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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media content monitoring method i n an I P multimedia subsystem i s provided. The I P multimedia subsystem IMS i s
connected with a bearing layer network via an IMS access gateway I interconnect border control function entity IBCF. Said method
includes the following steps: after having received a request to monitor the monitored object, said IMS transmits monitored object
information to the IMS access gateway I border control function entity IBCF; when affirms that current access user i s the monitored
object, said IMS access gateway I IBCF reports the session communication content C C o f the monitored object t o a data delivery
function 3 DF3. A media content monitoring device i n the I P multimedia subsystem i s also provided. This invention can implement
session monitoring without major modification t o the existing IMS network, and i s compatible with different kinds o f bearing layer
networks because of the setting o f the IMS access gateway IB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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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 明公开 了一种 IP 多媒体子系统中媒体 内容监听方法 ， IP 多媒体子系统 IMS 通过 IMS 接入网关/互联边界
控制功能实体 IBCF 与承载层网络连接；所述方法包括：所述 IMS 接收到对被监听对象的监听请求后 ，将被
监听对象信息发送给 IMS 接入网关/边界控制功能实体 IBCF ; 所述 S接入网关 /IBCF 确认当前接入用户为被
监听对象时，将被监听对象的会话的通信 内容 CC 上报给数据传输功能 3DF3 。本发 明同时公开了一种 IP 多媒
体子系统中媒体 内容监听装置 。本发 明不必对现有的 IMS 网络进行较大的改动即可实现对会话进行监听，并
且，由于设置了 IMS 接入网关 /IBCF ，可兼容各种承载层网络。



I P 多媒体 子 系统 中媒体 内容监 听方法及装置

技 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在 IP 多媒体子 系统 （IMS ，I P Multimedia Subsystem ) 网络

架构 中的监 听技 术 ，尤其 涉及一种 IP 多媒体子 系统 中媒体 内容监 听方法及

装置 。

背景技 术

网际协议 多媒体 子 系统 （IMS , IP Multimedia Subsystem ) 是 未来多媒

体通信 的发展 方向 ，也是 下一代 网络最为重要 的组成部分 。它是 第三代合

作伙伴计 划 （3GPP ，Thi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 提 出的支持 I 多

媒体 业务 的子 系统 ，其显著特征是采用 了会话初始协议 （SIP, Session Initial

Protocol ) 体 系，通信 与接入 方式无 关，具备 多种 多媒体 业务控 制功能与承

载 能力分 离、呼 叫与会话 分 离、应 用与服 务分 离、业务与 网络分 离，以及

移动 网与 因特 网业务融合等多种 能力 。

正 因为通信技 术越 来越 强大 ，深入社会 和生活 的各个方 面 ，利用通讯

技 术从 事违 法犯 罪活动 的情况也 日益严 重 。合 法监 听技 术成为各 国家安全

部 门打击犯 罪活动强有 力的武器。合 法监 听是指安全机构 出于执 法的需要 ，

在通讯设备 上设 置特 定 的监 听 目标 ，对监 听 目标 的会话 事件 和通讯 内容进

行监 听 ，它是通讯领域 中必不可 少的功能。欧洲 电信标准化委 员会 （ETSI,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 )、3GPP 等标 准组 织一直在

制定合 法监 听的相 关标 准。 目前在 IMS 网络领域 内的合 法监 听也形成 了相

应 的标准 ，并且 能指导具体 的 实施 。

图 1 为 3GPP 分组 交换合 法监 听架构示意 图，如 图 1 所示 ，3GPP 提 出

了一种在 IMS 分组 交换 （PS，Packet Switch ) 网络领域 内的合 法监 听标准。



其中，监听基于以下三个接口：

HI1 接口，用于实现布控管理；

HI2 接口，用于上 艮被监听目标通信的监听相关信息 （IRI, Intercept

Related Information ) ;

HI3 接口，用于输出被监听目标的通信内容 （CC , Communication

Content );

通过 HI1 对承载层网络分别布控，向控制层设备如呼叫会话控制功能

实体 ( CSCF, Call Session Control Function ) 输出HI2 接口消息，向承载层

网络输出HI3 通信内容。图中，X I 至 X 3 为 IMS 与 GSN 连接的分别对应

于 HI1 接口至 HI3 接口的接口。

该标准可应用于包括有法律强制监控单元 （LEMF ，Law Enforcement

Monitoring Facility ) 管理功能实体 （ADMF , Administration Function )、数

据传输功能 2 ( DF2, Delivery Fimction2 )、数据传输功能 3 ( DF3 , Delivery

Function3 )和监听设备千兆字节系统网络（GSN ，Gigabyte System Network )

的监听系统中。

LEMF 通过 HI1 将监听请求通知至 ADMF, 请求消息中携带监听对象

身份标识等信息；ADMF 将监听请求消息通过 Xl_l 发送至承载层网络

GSN, 携带监听对象身份标识等信息；在 IMS 域内，ADMF 将监听请求消

息发送至代理呼叫会话控制功能实体 （P-CSCF, Proxy Call Session Control

Function )/服务呼叫会话控制功能实体（S-CSCF, Serving-Call Session Control

Function ); ADMF 将监听请求消息通过 Xl_3 发送至 DF3 , 携带监听对象

身份标识等信息；在会话开始至会话结束期间，在 IMS 域内，会话请求经

GS 路由至 P-CSCF/S-CSCF 时，P-CSCF/S-CSCF 判断此用户被监控时，根

据监听对象标识监听被监听对象； P-CSCF/S-CSCF 将会话过程中的 IRI 通

过 X 2 上报至 DF2; GS 将会话过程中的 CC 通过 X 3 上报至 DF3; DF 根



据来 自 ADMF 的监听请 求，将接 收的 IRI 经过 M F 处理后通过 HI2 上报 至

LEMF; DF3 根据 来 自ADMF 的监听请 求 ，将接 收的 CC 经过 M F 处理后通

过 HI3 上报 至 LEMF 。

如今 ，在 实际应用 中，以 IMS 为核 心的下一代 网络 中，承载层 网络种

类丰富，包括无线局域 网络 （W LA ,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s )、局域

网络 （LAN, Local Area Networks ) 等 。从 而使得 IMS 网络领域 的合 法监听

需要 适应各类不 同的承载层 网络 变得 非常 困难 。同时要 求众多的承载层设

备 都 能够 实现监 听功能，在现 实中也很难 实现 。很 多设备 ，在现 网中可 能

无法提供监听功能，这样会造成监听功能不可用 。

发 明内容

有鉴于此 ，本发 明的主要 目的在于提供一种 IP 多媒体子 系统 中媒体 内

容监听方法及装置，能由 IMS 接入 网关/ IBCF 向 DF3 直接 上报被监听对 象

的会话 的 CC 。

为达到上述 目的，本发 明的技 术方案是这样 实现 的：

一种 IP 多媒体子 系统 中媒体 内容监听方法 ，IP 多媒体子 系统 IMS 通过

IMS 接入 网关/互联 边界控制功能实体 IBCF 与承载层 网络连接 ；所述方法

包括 ：

所述 IMS 接 收到对被监 听对 象的监听请 求后 ，将被监听对 象信 息发送

给 IMS 接入 网关/边界控制功能实体 IBCF;

所述 IMS 接入 网关/IBCF 确认 当前接入用户为被监听对 象时，将被监

听对 象的会话 的通信 内容 CC 上报给 DF3 。

优选地 ，所述 IMS 接 收到对被监听对 象的监听请 求后 ，将被监 听对 象

信 息发送给 IMS 接入 网关/边界控制功能实体 IBCF 具体 为：

所述 IMS 接 收所述 ADMF 发送的监听请求后 ，将被监 听对 象的标识信

息通过呼 叫 内容控制接 口发送给所述 IMS 接入 网关/IBCF 。



优选地 ，所述将被监听对象的会话的通信 内容 CC 上报给 DF3 具体为：

所述 IMS 接入 网关/IBCF 通过所述 DF3 的固定端 口将 CC 发送给所述

DF3;

或者，所述 DF3 为媒体 网关 MGW/ 媒体 网关控制功能实体 MGCF 时，

所述 IMS 接入 网关/IBCF 通过从所述 IMS 获取的所述 DF3 的 CC接收端 口，

将 CC 发送给所述 DF3 。

优选地 ，所述承载层 网络为以下网络的至少一种：千兆字节系统 网络

GSN、无线局域网 WLAN 、局域 网 LAN 。

一种 IP 多媒体子系统中媒体 内容监听装置，应用于 IMS 通过 IMS 接

入 网关/ IBCF 与承载层 网络连接 的系统中， 所述装置包括设于所述 IMS 中

的接收单元和发送单元 ，设于所述 IMS 接入 网关/ IBCF 中的确认单元和上

报单元；其中，

接收单元 ，用于接收对被监听对象的监听请求；

发送单元，用于将被监听对象信息发送给 IMS 接入 网关/边界控制功能

实体 IBCF;

确认单元 ，用于确认 当前接入用户为被监听对象时，触发上 单元；

上报单元 ，用于将被监听对象的会话的 CC 上报给 DF3 。

优选地 ，所述发送单元将被监听对 象的标识信息通过呼叫内容控制接

口发送给所述 IMS 接入 网关/IBCF 。

优选地 ，所述上报单元通过所述 DF3 的固定端 口将 CC 发送给所述

DF3;

或者 , 所述 DF3 为媒体 网关 MGW/ 媒体 网关控制功能实体 MGCF 时 ,

所述上 艮单元通过从所述 IMS 获取的所述 DF3 的 CC 接收端 口，将 CC 发

送给所述 DF3 。

优选地，所述承载层网络为以下网絡的至少一种：GSN 、WLAN 、LAN 。



本发 明中，当 IMS 接 收到 ADMF 发送的监听请求后 ，会将被监听对 象

的标识信 息等相 关信 息通知给 IMS 接入 网关/ IBCF, 这样 ，IMS 接入 网关/

IBCF 即可 实现对被监听用户进行布控 ，当确定 出当前接入 的用户为被监听

用户时，将会将该被监听用户的会话 CC 上报给 DF3 ，从 而实现对被监听用

户的监听。通过 IMS 将被监听用户的相 关信 息通知给 IMS 接入 网关/ IBCF,

使 IMS 接入 网关/ IBCF 具备 了布控 能力 。本发 明不必对现有 的 IMS 网络进

行较 大的改动即可实现对会话进行监听 ，并且 ，由于设置 了 IMS 接入 网关/

IBCF, 可兼容各种承载层 网络 。

附图说 明

图 1 为 3GPP 分组交换合 法监听架构示意图；

图 2 为本发 明 IMS 网络合法监听架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 明 IP多媒体子 系统 中媒体 内容监听装置的组成结构示意图。

具体 实施方式

本发 明的基本思想是 ，当 IMS 接 收到 ADMF 发送的监听请求后 ，会将

被监听对 象的标识信 息等相 关信 息通知给 IMS 接入 网关/ IBCF, 这样 ，IMS

接入 网关/ IBCF 即可实现对被监听用户进行布控 ，当确定 出当前接入 的用

户为被监听用户时，将会将该被监听用户的会话 CC 上报给 DF3 , 从 而实现

对被监听用户的监听。

图 2 为本发 明 IMS 网络合 法监听架构示意图，如 图 2 所示 ，与 图 1 所

示的 3GPP 分组交换合法监听架构相 比，本发 明 IMS 网络合法监听架构 中，

承载层 网絡 （GSN 、 WLAN 、 LA 等 ）通过 IMS 接入 网关/ IBCF 与 IMS

连接 ，并且 ，本发 明的应用环境是 IMS 接入 网关/ IBCF 与 IMS 不支持 网络

布控 。以 下详细说 明各 网元及其之 间的信 息交互方式。

LEMF 通过 HI1 将监听请求通知至 ADMF ，清求消息中携带监听对 象



身份标识等信息；ADMF 将监听请求消息通过 Xl_l 发送至承载层 网络

GSN/.../WLAN/LAN, 携带监听对象身份标识等信息；ADMF 将监听请求

消息通过 Xl_3 发送至 IMS, 携带监听对象身份标识等信息；ADMF 将监听

请求消息通过 Xl_4 发送至 DF2 ，携带监听对象身份标识等信息； ADMF

将监听请求消息通过 XI—5 发送至 DF3 ，携带监听对象身份标识等信息；会

话建立过程，会话请求经过 GSN/ /WLAN/LAN 时，GSNA../WLAN/LAN

判断此用户被监控 ，根据监听对象标识监听被监听对象，将监听对象会话

相关信息发送至 IMS 接入 网关/IBCF; IMS 接入 网关/IBCF 将承载层 网络

GSN/.../WLAN/LAN 发送的会话信息进行适配后通过适配功能接 口 （AFI,

Adaptation Function Interface ) 发送至 IMS; IMS 根据来 自ADMF 的监听请

求，判断此用户被监控 ，将 IMS 接入 网关/IBCF 发送的会话信息进行处理

后，将会话建立过程中的 IRI 事件通过 X2 上报至 DF2; 同时，IMS 根据来

自 ADMF 的监听请求，判断此用户被监控，也可将会话建立过程中的 CC

通过 X3 上报至 DF3 。

本发明中，当 IMS 接收到 ADMF 的监听请求后，即可通过监听倚求中

的被监听对象的标识信息确定出被监听用户的相关信息，此时，IMS 将会

将被监听对象的标识信息等相关信息通过呼叫内容控制接 口发送给 IMS 接

入 网关/IBCF, 以实现 IMS 接入 网关/IBCF 的网络布控；这里，呼叫内容控

制接 口可以是 CCCI 接 口；本领域技术人员应 当理解，CCCI 接 口仅是接 口

的命名方式，并不意味着对该接 口的限制，本发明中以 CCCI 接 口为例进行

说明。当然，IMS 也可以将监听请求通过 CCCI 接 口直接转发给 IMS 接入

网关/IBCF, IMS 接入 网关/IBCF 从监听请求中提取 出被监听对象的标识信

息等相关信息，从而实现对被监听对象的网络布控。

这样，IMS 接入 网关/IBCF 在接收到承载层网络 GSN八.. /WLAN/LAN

发送的会话信息后 ，根据的、被监听对 象的标识信息等相关信息确认开展



会话 的用户是否为被监听用户 ，若是 ，则将 当前用户的会话 的 CC 上报给

DF3 。

具体 的， IMS 接入 网关/IBCF 将会话 的 CC 上报给 DF3 , 分为 两种情

况，当 DF3 不是 MGW/ MGCF 时，IMS 接入 网关/IBCF 与 DF3 进行媒体协

商的端 口是 固定的，此时，IMS 接入 网关/IBCF 确定 出当前用户为被监听对

象时，可 以将 当前会话 的 CC 直接通过 DF3 的 固定端 口将会话 的 CC 上报

给 DF3 。当 DF3 为媒体 网关 （MGW ，Media GateWay ) /媒 体 网关控制功能

实体 （MGCF, Media GateWay Control Function ) 时，MGW/MGCF 在媒体

协商过程 中是动态分配的 IP 和端 口的，因此 ，IMS 接入 网关/IBCF 没有 能

力与 MGW/MGCF 媒体协 商获得动态分配的 IP 和端 口，而就无法上报 CC。

此时，如果由 IMS 将 CC 通过 X 3 上报 至 DF3 , 会存在媒体迂回问题 ，即首

先需由 IMS 接入 网关/IBCF 将 CC 发送至 IMS, IMS 再将 CC 发送给 DF3 。

而媒体协 商是端到端之 间的媒体协 商，并不经过 IMS , 只是会话描述协议

( SDP, Session Description Protocol ) 经过 IMS; IMS 若需上报 CC, 必须

将媒体上载至 IMS, 即 IMS 接入 网关/IBCF 必须将媒体通信 内容也发送给

IMS , 这样会话 中的各用户必须通过 IMS 才能进行媒体协 商，即造成媒体

迂回；本发 明可以釆用 IMS 与 DF3 ( MGW/MGCF ) 进行媒体协商 IP 和端

口，媒体协商好之后 ，IMS 将媒体协商后 的 IP 和端 口通知 IMS 接入 网关

/IBCF 。这样 ，IMS 接入 网关/IBCF 就能直接将 CC 上报至 DF3 。

图3为本发 明 IP 多媒体子 系统 中媒体 内容监听装置的组成结构示意图，

如 图 3 所示，本发 明 IP 多媒体子 系统 中媒体 内容监听装置应用于 IMS 通过

IMS 接入 网关/ IBCF 与承载层 网络连接 的系统 中 , 设 于所述 IMS 中的接收

单元 30 和发送单元 31, 设 于所述 IMS 接入 网关/ IBCF 中的确认单元 32 和

上报单元 33 ; 其 中，

接收单元 30, 用于接 收对被监听对 象的监听请求；



发送单元 3 1，用于将被监听对象信息发送给 IMS 接入 网关/边界控制功

能实体 IBCF;

确认单元 32, 用于确认 当前接入用户为被监听对象时，触发上报单元

33;

上报单元 33 , 用于将被监听对象的会话的 CC 上报给 DF3 。

上述发送单元 3 1 将被监听对象的标识信息通过 CCCI 发送给所述 IMS

接入 网关/IBCF 。

上述上报单元 33 通过所述 DF3 的固定端 口将 CC 发送给所述 DF3;

或者，DF3 为 MGW/ MGCF 时，上报单元 33 通过从所述 IMS 获取的

所述 DF3 的 CC 接收端 口，将 CC 发送给所述 DF3 。

上述承载层网络为以下网络的至少一种：GSN 、 WLAN 、 LAN 。

本领域技术人员应 当理解，本发明图 3 所示的 IP 多媒体子 系统中媒体

内容监听装置是为实现前述的 IP 多媒体子系统中媒体 内容监听方法而设计

的，上述各处理单元/处理子单元/处理模块的实现功能可参照前述 IP 多媒

体子 系统中媒体 内容监听方法的相关描述而理解。图中的各处理单元的功

能可通过运行于处理器上的程序而实现 ，也可通过具体的逻辑电路而实现。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 实施例而已，并非用于限定本发 明的保

护范围。



权利要求书

1、一种 IP 多媒体子系统中媒体 内容监听方法，IP 多媒体子系统 IMS

通过 IMS 接入 网关/互联边界控制功能实体 IBCF 与承载层 网络连接 ；其特

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所述 IMS 接收到对被监听对象的监听请求后，将被监听对象信息发送

给 IMS 接入 网关/边界控制功能实体 IBCF;

所述 IMS 接入 网关/IBCF 确认 当前接入用户为被监听对 象时，将被监

听对象的会话的通信 内容 CC 上报给数据传输功能 3 DF3 。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IMS 接收到对被监

听对象的监听请求后 ，将被监听对象信息发送给 IMS 接入 网关/边界控制功

能实体 IBCF 具体为：

所述 IMS 接收所述 ADMF 发送的监听请求后 , 将被监听对象的标识信

息通过呼叫内容控制接 口发送给所述 IMS 接入 网关/IBCF 。

3、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将被监听对 象的会

话的通信 内容 CC 上 艮给 DF3 具体为：

所述 IMS 接入 网关/IBCF 通过所述 DF3 的固定端 口将 CC 发送给所述

DF3;

或者，所述 DF3 为媒体 网关 MGW/ 媒体 网关控制功能实体 MGCF 时，

所述 IMS 接入 网关/IBCF 通过从所述 IMS 获取的所述 DF3 的 CC接收端 口，

将 CC 发送给所述 DF3 。

4、根据权利要求 1至 3 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承载层

网络为以下网络的至少一种：千兆字节系统网络 GSN 、无线局 网 WLAN 、

局 或网 LAN 。

5、一种 IP 多媒体子系统中媒体 内容监听装置，应用于 IMS 通过 IMS

接入 网关/ IBCF 与承载层网络连接的系统中， 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包括



设 于所述 IMS 中的接 收单元和发送单元 ，设 于所述 IMS 接入 网关/ IBCF 中

的确认单元和上报单元 ；其 中，

接 收单元 ，用于接 收对被监听对 象的监听请求；

发送单元 ，用于将被监听对 象信 息发送给 IMS 接入 网关/边界控制功能

实体 IBCF;

确认单元 ，用于确认 当前接入用户为被监听对 象时，触发上 艮单元 ；

上报单元 ，用于将被监 听对 象的会话 的 CC 上报给 DF3 。

6、根据权 利要 求 5 所述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送单元将被监听

对 象的标识信 息通过呼 叫 内容控制接 口发送给所述 IMS 接入 网关ZIBCF 。

7、根据权 利要 求 5 所述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报单元通过所述

DF3 的 固定端 口将 CC 发送给所述 DF3 ；

或者 ，所述 DF3 为 MGW/MGCF 时 ，所述上报单元通过从所述 IMS 获

取 的所述 DF3 的 CC 接 收端 口，将 CC 发送给所述 DF3 。

8、根据权 利要 求 5 至 7 任一项所述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承载层

网络为以下 网络的至少一种 ：GSN 、 WLAN 、 L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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