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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呼叫管理的方法包含存储一会议

表，用于记录已加入电话会议，且DSP信道数大于

或等于2的代理人端点的信息。该方法更包含接

收一呼叫请求；识别该呼叫请求关联的一请求端

点；判断该会议表是否存在多个可用的代理人端

点，其中，若代理人端点的DSP通道数大于0，则该

代理人端点为可用的代理人端点。若该会议表中

存在多个可用的代理人端点，则计算各个可用的

代理人端点的优先级，并将该呼叫请求重新导向

至该请求端点与优先级最高的可用的代理人端

点间。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用于呼叫管理的装置及

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本发明可以在有效降低电

话会议对外建立呼叫数量的同时，增加电话会议

的与会者端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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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呼叫管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步骤：

存储会议表，用于记录已加入电话会议，且DSP信道数大于或等于2的代理人端点的信

息；

接收呼叫请求；

识别该呼叫请求关联的请求端点；

判断该会议表是否存在多个可用的代理人端点，其中，若代理人端点的DSP通道数大于

0，则该代理人端点为可用的代理人端点；

若该会议表中存在多个可用的代理人端点，则计算各个可用的代理人端点的优先级，

其中所述各个可用的代理人端点的优先级计算方法为：α×RTTlocal+β×QoSproxy+γ×

Capproxy+ω×RTTexternal，其中，α、β、γ及ω系权重参数；RTTlocal系该请求端点与该可用的代

理人端点间的延迟时间；QoSproxy系该可用的代理人端点的QoS设定值；Capproxy系该可用的

代理人端点目前剩余的DSP通道数；以及RTTexternal系该可用的代理人端点对外传送封包的

延迟时间，α、β、γ及ω系权重参数，总和为1，其中α×RTTlocal+β×QoSProxy+γ×Capproxy+ω

×RTTexternal的值越小，优先级越高；以及

将该呼叫请求重新导向至该请求端点与优先级最高的可用的代理人端点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呼叫管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识别该呼叫请求关联

的请求端点包括若该呼叫请求为拨出呼叫，则该请求端点为主叫方；若该呼叫请求为拨入

呼叫，则该请求端点为被叫方。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呼叫管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还包括，将该呼叫请求

重新导向至该请求端点与优先级最高的可用的代理人端点间之后，根据该请求端点与该可

用的代理人端点目前剩余的DSP通道数，更新该会议表。

4.一种用于呼叫管理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含：

处理器；以及

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该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用以存储至少一个计算机程序及会议

表，用于记录已加入电话会议且DSP信道数大于或等于2的代理人端点的信息；

其中该计算机程序包含指令集且由该处理器所执行，并执行包含下列步骤：

接收呼叫请求；

识别该呼叫请求关联的请求端点；

判断该会议表是否存在多个可用的代理人端点，其中，若代理人端点的DSP通道数大于

0，则该代理人端点为可用的代理人端点；

若该会议表中存在多个可用的代理人端点，则计算各个可用的代理人端点的优先级，

其中所述各个可用的代理人端点的优先级计算方法为：α×RTTlocal+β×QoSproxy+γ×

Capproxy+ω×RTTexternal，其中，α、β、γ及ω系权重参数；RTTlocal系该请求端点与该可用的代

理人端点间的延迟时间；QoSproxy系该可用的代理人端点的QoS设定值；Capproxy系该可用的

代理人端点目前剩余的DSP通道数；以及RTTexternal系该可用的代理人端点对外传送封包的

延迟时间，α、β、γ及ω系权重参数，总和为1，其中α×RTTlocal+β×QoSProxy+γ×Capproxy+ω

×RTTexternal的值越小，优先级越高；以及

将该呼叫请求重新导向至该请求端点与优先级最高的可用的代理人端点间。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用于呼叫管理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识别该呼叫请求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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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请求端点包括若该呼叫请求为拨出呼叫，则该请求端点为主叫方；若该呼叫请求为拨入

呼叫，则该请求端点为被叫方。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用于呼叫管理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其中该指令集还执行下列步

骤：将该呼叫请求重新导向至该请求端点与优先级最高的可用的代理人端点间之后，根据

该请求端点与该可用的代理人端点目前剩余的DSP通道数，更新该会议表。

7.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该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上存储有计算机程序，该计算机

程序被处理器执行时实现如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呼叫管理方法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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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呼叫管理的方法、装置及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通信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呼叫管理的方法、装置及计算机可读存

储介质。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网络电话机经由网关与公共交换电话网络(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PSTN)相连接，可以实现多方电话会议。然而受限于标准电话中继线的带宽或是电

话会议系统人数上限的设定，无论是由与会者主动拨入电话会议系统、或是由会议系统主

动拨出给与会者，皆有可能面临同时间占用电话线路数量超过上限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鉴于以上内容，有必要提供一种用于呼叫管理的方法、装置及计算机可读存储介

质，可以在有效降低电话会议对外建立呼叫数量的同时，增加电话会议的与会者端点数量。

[0004] 本发明实施方式提供一种用于呼叫管理的方法，该方法包含：存储一会议表，用于

记录已加入电话会议，且DSP信道数大于或等于2的代理人端点的信息；接收到一呼叫请求；

识别该呼叫请求关联的一请求端点；判断该会议表是否存在多个可用的代理人端点，其中，

若代理人端点的DSP通道数大于0，则该代理人端点为可用的代理人端点；若该会议表中存

在多个可用的代理人端点，则计算各个可用的代理人端点的优先级；以及将该呼叫请求重

新导向至该请求端点与优先级最高的可用的代理人端点间。

[0005] 本发明实施方式还提供一种用于呼叫管理的装置，该装置包含：一处理器；以及一

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该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用以存储至少一个计算机程序及一会议表，

用于记录已加入一电话会议且DSP信道数大于或等于2的代理人端点的信息；其中该计算机

程序包含指令集且由该处理器所执行，并执行包含下列步骤：接收一呼叫请求；识别该呼叫

请求关联的一请求端点；判断该会议表是否存在多个可用的代理人端点，其中，若代理人端

点的DSP通道数大于0，则该代理人端点为可用的代理人端点；若该会议表中存在多个可用

的代理人端点，则计算各个可用的代理人端点的优先级；以及将该呼叫请求重新导向至该

请求端点与优先级最高的可用的代理人端点间。

[0006] 进一步地，本发明实施方式还提供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该计算机可读存储

介质上存储有计算机程序，所述计算机程序被处理器执行时实现所述用于呼叫管理方法的

步骤。

[0007] 相较于现有技术，所述的用于呼叫管理的方法、装置及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因为

已考虑网络环境，故可以在有效降低电话会议所占用对外电话线路数量的同时，保有一定

的会议通话质量，还可以完全支持主动式及被动式电话会议系统，且对于端点的使用者而

言，无需改变其使用习惯就能有更好的使用者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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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用于呼叫管理之应用环境一实施例的示意图。

[0009] 图2为主动式会议时呼叫管理一实施例的流程图。

[0010] 图3为被动式会议时呼叫管理一实施例的流程图。

[0011] 图4为呼叫管理方法一实施例的流程图。

[0012] 主要元件符号说明

[0013] 应用环境 100

第一场域 110

网关 120，180

呼叫管理器 130，170

端点 110A，110B-11OM

PSTN 140

第二场域 150

会议系统 160

[0014] 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将结合上述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请参阅图1，所示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进行电话会议的应用环境100的示意图。

上述应用环境100包含第一场域110及第二场域150。在本实施例中，上述第一场域110经由

PSTN140与上述第二场域150通信连接。需注意的是，上述第一场域110与上述第二场域150

可以是位于不同的地理空间，也可以是位于同一地理空间的不同网络拓墣架构上的分群。

[0016] 上述第一场域100包含多个端点110A-110M、网关120及呼叫管理器130。上述多个

端点110A-110M为网际协议通话技术(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VOIP)的客户端，为

终端使用者提供VOIP的服务。上述多个端点110A-110M可以是模拟电话机、网络电话机或软

件电话机等终端设备。当上述多个端点110A-110M为软件电话机时，可以运行在智能型手

机、个人计算机或其它媒介的用户终端设备上。上述网关120可以耦合上述多个端点110A-

110M，负责把呼叫转发到上述PSTN140，完成异种网络的电话拨入和拨出。在一实施例中，上

述网关120可以经由模拟或数字中继线，例如T1或E1接口，耦合到上述PSTN140。上述呼叫管

理器130耦合到上述网关120，用于管理上述多个端点110A-110M的配置、注册、呼叫管理和

其他电话功能管理。

[0017] 上述第二场域150包含会议系统160、呼叫管理器170及网关180。上述会议系统160

为多方电话会议的客户端，用于提供使用者创建一个多方电话会议或参加多方电话会议。

上述呼叫管理器170用于管理一个多方电话会议的创建、删除、多方电话会议时间管理以及

多方电话会议与会者管理等。上述网关180耦合到上述PSTN140，并向上述会议系统160及上

述呼叫管理器170提供电话及网际协议通话技术服务。

[0018] 在一实施例中，上述呼叫管理器130、170包含处理器及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图1

中未示出)。上述处理器为上述呼叫管理器130、170的中央处理器，可以由一个或多个集成

电路，例如单核心或多核心微处理器或微控制器组成，以控制上述呼叫管理器130、170的操

作。上述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可以是任何形式的计算机可读取的存储介质，例如硬盘、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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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任何其他非挥发性存储媒体。上述存储装置可存储用于操作上述呼叫管理器130、170的

一个或多个计算机程序。上述计算机程序可以由上述处理器执行，并包含有实现本发明特

征的指令集或功能单元。

[0019] 在一实施例中，上述呼叫管理器130、170可以是运行在一个或多个计算机装置上

的计算机程序，上述呼叫管理器130、170的计算机程序可以包含在任何类型的计算机可读

存储介质。需注意的是，尽管在图1中，上述呼叫管理器130、170表示为单独可操作的模块，

但在其它实施例中，上述呼叫管理器130、170可以是运行在上述网关120、180中的计算机程

序。

[0020] 上述多个端点110A-110M可以包含相应的电话处理器，所述相应的电话处理器可

以是数字信号处理器(Digital  Signal  Processor，DSP)，并且包含一个或多个DSP通道。在

一实施例中，上述多个端点110A-110M在开机时以自身的媒体访问控制地址(Media  Access 

Control  Address，MAC  Address)和其它参数自动地向上述呼叫管理器130注册。上述其它

参数可包含端点的类型、品牌、型号、用户名称及密码等。上述呼叫管理器130根据上述多个

端点110A-110M传送的品牌及型号，可以得知各端点的DSP通道数，并进一步根据其DSP通道

数判断该端点在电话会议中可以担任的角色。若端点的DSP通道数等于1，则该端点在一电

话会议中仅能为与会者；若端点的DSP通道数大于或等于2，则该端点在一电话会议中可以

为与会者也可以为代理人。在本发明实施例中，上述呼叫管理器130可以将欲加入上述会议

系统160的与会者的呼叫重新导向至同一场域中的已加入至上述会议系统160的代理人，由

该代理人进行后续语音数据流混合处理，以减少上述网关120同时对外的呼叫数量。

[0021] 在一实施例中，上述呼叫管理器130可以及时通过算法从多个代理人中选择特定

端点做为一新进呼叫的代理人，诸如如下等式：

[0022] Ppriority＝α×RTTlocal+β×QoSProxy+γ×Capproxy+ω×RTTexternal    (1)

[0023] 其中，上述等式计算得出的Ppriority系可以做为代理人的端点的优先级，该值越小，

优先级越高。上述呼叫管理器130会将一电话会议中新进的与会者的呼叫重新导向至具有

最高优先级的代理人。

[0024] RTTlocal系新进与会者与已经拨入电话会议的代理人间的延迟时间(Round-Trip 

Time，RTT)，该值可以由以下两种方式取得：一、当上述多个端点110A-110M开机时，会主动

广播ICMP回送请求封包，藉以得到与其它端点间的延迟时间，并在注册至上述呼叫管理器

130后，将与其它端点间的延迟时间传送给上述呼叫管理器130；二、当任两个端点间进行通

话，可以经由实时控制协议(Real-Time  Control  Protocol，RTCP)取得延迟时间，该端点于

通话结束后，主动将该延迟时间传送给上述呼叫管理器130。

[0025] QoSProxy系代理人本身与服务质量(Quality  of  Service，QoS)有关的设定值。该

QoS设定值可以从代理人的服务类型(Type  of  Service，ToS)设定值或差异式服务代码点

(Differentiated  Services  Code  Point，DSCP)的设定值计算取得。一般而言，DSCP设定值

的范围为0～63，该DSCP设定值在QoS机制中是用于指定封包在QoS调度中的优先级，值越大

表示优先级越高。若代理人有DSCP的设定值，可以直接将该DSCP设定值取出，以63减去该

DSP设定值即为该QoS设定值。若代理人仅有ToS设定值，则需先将该ToS设定值映射至一

DSCP设定值，再进行运算取得QoS设定值。代理人的ToS设定值或DSCP设定值的来源有以下

两种途径：一、当代理人注册至上述呼叫管理器130后，由上述呼叫管理器130传送给该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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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初始配置；二、使用者自行在端点上进行设定，再由该端点主动将该设定值传送给上述

呼叫管理器130。

[0026] Capproxy系代理人目前剩余的DSP通道数。该值的初始值为端点本身硬件所支持的

DSP信道数，上述呼叫管理器130可以根据端点注册时所传送的品牌及型号等信息得知该端

点支持的DSP通道数。在一电话会议进行中，随着越来越多的新进与会者之呼叫重新导向至

特定的代理人，该代理人的Capproxy值亦随之递减。

[0027] RTTexternal系代理人与上述网关120间的延迟时间。在一实施例中，上述第一场域

110还可以包含多个对外的网关，由上述呼叫管理器130根据设定将不同端点的呼叫导向至

不同的对外网关，而端点与网关间的延迟时间可以经由RTCP取得。

[0028] α、β、γ及ω系权重参数，上述第一场域110的管理者或网管人员可以经由上述呼

叫管理器130自行设定该等权重参数的初始值，设定后还可以根据不同需求及环境异动再

加以调整，但总和必须等于1。该等权重参数的设定值建议如下：一、如果同一个场域中，存

在数个高阶端点，亦即存在数个高DSP通道数的端点，建议可以将γ值调高，让大部分的语

音数据流都集中到某几个代理人端点；二、如果在邻近场域中，都存在着高阶代理人端点，

建议可以将α值调高，以减少混合处理后的语音延迟；三、如果网络环境中，存在数个QoS设

定值较高的端点，建议可以将β值调高，以提高混合处理后的语音质量；四、如果网络环境

中，不同的端点会有不同的路由路径到不同的对外网关，建议可以将ω值调高，以提高混合

处理后的语音质量。在一实施例中，上述呼叫管理器130可以针对不同的电话会议储存不同

的会议表于上述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用以记录已加入电话会议之代理人的RTTlocal、

QoSProxy、Capproxy及RTTexternal等参数值。上述会议表还可以包含可用性字段，用于标记该代

理人的可用性。其中，若该代理人目前剩余的DSP通道数大于0，代表该代理人往后在电话会

议中的角色可以为代理人，故相应地在可用性字段应标记为可用；若该代理人目前剩余的

DSP通道数等于0时，代表该代理人往后在电话会议中的角色仅能为与会者，故相应地在可

用性字段应标记为不可用。

[0029] 请参阅图2，所示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进行主动式电话会议时的呼叫管理流程

图。在本实施例中，以上述端点110A及110B分别拥有1个DSP通道，以及上述端点110C及110D

分别拥有2个DSP通道为例。由于上述端点110A及110B仅拥有一个DSP信道，故在一电话会议

中，仅能为与会者；而上述端点110C及110D分别拥有2个DSP信道，故在一电话会议中，可以

为与会者，也可以为代理人。图2所示为上述端点110A、110B、110C及110D与上述会议系统

160建立主动式电话会议的流程，主要步骤如下：

[0030] 步骤201，上述端点110C拨打上述会议系统160的电话号码，上述呼叫管理器130接

收到上述端点110C的呼叫请求。上述呼叫管理器130由上述端点110C的DSP通道数判断其角

色可以为与会者，也可以为代理人。

[0031] 步骤202，上述呼叫管理器130建立上述端点110C与上述会议系统160间的通信连

接，并通知上述端点110C开启多媒体端口，开始传送与接收语音数据流。上述呼叫管理器

130还将上述端点110C的相关参数，例如RTTlocal、QoSProxy、Capproxy及RTTexternal等，记录于会

议表。其中，上述端点110C的DSP通道数原本为2，在其加入上述会议系统160的电话会议后，

上述呼叫管理器130将上述端点110C目前剩余的DSP通道数更新为1，并记录于会议表中的

Capproxy参数字段，且在可用性字段标记为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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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步骤203，上述端点110A拨打上述会议系统160的电话号码，上述呼叫管理器130接

收到上述端点110A的呼叫请求。上述呼叫管理器130由上述端点110A的DSP通道数判断其仅

能为与会者。

[0033] 步骤204，由于目前参与上述会议系统160的代理人仅有上述端点110C，在本实施

例中，上述呼叫管理器130决定上述端点110A的代理人为上述端点110C。

[0034] 步骤205，上述呼叫管理器130将上述端点110A的呼叫请求重新导向至上述端点

110C，并建立上述端点110A与上述端点110C间的通信连接。

[0035] 步骤206，上述呼叫管理器130通知上述端点110C开启多媒体端口，处理上述端点

110A的语音数据流，并进行后续的混合处理。由于上述端点110C已接收上述端点110A的语

音数据流，其目前剩余DSP信道数递减为0，故上述呼叫管理器130更新会议表中关于上述端

点110C的目前剩余DSP通道数为0，并于可用性字段中标记为不可用。

[0036] 步骤207，上述端点110B拨打上述会议系统160的电话号码，上述呼叫管理器收到

上述端点110B的呼叫请求后，由上述端点110B的DSP通道数判断其仅能为与会者。

[0037] 步骤208，由于目前参与上述会议系统160的代理人仅有上述端点110C，且上述端

点110C已无剩余的DSP通道数，仅能为与会者，故建立上述端点110B与上述会议系统160间

的通信连接。

[0038] 步骤209，上述呼叫管理器130通知上述端点110B开启多媒体端口，开始传送与接

收语音数据流。此时，上述网关120拨出到上述PSTN140的呼叫数量为2，但共有3个端点参与

电话会议。

[0039] 步骤210，上述端点110D拨打上述会议系统160的电话号码，上述呼叫管理器130接

收到上述端点110D的呼叫后，由上述端点110D的DSP通道数判断其可以为与会者，也可以为

代理人。

[0040] 步骤211，上述呼叫管理器130建立上述端点110D与上述会议系统160间的通信连

接，并通知上述端点110D开启多媒体端口，开始传送与接收语音数据流。上述呼叫管理器

130将上述端点110D的相关参数，例如RTTlocal、QoSProxy、Capproxy及RTTexternal等，记录于会议

表。其中，上述端点110D的DSP通道数原本为2，在其加入上述会议系统160的电话会议后，上

述呼叫管理器130将上述端点110D目前剩余的DSP通道数更新为1，并记录于会议表中的

Capproxy参数字段，且在可用性字段标记为可用。

[0041] 步骤212，因为有新进的代理人，故上述呼叫管理器130重新决定上述端点110B的

代理人为上述端点110D。

[0042] 步骤213，上述呼叫管理器130将上述端点110B的呼叫重新导向至上述端点110D，

并建立上述端点110B与上述端点110D间的通信连接。

[0043] 步骤214，上述呼叫管理器130通知上述端点110D开启多媒体端口，处理上述端点

110B的语音数据流，并进行后续的混合处理。由于上述端点110D已接收上述端点110B的语

音数据流，其目前剩余DSP信道数递减为0，故上述呼叫管理器130更新会议表中关于上述端

点110D的目前剩余DSP通道数为0，并于可用性字段标记为不可用。此时，上述网关120拨出

到上述PSTN140的呼叫数量仍为2，但共有4个端点参与电话会议。

[0044] 若于电话会议进行中，有任一端点掉线，上述呼叫管理器130将更新会议表，并且

等待使用者重拨，再依前述步骤流程处理该端点的呼叫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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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请参阅图3，所示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进行被动式电话会议时的呼叫管理流程

图。在本实施例中，以上述端点110A及110B分别拥有1个DSP通道，以及上述端点110C及110D

分别拥有2个DSP通道为例。由于上述端点110A及110B仅拥有一个DSP信道，故在一电话会议

中，仅能为与会者；而上述端点110C及110D分别拥有2个DSP信道，故在一电话会议中，可以

为与会者，也可以为代理人。图3所示为上述端点110A、110B、110C及110D与上述会议系统

160建立被动式电话会议的流程，主要步骤如下：

[0046] 步骤301，上述呼叫管理器130接收到由上述会议系统160传送的呼叫请求，被叫方

为上述端点110C。上述呼叫管理器130将该请求传送到上述端点110C后，接收到来自上述端

点110C的确认回应，并由上述端点110C的DSP通道数判断其可以为与会者，也可以为代理

人。

[0047] 步骤302，上述呼叫管理器130建立上述端点110C与上述会议系统160间的通信连

接，并通知上述端点110C开启多媒体端口，开始传送与接收语音数据流。上述呼叫管理器

130还将上述端点110C的相关参数，例如RTTlocal、QoSProxy、Capproxy及RTTexternal等，记录于会

议表。其中，上述端点110C的DSP通道数原本为2，在其加入上述会议系统160的电话会议后，

上述呼叫管理器130将上述端点110C目前剩余的DSP通道数更新为1，并记录于会议表中的

Capproxy参数字段，且于可用性字段标记为可用。

[0048] 步骤303，上述呼叫管理器130接收到由上述会议系统160传送的呼叫请求，被叫方

为上述端点110D。上述呼叫管理器130将该请求传送到上述端点110D后，接收到来自上述端

点110D的确认回应，并由上述端点110D的DSP通道数判断其可以为与会者，也可以为代理

人。

[0049] 步骤304，上述呼叫管理器130建立上述端点110D与上述会议系统160间的通信连

接，并通知上述端点110D开启多媒体端口，开始传送与接收语音数据流。上述呼叫管理器

130还将上述端点110D的相关参数，例如RTTlocal、QoSProxy、Capproxy及RTTexternal等，记录于会

议表。其中，上述端点110D的DSP通道数原本为2，在其加入上述会议系统160的电话会议后，

上述呼叫管理器130将上述端点110D目前剩余的DSP通道数更新为1，并记录于会议表中的

Capproxy参数字段，且于可用性字段标记为可用。此时，上述PSTN140拨入到上述网关120的呼

叫数量为2，共有2个端点参与电话会议。

[0050] 步骤305，上述呼叫管理器130接收到由上述会议系统160传送的呼叫请求，被叫方

为上述端点110A。上述呼叫管理器130将该请求传送到上述端点110A后，接收到来自上述端

点110A的确认回应，并由上述端点110A的DSP通道数判断其仅能为与会者。

[0051] 步骤306，由于已参加电话会议的代理人有两个端点，且两个端点在会议表中的可

用性字段皆标记可用，故上述呼叫管理器130将计算等式(1)得到各代理人的Ppriority值，并

根据Ppriority值决定上述端点110A的代理人。在本实施例中，以上述端点110C及上述端点

110D的QoSProxy设定值相同，而上述端点C的RTTlocal值及RTTexternal值皆小于上述端点110D的

RTTlocal值及RTTexternal值为例。上述呼叫管理器130查找会议表，取得计算等式(1)所需的相

关参数值，并计算得到上述端点110C的Ppriority值小于上述端点D的Ppriority值，亦即上述端

点110C的优先级高于上述端点110D的优先级。上述呼叫管理器130根据各代理人的优先级

决定上述端点110A的代理人为上述端点110C。

[0052] 步骤307，上述呼叫管理器130将呼叫重新导向至上述端点110C，并建立上述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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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A与上述端点110C间的通信连接。

[0053] 步骤308，上述呼叫管理器130通知上述端点110C开启多媒体端口，处理上述端点

110A的语音数据流，并进行后续的混合处理。由于上述端点110C已接收上述端点110A的语

音数据流，其目前剩余DSP通道数由1递减为0，故上述呼叫管理器130将上述端点110C的目

前剩余DSP通道数更新为0，并记录于会议表中的Capproxy参数字段，且于可用性字段标记为

不可用。

[0054] 步骤309，上述呼叫管理器130接收到由上述会议系统160传送的呼叫请求，被叫方

为上述端点110B。上述呼叫管理器130将该请求传送到上述端点110B后，接收到来自上述端

点110B的确认回应，并由上述端点110B的DSP通道数判断其仅能为与会者。

[0055] 步骤310，由于会议表中，上述端点110C已标记为不可用，故可用的代理人仅有上

述端点110D。上述呼叫管理器130查找会议表后，决定上述端点110B的代理人为上述端点

110D。

[0056] 步骤311，上述呼叫管理器130将呼叫重新导向至上述端点110D，并建立上述端点

110B与上述端点110D间的通信连接。

[0057] 步骤312，上述呼叫管理器130通知上述端点110D开启多媒体端口，处理上述端点

110B的语音数据流，并进行后续的混合处理。由于上述端点110D已接收上述端点110B的语

音数据流，其目前剩余DSP通道数由1递减为0，故上述呼叫管理器130将上述端点110D目前

剩余的DSP通道数更新为0，并记录于会议表中的Capproxy参数字段，且于可用性字段标记为

不可用。此时，上述PSTN140拨入到上述网关120的呼叫数量仍为2，但共有4个端点参与电话

会议。

[0058] 被动式电话会议进行中，若有任一端点掉线，将采与主动式电话会议相同的呼叫

管理流程。

[0059] 请参阅图4，所示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之呼叫管理方法流程400的示意图。上述

流程400应用于上述呼叫管理器130中，主要包含以下步骤：

[0060] 步骤S410，接收新的呼叫请求。上述呼叫管理器130收到新的呼叫请求后，还进行

以下步骤：若为拨出的呼叫请求，经由被叫方的电话号码确认是否为同一电话会议的呼叫

请求；若为拨入的呼叫请求，则经由主叫方的电话号码确认是否为同一电话会议的呼叫请

求。若上述电话会议为新建立，上述呼叫管理器130亦新建一会议表用于管理已加入该电话

会议的代理人。

[0061] 步骤S420，判断呼叫请求相关的端点是否仅能为上述电话会议的与会者。其中，具

体判断步骤如下：若为拨出的呼叫请求，根据主叫方端点的DSP通道数进行判断；若为拨入

的呼叫请求，则根据被叫方端点的DSP通道数进行判断。若上述端点的DSP通道数等于1，则

该端点在该电话会议中仅能为与会者；若上述端点的DSP通道数大于或等于2，则该端点在

该电话会议中可以为与会者也可以为代理人。若上述端点仅能为上述电话会议的与会者，

则上述流程400继续执行步骤S430；否则，跳转至步骤S460。

[0062] 步骤S430，上述呼叫管理器130根据会议表判断是否已经有代理人参加电话会议。

若已有代理人参加电话会议，则于步骤S432进一步判断是否有多个可用的代理人。若有多

个可用的代理人，则于步骤S440依据等式(1)计算各代理人的优先级，以优先级最高的代理

人作为该上述端点的代理人，将该呼叫重新导向至该代理人，接着执行步骤S460的建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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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若无多个可用的代理人，则于步骤S434进一步判断是否有一个可用的代理人。若有一个

可用的代理人，则于步骤S450中将该呼叫重新导向至该代理人，接着执行步骤S460的建立

通话；若无任何可用的代理人，则直接执行步骤S460的建立通话。

[0063] 通话建立完成后，步骤S470中，上述呼叫管理器130进一步判断是否须更新会议表

中与代理人有关的相关信息，若新进的呼叫已重新导向至代理人或上述端点可以为代理

人，则执行步骤S480，更新会议表中的代理人信息，尤其是记录目前剩余DSP信道数的

Capproxy参数字段以及表示可用性的可用性字段；否则，结束上述流程400。

[0064] 在另一实施中，于上述步骤S420中，若判断上述端点可以为代理人，在执行完步骤

S460至步骤S480后，上述呼叫管理器130还进一步判断是否有任何的与会者端点未被重新

导向至代理人端点，若有未被重新导向的与会者端点，则上述呼叫管理器130将执行上述流

程400的步骤S430至步骤S480，为该未被重新导向的与会者端点选定重新导向的代理人。

[0065] 在另一实施中，为了在尽量不增加同一场域中对外拨出或对内拨入的呼叫数量的

情况下，尽量增加参与同一电话会议的端点数量，上述呼叫管理器130也可以在上述流程

400的步骤S410之后，直接执行上述步骤S430，使得同一电话会议中的代理人端点不仅可以

处理仅能为与会者端点的语音数据流，也可以处理同为代理人端点的语音数据流。

[0066]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

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

或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说　明　书 8/8 页

11

CN 109218542 B

11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12

CN 109218542 B

12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13

CN 109218542 B

13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14

CN 109218542 B

14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5

CN 109218542 B

15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RA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