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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Disclosed are a VOIP terminal and a ringing parameter setting method therefor. A n application scenario detection
module of a VOIP terminal detects an application scenario of the VOIP terminal, and sends the detection result t o a parameter
matching module of the VOIP terminal, the parameter matching module matches corresponding ringing parameters according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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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some voice user terminals ring briefly all the time, some voice user terminals are muted after ringing a sound, even some
voice user terminals have no ringing all the time, etc. under one and the same VOIP terminal can be reduced, and the user experience
can be improved; at the same time, the cost of ringing parameter maintenance of the VOIP terminal also can be reduced.

(57) 摘要 : 本发 明公开 了一种 VOIP 终端及其振铃参数 设置方法 ，通过 VOIP 终端 的应用场 景检测模块检测 VOIP
终端 的应用场 景 ，并将检测 结果发 送给 VOIP 终端 的参数 匹配模块 ，参数 匹配模块根据 该检测 结果 匹配对 应 的
振铃参数 ，然后 通过 VOIP 终端 的参数 设置 模块根据 匹配得到 的振铃参数对本 VOIP 终端进 行设置 。本发 明并非
根据经验人 工手动 设置 ，设置 的振 铃参数相对 现有手动 设置方 式更 能满 足 VOIP 下 的各语音用户 终端 的要 求 ，
能减少 同一 VOIP 终端 下 的一些语音用户 终端 一直 短暂振 铃 、一些语音用户 终端 振铃 一声后静音 、甚至 一些 语
音用户 终端 一直无振铃等 异常情况 ，可提 高用户体验 ；同时 ，还 能降低 VOIP 终端振铃参数维护 的成本 。



一种 VOIP 终端及其振铃参数设置方法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通信领域，具体涉及一种 V0IP( 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 )

终端及其振铃参数设置方法。

背景技术

VOIP 终端将模拟声音数字化，以数据封 包的形式在 IP 数据网络上做

实时传递。为响应国家的宽带中国战略，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积极开展以

太无源光网络 （Ethernet Passive Optical Network, EPON ) /千兆无源光网络

( Gigabit-Capable PON, GPON ) 的建设，大大增加 了 VOIP 业务的商用，

VOIP 终端的 POTS 口可以下挂电话、传真机、POS —体机等语音用户终端。

目前，VOIP 终端输出的振铃电压参数一般都是通过相关技术人员根据经验

设定或直接设置为一个默认值，同时，还统一将振铃的电压偏置值设置为

零。但是 目前网络中一个 VOIP 下挂的语音用户终端有时只有一个、有时有

四、五个，连接 VOIP 终端和语音用户终端的电话线也有长有短，不同的语

音用户终端需求的电压也有高有低，因此根据现有的振铃参数设置方式，

往往会导致同一 VOIP 终端下的一些语音用户终端一直短暂振铃、一些语音

用户终端振铃一声后静音、甚至一些语音用户终端一直无振铃等异常情况。

发明内容

本发明实施例要解决的主要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 VOIP 终端及其振铃

参数设置方法，解决现有根据经验通过人工手动设置振铃参数导致振铃异

常的问题。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 VOIP 终端振铃参数设置



方法,包括：

检测 VOIP 终端的应用场景；

根据检测结果 匹配对应 的振铃参数 ；

根据所述振铃参数对所述 VOIP 终端进行设置。

在本发 明的一种 实施例 中，所述应用场景 包括 ：单机应用场景和多机

应用场景 ，每个应用场景设 置有对应 的振铃参数 ；相应 的，所述检测 VOIP

终端的应用场景 包括：

检测 当前与所述 VOIP 终端连接 的语音用户终端数 ，如所述语音用户终

端数 大于等于 2，则确定 VOIP 终端 当前处于多机应用场景 ，否则 ，处于单

机应用场景。

在本发 明的一种 实施例 中，所述应用场景 包括长线应用场景和短线应

用场景 ，每个应用场景设置有对应 的振铃参数 ；所述检测 VOIP 终端的应用

场景 包括 ：

检测所述 VOIP 终端与所述语音用户终端之 间的回路 电阻，如所述回路

电阻的阻值 大于预设 阻值 ，则确定所述 VIOP 终端 当前处于长线应用场景；

否则，处于短线应用场景。

在本发 明的一种 实施例 中，所述应用场景 包括长线单机应用场景 、短

线单机应用场景 、长线多机应用场景和短线多机应用场景 ，每个应用场景

设置有对应 的振铃参数 ；所述语音用户终端通过连接线与所述 VOIP 终端连

接 ；所述检测 VOIP 终端的应用场景 包括：

检测 当前与所述 VOIP 终端连接 的语音用户终端数并检 测所述 VOIP 终

端与所述语音用户终端之 间的回路 电阻；

当判断所述语音用户终端数 大于等于 2，且所述回路 电阻的阻值 大于预

设 阻值 时，确定所述 VIOP 终端 当前处于长线多机应用场景；

当判断所述语音用户终端数 大于等于 2，且所述回路 电阻的阻值 小于等



于预设 阻值 时，确定所述 VIOP 终端 当前处于短线多机应用场景；

当判断所述语音用户终端数 小于 2，且所述回路 电阻的阻值 小于等于预

设 阻值 时，确定所述 VIOP 终端 当前处于短线单机应用场景；

当判断所述语音用户终端数 小于 2，且所述回路 电阻的阻值 大于预设 阻

值 时，确定所述 VIOP 终端 当前处于长线单机应用场景 。

在本发 明的一种 实施例 中，所述检测 当前与所述 VOIP 终端连接 的语音

用户终端数 ，为：检测 VOIP 接收到的铃 流，根据检测到的铃 流数判断 当前

与所述 VOIP 终端连接 的语音用户终端数 。

在本发 明的一种 实施例 中，所述振铃参数 包括振铃 电压参数 。

在本发 明的一种 实施例 中，所述振铃 电压参数 包括振铃 电压 的峰值和/

或有效值和/或频率和/或偏置值 。

在本发 明的一种 实施例 中，在根据所述振铃参数对所述 VOIP 终端进行

设置之后 ，该方法还 包括：

根据设 置好 的振铃参数对与所述 VOIP 连接 的语音用户终端进行振铃

测试 ，判断振铃是否正常，如否，则对所述振铃参数进行校正 。

在本发 明的一种 实施例 中，所述应用场景还 包括 自定义应用场景 ，所

述 自定义应用场景设 置有校正振铃 电压参数 ；所述对所述振铃参数进行校

正 包括：

根据所述校正振铃 电压参数设 置所述 VOIP 终端 ，然后根据设 置好 的校

正振铃 电压参数对与所述 VOIP 连接 的语音用户终端进行振铃测试 ，判断振

铃是否正常。

在本发 明的一种 实施例 中，所述校正振铃 电压参数 包括 多个档位 的校

正振铃 电压峰值 ；所述根据所述校正振铃 电压参数设置所述 VOIP 终端并对

与所述 VOIP 连接 的语音用户终端进行振铃测试 包括：

根据第一预设规则从所述多个档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峰值 中选择相应档



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峰值对所述 VIOP 终端进行设 置，然后对与所述 VOIP 连

接 的语音用户终端进行振铃测试 ，直到测试结果为正常或所述多个档位 的

校正振铃 电压峰值都被选用。

在本发 明的一种 实施例 中，所述校正振铃 电压参数还 包括 多个档位 的

校正振铃 电压偏置值 ； 当所述多个档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峰值都被选用 ，振

铃测试结果仍异常时，该方法还 包括 ：

根据第二预设规则从所述多个档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峰值 中选择相应档

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峰值 ，并根据第三预设规则从所述多个档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偏置值 中选择相应档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偏置值对所述 VOIP 终端进行

设置，然后对与所述 VOIP 连接 的语音用户终端进行振铃测试 ，直到测试结

果为正常或所述多个档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峰值和/或所述多个档位 的校正振

铃 电压偏置值都被选用 。

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 VOIP 终端 ，包括应用场景检测模块、参数

匹配模块以及 参数设置模块；

所述应用场景检 测模块 ，配置为检 测所述 VOIP 终端的应用场景 ，并将

检测结果发送给所述参数 匹配模块；

所述参数 匹配模块 ，配置为根据所述检 测结果 匹配对应 的振铃参数 ，

并将 匹配的振铃参数发送给所述参数设 置模块；

所述参数设置模块 ，配置为根据所述振铃参数对所述 VOIP 终端进行设

置。

在本发 明的一种 实施例 中，所述应用场景 包括单机应用场景和 多机应

用场景 ，每个应用场景设 置有对应 的振铃参数 ；所述应用场景检 测模块检

测 VOIP 终端的应用场景 包括 ：

所述应用场景检 测模块检 测 当前与所述 VOIP 终端连接 的语音用户终

端数 ，如所述语音用户终端数 大于等于 2，则确定 VOIP 终端 当前处于多机



应用场景 ，否则 ，处于单机应用场景 。

在本发 明的一种 实施例 中，所述应用场景 包括长线应用场景和短线应

用场景 ，每个应用场景设 置有对应 的振铃参数 ；所述应用场景检 测模块检

测 VOIP 终端的应用场景 包括 ：

所述应用场景检 测模块检 测所述 VOIP 终端与所述语音用户终端之 间

的回路 电阻，如所述回路 电阻的阻值 大于预设 阻值 ，则确定所述 VIOP 终端

当前处于长线应用场景；否则 ，处于短线应用场景。

在本发 明的一种 实施例 中，所述应用场景 包括长线单机应用场景 、短

线单机应用场景 、长线多机应用场景和短线多机应用场景 ，每个应用场景

设置有对应 的振铃参数 ；所述语音用户终端通过连接线与所述 VOIP 终端连

接 ；所述应用场景检测模块检测 VOIP 终端的应用场景 包括：

所述应用场景检 测模块检 测 当前与所述 VOIP 终端连接 的语音用户终

端数并检 测所述 VOIP 终端与所述语音用户终端之 间的回路 电阻；

当判断所述语音用户终端数 大于等于 2，且所述回路 电阻的阻值 大于预

设 阻值 时，确定所述 VIOP 终端 当前处于长线多机应用场景；

当判断所述语音用户终端数 大于等于 2，且所述回路 电阻的阻值 小于等

于预设 阻值 时，确定所述 VIOP 终端 当前处于短线多机应用场景；

当判断所述语音用户终端数 小于 2，且所述回路 电阻的阻值 小于等于预

设 阻值 时，确定所述 VIOP 终端 当前处于短线单机应用场景；

当判断所述语音用户终端数 小于 2，且所述回路 电阻的阻值 大于预设 阻

值 时，确定所述 VIOP 终端 当前处于长线单机应用场景 。

在本发 明的一种 实施例 中，所述检测 当前与所述 VOIP 终端连接 的语音

用户终端数 ，为：检测 VOIP 接收到的铃 流，根据检测到的铃 流数判断 当前

与所述 VOIP 终端连接 的语音用户终端数 。

在本发 明的一种 实施例 中，所述振铃参数 包括振铃 电压参数 。



在本发 明的一种 实施例 中，所述振铃 电压参数 包括振铃 电压 的峰值和/

或有效值和/或频率和/或偏置值 。

在本发 明的一种 实施例 中，所述 VOIP 终端还 包括测试模块和校正模

块；所述测试模块 ，配置为根据设 置好 的振铃参数对与所述 VOIP 连接 的语

音用户终端进行振铃测试 ，判断振铃是否正常；

所述校正模块 ，配置为测试模块判断振铃 不正常时，对所述振铃参数

进行校正 。

在本发 明的一种 实施例 中，所述应用场景还 包括 自定义应用场景 ，所

述 自定义应用场景设 置有校正振铃 电压参数 ；所述校正模块对所述振铃参

数进行校正 包括 ：

所述校正模块根据所述校正振铃 电压参数设置所述 VOIP 终端 ，然后通

过所述测试模块对与所述 VOIP 连接 的语音用户终端进行振铃测试 ，判断振

铃是否正常。

在本发 明的一种 实施例 中，所述校正振铃 电压参数 包括 多个档位 的校

正振铃 电压峰值 ；所述校正模块根据所述校正振铃 电压参数设 置所述 VOIP

终端并通过所述测试模块对与所述 VOIP 连接 的语音用户终端进行振铃测

试 包括：

所述校正模块根据第一预设规则从所述 多个档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峰值

中选择相应档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峰值对所述 VIOP 终端进行设置，然后通过

所述测试模块对与所述 VOIP 连接 的语音用户终端进行振铃测试 ，直到测试

结果为正常或所述多个档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峰值都被选用。

在本发 明的一种 实施例 中，所述校正振铃 电压参数还 包括 ：多个档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偏置值 ； 当所述多个档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峰值都被选用 ，

振铃测试结果仍异常时，还 包括：

所述校正模块 ，还 配置为根据第二预设规则从所述多个档位 的校正振



铃 电压峰值 中选择相应档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峰值 ，并根据第三预设规则从

所述多个档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偏置值 中选择相应档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偏置

值对所述 VOIP 终端进行设置；

所述测试模块 ，还配置为对与所述 VOIP 连接 的语音用户终端进行振铃

测试 ，直到测试结果为正常或所述多个档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峰值和/或所述

多个档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偏置值都被选用。

本发 明实施例的有益效果是 ：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的 VOIP 终端及其振铃参数设 置方法，通过 VOIP 终

端的应用场景检 测模块检 测 VOIP 终端的应用场景 ，并将检 测结果发送给

VOIP 终端的参数 匹配模块 ，参数 匹配模块根据该检测结果 匹配对应 的振铃

参数 ，然后通过 VOIP 终端的参数设 置模块根据 匹配得到的振铃参数对本

VOIP 终端进行设 置。可见 ，本发 明实施例对 VOIP 终端的振铃参数 的设置

并非是根据经验通过人工手动设置，而是根据 VOIP 终端 当前所处的应用场

景 自动 匹配 出相应 的振铃参数对 VOIP 终端的振铃参数进行设 置，其设置的

振铃参数相对现有手动设置方式更能满足 VOIP 下的各语音用户终端的要

求 ，能减少同一 VOIP 终端下的一些语音用户终端一直短暂振铃 、一些语音

用户终端振铃一声后静音、甚至一些语音用户终端一直无振铃等异常情况，

可提 高用户体验 的满意度 ；同时，还 能降低 VOIP 终端振铃参数维护的成本。

进一步的，本发 明实施例在通过上述方式设置好 VOIP 终端的振铃参数

后 ，还可进一步根据设 置好 的振铃参数对语音用户终端的振铃进行测试 ，

当判断测试不正常时，还可进一步 VOIP 终端的振铃参数进行校正 ，可进一

步减少振铃异常情况的发生 ，提 高振铃 的可靠性以及用户体验 的满意度 。

附图说 明

图 1 为本发 明一种 实施例的 VOIP 终端的结构示意图一；

图 2 为本发 明一种 实施例的 VOIP 终端应用场景示意图一；



图 3 为本发明一种实施例的 VOIP 终端应用场景示意图二；

图 4 为本发明一种实施例的 VOIP 终端应用场景示意图三；

图 5 为本发明一种实施例的 VOIP 终端的结构示意图二；

图 6 为一种现有的振铃 电压示意图；

图 7 为本发明一种实施例的振铃电压示意图；

图 8 为本发明一种实施例的 VOIP 终端的结构示意图三；

图 9 为本发明一种实施例的 VOIP 通信 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图 10 为本发明一种实施例的语音用户终端振铃流程示意图；

图 11 为本发明一种实施例的 VOIP 终端参数配置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请参考图 1，该图所示为实施例提供的 VOIP 终端的结构示意图，其包

括应用场景检测模块 101、参数 匹配模块 102 以及 参数设置模块 103，还 包

括至少一个 POTS 接 口，语音用户终端通过 POTS 接 口与 VOIP 终端连接 ，

其中：

所述应用场景检测模块 101 ，配置为检测本 VOIP 终端的应用场景，并

将检测结果发送给参数 匹配模块 102;

本实施例中 VOIP 终端的应用场景可 居VOIP 终端的具体应用环境以

及各用户的不同要求等因素进行选择设置；

所述参数 匹配模块 102，配置为根据该检测结果匹配出对应的振铃参

数，并将 匹配的振铃参数发送给参数设置模块 102;

本实施例中具体可预先对应各种应用场景设置好对应振铃参数 ，当检

测出 VOIP 终端当前所处的应用场景后，对应调用 出与该应用场景对应的振

铃参数即可；本实施例中的振铃参数可 包括振铃 电压参数 ，具体的，本实

施例中的振铃 电压参数可包括振铃 电压的峰值、或有效值、频率、偏置值



中的至少一种，具体可根据实际应用环境进行选择设置；

所述参数设置模块 103，配置为根据匹配出的振铃参数对该 VOIP 终端

进行设置。

可见，本实施例中对 VOIP 终端的振铃参数的设置并非是根据经验通过

人工手动设置，而是根据 VOIP 终端当前所处的应用场景 自动匹配出相应的

振铃参数对 VOIP 终端的振铃参数进行设置，能更好的满足 VOIP 下的各语

音用户终端的要求，减少振铃异常情况的发生，降低 VOIP 终端振铃参数维

护的成本。

上面已说明本实施例中的应用场景可 居 VOIP 终端的具体应用环境

以及各用户的不同要求等因素进行选择设置，下面仅以几种设置情况为例

进行说明：

应用场景设置方式一：根据与 VOIP 终端连接的语音用户终端的数量情

况设置为包括单机应用场景和多机应用场景，请参见图 2 所示，每个应用

场景设置有对应的振铃参数；此时应用场景检测模块 101 检测 VOIP 终端的

应用场景包括：

应用场景检测模块 101 检测当前与 VOIP 终端连接的语音用户终端数，

如检测到的语音用户终端数大于等于 2，则判断 VOIP 终端当前处于多机应

用场景；否则，判断处于单机应用场景。本实施例中检测当前与 VOIP 终端

连接的语音用户终端数具体可通过检测 VOIP 接收到的铃流，根据检测到的

铃流数判断当前与该 VOIP 终端连接的语音用户终端数。

应用场景设置方式二：根据语音用户终端与 VOIP 终端连接的连接线的

长短，将应用场景设置为包括：长线应用场景和短线应用场景，请参见图 3

所示，每个应用场景设置有对应的振铃参数；此时应用场景检测模块 101

检测 VOIP 终端的应用场景包括：

应用场景检测模块检测 VOIP 终端与语音用户终端之间的回路电阻，如



回路电阻的阻值大于预设阻值，表明 VOIP 终端与语音用户终端之间的连接

线较长，则判定 VIOP 终端当前处于长线应用场景；否则，判定 VIOP 终端

处于短线应用场景；本实施例中的预设阻值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设

置，例如可设置为 1.8 ΚΩ 。

应用场景设置方式三：结合上述设置方式一和上述设置方式二将应用

场景设置为包括：长线单机应用场景、短线单机应用场景、长线多机应用

场景和短线多机应用场景，请参见图 4 所示，每个应用场景设置有对应的

振铃参数；此时应用场景检测模块 101 检测 VOIP 终端的应用场景包括：

应用场景检测模块检测当前与 VOIP 终端连接的语音用户终端数并检

测 VOIP 终端与语音用户终端之间的回路电阻；具体的检测方式可以通过上

述方式实现；

当判断语音用户终端数大于等于 2，且回路电阻的阻值大于预设阻值

时，判定 VIOP 终端当前处于长线多机应用场景；

当判断语音用户终端数小于 2，且回路电阻的阻值小于等于预设阻值

时，判定 VIOP 终端当前处于短线多机应用场景；

当判断语音用户终端数小于 2，且回路电阻的阻值小于等于预设阻值

时，判定 VIOP 终端当前处于短线单机应用场景；

当判断语音用户终端数大于等于 2，且回路电阻的阻值大于预设阻值

时，判定 VIOP 终端当前处于长线单机应用场景。

经过上述步骤，检测出VOIP 终端当前所处的应用场景，并匹配出对应

的振铃参数后，即可实现对 VOIP 终端的振铃电压参数，也即振铃电压的峰

值和/或有效值和/或频率和/或偏置值进行设置。

通过上述过程设置好 VOIP 终端的振铃参数后，比现有根据经验值通过

手动设置的方式虽然更容易满足 VOIP 终端下各语音用户终端的需求，但是

本实施例中为了更进一步的提高振铃的可靠性，还可进一步对设置好的振



铃参数进行振铃测试，根据测试结果进行进一步校正。请参见图 5 所示，

本实施例中的 VOIP 终端还可进一步包括：测试模块 104 和校正模块 105，

其中，

所述测试模块 104，配置为根据设置好的振铃参数对与 VOIP 连接的语

音用户终端进行振铃测试，判断振铃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则通过校正模

块对 VOIP 的振铃参数进行校正。

对应的，本实施例中的应用场景还可包括 自定义应用场景，请参见图

2-4 所示，该 自定义应用场景设置有校正振铃电压参数；所述校正模块 105

对振铃参数进行校正包括：

校正模块 105 根据上述校正振铃电压参数设置所述 VOIP 终端，然后通

过测试模块 104 对与所述 VOIP 连接的语音用户终端进行振铃测试，判断振

铃是否正常。

优选的，本实施例中的校正振铃电压参数可包括多个档位的校正振铃

电压峰值，例如校正振铃电压峰值设置为 660V-90V 或 30V-150V, 具体的，

挡位设置可根据各语音用户终端等的需求进行选择设置；校正模块 105 根

据上述校正振铃电压参数设置 VOIP 终端，并通过测试模 104 对与 VOIP 连

接的语音用户终端进行振铃测试可包括：校正模块 105 根据第一预设规则

从多个档位的校正振铃电压峰值中选择相应档位的校正振铃电压峰值对

VIOP 终端进行设置，然后通过测试模块 104 对与 VOIP 连接的语音用户终

端进行振铃测试，直到测试结果为正常或多个档位的校正振铃电压峰值都

被选用。本实施例中的第一预设规则可以是依次从低档位往高档位选择，

也可是依次从高档位往低档位选择，或者随机选择档位等。

通过上述校正过程，可进一步确保 VOIP 终端振铃参数设置的可靠性，

但是，由于将 VOIP 终端输出的振铃电压偏置设为零时，如图 6 所示，V TipRing

是一个正弦曲线，正负幅度相等，实际应用中语音用户终端种类很多，有



电话、传真机、POS —体机等，振铃 电压需求有时比较 高，将振铃 电压偏

置设为零很难满足需求。请参见图 7 所示，当振铃 电压的偏置值不为零时，

可 以实现较低的能量输 出达到较 高的电压峰值输 出，图 7 是一个振铃 电压

偏置不为零的振铃 曲线，V TipRing 是一个上移的正弦曲线，输 出的振铃 电压

峰值较 高；基于上述分析 ，本实施例 中还可结合振铃 电压的偏置值对 VOIP

终端的振铃参数进行校正或设置，此时校正振铃 电压参数还可 包括多个档

位的校正振铃 电压偏置值 ，例如：校正振铃 电压偏置值可设置为 0V-30V 或

0V-60V, 具体的，挡位设置也可根据各语音用户终端等的需求进行选择设

置。

在校正过程 中，当多个档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峰值都被选用，振铃测试

结果仍异常时，还可进一步结合校正振铃 电压偏置值进行进一步校正 ，具

体如下：

校正模块根据第二预设规则从多个档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峰值 中选择相

应档位的校正振铃 电压峰值 ，并根据第三预设规则从多个档位的校正振铃

电压偏置值 中选择相应档位的校正振铃 电压偏置值对 VOIP 终端进行设置，

然后通过测试模块对与 VOIP 连接的语音用户终端进行振铃测试，直到测试

结果为正常、或多个档位的校正振铃 电压峰值和/或多个档位的校正振铃 电

压偏置值都被选用。

本实施例 中，所述第二预设规则可以是选择 多个档位的校正振铃 电压

峰值 中最大档位的校正振铃 电压峰值 ，也可以是选择其 中前面几个较大的

校正振铃 电压峰值 ，甚至可以是依次或随机从多个档位的校正振铃 电压峰

值 中选择相应档位的校正振铃 电压峰值 ；同理，本实施例 中的第三预设规

则可以是从多个档位的校正振铃 电压偏置值 中选择最大档位的，也可以是

选择其 中前面几个较大的校正振铃 电压偏置值 ，甚至可以是依次或随机从

多个档位的校正振铃 电压峰值 中选择相应档位的校正振铃 电压偏置值；具



体的选择规则都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

优选的，请参见图 8 所示，本实施例中的 VOIP 终端还可进一步包括参

数配置触发模块 106 和参数存储模块 107，其中，

所述参数配置触发模块 106，配置为触发 VOIP 终端的参数配置流程，

所述参数存储模块 107，配置为存储参数配置过程中的各参数，本实施

例中的参数配置触发模块 106 具体可以是 WEB 模块，用户可以通过 WEB

模块发送相应的指令启动参数配置流程；本实施例中的参数存储模块 107

可以是寄存器等，本实施例中的应用场景检测模块 101、参数匹配模块 102、
参数设置模块 103、测试模块 104 以及校正模块 105 中的至少一个即可通过

软件实现，也可通过硬件实现，上述各模块可集成于 VOIP 终端的 SLIC

(Subscribe Line Interface Circuit, 用户线 妻口电路)中，本实施例中的 SLIC

还可进一步包括振铃升降压电路，对 VOIP 的振铃参数具体可为对振铃升降

压电路的相关参数进行设置。下面为了更好的理解本发明，本实施例进一

步结合具体的设置流程为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本实施例中的系统架构如图 9 所示，该系统包括：语音用户终端和 VOIP

终端；其中，

所述语音用户终端，一般为电话机、传真机、POS —体机等，通过电

话线与 VOIP 终端连接，并通过 VOIP 终端与上层的网络相连，配置为接收

用户的语音信号。

VOIP 终端位于上层网络和语音用户终端之间，实现语音用户终端的语

音通信。VOIP 终端可包括：WEB 模块 201、语音管理模块 202 ( 即上述参

数存储模块 ）、用户线路接 口电路 （SLIC ) 203 ( 可包括上述场景检测模块、

参数匹配模块、参数设置模块、测试模块以及校正模块 ）、POTS 口等，其

中 WEB 模块 201 ，配置为启动振铃测试；语音管理模块 202，配置为保存

振铃参数；SLIC 203 , 配置为执行上述参数配置过程。



当语音用户终端作为被叫时，SLIC 203 生成振铃信号给 POTS 口，然

后通过电话线给语音用户终端，语音用户终端接收到振铃信号后振铃 ，提

示语音用户有新的来电。下面就以图 4 所示的应用场景为例对本发明实施

例做进一步说明：

请参见图 10 所示，本实施例中的语音用户终端振铃的过程 包括以下步

骤：

步骤 101 : SLIC 检测 VOIP 终端当前所处的应用场景，具体可根据回

路电阻、铃流数等测试结果获取 VOIP 终端的应用场景；该应用场景可为长

线单机应用场景、短线单机应用场景、长线多机应用场景和短线多机应用

场景中的一种；

步骤 102：SLIC 根据 VOIP 终端当前的应用场景为其选择对应的振铃

参数；

步骤 103 : SLIC 根据选择的振铃参数设置振铃参数，具体可设置振铃

电压的峰值 h 有效值、偏置、频率等存储于寄存器；

步骤 104: 根据设置好的振铃参数，SLIC 进行振铃测试，根据振铃电

压寄存器存储的参数值修改振铃的升降压电路，实现振铃电压输 出的修改；

步骤 105: VOIP 终端的 POTS 口收到振铃信号后 ，通过电话线将振铃

信号输送给语音用户终端，最后语音用户终端振铃。

图 10 中所涉及的振铃参数配置过程具体请参见图 11 所示，具体 包括

以下步骤：

步骤 110: SLIC 判断电话线长短，具体通过对 VOIP 终端与语音终端

之间的回路电阻进行 11 测试，如果回路电阻大于 1.8Κ Ω , 则判断电话线

比较长，参数选择为长线；反之参数选择为短线；

步骤 111: SLIC 判断语音用户终端的数量，具体可通过话机等效数 目

的 112 测试判断用户终端的数量，如果铃流数大于等于 2，则判断为多部话



机，反之为单部话机；

步骤 112: SLIC 根据电话线长度和语音用户终端数量从图 4 中的长线

单机应用场景、短线单机应用场景、长线多机应用场景和短线多机应用场

景中选择相应的应用场景；

步骤 113 : SLIC 根据应用场景调用芯片驱动修改振铃的参数，并且保

存到芯片寄存器中；

步骤 114: SLIC 进行振铃测试，具体可通过振铃的 112 测试实现对振

铃的测试，即根据寄存器中的值修改振铃的升降压电路，然后输出相应的

铃流信号驱动语音用户终端进行振铃；

步骤 115: 判断振铃测试是否正常，如是，转至步骤 123 ; 否则，转至

步骤 116;

步骤 116: SLIC 检测到振铃的 112 测试异常，将 VOIP 终端的应用场

景修改为 自定义应用场景，然后从场景对应的校正振铃电压参数中按照一

定的规则进行选择设置，然后转至步骤 117;

步骤 117: SLIC 进行振铃测试，具体可通过振铃的 112 测试实现对振

铃的测试，判断振铃是否正常，如是，转至步骤 123 ; 否则，转至步骤 118;

步骤 118: 判断自定义应用场景对应的各档位的校正振铃电压峰值是否

都已经被选用、测试；例如：振铃电压的封装为 60V-90 V ( 少数产品电压

为 30V-150V ) 中五个 （少数产品的档位更多 ) 逐渐升高的档位，如果五个

档位全部试过，振铃都异常，转至步骤 119; 否则，从其他未被选用的校正

振铃电压参数选择相应的校正振铃电压参数进行设置后，转至步骤 117;

步骤 119: SLIC 检测到振铃的 112 测试仍然异常，则 SLIC 仍将应用场

景修改为 自定义应用场景，结合振铃 电压的峰值和振铃电压的偏置值对

VOIP 终端的参数进行设置；

例如，具体可通过选择振铃电压峰值在 60V-90V 中较高的档位 （例如



90V ) 上依次选择振铃 电压偏置值为 0V-30V (少数产品电压偏置为 0V-60V)

中三个(少数产品的档位更多）逐渐升高的档位进行设置、测试。

步骤 120: SLIC 进行振铃测试，具体可通过振铃的 112 测试实现对振

铃的测试，判断振铃是否正常，如是 ，转至步骤 123 ; 否则，转至步骤 121 ;

步骤 121 : 判断 自定义应用场景对应的各档位的校正振铃 电压偏置值是

否都 已经被选用、测试；例如：如果上述三个档位全部试过，SLIC 检测到

振铃的 112 测试都异常，转至步骤 122; 否则，转至步骤 123;

步骤 122; 表明无法找到合适的振铃配置，返回失败的消息，退出系统；

步骤 123: SLIC 检测到振铃的 112 测试正常，表明找到 了合适的振铃

配置 ，配置成功 ，然后通过语音管理模块将此配置保存到 Flash ( Flash

Memory, 闪存存储器 ）中；即使重启，语音管理模块也可 以从 Flash 中获

取此振铃配置，然后下发到 SLIC 的振铃参数配置中，更便于系统的维护。

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各步骤 中的测试并不仅局限于采用 112 测试，采

用的 112 测试只是作为其中一个实施例对发明进行的说明，所有只要 能实

现上述 目的的测试方法都适用于本发明实施例。

可见，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 VoIP 终端及其振铃参数配置方法，启动振

铃参数配置后 ，SLIC 可根据测试结果 自动选择相应的振铃配置，最后 实现

语音用户终端的正常振铃 ，本发明实施例与现有技术相 比，至少具备以下

两大优点：（1 ) SLIC 有多种应用场景、振铃 电压档位和振铃 电压偏置档位

的振铃配置，可输 出多种振铃信号以供选择 ；（2 ) 自动找到合适的振铃配

置，SLIC 的 112 测试可以知道 当前的环境和语音用户终端振铃是否正常，

如果异常，则可 以 继 续修改振铃参数和进行振铃测试，直到振铃正常为止。

因此可以快速解决振铃异常的问题 ，降低运营成本。

以上 内容是结合具体的实施方式对本发 明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不

能认定本发明的具体 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 ，在不脱 离本发 明构思的前提 下，还 可 以做 出若干 简单

推演或替换 ，都应 当视 为属于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



权利要求书

1、一种 VOIP 终端振铃参数设置方法，该方法包括：

检测 VOIP 终端的应用场景；

根据检测结果匹配对应的振铃参数；

根据所述振铃参数对所述 VOIP 终端进行设置。

2、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 VOIP 终端振铃参数设置方法，其中，所述应

用场景包括：单机应用场景和多机应用场景，每个应用场景设置有对应的

振铃参数；相应的，所述检测 VOIP 终端的应用场景包括：

检测当前与所述 VOIP 终端连接的语音用户终端数，如所述语音用户终

端数大于等于 2，则确定 VOIP 终端当前处于多机应用场景；否则，处于单

机应用场景。

3、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 VOIP 终端振铃参数设置方法，其中，所述应

用场景包括：长线应用场景和短线应用场景，每个应用场景设置有对应的

振铃参数；所述检测 VOIP 终端的应用场景包括：

检测所述 VOIP 终端与所述语音用户终端之间的回路电阻，如所述回路

电阻的阻值大于预设阻值，则确定所述 VIOP 终端当前处于长线应用场景；

否则，处于短线应用场景。

4、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 VOIP 终端振铃参数设置方法，其中，所述应

用场景包括：长线单机应用场景、短线单机应用场景、长线多机应用场景

和短线多机应用场景，每个应用场景设置有对应的振铃参数；所述语音用

户终端通过连接线与所述 VOIP 终端连接；所述检测 VOIP 终端的应用场景

包括：

检测当前与所述 VOIP 终端连接的语音用户终端数，并检测所述 VOIP

终端与所述语音用户终端之间的回路电阻；

当判断所述语音用户终端数大于等于 2，且所述回路电阻的阻值大于预



设阻值时，确定所述 VIOP 终端当前处于长线多机应用场景；

当判断所述语音用户终端数大于等于 2，且所述回路电阻的阻值小于等

于预设阻值时，确定所述 VIOP 终端当前处于短线多机应用场景；

当判断所述语音用户终端数小于 2，且所述回路电阻的阻值小于等于预

设阻值时，确定所述 VIOP 终端当前处于短线单机应用场景；

当判断所述语音用户终端数小于 2，且所述回路电阻的阻值大于预设阻

值时，确定所述 VIOP 终端当前处于长线单机应用场景。

5、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 VOIP 终端振铃参数设置方法，其中，所述检

测当前与所述 VOIP 终端连接的语音用户终端数，为：

检测 VOIP 接收到的铃流，根据检测到的铃流数判断当前与所述 VOIP

终端连接的语音用户终端数。

6、如权利要求 2-5 中任一项所述的 VOIP 终端振铃参数设置方法，其

中，所述振铃参数包括振铃电压参数。

7、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 VOIP 终端振铃参数设置方法，其中，所述振

铃电压参数包括：振铃电压的峰值、和/或有效值、和/或频率、和/或偏置值。

8、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 VOIP 终端振铃参数设置方法，其中，在根据

所述振铃参数对所述 VOIP 终端进行设置之后，该方法还包括：

根据设置好的振铃参数对与所述 VOIP 连接的语音用户终端进行振铃

测试，判断振铃是否正常，如否，则对所述振铃参数进行校正。

9、如权利要求 8 所述的 VOIP 终端振铃参数设置方法，其中，所述应

用场景还包括：自定义应用场景，所述 自定义应用场景设置有校正振铃电

压参数；所述对所述振铃参数进行校正包括：

根据所述校正振铃电压参数设置所述 VOIP 终端，然后根据设置好的校

正振铃电压参数对与所述 VOIP 连接的语音用户终端进行振铃测试，判断振

铃是否正常。



10、如权利要求 9 所述的 VOIP 终端振铃参数设置方法，其中，所述校

正振铃电压参数包括：多个档位的校正振铃电压峰值；所述根据所述校正

振铃电压参数设置所述 VOIP 终端，并对与所述 VOIP 连接的语音用户终端

进行振铃测试包括：

根据第一预设规则从所述多个档位的校正振铃电压峰值中，选择相应

档位的校正振铃电压峰值对所述 VIOP 终端进行设置，然后对与所述 VOIP

连接的语音用户终端进行振铃测试，直到测试结果为正常或所述多个档位

的校正振铃电压峰值都被选用。

11、如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 VOIP 终端振铃参数设置方法，其中，所述

校正振铃电压参数还包括：多个档位的校正振铃电压偏置值；当所述多个

档位的校正振铃电压峰值都被选用，振铃测试结果仍异常时，该方法还包

括：

根据第二预设规则从所述多个档位的校正振铃电压峰值中选择相应档

位的校正振铃电压峰值，并根据第三预设规则从所述多个档位的校正振铃

电压偏置值中选择相应档位的校正振铃电压偏置值对所述 VOIP 终端进行

设置，然后对与所述 VOIP 连接的语音用户终端进行振铃测试，直到测试结

果为正常、或所述多个档位的校正振铃电压峰值和/或所述多个档位的校正

振铃电压偏置值都被选用。

12、一种 VOIP 终端，该终端包括：应用场景检测模块、参数匹配模块

以及参数设置模块；

所述应用场景检测模块，配置为检测所述 VOIP 终端的应用场景，并将

检测结果发送给所述参数匹配模块；

所述参数匹配模块，配置为根据所述检测结果匹配对应的振铃参数，

并将匹配的振铃参数发送给所述参数设置模块；

所述参数设置模块，配置为根据所述振铃参数对所述 VOIP 终端进行设



置。

13、如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 VOIP 终端，其中，所述应用场景包括：单

机应用场景和多机应用场景，每个应用场景设置有对应的振铃参数；所述

应用场景检测模块检测 VOIP 终端的应用场景包括：

所述应用场景检测模块检测当前与所述 VOIP 终端连接的语音用户终

端数，如所述语音用户终端数大于等于 2，则确定 VOIP 终端当前处于多机

应用场景；否则，处于单机应用场景。

14、如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 VOIP 终端，其中，所述应用场景包括：长

线应用场景和短线应用场景，每个应用场景设置有对应的振铃参数；所述

应用场景检测模块检测 VOIP 终端的应用场景包括：

所述应用场景检测模块检测所述 VOIP 终端与所述语音用户终端之间

的回路电阻，如所述回路电阻的阻值大于预设阻值，则确定所述 VIOP 终端

当前处于长线应用场景；否则，处于短线应用场景。

15、如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 VOIP 终端，其中，所述应用场景包括：长

线单机应用场景、短线单机应用场景、长线多机应用场景和短线多机应用

场景，每个应用场景设置有对应的振铃参数；所述语音用户终端通过连接

线与所述 VOIP 终端连接；所述应用场景检测模块检测 VOIP 终端的应用场

景包括：

所述应用场景检测模块检测当前与所述 VOIP 终端连接的语音用户终

端数，并检测所述 VOIP 终端与所述语音用户终端之间的回路电阻；

当判断所述语音用户终端数大于等于 2，且所述回路电阻的阻值大于预

设阻值时，确定所述 VIOP 终端当前处于长线多机应用场景；

当判断所述语音用户终端数大于等于 2，且所述回路电阻的阻值小于等

于预设阻值时，确定所述 VIOP 终端当前处于短线多机应用场景；

当判断所述语音用户终端数小于 2，且所述回路电阻的阻值小于等于预



设阻值时，确定所述 VIOP 终端当前处于短线单机应用场景；

当判断所述语音用户终端数小于 2，且所述回路电阻的阻值大于预设阻

值时，确定所述 VIOP 终端当前处于长线单机应用场景。

16、如权利要求 13 所述的 VOIP 终端，其中，所述检测当前与所述 VOIP

终端连接的语音用户终端数，为：

检测 VOIP 接收到的铃流，根据检测到的铃流数判断当前与所述 VOIP

终端连接的语音用户终端数。

17、如权利要求 13-16 任一项所述的 VOIP 终端，其中，所述振铃参数

包括振铃电压参数。

18、如权利要求 17 所述的 VOIP 终端，其中，所述振铃电压参数包括：

振铃电压的峰值、和/或有效值、和/或频率、和/或偏置值。

19、如权利要求 17 所述的 VOIP 终端，其中，所述 VOIP 终端还包括

测试模块和校正模块；

所述测试模块，配置为根据设置好的振铃参数对与所述 VOIP 连接的语

音用户终端进行振铃测试，判断振铃是否正常；

所述校正模块，配置为测试模块判断振铃不正常时，对所述振铃参数

进行校正。

20、如权利要求 19 所述的 VOIP 终端，其中，所述应用场景还包括：

自定义应用场景，所述 自定义应用场景设置有校正振铃电压参数；所述校

正模块对所述振铃参数进行校正包括：

所述校正模块根据所述校正振铃电压参数设置所述 VOIP 终端，然后通

过所述测试模块对与所述 VOIP 连接的语音用户终端进行振铃测试，判断振

铃是否正常。

2 1、如权利要求 20 所述的 VOIP 终端，其中，所述校正振铃电压参数

包括：多个档位的校正振铃电压峰值；所述校正模块根据所述校正振铃电



压参数设 置所述 VOIP 终端 ，并通过所述测试模块对与所述 VOIP 连接 的语

音用户终端进行振铃测试 包括 ：

所述校正模块根据第一预设规则从所述 多个档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峰值

中，选择相应档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峰值对所述 VIOP 终端进行设置 ，然后通

过所述测试模块对与所述 VOIP 连接 的语音用户终端进行振铃测试 ，直到测

试结果为正常或所述多个档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峰值都被选用。

22、如权利要求 2 1 所述的 VOIP 终端 ，其 中，所述校正振铃 电压参数

还 包括 ：多个档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偏置值 ； 当所述多个档位 的校正振铃 电

压峰值都被选用 ，振铃测试结果仍异常时，

所述校正模块 ，还 配置为根据第二预设规则从所述多个档位 的校正振

铃 电压峰值 中选择相应档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峰值 ，并根据第三预设规则从

所述多个档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偏置值 中选择相应档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偏置

值对所述 VOIP 终端进行设置；

所述测试模块 ，还配置为对与所述 VOIP 连接 的语音用户终端进行振铃

测试 ，直到测试结果为正常或所述多个档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峰值和/或所述

多个档位 的校正振铃 电压偏置值都被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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