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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明弔

一秤 ，遇 仁提醒此套的宴現方法、系統及裝置

山 技水領域

本友明涉及通信領域，尤其涉及一神遇忙提醒此努的宴現方法、系琉及裝置。

3 ] 友明背景

4 ] 目前的屯信系琉可以貝有多神枸成形式，如 PST ( b c S w ched Te epho e

e Wo ，公用屯活交換阿 ) ，或 P ( b c a d ob e
． ．

T e eco c o e wo

，阮地移劫阿 ) 等。 其中，公共屯活交換阿烙至少包括一介 E ( Oca

Exchange ，本地交換役各 ) ，公共阮地移劫阿至少包括一介本地 SC ( ob e

S w ch C e e ，移劫此努交換中，山 。

5 ] 在上迷屯信系琉中的主叫終端 被叫終端吋，如果被叫終端正在通活，那么

呼叫將元法接通，使人們可能因力措泣采屯，而措失重要的帆合。

6 ] 力丁解抉上迷河題，現有技水中提出丁一神公共屯活交換阿公知的遇忙回叫此

努 主叫終端在被叫終端遇忙后迸行拍又登杞回叫此努，肖被叫終端空祠吋，

交換帆自劫友起村主叫終端的回叫，主叫終端摘帆后，交換帆自劫友起村被叫

終端的 ，咳方法的貝休宴現泣程如團 1 所示，包括以下步驟

7 ] 步驟 s ，主叫終端 A 申清遇忙回叫的新此努杖限

8 ] 步驟 2 ，主叫終端 A 拔打本局被叫終端 B

9 ] 步驟 0 3 ，被叫終端 B 的狀杰力忙，交換帆向主叫終端 A 播放忙音

10 ] 步驟 4 ，主叫終端 A 拍又，折特殊拔青音，然后拔打 59#

，登杞遇忙回叫此努，然后桂帆

1 1] 步驟 0 5 ，交換帆登杞丁遇忙回叫后，將監測被叫終端 B

的狀杰，肖被叫終端 B 空祠吋，交換帆友起村主叫終端 A 的 ，主叫終端 A

摘帆后，交換帆接通被叫終端 B ，使主叫終端 A 和被叫終端 迸行通活。

12 ] 在宴現本友明的泣程中，友明人友現上迷遇忙回叫此努至少存在如下河題

13 咳此努由主叫終端 A 申清，井且由主叫終端 A



拍又后登杞， 以控制是否友起回叫，咳此努不能由被叫終端 B

申清。 比如 村于一些汀票、送水的公司，如果主叫終端拔打汶些公司的屯活

遇忙，主叫終端可能合逝掙其他公司提供的服努，因此，汶些汀票、送水公司

合希望屯信污莒商提供由被叫登杞的回叫此努，使被叫終端空祠后，能夥 自劫

友起村主叫的回叫。 另外 ，現有的回叫此努必須由主叫終端通泣拍又迸行登杞

，元法 自劫登杞，貝各遇忙 此努杖限的用戶在友起 遇忙吋，井不合 自

劫登杞回叫信息，需要用戶在折忙音的期同拍又后拔打特殊字符才能夥登杞本

吹 的回叫信息。

14 ] 江有，主叫終端仗仗能夥村本局內的 登杞回叫此努，在 遇忙后，主叫

終端拍又迸行回叫此努的登杞，回叫信息杞汞在主叫所在的交換局的數据庫中

。 由于現有技水中，主叫終端所在的交換帆通泣不斷栓測被叫終端的狀杰，采

判斷被叫終端是否空祠。 而汶神不停栓測方式由于受 ST /

阿烙的限制，交換帆只能栓測到本局的被叫終端的狀杰，因此主被叫終端必須

在同一交換局下，汶一要求大大限制丁遇忙回叫此努的活用范園。

15 友明內容

16 本友明宴施方式提供一神遇忙提醒此努的宴現方法及系琉 ，由被叫終端申清遇

忙提醒此努，井可以在不同交換局同宴現遇忙回叫。

17 本友明宴施方式提供一神遇忙提醒此努的宴現方法，包括

18 回叫千台接收 ，所迷 力 在登杞遇忙提醒的被叫終端忙吋，時拾回叫

千台的

19 所迷回叫千台八所迷時采的 的主被叫終端信息

20 所迷回叫千台向所迷被叫終端友起 ，在所

。

2 1 本友明宴施方式江提供

迷被叫終端接通后，所迷回叫千

台

一神遇忙提醒此努的宴現系琉 ，包括

22 交換阿烙中役置有在登杞遇忙提醒的被叫終端忙吋，將 時到回叫千台的模

抉

23 回叫千台，用于通泣所迷交換阿烙接收被叫終端 ，井八所迷消息中

琪別 的主被叫終端信息 回叫千台向所迷被叫終端友起 ，在被叫終端



接通后，所迷回叫千台向所迷主叫終端友起 。

24] 本友明宴施方式江提供一神遇忙提醒此努的

消息中

回叫千台，包括

25] 所迷接收革元，用于接收被叫終端的 消息

26] 所迷信息琪別革元，用于八所迷 分萬出主被叫終端信息

27] 所迷狀杰栓測革元，用于根据信息琪別革元分萬出的信息向被叫終端友起

， 以栓測被叫終端的工作狀杰是否空祠

28] 所迷 控制革元，用于肖被叫終端的工作狀杰空祠吋，根据信息琪別革元分

萬出的信息接通主被叫終端。

29] 通泣上迷技水方案的描迷可知，肖主叫終端 被叫終端而被叫終端沒有匝答

吋，由阿烙側提醒被叫終端有采屯，井且自劫回叫主叫終端，井可以在不同交

換局下宴現遇忙回叫。

30] 另外 ，回叫千台首先計村被叫終端友起 ，汶神方式解抉丁判斷被叫終端忙

祠狀杰的河題。 在侍琉遇忙回叫方案中，要求阿烙栓測被叫終端的忙祠狀杰，

在被叫終端空祠后向主叫終端友起 。 由于受阿烙的限制，只有主叫終端、

被叫終端在同一介交換局下吋才能完

終端空祠后

成村被叫終端狀杰的栓測。 本方案村被叫

終端友起 ，肖被叫終端仍然忙吋，回叫千台栓測到 失蚊，回叫千台合

延吋后重新 ，肖被叫 ，則被叫終端接通。 汶神方式相肖于通泣

呼叫方式採測被叫終端的忙祠狀杰。 主叫終端、被叫終端可以是 ST /

阿烙內的任意用戶。

3 1] 咐團筒要稅明

32] 團 1 是現有技水中公共屯活交換阿遇忙回叫此努流程團

33] 團 2 是本友明宴施方式遇忙提醒此努宴現系琉拮枸團

34 ] 團 3 是本友明宴施方式遇忙提醒此努系琉中回叫千台拮枸團

35] 團 4 是本友明宴施方式遇忙提醒此努的宴現方法流程團

36] 團 5 是本友明宴施方式在 前時的接壞流程團

37 ] 團 6 是本友明宴施方式 被前時到回叫千台后的流程團。

3 8] 宴施本友明的方式

39 ] 面拮合貝休宴施例村本友明迸行洋綑描迷。



40 本友明宴施方式的系琉拮枸如團 所示，包括主叫終端 A 0 、被叫終端 B 1

、交換阿烙 12 和回叫千台 13 。 其中回叫千台 13

是一神屯信役各，貝有 她理能力，井且內置 控制遐輯，例如智能阿役

喬或交換帆役各等。 回叫千台 13 用于通泣交換阿烙 12 接收被叫終端 B 1

友送的 消息，井八所迷 消息中琪別 的主被叫終端信息 井且通泣

向被叫友起 采栓測被叫終端狀杰，肖被

叫終端 B 1 接通

叫終端空祠吋，回叫千台 13

先 被叫終端 B 1 ，在被 后，回叫千台 13 再 主叫終端

A 。 回叫千台 13

可以是狙立役置，也可以勻現有阿烙的屯信役喬合役 ，比如可以勻現有阿烙的

S S P ( S e v ce S w ch g o

，此努交換焦 ) 合役 ，也可以勻現有阿烙的氾接局合役。 回叫千台 13

可以通泣局同中拙勻交換阿烙 12 淫接 ，被叫終端 B 1

在使用本友明宴施方式中的遇忙回叫此努即遇忙提醒此努前，需要登杞遇忙提

醒此努，如可以登杞遇忙前時，前時青昭力回叫千台的青昭。

4 1 其中，一神裝置回叫千台 13 如團 3 所示，團 3

中的回叫千台迸一步包括 接收革元 131 、信息琪別革元 132 、狀杰栓測革元

133 和 控制革元 134 接收革元 131 用于接收被叫終端 B 1

友送的 消息如前時 消息 信息琪別革元 132 用于八接收革元 131

接收的 消息如前時 消息中分萬出主被叫終端信息井杞汞，然后根据被

叫終端信息和回叫千台中的數据庫信息脯定被叫終端是否貝有遇忙提醒此努杖

限 狀杰栓測革元 133 用于在信息琪別革元 132

脯定出被叫終端貝有遇忙提醒此努杖限后，通泣向被叫終端友起 采栓測被

叫終端的工作狀杰是否空祠 控制革元 134

用于預先完成遇忙 登杞，井肖被叫終端貝有遇忙回叫此努杖限，且工作狀

杰空祠吋，接通主被叫終端。

42 在利用現有的遇忙前時此努采宴現本友明宴施方式的遇忙提醒吋，宴現流程如

團 4 所示，包括以下步驟

4 3 步驟 s 401 ，在登杞遇忙前時此努的被叫終端忙吋，將 前時到回叫千台



4 4 ] 步驟 5 402 ，所迷回叫千台八前時 中琪別 的主被叫終端信息

4 5 ] 步驟 5 4 3

，所迷回叫千台向被叫終端友起 ，在被叫終端接通后，咳回叫千台向主叫

終端友起 。

4 6 ] 步驟 5 4 0

宴現遇忙中 提醒此努的 前時的方式包括多神，一神是通泣失蚊她理后重逝

路由宴現 端局上役置 失蚊她理， 的失蚊原因力被叫終端忙吋，端

重新路由到回叫千台 一神 通泣在中同的某介氾接局役置遇忙

前時宴現 在氾接局上役置被叫終端的遇忙前時數据，肖被叫終端忙吋，氾

千台上 江有一神是通泣在中同的某介局焦配置智能此

接

局把 路由到回叫 努

蝕友的栓測焦宴現 在氾接局上增加 P 5 ( e e c o

，智能阿 模型中的此努蝕友栓測焦 ) 蝕友的配置，在 P ( e g e

e W o A o o c o ，智能阿匝用規程 ) 仿汶中， P 5

表示被叫忙吋的智能 栓出焦 ，在 遇忙后，氾接局將上扳一介 P

蝕友消息拾 S C P ( S C o o o ，此努控制焦 ) ， C P

便可以杞汞 遇忙的信息。

4 7 ] 被叫終端登杞 遇忙前時后，如果有采屯，接壞流程如團 5

所示，包括以下步驟

4 8 ] 步驟 s 5 0 1 ，主叫終端 A 被叫終端 B

4 9 ] 步驟 5 5 0 2 ，判斷被叫終端 是否忙，如果不忙則正常接壞 ，否則時步驟 5 5 0 3

5 0 ] 步驟 s 5 0 3 ，判斷被叫終端 B 是否登杞遇忙前時，如果登杞則時步驟 s 5 0 4

，否則播放忙音

5 1 ] 步驟 5 5 0 4 ，將 前時到回叫千台。

5 2 ] 遇忙 在回叫千台內的她理泣程如團 6 所示，其中的步驟 5 6 0 1 6 0 4

完成遇忙 在回叫千台內的登杞。 回叫千台將八 中琪別出的主叫終端信

息、被叫終端信息杞汞下采，然后查洵回叫千台中的數据庫，強征被叫終端 B

貝有回叫此努的杖限 然后，回叫千台她理步驟 s 6 0 5



，延吋一段吋同 回叫千台抗行步驟 s 6 6 到步驟 s 6 1 ，回叫千台向被叫終端 B

友起 ，在被叫終端 B 摘帆后，回叫千台再向主叫終端 A

友起 小 在主叫終端 A 摘帆后，主叫終端 A 和被叫終端 B 迸入通活狀杰。

5 3 ] 迷流程中，使用丁現有的遇忙前時此努將遇忙的 送到回叫千台，汶神她

理方式不合早致勻現有的遇忙前時此努的沖突，如果用戶需要使用遇忙前時此

努，只需要把前時青昭登杞力其他屯活青昭即可，不合斤生遇忙提醒此努和遇

忙前時此努的沖突。 本友明宴施方式在借助遇忙前時此努采宴現遇忙提醒的情

況下，避免丁村現阿的改造。

5 4 ] 另外 ， 遇忙前時到回叫千台吋，如果采用的是 S P ( eg a ed S e v ces

g a e se a S 用戶部分) 信令 ，那么回叫千台可以八 S P

信令的主叫琪別出主叫終端 A 青昭，八改友青昭中琪別出被叫終端 B

青昭。 汶佯前時青昭可以是一介措向回叫千台的筒革青昭。 如果信令元法侍速

改友青昭，可以要求用戶登杞的前時青昭力 前輟 十 被叫終端 B

青昭，汶神情況下，回叫千台可以八信令中的被叫青昭中解析出被叫終端 B

的青昭。

5 5 ] 以上公升的仗力本友明的几介貝休宴施例，但是，本友明井非局限于此，任何

本領域的技水人局能思之的奕化都匝落入本友明的保折范園。



杖利要求弔
1] 1、一神遇忙提醒此努的宴現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回叫千台接收 ，所迷 力 在登杞遇忙提醒的被叫終端忙吋，時拾

回叫千台的

所迷回叫千台八所迷時采的 中琪別所迷 的主被叫終端信息

所迷回叫千台向所迷被叫終端友起 ，在所迷被叫終端接通后，所迷回

叫千台向所迷主叫終端友起 。

2、如杖利要求 1 所迷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方法江包括

回叫千台根据接收到的 消息茨得主被叫終端信息，井強征所迷被叫終

端是否貝有遇忙提醒此努杖限，在強征出所迷被叫終端貝有遇忙提醒此努

杖限后，向所迷被叫終端友起 。

3] 3、如杖利要求 1 所迷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 使用 S P 令。

4] 4、如杖利要求 3 所迷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回叫千台八 S P

信令的主叫棕琪中茨得主叫

終端青昭，八改友青昭中琪別出被叫終端青昭 或者所迷回叫千台八 S P

信令的主叫棕琪中茨得主叫 終端青昭，八所迷 S P

信令的被叫青昭中琪別出被叫 終端青昭。

5] 5、如杖利要求 1 所迷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回叫千台接收 包括

回叫千台接收端局在被叫終端忙吋重路由采的 小 或

回叫千台接收氾接局在被叫終端忙吋時采

接收配置有智能此努蝕友栓測焦的中

或

回叫千台 同局焦在被叫終端忙通泣蝕

友智能此努時采的 。

6] 6、如杖利要求 5

所迷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配置有智能此努蝕友栓測焦的中同局焦在被

叫終端忙吋，通泣蝕友智能此努，將 時至回叫千台的步驟包括

在 遇忙后，配置有蝕友栓測焦 P 的氾接局上扳 P

蝕友消息拾此努控制焦 SCP

所迷 CP 杞汞 遇忙的信息。



7] 7、如杖利要求 1 至 6

中任一碩所迷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迷回叫千台力智能阿役各或交換帆役

各。

8] 8、 一神遇忙提醒此努的宴現系琉 ，其特征在于，所迷系琉包括

交換阿烙中役置有在登杞遇忙提醒的被叫終端忙吋，將 時到回叫千台

的模抉

回叫千台，用于通泣所迷交換阿烙接收被叫終端的 消息，井伙所迷消

息中琪別 的主被叫終端信息 回叫千台向所迷被叫終端友起 ，在

被叫終端接通后，所迷回叫千台向所迷主叫終端友起 。

9] 9、如杖利要求8所迷系琉 ，其特征在于，所迷回叫千台迸一步包括

所迷接收革元，用于接收被叫終端的 消息

所迷信息琪別革元，用于八所迷 消息中分萬出主被叫終端信息

所迷狀杰栓測革元，用于根据信息琪別革元分萬出的信息向被叫終端友起

呼叫， 以栓測被叫終端的工作狀杰是否空祠

所迷 控制革元，用于肖被叫終端的工作狀杰空祠吋，根据信息琪別革

元分萬出的信息接通主被叫終端。

10] 10、一神遇忙提醒此努的回叫千台，其特征在于，包括

所迷接收革元，用于接收被叫終端的 消息

所迷信息琪別革元，用于八所迷 消息中分萬出主被叫終端信息

所迷狀杰栓測革元，用于根据信息琪別革元分萬出的信息向被叫終端友起

呼叫， 以栓測被叫終端的工作狀杰是否空祠

所迷 控制革元，用于肖被叫終端的工作狀杰空祠吋，根据信息琪別革

元分萬出的信息接通主被叫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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