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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实现光缆交接箱智

能控制管理的语音播报系统及方法，涉及光分配

网络领域。该系统的OCC主控管理单元在ODN-

Voice模块需要下载固件包时，下载与OCC设备相

匹配的固件版本；当成功下载后，OCC主控管理单

元利用业务功能单元对OCC设备的电子锁和电量

的使用情况进行实时的监测处理，根据不同监测

结果给出语音提示信息或语音报警信息，并将该

语音信息传输给ODN-Voice模块播报；在监测均

正常情况下，结合OCC电子标签以及业务功能单

元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得到有关单盘操作或人

机交互的业务指引语音信息，并将该语音信息传

输给ODN-Voice模块播报。本发明能解决产品差

异性问题，降低出错率，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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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实现光缆交接箱智能控制管理的语音播报系统，包括设于OCC箱体内的OCC

主控管理单元以及与OCC主控管理单元相连的OCC电子标签，其特征在于：所述OCC主控管理

单元还连接有业务功能单元以及ODN-Voice模块；

所述OCC主控管理单元用于：当ODN-Voice模块需要进行固件包匹配下载时，为ODN-

Voice模块下载与OCC设备相匹配的固件版本；当ODN-Voice模块的固件包成功匹配下载后，

OCC主控管理单元利用业务功能单元对OCC箱体内的电子锁和电量的使用情况进行实时的

监测和处理，根据不同监测结果给出相应的语音提示信息或语音报警信息，并将该语音信

息传输给ODN-Voice模块；在监测结果为正常的情况下，结合OCC电子标签以及业务功能单

元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得到有关单盘操作或人机交互的业务指引语音信息，并将该语音

信息传输给ODN-Voice模块；

所述ODN-Voice模块用于：对OCC主控管理单元发来的语音信息进行预处理，并将处理

后的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进行输出，实现语音信息的播报；

所述业务功能单元包括电子锁单元、视频采集单元、电量监控单元、OCC电子标签读写

电路、单盘业务指引单元、图像可视化单元以及信息存储单元；所述OCC主控管理单元利用

电子锁单元、视频采集单元实现对OCC箱体内的电子锁的使用情况进行实时的监测和处理；

OCC主控管理单元利用电量监控单元实现对电量的使用情况进行实时的监测和处理；OCC主

控管理单元结合OCC电子标签、OCC电子标签读写电路以及单盘业务指引单元的使用情况进

行分析，得到有关单盘操作的业务指引语音信息；OCC主控管理单元结合图像可视化单元以

及信息存储单元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得到有关人机交互的业务指引语音信息；

其中，所述ODN-Voice模块包括语音处理系统单元、音频处理单元以及音频输出单元；

所述语音处理系统单元用于：对OCC主控管理单元发来的语音信息进行预处理，并将处理后

的语音信息的数字信号传输给音频处理单元；所述音频处理单元用于：将数字信号转换为

模拟信号并发送给音频输出单元；所述音频输出单元用于：输出模拟信号实现语音信息的

播报；

所述ODN-Voice模块还用于：当固件包升级无法成功时，自动回滚到上一个固件版本；

所述语音处理系统单元中含有微处理器MCU，所述MCU与所述OCC主控管理单元的MCU形

成主、从处理器结构；且所述语音处理系统单元还用于：在处理了语音信息之后将处理了的

语音信息回传给所述OCC主控管理单元。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实现光缆交接箱智能控制管理的语音播报系统，其特征在

于：当ODN-Voice模块需要进行固件包匹配下载时，所述OCC主控管理单元通过与外部的远

程管理单元进行无线通信，为ODN-Voice模块下载与OCC设备相匹配的固件版本；若OCC主控

管理单元与远程管理单元无法进行无线通信时，利用PDA从远程管理单元处进行手动下载。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于实现光缆交接箱智能控制管理的语音播报系统，其特征

在于：该系统还包括有OCC供电单元，所述OCC供电单元分别与OCC主控管理单元、OCC电子标

签、业务功能单元以及ODN-Voice模块相连，用于给上述器件提供电源。

4.一种基于权利要求1所述系统的用于实现光缆交接箱智能控制管理的语音播报方

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OCC主控管理单元对ODN-Voice模块进行工作前校验，判断ODN-Voice模块是否

需要进行固件包的匹配下载，若是，转入步骤S2；若否，转入步骤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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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S2：利用OCC主控管理单元与外部的远程管理单元进行无线通信的方式或利用PDA

进行手动下载的方式，为ODN-Voice模块下载与OCC设备相匹配的固件版本，转入步骤S3；

步骤S3：OCC主控管理单元利用业务功能单元对OCC箱体内的电子锁和电量的使用情况

进行实时的监测和处理，若监测结果正常，则给出相应的语音提示信息，并将该语音信息传

输给ODN-Voice模块，ODN-Voice模块进行相应语音的播报，转入步骤S4；若监测结果有异

常，则给出相应的语音报警信息，并将该语音信息传输给ODN-Voice模块，ODN-Voice模块进

行相应语音的播报，结束；

步骤S4：OCC主控管理单元结合OCC电子标签以及业务功能单元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

得到有关单盘操作或人机交互的业务指引语音信息，并将该语音信息传输给ODN-Voice模

块，ODN-Voice模块进行相应语音的播报，结束；

所述业务功能单元包括OCC电子标签读写电路、单盘业务指引单元、图像可视化单元和

信息存储单元；在此基础上，步骤S4具体包括以下操作：

单盘操作的业务指引操作：OCC主控管理单元利用OCC电子标签、OCC电子标签读写电路

自动识别所连接单盘的盘体信息，根据该盘体信息进行分析，给出有关自检或升级的业务

指引语音信息，并将该语音信息传输给ODN-Voice模块进行相应语音的播报；单盘业务指引

单元判断是否发生单盘故障或发生单盘更换操作，一旦发生，OCC主控管理单元则对单盘故

障进行分析，给出有关故障原因的业务指引语音信息或针对单盘更换操作直接给出有关更

换提醒的业务指引语音信息，并将该语音信息传输给ODN-Voice模块进行相应语音的播报；

人机交互的业务指引操作：操作人员利用图像可视化单元对OCC主控管理单元进行操

作，当发生误操作时，OCC主控管理单元给出有关正确操作的业务指引语音信息，并将该语

音信息传输给ODN-Voice模块进行相应语音的播报；当操作正确时，OCC主控管理单元将相

应的操作信息上传至信息存储单元保存，并给出上传成功或失败的业务指引语音信息，将

该语音信息传输给ODN-Voice模块进行相应语音的播报。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实现光缆交接箱智能控制管理的语音播报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S2中，利用OCC主控管理单元与外部的远程管理单元进行无线通信的方式，为ODN-

Voice模块下载与OCC设备相匹配的固件版本，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OCC主控管理单元与ODN-Voice模块之间通过1-Wire总线验证的方式识别当前

OCC设备的型号；

步骤2：OCC主控管理单元与外部的远程管理单元进行无线通信，将识别的OCC设备的型

号上传至远程管理单元；

步骤3：远程管理单元成功从网络匹配到该型号对应的固件版本后，OCC主控管理单元

从远程管理单元自动下载该固件版本。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实现光缆交接箱智能控制管理的语音播报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S2中，利用PDA进行手动下载的方式，为ODN-Voice模块下载与OCC设备相匹配的固

件版本，具体包括以下步骤：操作人员通过PDA从远程管理单元处手动下载与OCC设备相匹

配的ODN-Voice模块固件版本，然后将PDA与ODN-Voice模块相连，从而实现ODN-Voice模块

的固件版本的下载。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实现光缆交接箱智能控制管理的语音播报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业务功能单元包括电子锁单元、视频采集单元和电量监控单元；在此基础上，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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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具体包括以下操作：

电子锁监控操作：OCC主控管理单元利用电子锁单元实时监测OCC箱体内的电子锁是否

为打开状态；当为打开状态时，OCC主控管理单元将判断电子锁是否是正常开启，若为正常

开启，则给出有关欢迎使用的语音提示信息并传输给ODN-Voice模块进行相应语音的播报，

转入步骤S4；若为异常开启，则给出有关警告的语音报警信息并控制视频采集单元采集违

章人员的图像信息，再将语音信息传输给ODN-Voice模块进行相应语音的播报，然后结束所

有操作；当为关闭状态时，OCC主控管理单元给出有关欢送的语音提示信息；

电量监控操作：OCC主控管理单元利用电量监控单元对OCC主控管理单元的MCU上的AD

管脚进行实时电压的监测；OCC主控管理单元根据电量监控单元监测的实时电压进行电量

判断，一旦发现电压低于正常工作范围，则给出有关电量不足的语音报警信息并传输给

ODN-Voice模块进行相应语音的播报，然后结束所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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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实现光缆交接箱智能控制管理的语音播报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ODN(Optical  Distribution  Network，光分配网络)技术领域，具体来

讲是一种用于实现光缆交接箱智能控制管理的语音播报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十二五”规划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光纤接入网建设已处于大规模部署的快

速发展阶段，海量ODN资源也给ODN网络的运维管理带来新的挑战与困难。运维管理的低效、

高出错率等问题在工程施工阶段与日常维护阶段尤其突出。而使用电子标签对光纤进行标

识，并进行智能化管理，可以提高光纤管理效率，减小光纤管理出错率。基于以上背景，华

为，中兴，烽火等通讯设备制造商相继推出了自家的智能ODN系统(如华为的i-ODN；中兴的

e-ODN；烽火的s-ODN等)。与传统ODN等纯无源的物理设备不同，目前用于实现智能ODN的OCC

(Cross  Connecting  Cabinet  for  Communication  Optical  Cable，光缆交接箱)设备新增

了主控单元、读写电路和电子标签等器件，能从一定程度上解决箱体的安全管理以及海量

光纤的路由管理两大难题。

[0003] 但随着智能ODN的推广，众多ODN厂家百花齐放，均推出了自主研发智能OCC系统及

产品。其产品形态与操作方式的多样性，导致产品在使用的互通性上存在很大的缺陷，给运

营商的管理施工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不仅增加了施工过程的出错率，还降低了工作效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上述背景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用于实现光缆交接箱智

能控制管理的语音播报系统及方法，能够在现有的各个厂商光缆交接箱的硬件基础上，利

用语音系统解决多个厂商在产品使用上的差异性问题，减少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的出错

率，提高工作效率。

[0005] 为达到以上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实现光缆交接箱智能控制管理的语音播报

系统，包括设于OCC箱体内的OCC主控管理单元以及与OCC主控管理单元相连的OCC电子标

签。其中，所述OCC主控管理单元还连接有业务功能单元以及ODN-Voice模块；

[0006] 所述OCC主控管理单元用于：当ODN-Voice模块需要进行固件包匹配下载时，为

ODN-Voice模块下载与OCC设备相匹配的固件版本；当ODN-Voice模块的固件包成功匹配下

载后，OCC主控管理单元利用业务功能单元对OCC箱体内的电子锁和电量的使用情况进行实

时的监测和处理，根据不同监测结果给出相应的语音提示信息或语音报警信息，并将该语

音信息传输给ODN-Voice模块；在监测结果为正常的情况下，结合OCC电子标签以及业务功

能单元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得到有关单盘操作或人机交互的业务指引语音信息，并将该

语音信息传输给ODN-Voice模块；

[0007] 所述ODN-Voice模块用于：对OCC主控管理单元发来的语音信息进行预处理，并将

处理后的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进行输出，实现语音信息的播报。

[0008]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基于上述系统的用于实现光缆交接箱智能控制管理的语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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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步骤S1：OCC主控管理单元对ODN-Voice模块进行工作前校验，判断ODN-Voice模块

是否需要进行固件包的匹配下载，若是，转入步骤S2；若否，转入步骤S3；

[0010] 步骤S2：利用OCC主控管理单元与外部的远程管理单元进行无线通信的方式或利

用PDA进行手动下载的方式，为ODN-Voice模块下载与OCC设备相匹配的固件版本，转入步骤

S3；

[0011] 步骤S3：OCC主控管理单元利用业务功能单元对OCC箱体内的电子锁和电量的使用

情况进行实时的监测和处理，若监测结果正常，则给出相应的语音提示信息，并将该语音信

息传输给ODN-Voice模块，ODN-Voice模块进行相应语音的播报，转入步骤S4；若监测结果有

异常，则给出相应的语音报警信息，并将该语音信息传输给ODN-Voice模块，ODN-Voice模块

进行相应语音的播报，结束；

[0012] 步骤S4：OCC主控管理单元结合OCC电子标签以及业务功能单元的使用情况进行分

析，得到有关单盘操作或人机交互的业务指引语音信息，并将该语音信息传输给ODN-Voice

模块，ODN-Voice模块进行相应语音的播报，结束。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4] (1)本发明在现有的各个厂商光缆交接箱的硬件基础上，增设了具有语音播报功

能的ODN-Voice模块，该模块与OCC主控管理单元、业务功能单元等配合使用，可实现电子

锁、电量等的监测报警等安全防护，以及日常业务性操作的语音指引等，并可自动化升级，

有效降低操作设备时的出错率，提高工作效率。

[0015] (2)本发明能针对不同型号的智能OCC设备，下载不同的语音固件，使施工人员摆

脱了学习多种智能OCC系统的操作方法，避免携带多种智能终端设备的尴尬，有效提高排除

故障的效率，降低设备维护难度，在短时间内轻松完成施工任务。

[0016] (3)本发明为了解决室外OCC设备控制管理的供电难题，在该系统中增设有OCC供

电单元，该OCC供电单元可采用太阳能供电方式，后期还可在此基础上采取市政供电，风光

互补供电等多种供电方式互补的方式来实现供电功能，不但环保节能而且可适用性强。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用于实现光缆交接箱智能控制管理的语音播报系统的结构

框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用于实现光缆交接箱智能控制管理的语音播报方法的流程

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电子锁监控操作的流程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电量监控操作的流程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单盘操作的业务指引的流程图；

[0022]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中人机交互的业务指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24] 参见图1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用于实现光缆交接箱智能控制管理的语音

说　明　书 2/6 页

6

CN 106707435 B

6



播报系统，该系统包括设于OCC(光缆交接箱)箱体内的OCC主控管理单元、OCC电子标签、业

务功能单元以及ODN-Voice模块；OCC主控管理单元分别与OCC电子标签、业务功能单元、

ODN-Voice模块相连。

[0025] 其中，所述OCC主控管理单元用于：当ODN-Voice模块需要进行固件包匹配下载时，

与外部的远程管理单元进行无线通信(例如：2G/3G/4G/WIFI等)，为ODN-Voice模块下载与

OCC设备相匹配的固件版本；当ODN-Voice模块的固件包成功匹配下载后，OCC主控管理单元

利用业务功能单元对OCC箱体内的电子锁和电量的使用情况进行实时的监测和处理，根据

不同监测结果(正常或异常)给出相应的语音提示信息(监测结果为正常的情况下给出)或

语音报警信息(监测结果为异常的情况下给出)，并将该语音信息通过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串行外设接口)/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

Transmitter，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等方式传输给ODN-Voice模块，供其进行语音播报用；

并且，在监测结果为正常的情况下，结合OCC电子标签以及业务功能单元的使用情况进行分

析，得到有关单盘操作或人机交互的业务指引语音信息，并将该语音信息通过SPI/UART等

方式传输给ODN-Voice模块，供其进行语音播报用。

[0026] 具体来说，所述业务功能单元包括电子锁单元、视频采集单元、电量监控单元、OCC

电子标签读写电路、单盘业务指引单元、图像可视化单元以及信息存储单元。

[0027] 其中，OCC主控管理单元利用电子锁单元、视频采集单元实现对OCC箱体内的电子

锁的使用情况进行实时的监测和处理：电子锁单元实时监测OCC箱体内的电子锁是否为打

开状态；当为打开状态时，OCC主控管理单元将判断电子锁是否是正常开启，若为正常开启，

则给出有关欢迎使用的语音提示信息，若为异常开启(如电子锁被恶意破坏)，则给出有关

警告的语音报警信息并控制视频采集单元采集违章人员的图像信息；当为关闭状态时，OCC

主控管理单元给出有关欢送的语音提示信息；

[0028] OCC主控管理单元利用电量监控单元实现对电量的使用情况进行实时的监测和处

理：电量监控单元通过OCC主控管理单元的MCU(Micro  Control  Unit，微控制单元)上的AD

管脚进行实时电压的监测，OCC主控管理单元根据电量监控单元监测的实时电压进行电量

判断，一旦发现电压低于正常工作范围，则给出有关电量不足的语音报警信息；

[0029] OCC主控管理单元结合OCC电子标签、OCC电子标签读写电路以及单盘业务指引单

元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得到有关单盘操作的业务指引语音信息：OCC主控管理单元利用

OCC电子标签、OCC电子标签读写电路自动识别所连接单盘的盘体信息，根据该盘体信息进

行分析，给出有关自检或升级的业务指引语音信息；单盘业务指引单元判断是否发生单盘

故障或发生单盘更换操作，一旦发生，OCC主控管理单元则对单盘故障进行分析给出有关故

障原因的业务指引语音信息或针对单盘更换操作直接给出有关更换提醒的业务指引语音

信息。

[0030] OCC主控管理单元结合图像可视化单元以及信息存储单元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

得到有关人机交互的业务指引语音信息：操作人员利用图像可视化单元对OCC主控管理单

元进行操作(如将故障现象与特殊情况进行手动录入)，当发生误操作时，OCC主控管理单元

给出有关正确操作的业务指引语音信息；当操作正确时，OCC主控管理单元将相应的操作信

息上传至信息存储单元保存，并给出上传成功或失败的业务指引语音信息。

[0031] 所述ODN-Voice模块用于：对OCC主控管理单元发来的语音信息进行预处理，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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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后的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进行输出，实现语音信息的播报。具体来说，ODN-Voice

模块包括语音处理系统单元、音频处理单元以及音频输出单元；所述语音处理系统单元用

于：对OCC主控管理单元发来的语音信息进行预处理(如信号放大、音频去噪、多语音信息时

的优先级排序等处理)，并将处理后的语音信息的数字信号传输给音频处理单元；所述音频

处理单元用于：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并发送给音频输出单元；所述音频输出单元用

于：输出模拟信号实现语音信息的播报。

[0032] 实际使用时，所述ODN-Voice模块需支持回滚功能，当升级无法成功时，可自动回

滚到上一个固件版本，防止因升级失败原因造成业务的无法正常运行。其中，语音处理系统

单元为了满足高速的数字信号传输和预处理，需要采用一个高性能的MCU(微处理器)，并与

OCC主控管理单元的MCU形成主、从处理器结构(主控单元为主，语音处理单元为从)，且在处

理了语音信息之后还需将处理了的语音信息回传给OCC主控管理单元，以便OCC主控管理单

元保存。这样能有效提高整体的处理效率，还能有效避免单个OCC主控管理单元的MCU因资

源有限无法及时处理语音信息而影响整个信息的播报操作。另外，音频处理单元在设计上

可采用高性能、低功耗的立体声音频芯片，且由于本发明应用中不需要语音信号的采集，因

此所采用的音频芯片仅需支持立体声输出即可，其供电电压范围可在3.3～5V之间，能与智

能OCC所用的DC-DC通用。对于音频输出单元，则可采用一个简单的喇叭及周边配套电路即

可。

[0033] 进一步地，为了解决室外OCC设备的控制管理的供电难题，本发明在该系统中增设

有OCC供电单元，所述OCC供电单元分别与OCC主控管理单元、OCC电子标签、业务功能单元以

及ODN-Voice模块相连，用于给上述器件提供电源。实际操作时，该OCC供电单元可采用太阳

能供电方式，后期还可在此基础上采取市政供电，风光互补供电等多种供电方式互补的方

式来实现供电功能。具体的供电系统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此处不详述。

[0034] 参见图2所示，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基于上述系统的用于实现光缆交接箱智

能控制管理的语音播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5] 步骤S1：OCC主控管理单元对ODN-Voice模块进行工作前校验，判断ODN-Voice模块

是否需要进行固件包的匹配下载，若是，转入步骤S2；若否，转入步骤S3。

[0036] 步骤S2：利用OCC主控管理单元与外部的远程管理单元进行无线通信的方式或利

用PDA(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掌上电脑)进行手动下载的方式，为ODN-Voice模块

下载与OCC设备相匹配的固件版本，转入步骤S3。

[0037] 具体来说，步骤S2中，利用OCC主控管理单元与外部的远程管理单元进行无线通信

的方式，为ODN-Voice模块下载与OCC设备相匹配的固件版本，具体包括以下操作：

[0038] 步骤1：OCC主控管理单元与ODN-Voice模块之间通过1-Wire总线验证的方式识别

当前OCC设备的型号；

[0039] 步骤2：OCC主控管理单元与外部的远程管理单元进行无线通信(例如：2G/3G/4G/

WIFI等)，将识别的OCC设备的型号上传至远程管理单元；

[0040] 步骤3：远程管理单元成功从网络匹配到该型号对应的固件版本后，OCC主控管理

单元从远程管理单元自动下载该固件版本。

[0041] 可以理解的是，实际操作中，当OCC主控管理单元与外部的远程管理单元无法进行

无线通信(如位于2G/3G/4G/WIFI等网络覆盖不佳的地方)或远程管理单元无法从网络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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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对应的固件版本时，可利用PDA从远程管理单元处进行手动下载。具体来说，步骤S2中，利

用PDA进行手动下载的方式，为ODN-Voice模块下载与OCC设备相匹配的固件版本，具体包括

以下操作：操作人员可通过PDA从远程管理单元处手动下载与OCC设备相匹配的ODN-Voice

模块固件版本，然后通过连线将PDA与ODN-Voice模块相连，从而实现ODN-Voice模块的固件

版本的下载。上述两种下载方式，确保了ODN-Voice模块能有效的适用于各种网络环境下。

[0042] 步骤S3：OCC主控管理单元利用业务功能单元对OCC箱体内的电子锁和电量的使用

情况进行实时的监测和处理，若监测结果正常，则给出相应的语音提示信息，并将该语音信

息通过SPI/UART等方式传输给ODN-Voice模块，ODN-Voice模块进行相应语音的播报，转入

步骤S4；若监测结果有异常，则给出相应的语音报警信息，并将该语音信息通过SPI/UART等

方式传输给ODN-Voice模块，ODN-Voice模块进行相应语音的播报，结束。

[0043] 实际操作时，步骤S3具体包括以下操作：

[0044] 如图3所示，电子锁监控操作：OCC主控管理单元利用电子锁单元实时监测OCC箱体

内的电子锁是否为打开状态；当为打开状态时，OCC主控管理单元将判断电子锁是否是正常

开启，若为正常开启，则给出有关欢迎使用的语音提示信息并传输给ODN-Voice模块进行相

应语音的播报，转入步骤S4；若为异常开启(如电子锁被恶意破坏)，则给出有关警告的语音

报警信息并控制视频采集单元采集违章人员的图像信息，再将语音信息传输给ODN-Voice

模块进行相应语音的播报，然后结束所有操作；当为关闭状态时，OCC主控管理单元给出有

关欢送的语音提示信息。

[0045] 如图4所示，电量监控操作：OCC主控管理单元利用电量监控单元对OCC主控管理单

元的MCU上的AD管脚进行实时电压的监测；OCC主控管理单元根据电量监控单元监测的实时

电压进行电量判断，一旦发现电压低于正常工作范围，则给出有关电量不足的语音报警信

息并传输给ODN-Voice模块进行相应语音的播报，然后结束所有操作。

[0046] 步骤S4：OCC主控管理单元结合OCC电子标签以及业务功能单元的使用情况进行分

析，得到有关单盘操作或人机交互的业务指引语音信息，并将该语音信息通过SPI/UART等

方式传输给ODN-Voice模块，ODN-Voice模块进行相应语音的播报，结束。

[0047] 实际操作时，步骤S4具体包括以下操作：

[0048] 如图5所示，单盘操作的业务指引操作：OCC主控管理单元利用OCC电子标签、OCC电

子标签读写电路自动识别所连接单盘的盘体信息，根据该盘体信息进行分析，给出有关自

检或升级的业务指引语音信息，并将该语音信息传输给ODN-Voice模块进行相应语音的播

报；单盘业务指引单元判断是否发生单盘故障或发生单盘更换操作，一旦发生，OCC主控管

理单元则对单盘故障进行分析，给出有关故障原因的业务指引语音信息或针对单盘更换操

作直接给出有关更换提醒的业务指引语音信息，并将该语音信息传输给ODN-Voice模块进

行相应语音的播报。

[0049] 如图6所示，人机交互的业务指引操作：操作人员利用图像可视化单元对OCC主控

管理单元进行操作，当发生误操作时，OCC主控管理单元给出有关正确操作的业务指引语音

信息，并将该语音信息传输给ODN-Voice模块进行相应语音的播报；当操作正确时，OCC主控

管理单元将相应的操作信息上传至信息存储单元保存，并给出上传成功或失败的业务指引

语音信息，将该语音信息传输给ODN-Voice模块进行相应语音的播报。

[0050]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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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视为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之内。本说明书中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属于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公知的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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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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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3

CN 106707435 B

13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CLA00004

	DES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RA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