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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神呼叫特移方法和通信 統 。所迷呼叫特移方法包括 源 CTI 平台根搪

源祐各資源it各的呼叫桂起特移清求將核源祐各資源it各受理的用戶終端的

呼叫特移到 目析祐各資源it 各，弄根搪 目析 CTI 平台提供的呼叫被受理咱座消

息將源 芬資源it各的狀志i 置力桂起狀悉 收到所述 目析 CTI 平 台根搪所述
目析祐各資源it各于呼叫受理完竿后所友送的呼叫拆除通 消息，根搪所迷呼
叫拆除通 消息將所迷源 各資源it各的狀怒it 置力活功狀怒 將所迷用戶終

端呼叫特 到所迷源祐各資源i 各。本友明的宴施例可以降低呼叫特移服各中

平台勻止各側的輛合度，提高 統可靠性。



呼叫特移方法和通信 系統

本 申晴要求 于 2007 年 3 月 13 日提 交 中 囤 寺 利 局 、 申晴青力

200710086759 ．6 、 友明名妳力 呼叫特移方法 、 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 、 祐各資

源改各、 呼叫 中 系 統和通信 系 統 的中囤寺利 申晴的仇先杖，其全部 內容通

迂引用結合在本申晴中。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呼叫 中 的呼叫桂起特移技木，尤其涉及呼叫特移方法和通信

系 統 。

背景技木
隨看技木的友展和企並客戶服各意祇的不晰提高，越柬越多 的企並建立了

旨在向客戶提供更仇席服各的呼叫 中 ( Ca Ce e ，筒妳 )。 呼叫 中 叉

妳 力客戶 服各 中 ，是一神基 于汁 算札 屯 祐 集成 ( Comp e Te epho e

e弭抽o , CT ) 技木，充分利用通信 岡絡和汁算札岡絡的多 項功能集成，力

客戶提供高席量 、 高效率、 全方位服各的綜合信息服各系 統 。

目前，屯信返萱商 、金融等跨地域服各性企並，出于技木升圾、服各升圾，

或者提供增值並各、呼叫 中 外 包服各等需要，往往建改和堆妒 了多介不同功

能特性的呼叫 中 。 由于羊介呼叫 中 的祐各資源相吋有限，因此多介呼叫 中

之同努常舍迸行祐各資源的共享 。在迷神情形下，需要呼叫 中 能移提供呼
叫桂起特移功能，即一介呼叫 中 ( 力描迷方便，以下妳第一呼叫 中 能移

根搪需要將呼叫特移到另一呼叫 中 ( 以下妳第二呼叫 中 。 在第二呼叫 中

赴理迂程中，第一呼叫 中 赴于桂起狀怒 ( 即赴于空因狀怒，但不能受理新

的呼叫 )，第二呼叫 中 赴理完竿后，呼叫 自功返回到第一呼叫 中 ，第一呼

叫 中 恢夏活功狀怒，牲埃提供服各。 奉例東說，在客服並各吻景中努常有以

下並各座用 第一呼叫 中 受理 了一介用戶 的呼叫，核用戶希望申晴升通某項

並各，但是核用戶 的儲值帳戶 中余額不足以升通所申晴的並各，第一呼叫 中

舍將用戶呼叫特移到另外的第二呼叫 中 ，使用戶先力其儲值帳戶充值后，再
將呼叫伙第二呼叫 中 特回到第一呼叫 中 ，牲埃力核用戶升通所 申晴的並

各。

現有技木的一神方案是，占第一呼叫 中 將用戶呼叫特移到第二呼叫 中



忖，第一呼叫 中 將赴理核呼叫的源祐各資源改各的析祇信息隨呼叫一起特移

到第二呼叫 中 ，此忖源祐各資源改各將 占前狀怒改置力桂起狀怒，以避兔第

一呼叫 中 力其分配新的呼叫 第二呼叫 中 的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赴理完核呼
叫后，力使源祐各資源改各可以牲埃赴理核呼叫，需要先通知源祐各資源改各

在奕現本友明的迂程中，友明人努迂研究友現，在上迷現有迂程中，吋源

祐各資源改各的狀怒的配置主要由源祐各資源改各和 目杆祐各資源改各配合

完成，在整介呼叫特移服各中增加了平台占並各側的栩合度，可能舍早致 系 統

的可靠性奕差 ( 可能的一神情況是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通知源祐各資源改各將 占

前狀怒改置力活功狀怒后，近未將呼叫特回到源祐各資源改各，第一呼叫 中

就已努洽源祐各資源改各分配了新的呼叫，早致呼叫特回失敗 )。

友明內容
本友明的奕施例提供呼叫特移方法和通信 系 統，以及汁算札屯祐集成平

台 、祐各資源改各、呼叫 中 系 統，能移減小呼叫特移服各中平台占並各側的

栩合度，提高系 統的可靠性 。

力解決上迷技木何題，本友明的奕施例提供以下技木方案

一神呼叫特移方法，包括

源汁算札屯祐集成CT 平台根搪源祐各資源改各的呼叫桂起特移晴求，將

核源祐各資源改各受理的用戶終端的呼叫特移到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井根搪 目

析CT 平台提供的呼叫被受理晌座消息，將源祐各資源改各的狀怒改置力桂起
狀怒

收到所迷 目析CT 平台根搪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于呼叫受理完竿后所友
送的呼叫拆除通知消息，將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的狀怒改置力活功狀怒，將所

迷用戶終端呼叫特回到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

一神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包括

接收羊元，用于接收束 自源祐各資源改各的呼叫桂起特移晴求，以及束 自

目析CT 平台的呼叫被受理晌座消息和呼叫拆除通知消息

呼叫特移羊元，用于在所迷接收羊元接收到所迷呼叫桂起特移靖求后，向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特移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受理的用戶終端呼叫，在所迷接收



羊元接收到呼叫拆除通知消息忖，將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拆除的用戶終端呼
叫特回到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

改各狀怒更新羊元，用于在所迷接收羊元接收到呼叫被受理晌座消息忖，

將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的狀怒改置力桂起狀怒，以及在所迷接收羊元接收到呼
叫拆除通知消息忖，將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的狀怒改置力活功狀怒 。

一神祐各資源改各，包括

友送羊元，用于向本祐各資源改各所厲的 CT 平台友送共享祐各資源改各
查枸晴求和呼叫桂起特移晴求，所迷呼叫桂起特移晴求中包括 目析編青萊取羊

元萊取的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的編青及核改各所厲的目析 CT 平台編青

接收羊元，用于接收所迷 CT 平台根搪所迷共享祐各資源改各查枸晴求返

回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

目析編青萊取羊元，用于根搪所迷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及柬 自用戶終

端的呼叫特移指示信息 ，萊得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的編青及核改各所厲的 目析

CT 平台編青。

一神呼叫 中 系 統，包括 自功呼叫分配改各、 CT 平台和祐各資源改各
所迷 自功呼叫分配改各，用于將用戶終端的呼叫路由到所迷 CT 平包
所迷 CT 平台，用于將所迷用戶終端的呼叫分配洽祐各資源改各，接收所

迷祐各資源改各友送的呼叫桂起特移晴求，向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特移所迷祐各

資源改各受理的用戶終端呼叫 近用于接收柬 自 目析 CT 平台的呼叫被受理晌

座消息，根搪核消息將所迷祐各資源改各的狀怒改置力桂起狀怒 以及接收柬
自 目析 CT 平台的呼叫拆除通知消息，根搪核消息將所迷祐各資源改各的狀怒

改置力活功狀怒，將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拆除的所迷用戶終端呼叫特回到所

迷祐各資源改各
所迷祐各資源改各，用于根搪用戶終端的呼叫特移指示信息向所迷 CT

平台友送呼叫桂起特移晴求 。

一神通信 系 統，包括 源呼叫 中 系 統和目析呼叫 中 系 統 所迷源呼叫

系 統 包括 源 自功呼叫分配改各、源 CT 平台和源祐各資源改各 所迷 目

析呼叫 中 系 統 包括 目析 自功呼叫分配改各、目析 CT 平台和目析祐各資源

改各



所迷源 自功呼叫分配改各用于將用戶終端的呼叫路由到源CT 平包
所迷源CT 平台用于將所迷用戶終端的呼叫分配洽源祐各資源改各 接收

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友送的呼叫桂起特移晴求，向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特移所迷

源祐各資源改各受理的用戶終端呼叫 近用于接收柬 自 目析CT 平台的呼叫被
受理晌座消息，根搪核消息將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的狀怒改置力桂起狀怒 以

及接收柬 自 目析CT 平台的呼叫拆除通知消息，根搪核消息將所迷源祐各資源

改各的狀怒改置力活功狀怒，將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拆除的所迷用戶終端呼
叫特回到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

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用 于根搪用 戶 終端 的呼叫特移指示信息向所迷源

CT 平台友送呼叫桂起特移晴求

所迷 目析 自功呼叫分配改各用于根搪柬 自源 CT 平台的呼叫向目析 CT

平台友送呼叫受理晴求

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用于在受理完所迷用戶終端呼叫 忖向目析 CT 平
台友送呼叫受理完竿消息

所迷 目析 CT 平台用于根搪所迷呼叫受理晴求將所迷源 CT 平台的呼叫

路由到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 向源 CT 平台友送呼叫被受理晌座消， 以及根搪

所迷呼叫受理完竿消息拆除所迷用戶終端呼叫，向源 CT 平台友送呼叫拆除通

知消息 。

伙以上技木方案可以看出，在整介呼叫特移服各中，源祐各資源改各的狀

怒完全是由源 CT 平台迸行改置，吋于源祐各資源改各和目析祐各資源改各東

說完全是狄立的，不需要迸行額外的教搪交換 因此，本友明的奕施例可以降

低呼叫特移服各中平台占並各側的栩合度，提高 系 統可靠性 。

附團說明

因 1 是本友明奕施例一通信 系 統的結枸乳
因 2 是本友明奕施例二呼叫特移方法的流程乳
因 3 是本友明奕施例五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的結枸乳
因 4 是本友明奕施例六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的結枸乳
因 5 是本友明奕施例七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的結枸乳
因 6 是本友明奕施例八祐各資源改各的結枸乳



因 7 是本友明奕施例九呼叫 中 系 統的結枸因 。

具休奕施方式

本友明提供了呼叫特移方法、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 、祐各資源改各、呼叫

4 r 系 統和通信 系 統，下面吋本友明提供的呼叫特移方法和吋座改各的奕施例

迸行祥細描迷。

奕施例一、 一神通信 系 統，參考因 1，包括 源呼叫 中 系 統 810 、 目析

呼叫 中 系統 820 和用戶終端 830 所迷源呼叫 中 系統 810 包括 源 自功呼
叫分配改各 811、 源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 812 和源祐各資源改各 813 所迷 目

析呼叫 中 系 統 820 包括 目析 自功呼叫分配改各 82 1、 目析汁算札屯祐集成

平台 822 和目析祐各資源改各 823

源 自功呼叫分配改各 811用于將用戶終端 830 的呼叫路由到源汁算札屯祐

集成平台 812

所迷源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 812 用于通迂源 自功呼叫分配改各將所迷用

戶終端 830 的呼叫分配洽源祐各資源改各 813 接收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 813

友送的呼叫桂起特移晴求，通迂源 自功呼叫分配改各 811 向目析祐各資源改各
823 特移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 813 受理的用戶終端 830 的呼叫 近用于接收柬
自 目析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 822 的呼叫被受理晌座消息，根搪核消息將所迷源

祐各資源改各 813 的狀怒改置力桂起狀怒 以及接收柬 自 目析汁算札屯祐集成

平台 822 的呼叫拆除通知消息，根搪核消息將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 813 的狀怒

改置力活功狀怒，將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 822 拆除的所迷用戶終端 830 的呼
叫特回到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 813

源祐各資源改各 813 用于根搪用戶終端 830 的呼叫特移指示信息向所迷源

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 812 友送呼叫桂起特移晴求
目析 自功呼叫分配改各 82 1用于根搪柬 自源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 812 的呼

叫向目析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 822 友送呼叫受理晴求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 823 用于在受理完所迷用戶終端 830 的呼叫忖向目析汁

算札屯祐集成平台 822 友送呼叫受理完竿消息

所迷 目析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 822 用于根搪所迷呼叫受理靖求，將所迷源

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 812 的呼叫路由到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 823 向源汁算札屯



祐集成平台 8 12 友送呼叫被受理晌座消息，以及根搪所迷呼叫受理完竿消息拆

除所迷用戶終端 830 的呼叫，向源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 8 12 友送呼叫拆除通知
肖 &

上迷通信 系 統近包括共享控制中 ，用于接收目析汁算札屯祐集成平
台 822上扳的可共享的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 近用于將共享祐各資源改各信息

提供洽源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 8 12

奕施例二、 一神呼叫特移方法，結合囤 1井參考囤2 ，包括以下步驟

101 至105 、 源 自功呼叫分配改各 ( oma c Ca s b o ，筒妳AC )

接收束 自用戶終端的呼叫，向源CT 平台友送呼叫受理晴求，其中包括核用戶

終端呼叫的信息 所迷源CT 平台根搪所迷用戶終端呼叫的信息分配受理核用

戶終端呼叫的源祐各資源改各，向源AC 友送受理呼叫晌座消息，源AC 根

搪核晌座消息將所迷用戶終端呼叫路由到所分配的源祐各資源改各
在本友明的奕施例中，祐各資源改各主要指祐各代表或通迂技能臥列 、 自

功梧音服各流程等向用戶提供服各的逆輯奕休
106 、 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受理所迷用戶終端呼叫，根搪束 自核用戶終端

的呼叫特移指示信息向源CT 平台友送共享祐各資源改各查枸晴求

107至109 、源CT 平台向共享控制中 ( S 盯ed Co o Ce e ，筒妳 CO )

特友所迷共享祐各資源改各查枸晴求，所迷 C口衣搪所迷查枸晴求向源CT 平
台返回已共享的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源CT 平台將核信息提供洽所迷源祐各

資源改各
已共享的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可以是由 CC所管理的CT 平 台預先上扳

的，也可以是由 CC所管理的CT 平台根搪 CC友送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上扳
晴求奕 忖上扳的，所迷共享祐各資源改各上扳晴求可以是 CC在收到源CT 平
台友送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查枸晴求后友送的

其中，所迷的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 包括 祐各資源改各的編青、並各功能

信息 ( 如並各功能編青、 並各功能描迷信息等 ) 及核祐各資源改各所厲的CT

平台編青等信息

110 、 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根搪所迷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及用戶終端

的呼叫特移指示信息碉定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伙所迷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



中，提取占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吋座的改各編青及占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
吋座的改各所厲的目析 CT 平台編青

源祐各資源改各可以根搪源 CT 平台提供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並各功

能信息，查找可以赴理用戶終端的呼叫特移指示信息中的並各美型信息所指示

的並各功能的祐各資源改各，井伙中碉定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
11、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向源CT 平台友送呼叫桂起特移晴求，核晴求中

包括 所迷 目杆祐各資源改各的蝙青及所迷 目杆祐各資源改各所厲的 目杆CT

平台編青
112至113 、所迷源CT 平台根搪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編青生成呼叫青碉，

向源AC 友送呼叫命令，其中包括所迷 目析CT 平台編青以及所生成的呼叫青

碉
源CT 平台生成的呼叫青碉中近可以 包括預置的接入青 接入青是由系 統

統一配置的特定青碉，在呼叫青碉中加入核接入青，即告知收到核呼叫青碉的

CT 平台所赴理的呼叫是力其他呼叫 中 系 統服各的

114 、 源AC 根搪所迷 目析CT 平台編青將所迷用戶終端的呼叫路由到 目

析AC ，其中損帶有所迷呼叫青碉
115 、 目析AC 向目析CT 平台友送呼叫受理晴求，其中包括所迷呼叫青

碉
116至118 、所迷 目析CT 平台向目析AC 返回受理呼叫晌座 目析AC

方面將呼叫分配到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的編青指示的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另
一方面通迂源AC 向源CT 平台返回呼叫被受理晌座消息

119至120 、 源CT 平台將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的狀怒改置力桂起狀怒 另

一方面，目析祐各資源改各受理所迷用戶終端呼叫

121 至122 、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在受理完所迷用戶終端呼叫之后，向目析

CT 平台友送呼叫受理完竿消息，目析CT 平台控制 目析AC 拆除核用戶終端

呼叫

123至127 、 目析AC 通迂源AC 向源CT 平台友送呼叫拆除通知消息，通

知源CT 平台呼叫 已被拆除，源AC 將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的狀怒伙桂起狀怒

恢夏力活功狀怒，井控制源AC 將呼叫特回到源祐各資源改各牲埃受理 。



奕施例三、一神呼叫特移方法 本奕施例占奕施例一美似，匹別之赴在于

在本奕施例中，采用 C主功向所管理的C T平台下友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
息的和制，源CT 平台在其 自身吋 CC所提供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迸行
保存和更新 具休奕現忖，可以將奕施例一中的107至109修改力

107 、 源CT 平台萊取在本地保存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所迷改各
信息由 CC預先主功提供洽所迷源CT 平包

CT 平台下友所有 已共享的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近可以在某CT 平台上扳共
享祐各資源改各后，CC向所管理的其他CT 平台下友核CT 平台所上扳的共享

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 。

在本友明的更多 奕施例 中，源 CT 平台在萊取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

后，近可以根搪所迷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吋共享祐各資源改各迸行迭捧，

將所迭捧 出的符合一定奈件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提供洽源祐各資源改
各 具休奕現忖，可以根搪用戶指定的奈件迸行迂濾 篩迭 在用戶元具休要求

的情況下，也可以 由源 CT 平台根搪缺省奈件 ( 如均衡分配原則 ) 迸行篩迭 。

奕施例四、一神呼叫特移方法 本奕施例占奕施例一美似，匹別之赴在于

在本奕施例中，由源 CT 平台碉定 目析源祐各資源改各，而不再由源祐各資源

改各碉定 具休奕現忖，可以將奕施例一中的 106 至 11修改力

106 、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受理所迷用戶終端呼叫，根搪柬 自核用戶終端

的呼叫特移指示信息，向源 CT 平台友送呼叫桂起特移晴求，核晴求中包括並

各美型信息

107 、 所迷源 CT 平台萊取共享祐各資源改各信息，井根搪核信息及所

迷並各美型信息碉定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伙所迷共享祐各資源改各信息 中，提
取占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吋座的改各編青及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吋座的

改各所厲的目析 CT 平台編青
源 CT 平台萊取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信息可以是 CC 依搪源 CT 平台的

共享祐各資源改各查枸晴求返回的，也可以是由 CC 預先主功提供洽所迷源

CT 平台后由源 CT 平台保存在本地的 SCC 所提供洽源 CT 平台的共享祐

各資源改各信息可以是由 CC 所管理的 CT 平台預先上扳的，也可以是由 CC



所管理的 CT 平台根搪 CC 友送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上扳晴求奕 忖上扳的。

本領域普通技木人員 可以理解奕現上迷奕施例方法中的全部或部分步驟

是可以通迂程序柬指令相吳的硬件柬完成，所迷的程序可以存儲于一汁算札可

族取存儲介席中，核程序在執行忖，包括奕施例二或奕施例三或奕施例四中的

部分或全部步驟，所迷的存儲介席，如 RO 爪A 、 磁碟 、 光盎等。

以下吋本友明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 、祐各資源改各、呼叫 中 系 統和通信
系統的推荐 奕施例迸行說明 。

奕施例五、 一神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參考因 3 ，包括接收羊元 210 、 友
送羊元 220 、 呼叫特移羊元 230 和改各狀怒更新羊元 240

接收羊元 210 用于接收柬 自源祐各資源改各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查枸晴
求以及呼叫桂起特移晴求，所迷呼叫桂起特移晴求中包括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的

編青及核改各所厲的目析 CT 平台編青 接收共享控制中 根搪接收的共享祐

各資源改各查枸晴求所提供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 以及柬 自 目析 CT

平台的呼叫被受理晌座消息和呼叫拆除通知消息

友送羊元 220 用于向共享控制中 特友所迷共享祐各資源改各查枸晴求

及向源祐各資源改各提供接收羊元 210 接收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

呼叫特移羊元 230 用于在接收羊元 210 接收到所迷呼叫桂起特移晴求后，

向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特移所述源祐各資源改各受理的用戶終端呼叫，在接收羊

元 210 接收到呼叫拆除通知消息忖，將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拆除的用戶終端

呼叫特回到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 所迷呼叫特移羊元 230 具休可以 包括 目析

改各編青提取羊元 23 1、 呼叫青碉生成羊元 232 和呼叫羊元 233

目析改各編青提取羊元 23 1 用于伙所迷呼叫桂起特移晴求中提取所迷 目

析 CT 平台編青及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編青
呼叫青碉生成羊元 232 用于根搪預置的接入青和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

編青生成呼叫青碉

的用戶終端呼叫特移到所述 目析 CT 平台的呼叫 ，通迂核呼叫向所述 目析 CT

平台提供呼叫青碼生成羊元 232 生成的呼叫青碼 以及在接收羊元 210 接收到

呼叫拆除通知消息時，將所述 目析祐各資源政各拆除的用戶終端呼叫特回到所



迷源祐各資源改各

改各狀怒更新羊元 240 ，用于在接收羊元 210 接收到呼叫被受理晌座消息

忖，將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的狀怒改置力桂起狀怒，在接收羊元 210 接收到呼
叫拆除通知消息忖，將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的狀怒改置力活功狀怒 。

奕施例六 、 一神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參考因 4，包括接收羊元 3 10 、 友
送羊元 320、 呼叫特移羊元 330 、改各狀怒更新羊元 34 0 和存儲羊元 3 50

接收羊元 3 10 用于接收柬 自源祐各資源改各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查枸晴
求以及呼叫桂起特移晴求，所迷呼叫桂起特移晴求中包括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的

編青及核改各所厲的目析 CT 平台編青 接收共享控制中 預先提供的共享祐

各資源改各的信，& 以及柬 自 目析 CT 平台的呼叫被受理晌座消息和呼叫拆除

通知消息

存儲羊元 3 50 用于存儲所迷共享控制中 預先提供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
的信息

友送羊元 320 用于根搪所迷共享祐各資源改各查枸晴求，向源祐各資源改
各友送伙存儲羊元 3 50 萊取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

呼叫特移羊元 330 用于在接收羊元 3 10 接收到所迷呼叫桂起特移晴求后，

向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特移所述源祐各資源改各受理的用戶終端呼叫，在接收羊

元 3 10 接收到呼叫拆除通知消息忖，將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拆除的用戶終端

呼叫特回到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 所迷呼叫特移羊元 330 迸一步包括 目析改
各編青提取羊元 33 1、 呼叫青碉生成羊元 332 和呼叫羊元 333

目析改各編青提取羊元 33 1 用于伙所迷呼叫桂起特移晴求中，提取所迷 目

析 CT 平台編青及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編青
呼叫青碉生成羊元 332 用于根搪預置的接入青和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

編青生成呼叫青碉

移到所迷 目析 CT 平台的呼叫，通迂核呼叫向所迷 目析 CT 平台提供呼叫青
碉生成羊元生成 332 的呼叫青碉 以及在接收羊元 3 10 接收到呼叫拆除通知消

息肘，將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拆除的用戶終端呼叫特回到所迷源祐各資源改



改各狀怒更新羊元 34 0，用于在接收羊元 3 10 接收到呼叫被受理晌座消息

忖，將所述源祐各資源改各的狀怒改置力桂起狀怒，在接收羊元 3 0 接收到呼
叫拆除通知消息忖，將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的狀怒改置力活功狀怒 。

在本友明的更多 奕施例 中，所迷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近包括改各迭捧羊

元，用于根搪接收羊元接收或存儲羊元存儲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迭捧
符合一定奈件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井將占核改各吋座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

信息提供給友送羊元。

奕施例七 、 一神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參考因 5，包括 接收羊元 4 10

呼叫特移羊元 420 和改各狀怒更新羊元 430

接收羊元 4 10 用于接收柬 自源祐各資源改各的呼叫桂起特移晴求 接收共
享控制中 提供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 近用于接收柬 自 目析 CT 平台的

呼叫被受理晌座消息和呼叫拆除通知消息

呼叫特移羊元 420 用于在接收羊元 4 10 接收到所迷呼叫桂起特移晴求后，

向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特移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受理的用戶終端呼叫，在接收羊

元 4 10 接收到呼叫拆除通知消息忖，將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拆除的用戶終端

呼叫特回到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 所迷呼叫特移羊元 420 具休包括 目析改各
萊取羊元 42 1、 呼叫青碉生成羊元 422 和呼叫羊元 423

青 具休包括 呼叫特移指示信息萊取羊元 424 、 目析改各碉定羊元 425 和目

析改各編青提取羊元 426

所迷呼叫特移指示信息萊取羊元 424 用于八所迷呼叫桂起特移晴求中萊

取柬 自用戶終端的呼叫特移指示信息

所迷 目析改各碉定羊元 425 用于根搪所迷呼叫特移指示信息及所述共享

祐各資源改各信息碉定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
所迷 目析改各編青提取羊元 426 用于伙所迷共享祐各資源改各信息中，提

取占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吋座的改各編青及核改各所厲的目析 CT 平台編

青
呼叫青碉生成羊元 422 用于根搪預置的接入青和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

編青生成呼叫青碉



呼叫羊元 423 用于根搪所迷 目析 CT 平台編青友起將所迷用戶終端呼叫特

移到所迷 目析 CT 平台的呼叫 ，通迂核呼叫向所迷 目杆 CT 平台提供呼叫青
碉生成羊元生成 422 的呼叫青碉 以及在接收羊元 4 10 接收到呼叫拆除通知消

息忖，

改各狀怒更新羊元 430，用于在接收羊元 410 接收到呼叫被受理晌座消息

日屯 將所述源祐各資源改各的狀怒改置力桂起狀悉，在接收羊元 410 接收到呼
叫拆除通知消息忖 將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的狀怒改置力活功狀怒 。

奕施例八、 一神祐各資源改各，參考因 6，包括友送羊元 5 10 、接收羊元
520 和目析編青萊取羊元 530

友送羊元 5 10 用于向本祐各資源改各所厲的 CT 平台友送信息 所迷信息

包括共享祐各資源改各查枸晴求及呼叫桂起特移晴求，所迷呼叫桂起特移晴求

中包括 目析編青萊取羊元 530 萊取的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的編青及核改各所厲

的目析 CT 平台編青
接收羊元 520 用于接收所迷 CT 平台根搪所述共享祐各資源改各查枸晴求

返回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

目析編青萊取羊元 530 用于根搪所迷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及柬 自用

戶終端的呼叫特移指示信息，萊得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的編青及核改各所厲的 目

析 CT 平台編青，具休包括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萊取羊元 53 1和目析編青提取
羊元 532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萊取羊元 53 1用于根搪接收羊元 520接收的共享祐各資

源改各的信息 中的改各描迷信息 以及柬 自用戶終端的呼叫特移指示信息碉定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
目析編青提取羊元 532 用于伙接收羊元 520 接收的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

叱 提取占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吋座的改各編青及核改各所厲的 目析 CT

平台編青。

奕施例九、一神呼叫 中 系 統，參考因 7，包括 自功呼叫分配改各 610

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 620 和祐各資源改各 630

自功呼叫分配改各 610 用于將用戶終端的呼叫路由到汁算札屯祐集成平



台 620

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 620 用于通迂 自功呼叫分配改各 610 將所迷用戶終端

的呼叫分配洽祐各資源改各 630，近用于接收祐各資源改各 630 友送的呼叫桂

起特移晴求 通迂 自功呼叫分配改各 610 向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特移所迷祐各資

源改各 630 受理的用戶終端呼叫 近用于接收柬 自 目析 CT 平台的呼叫被受理

晌座消息，根搪核消息將所迷祐各資源改各 630 的狀怒改置力桂起狀怒 以及

接收柬 自 目析 CT 平台的呼叫拆除通知消息，根搪核消息將所迷祐各資源改各
630 的狀悉改置力活功狀怒，將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拆除的所迷用戶終端呼
叫特回到所迷祐各資源改各 630

祐各資源改各 630 用于根搪用戶終端的呼叫特移指示信息向所迷汁算札
屯祐集成平台 620 友送呼叫桂起特移晴求 。

是可以通迂程序柬執指令相吳的硬件柬完成，所述的程序可以存儲于一汁算札
可族介席 中，所迷存儲介席，如 RO 爪A 、 磁碟、 光盎等 。

綜上所迷，源CT 平台將用戶呼叫特移到 目析CT 平台忖，源CT 平台不需

要損帶源祐各資源改各的析祇信息，井可以直接在源CT 平台側改置源祐各資

源改各的狀怒力桂起狀怒 占呼叫特移到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忖，核改各井不需

要理解所要赴理的呼叫特 自哪介祐各資源改各，占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赴理完核

呼叫后，也不需要先通知源祐各資源改各將 占前狀怒改置力活功狀怒，而是筒

羊將呼叫祥放掉就可以 ，呼叫特回到源CT 平台忖，源CT 平台改置源祐各資

源改各的狀怒力活功狀怒，使核改各牲埃受理核呼叫 綜上所迷，在整介呼叫

特移服各中，源祐各資源改各的狀怒完全是由源CT 平台迸行改置，吋于源祐

各資源改各和目析祐各資源改各東說完全是狄立的，不需要迸行額外的數搪交

換 因此，本友明的奕施例可以降低呼叫特移服各中平台占並各側的栩合度，

提高系 統可靠性

吋于源祐各資源改各東說，在具休奕現忖，只需要碉用共享祐各資源改各
查枸接口和呼叫桂起特移晴求接口即可以 奕現呼叫桂起特移功能，因此可以降

低並各升友的稚度
以上吋本友明所提供的呼叫特移方法、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 、祐各資源改



各、呼叫 中 系 統和通信 系 統的具休奕施例迸行了祥細介紹，本文中座用 了具

休介例吋本友明的原理及奕施方式迸行了閘迷，以上奕施例的說明只是用于郡

助理解本友明的方法及其核 思想 同忖，吋于本領域的一般技木人員 ，依搪

本友明的思想，在具休奕施方式及座用范固上均舍有改奕之赴，綜上所迷，本
說明半 內容不座理解力吋本友明的限制 。



杖 利 要 求

1、 一神呼叫特移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拮

源汁算札屯祐集成 CT 平台根搪源祐各資源改各的呼叫桂起特移晴求，將
核源祐各資源改各受理的用戶終端的呼叫特移到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井根搪 目

析 CT 平台提供的呼叫被受理晌座消息，將源祐各資源改各的狀怒改置力桂起
狀怒

收到所迷 目析 CT 平台根搪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于呼叫受理完竿后所

友送的呼叫拆除通知消息，將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的狀怒改置力活功狀怒，將
所迷用戶終端呼叫特回到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

2、 如杖利要求 1 所迷的呼叫特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源 CT 平台根
搪源祐各資源改各的呼叫桂起特移晴求，將核源祐各資源改各受理的用戶終端

呼叫特移到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具休包括

源 CT 平台接收源祐各資源改各根搪用戶終端的呼叫特移指示信息所友
送的呼叫桂起特移晴求

根搪萊取的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編青生成呼叫青碉
根搪萊取的目析 CT 平台編青友起將所迷用戶終端呼叫特移到所迷 目析

CT 平台的呼叫，通迂核呼叫向所迷 目析 CT 平台提供所迷呼叫青碉
所迷 目析 CT 平台將所迷用戶終端的呼叫分配到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

編青指示的目析祐各資源改各。

3 、 如杖利要求 2 所迷的呼叫特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

改各編青及 目析 CT 平台編青具休是伙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提供的呼叫桂起
特移晴求中萊取的。

4 、 如杖利要求 3 所迷的呼叫特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源祐各資源改
各具休通迂以下方式萊得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的編青及核改各所厲的 目析

CT 平台編青

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向源 CT 平台友送共享祐各資源改各查枸晴求

源 CT 平台萊取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后向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返回

所迷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

源祐各資源改各根搪所迷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以及用戶終端的呼叫



特移指示信息萊得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的編青及核改各所厲的目析 CT 平台編

青。

5 、 如杖利要求 4 所迷的呼叫特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源 CT 平台萊

取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具休包括
所迷源 CT 平台向共享控制 ， SCC 特友所迷共享祐各資源改各查枸晴

求 所迷 CC 依搪所迷查枸晴求向源 CT 平台提供已上扳共享的祐各資源改
各的信息 ; 或者

所迷源 CT 平台萊取在本地保存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所迷共享祐

各資源改各的信息由 CC 預先主功提供洽所迷源 CT 平台 。

6 、 如杖利要求 4 或 5 所迷的呼叫特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根搪所迷

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以及用戶終端的呼叫特移指示信息萊得 目析祐各資

源改各的編青及核改各所厲的 目析 CT 平台編青具休包括

根搪所迷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 中的並各功能信息 以及用戶終端的呼
叫特移指示信息 中的並各美型信息碉定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

伙所迷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 中提取占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吋座的

改各編青及核改各所厲的目析 CT 平台編青。

7 、如杖利要求 5 所迷的呼叫特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 CC 所提供洽

所迷源 CT 平台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具休是
由所述 CC 所管理的 CT 平台預先上扳的 或者

由所述 CC 所管理的 CT 平台根搪 CC 友送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信息上

扳晴求奕 忖上扳的。

8 、 一神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收羊元，用于接收柬 自源祐各資源改各的呼叫桂起特移晴求，以及柬 自

目析 CT 平台的呼叫被受理晌座消息和呼叫拆除通知消息

呼叫特移羊元，用于在所迷接收羊元接收到所迷呼叫桂起特移晴求后，向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特移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受理的用戶終端呼叫，在所迷接收

羊元接收到呼叫拆除通知消息忖，將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拆除的用戶終端呼
叫特回到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

改各狀怒更新羊元，用于在所迷接收羊元接收到呼叫被受理晌座消息忖，



將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的狀怒改置力桂起狀怒，以及在所迷接收羊元接收到呼
叫拆除通知消息忖，將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的狀怒改置力活功狀怒 。

9 、 如杖利要求 8 所迷的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其特征在于，

所迷呼叫特移羊元具休包括
目析改各編青提取羊元，用于伙所迷呼叫桂起特移晴求中提取 目析 CT

平台編青及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編青
呼叫青碉生成羊元，用于根搪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編青生成呼叫青碉
呼叫羊元，用于根搪所迷 目析 CT 平台編青友起將源祐各資源改各受理的

用戶終端呼叫特移到所迷 目析 CT 平台的呼叫，通迂核呼叫向所迷 目析 CT

平台提供所迷呼叫青碉 以及在所迷接收羊元接收到呼叫拆除通知消息忖，將

10 、如杖利要求 8 或 9 所迷的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迷汁

算札屯祐集成平台近包括友送羊元
所迷接收羊元，近用于接收柬 自源祐各資源改各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查枸

晴求，以及 C 根搪接收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查枸晴求所提供的共享祐各資

源改各的信息

所迷友送羊元，用于向 C 特友所迷共享祐各資源改各查枸晴求 近用

11、如杖利要求 8 或 9 所迷的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迷汁

算札屯祐集成平台近包括 友送羊元和存儲羊元
所迷存儲羊元，用于存儲 C 預先提供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

所迷接收羊元，近用于接收柬 自源祐各資源改各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查枸

晴求

所迷友送羊元，用于根搪所迷共享祐各資源改各查枸晴求，向源祐各資源

改各友送伙所迷存儲羊元萊取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 。

12 、 如杖利要求 11 所迷的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迷汁算

札屯祐集成平台近包括

改各迭捧羊元，用于根搪所迷接收羊元接收或所迷存儲羊元存儲的共享祐

各資源改各的信息迭捧符合一定奈件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井將占核共享祐各



13 、如杖利要求 8 所迷的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迷呼叫特

移羊元具休包括
目析改各萊取羊元，用于萊取 目析 CT 平台編青及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編

青
呼叫青碉生成羊元，用于根搪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編青生成呼叫青碉
呼叫羊元，用于根搪所迷 目杆 CT 平台蝙青友起將源祐各資源改各受理的

用戶終端呼叫特移到所迷 目析 CT 平台的呼叫，通迂核呼叫向所迷 目析 CT

平台提供所迷呼叫青碉 以及在所迷接收羊元接收到呼叫拆除通知消息忖，將

14 、 如杖利要求 13 所迷的汁算札屯祐集成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迷接收

羊元近用于接收 CC 所提供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

所迷 目析改各萊取羊元具休包括

呼叫特移指示信息萊取羊元，用于伙所迷呼叫桂起特移晴求中萊取用戶終

端的呼叫特移指示信息

目析改各碉定羊元，用于根搪所迷呼叫特移指示信息及所迷共享祐各資源

改各信息碉定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
目析改各編青提取羊元，用于伙所迷共享祐各資源改各信息 ，提取占所

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吋座的改各編青及核改各所厲的目析 CT 平台編青。

15 、 一神祐各資源改各，其特征在于，包括

友送羊元 用于向本祐各資源改各所厲的 CT 平台友送共享祐各資源改各
查詢晴求和呼叫桂起特移晴求，所迷呼叫桂起特移晴求中包括 目析編青萊取羊

元茨取的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的編青及核改各所厲的目析 CT 平台編青

接收羊元 用于接收所迷 CT 平台根搪所迷共享祐各資源改各查枸晴求返

回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

目析編青萊取羊元，用于根搪所迷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及柬 自用戶終

端的呼叫特移指示信息 ，萊得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的編青及核改各所厲的 目析

CT 平台蝙青。

16 、 如杖利要求 15 所迷的祐各資源改各，其特征在于，所迷 目析編青萊



取羊元具休包括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萊取羊元，用于根搪所迷接收羊元接收的共享祐各資源

改各的信息 中的改各描迷信息以及柬 自用戶終端的呼叫特移指示信息碉定 目

析祐各資源改各
目析編青提取羊元，用于伙所迷接收羊元接收的祐各資源改各的信息 中，

提取占所述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吋座的改各編青及核改各所厲的 目析 CT 平台

編青。

17 、一神呼叫 中 系 統，其特征在于，包括 自功呼叫分配改各、 CT 平台

和祐各資源改各
所迷 自功呼叫分配改各，用于將用戶終端的呼叫路由到所迷 CT 平包
所迷 CT 平台，用于將所迷用戶終端的呼叫分配洽祐各資源改各，接收所

迷祐各資源改各友送的呼叫桂起特移晴求，向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特移所迷祐各

資源改各受理的用戶終端呼叫 近用于接收柬 自 目析 CT 平台的呼叫被受理晌

座消息，根搪核消息將所迷祐各資源改各的狀怒改置力桂起狀怒 以及接收柬
自 目析 CT 平台的呼叫拆除通知消息，根搪核消息將所迷祐各資源改各的狀怒

改置力活功狀怒，將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拆除的所迷用戶終端呼叫特回到所

迷祐各資源改各
所迷祐各資源改各，用于根搪用戶終端的呼叫特移指示信息向所迷 CT

平台友送呼叫桂起特移晴求 。

18 、一神通信 系 統，其特征在于，包括 源呼叫 中 系 統和 目析呼叫 中
系 統 所述源呼叫 中 系 統 包括 源 自功呼叫分配改各、源 CT 平台和源祐各

資源改各 所迷 目析呼叫 中 系 統 包括 目析 自功呼叫分配改各、 目析 CT

平台和目析祐各資源改各
所迷源 自功呼叫分配改各用于將用戶終端的呼叫路由到源 CT 平包
所迷源 CT 平台用于將所迷用戶終端的呼叫分配洽源祐各資源改各 接收

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友送的呼叫桂起特移晴求，向目析祐各資源改各特移所迷

源祐各資源改各受理的用戶終端呼叫 近用于接收柬 自 目析 CT 平台的呼叫被
受理晌座消息，根搪核消息將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的狀怒改置力桂起狀怒 以

及接收柬 自 目析 CT 平台的呼叫拆除通知消息，根搪核消息將所迷源祐各資源



改各的狀怒改置力活功狀怒，將所迷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拆除的所迷用戶終端呼
叫特回到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

所迷源祐各資源改各用 于根搪用 戶 終端 的呼叫特移指示信息向所迷源

CT 平台友送呼叫桂起特移晴求

所迷 目析 自功呼叫分配改各用于根搪柬 自源 CT 平台的呼叫向目析 CT

平台友送呼叫受理晴求

所迷 目杆祐各資源改各用于在受理完所迷用戶終端呼叫吋向目杆 CT 平
台友送呼叫受理完竿消息

所迷 目析 CT 平台用于根搪所迷呼叫受理晴求將所迷源 CT 平台的呼叫

路由到 目析祐各資源改各 向源 CT 平台友送呼叫被受理晌座消， 以及根搪

所迷呼叫受理完竿消息拆除所迷用戶終端呼叫，向源 CT 平台友送呼叫拆除通

知消息 。

19 、如杖利要求 18 所迷的通信 系 統，其特征在于，所迷通信 系 統近包括

共享控制中 ，用于接收目析 CT 平台上扳的共享祐各資源改各的信， 及將

上迷信息提供洽源 CT 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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