找到联系人的短信，点按进入短信编辑页面后按“+”，

再按出现的视频图标“ ”即可拨打视频电话。

5.1.3：拨打国内电话（市话和手机）

a) 手机中有运营商的SIM卡，想通过手机卡拨打国内电话：在“拨号盘”输入电

话号码，点开“更多”，选择“手机拨号”后开始呼叫。如果需要更改电话号

码，请点按清除键 往回删字符。

b) 软交换服务器支持拨打外线，拨号出局方式请您与管理员联系。

5.1.4 紧急呼叫(SOS)
a) 只要处在网络覆盖范围内(可以通过检查手机显示屏右上方的网络信号强度指

示条得知)，都可以呼叫紧急服务

b) 在“拨号盘”界面有个红色“ ”图标，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只要按一下

就会发送“B”码执行紧急呼叫处理。



HLCall电话拨号软件用户手册

浙江华络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 6 - www.hzhl.net

c) 调度台收到手机的紧急呼叫后，在调度台上该号码的按键状态变成醒目的红

色，调度电话按键同时变成醒目的红色，并发出报警声（调度台需要连接音响）。

说明：1、紧急呼叫 SOS发送的“B”码为双音频信号。

2、紧急呼叫 SOS具有优先插队与调度通话的功能，请在使用拨号软件时，务必注意

以免出现误操作。

3、紧急呼叫功能需服务器支持。

5.1.5 电话和视频接听

a） 有电话呼入，手机会先播放设置的铃声，如果已设置自动接听，则在 3-5 秒会

自动接听来电。

b） 有语音电话呼入时，在来电界面按住 上划，即可接听语音电话。

c）有视频电话呼入时，在来电界面会出现语音和视频接听的图标，按住 上划，

即可接通视频电话，按住 上划，即可接听语音电话

d） 不想接听来电，在来电界面按住 上划，即可挂断来电。

说明：来电界面在语音呼入时只显示语音接听图标，在视频呼入时，同时显示语音和视频

接听图标，需要服务器支持。

5.1.6 通话选项

该通话选项只有在通话过程中才能看到，而且呼叫保持、呼叫转移等功能需要服务器支

持，请与管理员联系。在通话界面菜单控件中，您可以进行如下操作：

 免提

可以将通话声音外放。

 拨号键盘

进入通话中的拨号盘界面。

 静音

可以开启和关闭静音，开启静音时对方听不到本机的声音。

 录音

在通话过程中可对通话语音进行录音。

 保持

暂停当前的通话。

 转移

把通话转接给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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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

在视频通话中可以关闭视频。

 挂断

结束当前通话。

5.2 短信

a) 当收到新信息时，状态栏会显示提示信息“ ”，可以查看信息后进行回

复。

b) 信息列表界面，点按相应的会话记录；

c) 输入回复内容；

d) 点按发送图标，即可发送。

5.2.1 新建短信

a) 拨号界面点按短信“ ”图标，进入短信界面；

b) 点按上方 新建图标，进入新信息编辑界面；

c) 输入接收者号码或从电话簿中选择联系人作为收件人；

d) 编辑内容，点按 图标，选择附件如图片、拍照、视频、电话等；

e) 添加了附件后，在附件下方可添加主题文字；

f) 点按发送图标，发送短信。

说明：发送图片、拍照，需要服务器支持。

5.2.2 复制和删除短信

a) 拨号界面，点按“短信”图标，进入信息界面；

b) 长按一条信息，选择删除短信。

c) 打开一个会话记录，长按一条信息，选择复制后转发或者删除。

5.3 联系人

主要介绍联系人相关操作，如联系人的新建、编辑、删除等。

查看联系人：点按“联系人”图标，可以进入联系人列表界面。您可以进行新建、

查看、修改、保存等操作。

5.3.1 新建联系人

a) 联系人列表界面，点按 图标；

b) 联系人编辑界面，输入联系人信息：名字、公司、职位、号码等；

c) 点按保存，新建联系人到联系人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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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搜索联系人

a) 联系人列表界面，点按 图标；

b) 输入搜索字符；

c) 自动匹配并显示需要查找的联系人。

5.3.3 修改联系人

a) 联系人详情界面；

b) 点按屏幕右上角修改图标；

c) 编辑联系人信息；

d) 点按保存，完成编辑。

5.3.4 删除联系人

a) 联系人列表界面，点按选择需要删除联系人，进入详情；

b) 点按右上角“修改”，再点按“删除”。

c) 确定删除后，选择的联系人被删除。

5.4 巡检记录

巡检记录，即巡回检验中，对产品生产、制造过程中进行的定期或随机流动性的检验记

录。目的是能及时发现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后及时上报，协助相关部门处理解决。

a) 进入巡检记录界面，点按右上角“编辑”；

b) 编辑文字，可输入300字以内文字内容，进行详细情况的汇报；

c) 点按 图标，选择“图片”或者“拍照”。上传手机中已拍摄的图片选择“图片”

项，现场拍照选择“拍照”项；

d) 每次可在“图片”中选择9张图片后上传，也可以继续添加图片上传，最多一次能

上传19张图片；

e) 在添加图片或者拍照中，不满意的图片可以在图片上点按一下，进行删除，之后继

续添加上传图片；

f) 填写收件人的号码:8001.(8001是服务器设定的调度员号码)，点按上报。

g) 上报时的巡检记录会自动进行定位，如果手机没有定位功能或者不能定位，请手动

输入当前位置信息后再上传。

说明：1、巡检记录在手机端只能浏览不能删除；

2、巡检功能需要服务器支持；

3、巡检功能上传中的收件人号码请咨询管理员；

六、配置说明

6.1 设置服务器与账号

可以注册 HLCall拨号软件所使用的号码和添加巡检功能使用的服务器 IP，注册信息由

管理员提供；

6.2 录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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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播放通话录音文件，并可对录音文件进行删除；

6.3 黑名单

电话加入黑名单后，百可以防止被骚扰；

6.4 音频

回音消除和对音频编解码比特率进行优化设置；

6.5 铃声设置

来电铃声设置，可以选择系统铃声，也可以选择手机默认铃声。

6.6 悬浮

开启悬浮后“ ”，在手机的任何界面都会出现一个悬浮球，点按悬浮球可以快速进

入拨号软件。

6.7 自动接听

来电以后响铃 2声会自动接听来电，这样就不会遗漏电话；

自动接听指语音接听，可以单独打开自动接听；

自动视频接听打开，会一起打开自动接听；来电是视频电话，会自动打开视频电话。

6.8 开机自启动

设置开机自启动是为了保证手机重启后也能接听来电，同时也是为了保证手机在息屏状

态下，不会漏接电话。

说明：1、开机自启动时需要开启手机相应权限，并在手机上做相关的设置。

2、Android系统版本不一样，开启权限的位置也可能不同，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

置。

6 关于我们

可查看 HLCall拨号软件的版本号

点按“ ”图标，能直接访问我们公司网站，得到最新信息。

七、附录 1：常见问题解答

问题1：为什么不能打电话？

故障排除：

1、确认 SIP服务器 IP地址和端口是否进行正确设置并已注册成功，如果界面显示是“登陆

中”或者“未登录”请输入正确的注册信息并检查相关设置，并继续下面几个步骤；

2、确认手机是否在基站覆盖范围之内并信号良好；

3、确认网络是否进行正确设置并已正常连接；

4、确认所呼叫的号码是否真实存在；



HLCall电话拨号软件用户手册

浙江华络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 10 - www.hzhl.net

问题2：为什么接不到电话？

故障排除：

1、先按“问题 1中的 1、2、3”来进行问排查。

2、手机在息屏状态或者其他界面时接不到电话，请开启手机软件的悬浮权限 :允许

“ ”

3、手机在息屏状态电话无法呼入，请检查拨号软件是否已经关闭，请重新打开拨号软件，

并在“配置”项中，开启“开机自启动”，并开启全部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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