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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n integrated telecom service system includes one or more digital signal process (DSP) modules for process
ing voice signal or signaling which is separate from each other, the DSP modules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each DSP
module respectively connects with the PSTN and the network switch, the network switch connects with one or more master
device by Ethernet connect, the master device includes con guration management module and one or more function module,
each DSP module has a unique IP address, each function module has the corresponding IP address, the configuration man
agement module connects with the other modules by using the IP address, the each module connected with others transmits
the data by Ethernet protocol frame. The present invention shortens the development period and realizes the better extension
by using Ethernet connect and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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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本友明涉及 神綜合啦信服券系統 包括 介或多介用于她理悟音信骨

和信令井相互狙立的數字信弓她理模坎 所迷數字信肯她理模坎相互通珮達

接且每 所迷數字信骨她理模坎分別勻公用屯恬交換阿通珮遵接 每 所迷

數字信骨她理模抉逐分別勻阿絡交換器通珮連接 所迷阿鎔交換器通迂以太

阿連接勻一介或多介主杭投各連接 所迷主杭沒各包括配置管理模抉以及

介或多介功能模坎 每 數字信骨她理模坎具有 介唯一的 IP 地址 而每一

功能模坎也具有相匝的 IP 地址 所述配置管理模坎使用所迷 IP 地址在各模

映同建立連接 建立連接的各模坎通迂以太阿切伙幀相互估通數据。本岌明

采用 太阿連接以及配置管理模抉方式 縮短了升岌周期 宴瑚了較好地折

充性。



綜合屯信服券系統

技米領域

本岌明涉及通珮領域，特別涉及一神綜合啦信服套系統。

背景技木

隨看屯信並芬岌展，現有的屯信此各已逐漸伙基本的晤音並各特向增值

並各特移，以提升收益。增殖並券的需求自然芒生了肘增殖此芬平台投各的

需求。但增殖此券往往有如下特魚 1 此各癸型需求急，一旦有需求，就

要求以最快的速度推出投各，而如咳並各被接受，一般食要求系統有很大的

容量扒充 2 增殖此套系統的需求交化很快，一神並套可能在 1 2 年內

又被其他新的並各取代，所以投各的成本 包括硬成本和軟成本 也成力能

否成功推仁匝用的重要因素。

如上所迷的增殖並套乎台投各的特貞，目前的 C T Co p e Te ep o y

eg a o ，汁算析冉活集成 系統具有三介較大的缺陷 一是系統提供的

肛 的夏朵性造成投各升友的周期校，軟成本高 二是圳有系統的拮枸投汁

不尺理想，造成革位密度硬成本較高，使得系統枸建的投各硬成本較高 三

是目前系統的革卡她理密度及級睽折充能力均不理想，元法瀰足一些系統的

高密度和后鏤折充能力要求。

友明內容

本岌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神綜合唱信服套系統，解泱現有冉信系統升

岌周期較仗、不易折充的同題。



本岌明的技木方案是，提供一神綜合咀信服券系統，包括一介或多介用

于她理晤音信骨和第二尾信令非相互狙立的數字信舌她理模抉，所迷數字信

骨她理模坎通迂 T 思錢相互通珮連接且每一所迷數字信舌她理模映分別勻

公用啦活交換阿通珮達接，每一所迷數字信肯她理模抉胚分別通迂以太阿連

接勻阿絡交換器通珮連接，所迷阿絡交換器通迂以太阿連接勻一介或多介主

帆投各連接，所迷主帆投各包括配置管理模坎以及一介或多介功能模坎，每

一數字信肯她理模坎具有一介唯一的 P 地址，而每一功能模抉也具有相匝的

P 地址，所迷配置管理模映使用所迷 P 地址在各模坎何建立連接，建立連

接的各模抉通迫以太阿仿伙幀估遼數据。

上迷的綜合咀信服各系統中，每一所迷功能模抉包括勻其他模坎通稠的

阿鎔客戶端于模抉以及阿鎔服芬端子模抉，每一數字信肯她理模映包括用于

她理以太阿忱汶幀的主控稠度程序。

上迷的綜合屯信服各系統中，所迷一介或多介功能模坎通迂阿絡服各端

子模抉盟折朱自配置管理模坎的控制命合井執行接收的控制命合，所迷控制

指令包括停止/眉劫尚前功能模坎。

上迷的綜合屯信服芬系統中，所迷數字信青灶理模抉及所迷功能模坎胚

具有配置管理端口，非通迪所迷配置管理端口勻其他模坎迸行通珮。

上迷的綜合屯信服芬系統申，所迷一介或多介功能模坎具有棕准的程序

框架，所迷柄准框架包括模抉岡通珮方式、棕准數据錯枸、柄准程序流程。

上迷的綜合屯信服各系統中，所迷棕准數据拮枸申包括用于管理勻夫耿

模抉的達接狀悉的連接表。

上迷的綜合屯信服芬系統申，所迷棕准程序流程包括 a 沒定 TCP 服



芬端子模抉的參數，盟折其他模抉客戶端接入 b 將合法客戶端接入放入

達接表或伙達接表刪除已斷升的達接 C 她理配置管理包以及模抉同的通

珮包。

上迷的綜合喧信服芬系統中，所迷一介或多介功能模抉中包括一介用于

栓洲功能模坎同通珮包內容的狀恣盟初模抉。

上迷的綜合咄信服芬系統中，所迷一介或多介功能模映中包括一介安現

系統工作流程的流程執行模抉。

上迷的綜合啦信服套系統申，所迷一介或多介功能模抉中包括一介衰放

流數据的媒休流模抉。

本岌 明的綜 合 屯信服套 系統 ，采用 以太 阿連接方式代 替現有 的

S山 C /CPC 思域及用戶 』4P 貌程的模式，縮短了升岌周期，宴現了較好地

折充性。

附囤稅明

團 2 是團 1 中數字信舌她理模坎的拮枸示意團。

團 3 是本岌明的綜合喧信服各系統的整休模坎框團。

團 4 是團 3 中數字信弓她理模抉的框囤。

具休突施方式

如團 1所示，是本岌明的綜合喧信服券系統的整休硬件連接結枸團。在

本突施例申，咳系統包括一介或多介數字信肯她理 SP 模抉 11，咳數字



信青她理模坎 1 是完成突吋信骨 如晤音信骨 她理的最小硬件革元，多介

數字信肯她理模坎 11 伺是完全相互狙立的。數字信骨她理模抉 11 通迂

CT B 息絨 相互連接，以寞珮各數字信弓她理模坎 11 同的通珮，井且

每一數字倍骨她理模抉 11 分別通珮達接到公用咀活交換阿 S叮

每一數字信骨她理模坎 11 逐分別通迂以太柯遵接 例如秋餃戮 勻阿絡

交換器 12 遵接，而阿絡交換器 12 胚通迂以太阿連接勻一介或多介主帆 13

達接。每一主肌 13 申包括一介或多介功能模抉 團 1 中未示出 ，以寞聊流

數据的汞放、連接的建立、數据幀盟棚等功能 各功能模坎將在團 3 洋細描

迷 。 阿絡交換器 12 可以力通用的交換器，寞聊以太阿忱汶倣的估涕。

如團 2 所示，力團 1 中數字信骨她理模抉 11 的拮枸示意團。本突施例中，

數字信弓她理模坎 1 同肘完成晤音信弓她理和第二戾信令她理的功能，其包

括 E /T /J PST 』接 1 、CT812 茁片 2 642 茁片 113 S RA d 114

其中 E /T /J P ST 接 、CT812 志片 112 S 茁片 113 及 S RA 4 114

分別連接到本地思鎖 115 。數字信骨她理模坎 11 通迂 E /T /J P ST 叮接口 11

達接到公用唱活交換阿，井通迂 C T 2 接口 112 連接其他數字信骨她理模抉。

S P 茁片 112 采用高性能 T S32 642，提供 4800 PS 以上的她理能

力，可卓片突肘她理 4 介 E 的全部信令和晤音。在本突施例中，每一數字

信弓她理模抉 11 都具有一介唯一的 P 地址。

如團 3 所示，是本友明的綜合屯信服芬系統的整休模映框團。其中，主

帆 13 包括多介功能模坎，例如媒休流模坎 13 1、信令模抉 132 、流程執行模

抉 133 、用戶模抉 134 、狀悉盟初模坎 135 以及配置管理模抉 136 ，以上各功

能模抉是基于一定硬件上井宴現特定功能。各功能模抉相互犯立，其可位于



同一台主析 13，也可以分散地分布于相互連接的不同主析上。由于每一功能

模坎位于主杭，因此各功能模坎具有勻主帆一致的 P 地址。若多介功能模坎

位于同一主析，則咳多介功能模映具有相同的 P 地址，井具有不同的配置管

理端。每一功能模映都包含一介阿絡客戶端于模坎和阿絡服套端于模坎 團

中末示出 來血貢勻其他模坎迸行通珮。

上迷功能模快中除配置管理模快 136 外，其他功能模映都有一介棕准的程序

框架，咳框架勻具休功能模坎的功能元夫。迭梓，就可以碗保本岌明的綜合

屯信服各系統具有最好的通用性，即可以瀰足任意的安阮此各需求但又元須

修改程序，仗須更改外部定叉文件和更改流程定叉即可。咳棕准框架包括

模抉同通珮方式、棕准數据拮枸、以及倆准程序流程。

在模坎同通珮方式的一介寞施例中，通珮切汶采用統一的 TCP/ P 連接方

式。每一介 TP 模坎都是通迂 TCP 客戶端勻夫瑛下級模抉的 TCP 服芬端于

模坎建立連接，通迂提供 TCP 服各端于模抉仕夫睽上級模抉的 TCP 客戶端

勻其建立連接。

在棕准數据結枸的一介寞施例中，棕准數据拮枸包括用于管理勻其他夫

耿模坎的連接狀悉的連接表。所有模坎的連接表都可分力三癸 a．勻配置管

理達接 一介 b．勻下圾模快連接 一介或多介 G．勻上級模坎連接 一介

或多介 。模坎剛眉功肘遵接表清零，表示沒有任何有效連接。迄行申同每圭

占另一夫瑛模抉建立連接，即將連接表相匝項置力有效值，連接拆除即將相

匝碩置力 0。

在棕准程序流程的一介寞施例中，析准程序流程包括 1 在模抉眉功

后淒入配置文件 如有需要 非她理，初始化數据 2 投定 TCP 服各端于



模坎參數，檻折其他模坎客戶端接入 3 粒查有元合法客戶端接入尚前模

坎服各端予模抉，有別將達接放入舀前模坎的連接表 4 栓查有元收到來

自配置管理模坎的配置管理包，有特到步驟 5 ，如連接已斷將達接表中肘

匝碩清零井特到步驟 6 5 她理配置管理包，然后特到步驟 4 6

粒查井她理接收到的下級模坎通珮包 7 她理友送哈下級模坎的通刑包

8 栓查井她理接收到的上級模抉通洲包 然后特到步驟 3 .

媒休流模坎 1 3 1 用于基于數字倍肯她理模抉 1 1 的媒休流數据衰放。信令

模坎 132 用于她理 7 骨信令第三尾以上的信令忱汶和數字 1 骨信令 Q ．9 3 1 信

令仿汶。流程執行模抉 133 用于宴圳系統工作流程的控制，完成 C T 並券需

求。用戶模抉 134 用于她理勻 C T 功能元夫的座用她理，如數据庫她理等。

咳用戶模抉 134 由用戶貌寫，在本寞施例中井非必須的模快。上迷的媒休流

模抉 1 3 1 、信今模坎 132 、流程軌行模坎 133 、用戶模抉 134 在后劫這行后都

她于等待狀悉，通迂阿絡服套端子模抉的其中一介端口盟折朱自配置管理模

映 136 的控制信息，井根据接收的控制信息執行特定操作。

配置管理模坎 136 是本友明的綜合冉信服芬系統的核心，各功能模抉根

据核配置管理模抉 136 的控制指令操作。在本寞施例中，每一數字信弓她理

模抉 1 1 具有一介唯一的 AA C 地址，非由配置管理模抉 136 將各數字信弓她

理模坎 1 的 AA C 地址綁定到配置投定的 P 地址。此外，配置管理模坎 136

胚可旗取接入系統的各功能模抉的 P 地址以及配置管理端口。配置管理模抉

136 根据上迷的 P 地址信息和配置管理端口建立連接，完成肘各模抉的配置，

非將被夫睽模抉地址信息侍送鎗夫睽模抉，然后即可友迭控制命令，以使各

模抉后劫遴入正常工作流程。在正常工作流程中，配置管理模映胚承拒盟測



各模映這行狀況、停止/眉劫、增加/刪除模坎等功能。

在本突施例中，媒休流模抉 131 可馬各數字信弓她理模坎 11 相夫戡 信

令模抉 132 可勻各數字信骨她理模抉 11相夫耿 而流程軌行模坎勻數字信弓

她理模坎 11及媒休流模映 13 1、信令模抉 132 相夫耿。相夫耿的模坎同通迂

以太阿忱汶幀佳遊信息，寞現本友明的綜合啦信服套系統的各碩並芬。

配置管理模坎 136 可以控制各介功能模抉迸入不同的工作狀悉。功能模

坎的工作狀悉有 連接晰升，連接建立，正常這行等。配置管理模坎 136 除

控制和昱示各介模坎的工作狀悉，逐須定肘盟洲這行的功能模抉的工作狀悉

以及肘岌圳故障模抉。

如上所迷，在本寞施例申，配置管理模映 136 配置了任一模抉的相夫耿

的下級模抉的信息，即一介上級模映余直接使用到哪些下級模抉。配置管理

模坎 136 眉劫后，將寞肘根据配置信息丐所有其他模抉建立通珮連接。一旦

配置管理模抉 136 碗臥勻某一模坎已鋒建立通珮連接，便余肘咳模坎友送初

始化命令，初始化成功后再岌迭后劫命令，后劫成功后將咳模坎棕杞力已返

行狀悉，同肘將咳模坎相芙信息佳送鈴所有己返行的上級模坎，以及將所有

已這行的上級模坎相夫信息估送哈核模抉 通迂模坎夫睽命令包兀 利用模坎

夫跌命令包，每介模坎便可以及肘勻芙耿模抉建立通珮井使用其功能。肘迭

行狀悉的模坎，配置管理模坎 136 定肘友迭心跳包，要求其他模坎收到心跳

包后及吋回匝，伙而粒洲各模坎迭行狀況。一旦配置管理模抉 136 碗臥某一

模坎已斷升連接，則舍將核模坎狀悉投力已斷升，井將咳模坎信息友送鈴所

有相夫的上下級模坎，迭佯相夫的模坎都可以及肘申斷占咳故障模坎的連接

井停止使用其功能。 舀用戶干預主劫停止某一模抉這行肘，則配置管理模抉



136 將核模抉狀悉投力已斷升，非將核模抉信息友送鈴所有相夫的上下級模

坎，迭梓相夫的模映都可以及肘中斷勻核故障模抉的連接并停止使用其功能。

通迂咳配置管理模坎 136 ，使得 C T 此券的折充交得相肘容易和方便。

狀悉盟初模抉 135 用于盟初其他模抉同通珮包內容，具休可以通迂以下

方式安珮 狀悉茁棚模抉 135 向配置管理模抉 136 友送盟糊清求，再由配置

管理模抉向相匝功能模坎炭盟初清求，相匝模坎將通珮包特岌一份哈狀悉盟

初模坎 135

如團 4 所示，力團 3 中數字信骨她理模抉 11 的框團。數字信弓她理模抉

11 '在功能上包括晤音她理于模坎 116 以及信令她理于模抉 117 。其中晤音她

理子模抉 116 用于她理所有悟音信弓 信令她理于模抉 117 包含四介通道的

信令她理革元和一介收岌恢格式控制占盟洲草元。每介信令她理車元可革狙

投定工作于 S S SS S S 7 三神工作方式。工作于 S 方式肘，每介革元

她理一介 E 1 的 3 0 路 信令 工作于 SS 方式肘，每介卓元她理一介 Q．921

髓路 工作于 S 7 肘，每介革元她理一介 TP2 罐路。幀格式控制勻盟洲革

元完成 4 介 E 的收岌信弓幀格式的控制占茁洲，告警她理等。

晤音她理子模抉 116 以及信令她理于模抉 117 鋒由主控稠度程序 118 封

裝力以太阿坊汶幀后估送到各功能模坎做迸一步她理，或者主控凋度程序

118 將來自功能模坎或配置管理模抉 136 的幀她理后分別估迭哈晤音她理于

模坎 116 或者信令她理于模抉 117 她理。

以上所迷，仗是本友明的較佳宴施例而已，非非肘本友明作任何形式上

的限制，凡是依据本友明的技木宴辰肘以上安施例所作的任何筒革修改、等

同交化勻修怖，均仍屑于本友明技木方案的范圍內。



杖 利 要 求

1、一神綜合咄信服芬系統，包括一介或多介用于她理晤音信弓和信令非

相互狙立的數字信肯她理模抉，所迷數字信弓她理模抉通迂 CT 思我相互通

珮遵接且每一所迷數字信骨她理模抉分別勻公用屯活交換阿通珮連接，其特

征在于，每一所迷數字信另她理模抉逐分別通迂以太阿連接丐阿絡交換器通

珮遵接，所迷阿絡交換器通迂以太阿連接勻一介或多介主抓投各達接，所迷

主棚投各包括配置管理模映以及一介或多介功能模坎，每一數字信肯她理模

抉具有一介唯一的 P 地址，而每一功能模坎也具有相匝的 P 地址，所迷配

置管理模抉使用所迷 P 地址在各模抉同建立遵接，建立達接的各模抉通迂以

太阿仿汶幀相互估遊數据。

2、根据杖利要求 1所迷的綜合唱信服芬系統，其特征在于，每一所迷功

3、根据杖利要求 2 所途的綜合冉信服各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一介或

行接收的控制命令，所述控制指令包括停止佣功舀前功能模抉。

4、根据杖利要求 1所迷的綜合冉信服芬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數字信

弓她理模抉及所迷功能模抉逐具有配置管理端口，井通迂所迷配置管理端口

勻其他模坎迸行通珮。

5、根据杖利要求 1所迷的綜合唱信服套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一介或

多介功能模坎具有棕准的程序框架，所迷棕准框架包括模坎間通珮方式、枋

准數据鈷枸、林准種序流程。



6、根据杖利要求 5 所迷的綜合咄信服各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析准數

据錯枸中包括用于管理勻芙睽模坎的連接狀悉的達接表。

7、根据杖利要求 6 所迷的綜合屯信服各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棕准程

序流程包括

a 沒定 TCP 服套端子模快的參數，盟折其他模映的客戶端子模坎的

接入

接

c 她理配置管理包以及模抉間的通刑包。

趴 根据杖利要求 1 所迷的綜合祠信服各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一介或

多介功能模坎中包括一介用于粒測功能模坎間通珮包內容的狀恣盟初模抉。

9、根据杖利要求 1所迷的綜合屯信服各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一介或

多介功能模抉中包括一介突現系統工作流程的流程執行模抉。

10、根据杖利要求 1 所迷的綜合咀信服各系統，其特征在于，所迷一介

或多介功能模坎中包括一介汞放流數据的媒休流模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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