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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理论ROUTE TO NETWORK

语音技术发展概览
文/张宇翔

说到语音大家都很熟悉，最直观的就是一个人说话另一个听到。抽象一点可以把语音理解

为一种有规律的声波传递，人们可以从中提取信息，进行交流。语音最原始传播介质是

空气，这个时候语音的特点是传播距离近，为了突破这个距离上的限制出现了最早的语音通信，这个时

期的语音通信是两部电话通过一条电话线连接，通话双方通过这条电话线进行长距离的通话。后来随着

技术的发展，这条电话线被各种样的媒介替代，比如微波，卫星，光网络，在这些媒体上我们应用各种

各样的方法让媒介两端的电话设备可以联系起来，进行通信，这些方法就是我们后面会说到各种协议、

信令，它们对于语音来说主要的功能就是如何找到对方，找到对方后如何占用通信资源-当然信令不仅仅

就这点用呦，下面我们还会提到。然后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在占用的资源上传输语音信号，如何用较小

通信资源传输更多的语音信息，这里用到的思想就是压缩，不过有一个前提就是保证这些信息尽可能高

保真的复原，此外还要保证这种信息格式可以满足承载网络对信息格式的要求，要实现以上需要，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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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各种语音的编解码技术。编解码和信令技术

作为语音技术的两大支撑，一直伴随语音技术的

发展而不断丰富、进步。

此外还有一点不能不提，那就是语音质量，

不管语音技术如何发展，语音质量都是不能不考

虑的问题。语音质量说大白话就是听的清楚，那

何为听的清楚呢，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来衡量一个

语音片段是清楚的呢，我们一般从三个方面考

虑，这三个方面就是语音的清晰度、延迟、回

声，它们是评测语音质量的三个主要标准。清晰

度指语音信号是否变形，听着是否清晰；延迟是

指语音信号从讲话者传递到接听者所花费的时

间；而回声指语音从讲话者处发出再返回到讲话

者处的过程。这三个质量要素会根据语音网络类

型不同而各有偏重。语音质量一般情况下是和语

音压缩技术相矛盾的，如果需要节省带宽就需要

舍弃更多的信息，这样完全复原的机会就小，而

需要更清晰的复原语音信号就需要携带更多的语

音信息，占用的带宽就多，所以压缩和语音质量

是一个跷跷板的关系，需要我们从中找到一个平

衡。

对语音技术有一个大致了解后，我们来看看

语音通信系统是怎么发展的吧。首先我们看看传

统电话系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PSTN网络，该网

采用的是电路交换技术，特点是通信双方固定分

配一条固定带宽的电路。该网络实际是由两张网络

组成的，一个是我们的承载网络，另一个就是信令

网。承载网络负责主要是语音信号本身的承载和传

递，而信令网络负责的主要是承载语音网络的控制

信息，对支持通信过程中线路的建立和释放控制，

不过除了上面说到的功能，其实信令的作用还很

多。信令在种类上，不仅包括通信过程中为建立、

维持、解除通信关系所使用的信令，还包括了交换

局间传递的网络管理、业务管理方面的信令；在功

能上不仅有监视、选择功能，还具有网络管理功

能；在信令的形式上，不仅有直流脉冲信令、多音

频编码信令，还有数据传送的分组消息形式的信

令。但是，不管信令的种类、功能及传送形式如何

变化，信令本身却始终具有一些区别于其它信息的

明显特征：信令是在用户设备与网络节点间/或网络

节点之间传送的信息；信令是上述信息中起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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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及网络管理功能的信息。电话网中的信令，有

三种分类方式。按照信令的传送方向来划分可分为

前向信令和后向信令两类。前向信令是指主叫端向

被叫端发送的信令；后向信令是指由被叫端向主叫

端发送的信令。按照信令的工作范围，可分为用户

线信令和局间信令两类。用户线信令也叫用户信

令，它是用户和交换局之间传送使用的信令。它们

在用户线上传送，用户线信令主要包括：用户状态

信令、选择信令、铃流和信号音。局间信令是交换

机和交换机之间传送使用的信令，在局间中继线上

传送。这种信令比较复杂，信令包括监视、选择和

网络管理三种功能。由于局间设备及其对信令的功

能要求不同，无论在信令数量、种类、传送方式上

与用户线信令均有较大的差别。按照信令传送所使

用的信道来划分，可分为随路信令方式和公共信道

信令方式两类。后者常称为共路信令方式。随路信

令方式是某个通话电路所需的信令，由该电路本身

或者由某一固定分配的专用信令电路传送的信令方

式。公共信道信令方式用于局间信令的传送，也称

公共信道局间信令方式。它是在存储程序控制的交

换机和数字脉冲编码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种新的信令方式。其中最著名的公共信道信令方

式CCITT提出的NO.7信令，在传统电话领域该信令占据着统治地位，我们国家的传统电信系统使用的信令

也是它。

后来随着包交换网络这种全新承载网络的出现，语音电话系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随之也出现了

大量的新技术，以适应全新的包交换网络。其中一种包交换网络使用的协议就是大名鼎鼎的IP协议，基

于该协议的语音技术我们称之为VOIP技术。和传统PSTN网络相比，IP承载网络对资源的利用率更高-通话

过程中不独占线路，而且目前有internet这样费用低廉的承载网络做支撑，所以VOIP的发展如火如荼。

在该网络上先后出现了两种影响比较大的协议，一个就是H323协议，另一个就是SIP协议，它们的作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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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等同于传统的信令。H.323是1997年ITU-T第16工作组的建议，H.323由一组协议构成，其中有负责音频

与视频信号的编码、解码和包装，有负责呼叫信令收发和控制的信令，还有负责能力交换的信令。发展

到现在已经有五个版本了。H.323体系架构定义了4个主要部件完成VOIP通信：终端、网关、网守、多点

控制单元（MCU），其中网关主要完成PSTN和VOIP网络协议和承载介质的转换作用，网守完成H323网络中

各元素的管理、被叫用户定位的作用，MCU主要完成H323的会议功能。H.323在分组网络上模拟了PSTN的

结构，因此它本身也是分层、主从、集中式的控制方式。在呼叫控制和信令方面，H.323主要参考了传统

PSTN的呼叫控制和信令架构。SIP是由IETF在1999年提出来的一个应用控制协议。它可用来创建、修改以

及终结多个参与者参加的多媒体会话进程。SIP中有客户机和服务器之分。客户机是指为了向服务器发送

请求而与服务器建立连接的应用程序，用户代理和代理中含有客户机；服务器则是用于向客户机发出的

请求提供服务并回送应答的应用程序。SIP的服务器共有四类基本类型：代理服务器、位置服务器、重定

向服务器、注册服务器，分别完成SIP呼叫转接转发功能，为代理和重定向服务器提供被叫用户位置信

息的功能，重定向SIP呼叫给被叫方的功能，接收用户注册消息的功能。和H323分层、主从、集中式的

控制方式相比，SIP协议本身实现的通信方式是一个分布、客户机/服务器、水平的控制结构，这正好和

internet网络结构的特点对应。两者比较各有特点，h323成熟、可靠，SIP相对新锐、灵活，具体的应用

要看实际的应用环境，h323比较适用于对分层、集中控制的环境，比如会议系统，sip比较适用于企业和

对扩展要求比较高的地方。

这个时期的VOIP应用，传统运营商是比较少介入的。个人用户使用VOIP的方式大多是在自己的PC机

上安装VOIP软件，加个摄像头和麦克风就可以，通过internet网络实现端到端通信。对于企业用户因为

人数多，有自己的IP网络，和个人用户VOIP使用情况不同的是它需要考虑统一管理、安全等因素，传统

PBX和桌面电话的接入，所以VOIP在企业应用中开始引入各种语音服务器和网关，其中网关完成的是信令

和媒体类型转换的作用，实现把传统语音网络和IP网络进行连接；服务器则根据需求不同而完成各式各

样的功能，比如实现会议功能的会议服务器（比如H323中的MCU），实现语音呼叫控制的呼叫处理服务器

（比如H323中的GK，SIP中的LS、RS、PS），当然根据需要的不同还有其它服务器。在实际环境下，传统

企业除了VOIP这样的IT 应用，还有其它各种通信手段被采用，这些手段方法给企业带来巨大工作效率的

同时，因为系统间的不兼容同样带来的很多问题，如何把这些系统有机的融合起来，业界这些年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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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通信的概念。统一通信进一步发展了IP通信的概念，通过使用SIP

协议和包括移动解决方案，将我们常用的多个电话和设备以及多个网

络结合在一起，以实现独立于地理位置的通信，促进通信与业务流程

的集成，简化运行并提高生产率和利润，此外统一通信也实现了各种

传统通信信息的共享，比如传真、电子邮件、短消息、语音等等的统

一存储和调用。

早期的VOIP活动，传统运营商是很少涉足的，但随着通信技 »

术的发展，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多，运营商面临着用户，同时也包括自

身的各种需求压力也越来越大。来自用户的需求是人们对通信的需求

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语音交流，而更广泛地渗透到工作、生活的

各个方面。在工作中需要更强大的信息交流平台，融合语音、视频、

移动特性，且易于使用；在个人通信时需要更个性化的服务；在生活

中需要获得更丰富的信息支持。来自运营商的需求是数据业务流量正

逐步成为网络流量的主体，但业务主要收入仍来自话音；数据网络与

话音业务相结合，运营商将从两个世界获得利益。而传统电路交换机

将交换硬件、呼叫控制和业务应用功能结合进单个交换机，这种垂直

集成、封闭的结构对以上需求明显不能满足。根据以上的需求我们可

以绘制出这样一个未来运营网络的大概雏形，它应该具备以下特点：

考虑投资收益，降低网络总体运维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整合网络

资源，保证网络的可持续型发展与演进；业务丰富，实现方便快速，

提高竞争优势；对细分客户群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时候

一个全新的网络体系架构出现了，那就是NGN网络技术。NGN－Next 

Generation Network，即下一代网络。这是一种业务驱动型网络。通

过业务和呼叫完全分离，呼叫控制和承载完全分离，从而实现相对独

立的业务体系，使业务独立于网络。这是一种开放式综合业务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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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集话音、数据、传真和视频业务于一体的全新的网络。NGN实际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从业务上看，

对电话网而言，指软交换体系；对移动网而言，指IP 3G和后3G； 对数据网而言，指下一代因特网和

IPV6。我们这里谈及的主要是对电话网而言的软交换体系。为了实现上面描述的那个有如此多特点的未

来网络，软交换体系采用了一种业务与控制分离、控制与连接分离的网络架构，整个体系分成业务管理

层、网络控制层、核心交换层、边缘接入层四个层次，分别完成以下功能，在呼叫建立的基础上提供额

外的增值服务，以及运营支撑；实现呼叫控制，其核心技术就是软交换技术，完成基本的实时呼叫控制

和连接控制功能；采用分组技术，提供一个高可靠性的、提供QoS保证和大容量的统一的综合传送平台；

通过各种接入手段将各类用户连接至网络，并将信息格式转换成为能够在网络上传递的信息格式。其中

NGN的一大特点就是上面说的业务与控制分离、控制与连接分离，分离的目标是使业务真正独立于网络，

灵活有效的实现业务的提供。用户可以自行配置和

定义自己的业务特征，不必关心承载业务的网络形

式以及终端类型，使得业务和应用的提供有较大的

灵活性。此外NGN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NGN

是基于标准协议的开放式网络，它的各层之间都有

丰富、标准的协议作为接口，可以实现和各种传统

网络的兼容，比如PSTN和ISDN，同时很方便扩展。

这些特点都是传统VOIP网络和PSTN网络所不具备

的，所以NGN网络被广大用户和商家所看重。

从NGN网络的发展可以看出，它实际是对传统

PSTN网络的演进和替代，说到这里我们需要了解一

下目前PSTN网络的两种替代方式，PSTN仿真子系统

（PES）：对用户透明的方式支持绝大多数PSTN业

务；PSTN模拟子系统（PSS）：能模拟传统的PSTN业

务，支持大多数经常使用的业务，但有些业务可能

采用不完全相同的方式来支持。PES主要用在PS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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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和电话业务有持续规模扩容的场合，此时采用软交换是一种经济的有前瞻性的选择，也就是我们这

里说的NGN网络。而PSS方法更适合于在能够继续支持现有最重要的PSTN业务的同时，能够迅速演进到先

进的多媒体业务的场合，此时直接采用IMS是更合理的技术选择。IMS是和NGN同样令人关注的一种未来网

络构架。IMS的引入，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我们NGN网络还有那些问题没有解决，软交换对智能终端的管理

控制功能较弱；虽然它在基本语音业务和补充业务支持上有优势，但不能提供多种媒体流交互在一个会

话中的绑定；此外就是它只实现了部分集中用户数据管理。而IMS则弥补了这些缺憾，对智能终端的管

理控制完善；基于规则的业务触发机制、标准化程度有优势。可提供多种媒体流交互在一个会话中的绑

定；全集中的用户数据管理。之所以两个网络的有这些区别是因为两个网络的引入原因不同，NGN定位于

通过TDM网络向IP网络的迁移时引入，IMS定位于需要提供多媒体业务而时引入。此外IMS技术衍生于3GPP

的R5，所以它可以很好的实现固网和移动网的融合。但IMS目前尚不能完全支持PSTN业务，主要提供基

于SIP的宽带多媒体业务，与接入无关，所以发展IMS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首先经历NGN软交换阶

段。需要说明的是目前IMS从NGN网络平滑过度已经有比较全面的方案。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

语音网络的发展脉络应该是PSTN，逐渐发展软交换NGN，软交换在这个时期和PSTN的关系是共存和替换关

系，当NGN发展起来后，IMS在NGN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说一千道一万，无论语音技术如何发展，它的推动力基本是两个，一个是基础承载网络技术的发

展进步，一个就是用户的实际需求（业务）。所以只要关注这两个方向也就把握了语音技术发展的源动

力，以至于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会迷失方向，更好的把握产品和技术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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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介绍
SIP

语
音
理
论

文/付忠涛

关于

S
I
P［ ］

SIP（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称为会话初始协议，是由IETF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组织于1999年提出的，是一个在基于IP

网络中，特别是在Internet这样一种结构的网络环境中，实现实时通信应用的

一种信令协议。而所谓的会话（Session），就是指用户之间的数据交换。在基

于SIP的应用中，每一个会话可以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内容，可以是普通的文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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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也可以是经过数字化处理的音频、视频数据，还可以是诸如游戏等应用的数据，应用具有巨大的灵

活性。

作为一个IETF提出的标准，SIP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其他各种广泛存在的Internet协议，如HTTP（超

文本传输协议）、SMTP（简单邮件传输协议）等；和这些协议一样，SIP也采用基于文本的编码方式，这

也是SIP同视频通信领域其他现有标准相比最大的特点之一。 

由于网络环境以及相关多媒体技术的不足，在SIP首次提出的时候，仅仅针对各种文本应用，随着技

术的发展，并通过和IETF中IP电话工作组（IPTEL）、IP网中电话选路（TRIP）工作组等兄弟工作组配合

工作，在SIP中大大加强了对多媒体通信的支持。

由于Internet的飞速发展，在最近的两年时间内，SIP已经开始被ITU-T SG16、ETSI TIPON（欧洲标

准化组织），IMTE等各种标准化组织所接受，并在这些组织中成立了与SIP相关的工作组。

  ［      ］SIP的基本结构

按逻辑功能区分，SIP系统由5种元素组成：用户代理、SIP代理服务器、SIP注册服务器、位置服务

器和重定向服务器。

SIP 网络基本构成见图1所示：

图1 SIP网络基本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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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P用户代理：又称为SIP终端，是SIP系统中的最终用户，在RFC3261中将它们定义为一个应用。

根据它们在会话中扮演的角色的不同，又可分为用户代理客户机（UAC）和用户代理服务器（UAS）两

种。其中前者用于发起呼叫请求，后者用于响应呼叫请求。

SIP代理服务器（SIP Proxy Server）：是一个中间元素，它既是一个客户机又是一个服务器，具

有解析名字的能力，能够代理前面的用户向下一跳服务器发出呼叫请求。然后服务器决定下一跳的地

址。

SIP注册服务器（SIP Register Server）：注册服务器是任何SIP协议体系结构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注册服务器接收用户的注册并存储到地址信息数据库中，同时对用户的注册信息进行管理和维

护。

位置服务器（Location Server）：位置服务器存储并返回用户可能的地址信息。它可以利用注册

服务器或者从其它数据库来的地址信息。大部分注册服务器接收到地址注册信息后立刻将这些信息上

载到位置服务器。

重定向服务器（Redirect Server）：是一个规划SIP呼叫路径的服务器，在获得了下一跳的地址

后，立刻告诉前面的用户，让该用户直接向下一跳地址发出请求而自己则退出对这个呼叫的控制。

  ［   ］SIP消息

SIP消息采用文本方式编码，包括请求消息与响应消息两类。

SIP请求消息包括基本消息和扩展消息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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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消息（RFC 3261）有：

INVITE：邀请用户参与一个会话，改变会话参数使用Re-INVITE； »

ACK：用于对请求消息的响应消息进行确认； »

OPTIONS：用于请求协商能力信息； »

BYE：用于释放已建立的呼叫； »

CANCEL：用于释放尚未建立的呼叫； »

REGISTER：用于向SIP注册服务器登记用户位置等信息。 »

常见扩展消息有：

PRACK：临时可靠性传输请求(RFC 3262）； »

SUBSCRIBE：预定某个用户、资源或者呼叫的状态改变情况（RFC 3265）； »

NOTIFY：当被预定资源或者用户状态发生改变时向定制者发出通知（RFC 3265）； »

REFER：指示UAS向确定URL发送明确的请求，通常用在呼叫转移等业务（RFC 3515）； »

INFO：通话建立后，中间信息传输(RFC 2976)； »

UPDATE：允许用户更新一个会话的参数而不影响该会话的当前状态(RFC 3311)。 »

SIP响应消息用于对请求消息进行响应，指示呼叫或注册的成功或失败状态。不同类的响应消息由状

态码来区分，状态码包含三位整数，状态码的第一位用于定义响应类型，另外两位用于进一步对响应进

行更加详细的说明。

响应消息的分类如下所示。

1XX：临时响应－表示正在处理请求，如：180 Ring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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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IP的工作原理
注册及注销

在完整的SIP系统中，所有的SIP终端作为User Agent都应该向注册服务器登记注册，以告知其位

置、会话能力、呼叫策略等信息。

通常，SIP终端开机启动或者配置管理员执行注册操作时，就向注册服务器发送注册请求消息

（Register），该消息中携带了所有需要登记的信息。注册服务器收到注册请求消息后向终端发送回应

消息，以告知其请求消息已收到。如果注册成功，向终端发送200 OK应答。

SIP终端执行注销操作时，向注册服务器发送注销请求消息（Register）。注册服务器收到注销请求

消息后向终端发送回应消息，以告知其请求消息已收到。如果注销成功，向终端发送200 OK应答。

注册及注销整个过程中的消息交互如下图2所示。

REGISTER (1)

UA Register Server 

200 OK (2)

REGISTER (1)

UA Register Server 

200 OK (2)

图2 注册及注销流程图

注册流程说明：

(1)UA向Register Server发起REGISTER消息

请求注册，其中Expires头域参数为注册的老化时

间，单位为秒；

(2)Register Server将用户信息登记在数据

库中，并向UA返回成功响应消息200 OK。

注销流程说明：

(1)UA向Register Server发起REGISTER消息

请求注销，其中Expires头域参数为0；

(2)Register Server收到REGISTER消息后回

复200 OK响应，并将数据库中的用户相关的信息

注销。

2XX：成功响应－成功接收、理解、处理请求，如200 OK。 »

3XX：重定向响应－该请求需要转发到其他的服务器上处理，如：302 Moved Temporarily。 »

4XX：客户端错误－该请求消息中包含错误语法，或UAS/Server无法理解该请求，如：400 Bad  »

Request。

5XX：服务器错误－ 由于UAS/Server的原因，无法处理该请求，如：500 Server Internal  »

Error。

6XX：全局错误－该请求在任何UAS/Server上都不能完成，如：600 Busy Everywhe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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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Trying (2)

ACK (9)

183 Session Progress (6)

Proxy Server UA2

INVITE (3)

100 Trying (4)

183 Session Progress (5)

200 OK (7)

ACK (10)

2-way RTP (11)

BYE (12)

200 OK (15)

200 OK  (8)

BYE (13)

200 OK (14)

100 Trying (2)

ACK (9)

183 Session Progress (6)

Proxy Server UA2

INVITE (3)

100 Trying (4)

183 Session Progress (5)

200 OK (7)

ACK (10)

2-way RTP (11)

BYE (12)

200 OK (15)

200 OK  (8)

BYE (13)

200 OK (14)

图3 呼叫建立及释放流程图

SIP协议采用Client/Server模型，主要通过UA与代理服务器之间的通信来完成用户呼叫的建立过

程。

典型呼叫成功建立和释放过程中的消息交互如图3所示。

呼叫建立流程说明：

(1)UA1摘机发起一路呼叫，UA1向该区域的Proxy Server发起INVITE请求；

(2)Proxy Server收到UA1的INVITE请求后，向UA1发送呼叫处理中的临时响应100 Trying；

(3)Proxy Server在INVITE请求消息的Via头域中插入自己的地址后，向INVITE请求中To头域所指示

的被叫UA2转送INVITE请求；

(4)UA2收到INVITE请求后，向Proxy Server发送呼叫处理中的临时响应100 Trying；

(5)UA2振铃，向Proxy Server发送应答消息183 Session Progress；

(6)Proxy Server向UA1转发UA2的振铃应答消息183 Session Progress；

(7)UA2摘机，向Proxy Server发送连接已建立的应答消息200 OK；

(8)Proxy Server向UA1转发UA2的连接已建立的应答消息200 OK；

呼叫建立及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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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UA1收到消息后，向Proxy Server发送ACK消息进行确认；

(10)Proxy Server将ACK确认消息转发给UA2；

(11)此时UA1和UA2之间建立通信连接，开始通话。

呼叫释放流程说明：

(12)通话结束后，UA1挂机并向Proxy Server发送BYE消息；

(13)Proxy Server向UA2转发UA1的呼叫释放请求消息BYE；

(14)UA2向Proxy Server回复确认挂断的响应消息200 OK；

(15)Proxy Server向UA1转发UA2确认挂断的响应消息200 OK。

  ［      ］SIP扩展特性简介

SIP协议的基本设计思想就是将协议的基本功能和扩展功能相分离，前者构成了稳定而又相对简单的

SIP基础标准，而后者源于增值业务的需要。经过近几年SIP扩展功能的实验运行，成熟的扩展功能已经

渐渐的被纳入到了SIP基础标准中。下面将对一些常见的SIP扩展特性进行简单的介绍。

主叫号码隐藏

SIP主叫号码隐藏功能包括主叫号码隐藏和ISDN号码信息透传两大功能。通过主叫号码隐藏，可以在

通话时隐藏主叫方的身份，增强了通话的安全性；通过ISDN号码信息透传，可以使经过SIP网络的ISDN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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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之间能够透传号码信息，完善了ISDN的通话功

能。使语音网关的功能更强大，适应性更广泛。

主叫PSTN侧用户发起的呼叫有隐藏主叫号

码需求，可以通过配置SIP扩展头域决定此呼叫

在经过SIP网络后向被叫PSTN侧用户隐藏主叫号

码。同时，可以把ISDN网络用户的主被叫号码信

息从主叫PSTN侧经过SIP网络后透传到被叫PSTN

侧。

主 叫 号 码 隐 藏 可 以 通 过 添 加* 

P-Preferred-Identity头域、P-Asserted-

Identity头域或Remote-Party-ID头域实现。

当添加P-Preferred-Identity头域或* 

P-Asserted-Identity头域时，会添加Privacy头

域。使用Privacy头域时，Privacy：none表示显

示主叫号码；Privacy：id表示隐藏主叫号码。

Remote-Party-ID头域：privacy=off表* 

示显示主叫号码；privacy=full表示隐藏主叫号

码。主被叫号码信息通过添加Remote-Party-ID

头域透传。

严格路由

SIP Proxy分为有状态和无状态的Proxy，有

状态的Proxy在建立会话后会保存会话的相关信

息在Proxy上用于后续的会话相关的请求，无状

态的Proxy不会为会话保存相关信息，只有事务

的相关信息，会话建立后事务就删除。由于无状

态Proxy的存在，因此SIP协议中定义了Record-

Route和Route头域，保证任何Proxy会话建立后

也能够正确的转发会话中的相关请求消息。

在一些复杂的网络环境中，当SIP UAC和SIP 

UAS之间的请求消息需要通过多个Proxy，SIP协

议通过如下机制保证会话建立请求INVITE消息和

后续会话中的请求经过的路径相同：

有状态的Proxy修改INVITE消息中的* 

Request-URI和Contact头域，同时创建相关状态

机；

无状态的Proxy通过在建立会话的INVITE* 

消息中添加Record-Route头域让SIP UAS和SIP 

UAC在发送后续的请求消息中携带相应的Route头

域以保证该请求能够准确经过该Proxy。

源地址及接口绑定

SIP支持源地址绑定功能是指在使用SIP协议

进行语音呼叫时，用户可以通过命令行配置指定

发出的信令流或媒体流的源地址。SIP支持源地

址绑定通过绑定静态IP地址或某一类型接口上的

主地址完成。

静态IP地址绑定：指定SIP呼叫中的源地* 

址为绑定的静态地址；

源地址接口绑定：在大型组网中，设* 

备接口上的IP地址一般由DHCP（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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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或PPPoE（Point-to-Point Protocol over Ethernet）服务器分配，为了能够适应此类组网，可

以使用源地址绑定技术把SIP协议的信令流和媒体流的源地址绑定到某一接口上，该接口上的地址可以通

过DHCP或PPPoE服务器动态分配，这种动态方式避免了静态IP地址绑定导致地址变换时需要手工更新的缺

点，方便了网络管理。

目前支持SIP支持源地址绑定的接口类型有三层Ethernet、GigabitEthernet和Dialer接口。

呼叫释放原因值

在实际应用中，语音呼叫正常拆线或者异常拆线过程中会发送携带呼叫释放原因值的消息。在SIP网

络和PSTN网络互通时，SIP状态码和ISDN原因码之间采用默认的映射关系。为了适应更复杂的组网应用，

也可以通过命令行配置改变这种默认映射关系，实现灵活转换PSTN侧释放原因值和SIP Reason头域原因

值的映射。

SIP协议支持RFC3326定义的Reason头域，其基本形式如下：

Q.850类型释放原因值类型：* 

       Reason: Q.850; cause=16。

SIP类型释放原因值类型：* 

       Reason: SIP; cause=600。

本地存活

随着IP电话技术的广泛应用，企业或组织机构将IP电话从总部的部署扩展到远程分支机构，并通过

部署呼叫处理服务器对远程分支机构的呼叫进行集中管理。

当分支机构连接总部的广域网链路发生故障时，为保持呼叫业务的连续性，要求分支机构的语音路

由器能够支持本地存活特性，即分支机构语音路由器能够自动检测出连接总部的广域网链路发生故障，

并在故障发生时能够为分支机构内用户提供呼叫处理备份，且在故障消除时，分支机构内呼叫处理重新

由总部接管。图4为这种应用的典型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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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本地存活应用典型组网图

本地存活功能具体描述如下。

(1)当连接总部的广域网链路正常时，分支机构的所有电话用户都注册

到总部的语音服务器上，由总部的语音服务器提供呼叫处理。

(2)当连接总部的广域网链路或主服务器发生故障时： 

分支机构的语音路由器能够接受该分支机构内的语音网关与IP电话* 

注册；

保证分支机构内用户呼叫业务正常进行，包括IP电话之间、IP电话* 

与路由器语音接口FXS之间、路由器语音接口FXS之间三种情况；

分支机构用户能够使用IP电话和语音路由器上的语音接口FXS通过PSTN网拨打或接听外部电话。* 

(3)当连接总部的广域网链路或主服务器恢复正常时，分支机构语音路由器不再接受用户注册和呼叫

请求，网关的注册和呼叫管理重新由总部语音服务器接管。

支持DNS

目前，采用域名作为目的地址的配置应用越来越多。域名的配置使得客户端不需要关心目的方的具

体地址，只需要知道各目的方在网络中的唯一域名标识，通过和域名服务器配合，即可实现和目的方的

Branch B

Branch C

Branch A

HeadquarterServer

WAN

PSTN

Branch B

Branch C

Branch A

HeadquarterServer

WANWAN

PSTNPS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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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交互。在SIP语音网关的应用

中，使用域名作为目标方地址，

使得客户无须了解传输的细节，

对其应用带来了很大方便。

主要的应用为：

作为SIP呼叫的发起方，* 

如果作为被叫方的VoIP实体所配

置的SIP ADDRESS是一个域名，

而不是一个IPv4类型的地址，此

时，就需要通过DNS查询，确认该

VoIP实体的具体选路地址。

对于注册过程，SIP会在* 

发起注册请求时发起DNS查询请

求。

SIP业务

［呼叫保持］

呼叫保持（Call-Hold），是

指在用户通话过程中，模拟电话

可以通过拍叉操作来保持住当前

的呼叫，从而发起一路新的呼叫

或者接通正在保持的呼叫。

该业务是通过接收话机的

拍叉信号来触发的。当用户在通

话时进行拍叉，远端用户的媒体

通道将被暂时关闭，远端用户将

处于静音状态。网关将根据事先

的配置向本端用户发送静音或拨

号音（我们实现为先发送拨号音

等待用户拨号，当久不拨号超时

后，我们停止放拨号音，线路处

于保持状态）。用户可通过再次

拍叉恢复和远端被保持用户的呼

叫。来触发的。当用户在通话时

进行拍叉，远端用户的媒体通道

将被暂时关闭，远端用户将处于

静音状态。网关将根据事先的配

置向本端用户发送静音或拨号音

（我们实现为先发送拨号音等待

用户拨号，当久不拨号超时后，

我们停止放拨号音，线路处于保

持状态）。用户可通过再次拍叉

恢复和远端被保持的呼叫。

  ［呼叫等待］

所 谓 呼 叫 等 待 （ C a l l 

Waiting），就是指用户正在通

话时，又有第三方呼叫拨到了本

机，这时如果启用了呼叫等待业

务，则并不是给予第三方被叫忙

的信号，而是接通呼叫，第三方

能够听到电话拨通的回铃音，而

不是忙音。在用户结束当前通话

后，或者按特性键保持当前呼

叫，可以接通与第三方的呼叫。

   ［呼叫前转］

被叫收到会话请求后，出

于某种原因不能应答，于是在回

应消息中告知主叫端设备所配置

的呼叫前转目的端，从而使主叫

端重新向新的目的端发送会话请

求。

目前支持4种呼叫前转业

务：

无条件呼叫前转（C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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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warding Unconditional）：在某一语音用户线上设置了该业务后，无论该语音用户线是否可用，入

呼叫都被转接到预先配置的目的端上。

遇忙呼叫前转（Call Forwarding Busy）：在某一语音用户线上设置了该业务后，当该语音用户* 

线处于忙状态时，新的入呼叫将被转移到预先配置的目的端上。

无应答呼叫前转（Call Forwarding No Reply）：在某一语音用户线上设置了该业务后，当该语* 

音用户线无应答时（应答时间由timer ring-back决定，缺省为60秒），新的入呼叫将被转移到预先配置

的目的端上。

线路不可用呼叫前转（Call Forwarding Unavailable）：在某一语音用户线上设置了该业务后，* 

当该语音用户线被关闭时（如语音用户线被shutdown），新的入呼叫将被转移到预先配置的目的端上。

                                   ［呼叫转接］

两个用户Originator与Recipient通话建立后，Originator（转接发起方）拍叉使两者间的呼叫

进入呼叫保持状态，然后再拨号向转移目的方Final-Recipient（转接目的方）发起呼叫，从而最终使

Recipient（被转接方）与Final-Recipient之间建立呼叫。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呼叫转接的业务过程。

转接发起方（Originator）、被转接方（Recipient）和转接目的方（Final-Recipient）只是三个

称谓，可以这样理解：首先收到Originator发来的转接请求并主动向另一方发起呼叫的一方就是被转接

方Recipient，另外一方则称为转接目的方Final-Recipient。

早期有通知呼叫转接业务（Attended Transfer with Early Completion）* 

     如果Originator拨完Final-Recipient的号码后，在设定的等待呼叫发起的时间（具体时间用户可

以通过命令行来自行设定）后，但是还未与Final-Recipient建立通话之前挂机，那么就是早期有通知呼

叫转接。

     这时因为向Final-Recipient发送了INVITE消息，所以正常情况下Originator能听到回铃音；即早

期有通知呼叫转接是Originator听到回铃音之后才挂机，不再等到与Final-Recipient建立通话。这种方

式也是用户最常用的一种呼叫转接方式。

有通知呼叫转接业务（Attended Call Transfer）* 

     如果Originator拨完Final-Recipient的号码后，直到Final-Recipient与之通话然后才挂机进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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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这就是有通知呼叫转接。

    有通知呼叫转接过程中Originator可以根据Final-Recipient的意愿来决定是否接通Recipient和

Final-Recipient。如果Final-Recipient不同意与Recipient进行通话，则必须由Final-Recipient首先

挂机。

无通知的呼叫转接（Blind Call Transfer）* 

如果Originator拨完Final-Recipient的号码后，在设定的等待呼叫发起的时间（具体时间用户可以

通过命令行来自行设定）内挂机，那么就是无通知呼叫转接。

Originator拨完Final-Recipient的号码后会启动一个定时器，在定时器超时前Originator不会发送

INVITE请求，所以这段时间内Originator是听不到回铃音的；即在无通知呼叫转接的情况下，转接发起

方Originator拨完号码后在听到回铃音之前就挂机，不等待转接目的方的响应。

                                 ［群线组接入］

被叫方收到主叫方的呼叫建立请求后，如果被叫号码对应的优先级高的语音用户线不可用，此时，

如果还在其它语音用户线上配置了相同的被叫号码，双方仍然能通话，这就是群线组接入。

                                ［消息等待指示］

消息等待指示又称为MWI（Message Waiting Indication），是指语音网关获取语音邮箱服务器的消

息后主动提示用户的过程。当目的方用户的呼叫转至语音邮箱后，如果语音邮箱的状态发生改变，服务

器会通知语音网关上的用户；如果有用户的新留言或者语音邮件等新消息，那么当用户摘机时，就会听

到消息等待指示音，这样用户就可以不用进行单独的查询操作就可以获取当前邮箱的状态。

                                  ［三方会议］

当用户与一方通话，与另一方处于保持状态时，可通过将保持方接入当前的通话来实现三方同时通

话的功能。

在三方通话时，会议的参与方也可以发起新的呼叫来创建一路新的三方会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

实现会议的级联，此时，每个会议的发起方都起到了会议桥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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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L介绍
文/付忠涛

什么是DPL？

DPL，即Dial Plan，也就是常说的拨号策略或是拨号计划。

   DPL有什么作用

随着VoIP逐渐广泛的应用，拨号方案越来越丰富，在提升业务灵活性并满足用户多方需要的同时，

对号码管理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需求日益突出。拨号策略可以对语音路由器进行号码统一管理，产生

全套号码管理策略，使号码管理更加方便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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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实体

PSTN

特殊服务
功能处理

本地语音用户线

全局

号码变换

发出呼叫 (被叫号码）

语音用户线

全局

用户线

号码变换

选取
语音实体

语音实体

号码变换

主叫侧
处理顺序

特殊号码 非特殊号码

    DPL流程

[主叫侧DPL流程]

主叫侧DPL流程图如图1所示。

主叫侧语音网关首先根据语音用户线上配 ◇

置的号码变换规则，对呼入该用户线上的主/被叫

号码进行号码变换；

主叫侧网关判断被叫号码是否是特殊服务 ◇

号码，如果是则进行特殊服务号码处理，否则接

着进行全局号码变换；

主叫侧网关按照语音实体优先选取规则选 ◇

择合适的语音实体，并对主/被叫号码进行语音实

体下的号码变换；

主叫侧网关向被叫发起呼叫并传送主/被叫 ◇

号码。

图1 主叫侧DPL流程图

PSTN

选取
语音实体

全局

全局

号码变换

码变 换

全局

号码变换

语音实体

号码变换
选取语
音实体

本地语音用户线 被叫侧处
理顺序

接收号码（被叫号码）

图2被叫侧DPL流程图

[被叫侧DPL流程]

被叫侧DPL流程图如图2所示。

被叫侧语音网关接收到语音呼叫（被叫号码） ◇

后，在全局范围内对主/被叫号码进行号码变换；

之后，被叫侧语音网关按照语音实体优先选取 ◇

规则选择合适的语音实体（选择语音实体时也可能存在

号码变换过程），如果被叫是本地语音用户线则直接接

通用户线；如果被叫在PSTN网络中，则向PSTN发起呼叫

并传送主/被叫号码，由PSTN中的PBX接通被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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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则表达式

在配置号码变换策略时，经常会用到正则表达式。正则表达式是一种可用于模式匹配和替换的工

具，它的功能强大，使用也很灵活。在实际应用中，正则表达式已经超出了某种语言或某个系统的局

限，成为人们广为接受的概念。

在使用正则表达式时，用户需要根据一定的规则构建匹配模式，然后将匹配模式与目标对象进行匹

配。最简单的正则表达式不包含任何元字符，例如，可以规定一个正则表达式hello，它只匹配字符串

“hello”。

为帮助用户灵活地构建匹配模式，正则表达式提供了一些具有特殊含义的专用字符，也称为“元字

符”（meta-character），用来规定其它字符在目标对象中的出现模式。表1是对元字符的使用描述。

符号 含义

0-9 一位数字表示一位号码，0到9之间的数字

#和* 表示一位有效号码

. 通配符，可以与任何一位有效号码匹配。如：555. . . .匹配任何拨入的以555开

头的并有四位附加字符的号码串

- 连接符，用于连接两个数值（小的在前，大的在后），表示一个范围，如：从1到9

表示为1-9（包括1和9）

[ ] 表示字符选择范围，可以与符号“!%+”一起使用。如：[235-9]表示只可匹配单个

字符2、3或5到9之间的某一个

( ) 表示一个子式，如：(086)表示字符串086，它一般与符号“!%+”一起使用，如：

(086)!010，可以匹配010或086010两个字符串

! 指明它之前的子式出现零次或一次。如：(010)!12345678可以匹配12345678和

01012345678

+ 指明它之前的子式出现一次或多次。但如果+号出现在整个号码的开头，仅表示+号

后的号码是符合E.164标准的号码，+号本身不代表具体号码，也不表示号码重复出

现。如：9876(54)+表示该正则式可以匹配987654、98765454、9876545454、……

等号码；+110022表示110022是符合E.164标准的号码

% 指明它之前的子式出现零次或多次。如：9876(54)%可以匹配9876、987654、

98765454、9876545454、……等号码

表1 元字符描述

*说明*

   控制字符“!+%”，表明前面的子式（一位号码或号码串）可以出现相应的次数。如：(100)+，

表明该正则式可以匹配100、100100、100100100、……等号码，但号码匹配过程中，只要与其中任

意一个匹配就算完全匹配，在最长匹配方式下，完全匹配后，不会等待用户继续拨号，如果需要等

待用户继续拨号请参考T模式。

   字符“\”和“|”主要用在正则式描述中，不接受用户配置。字符“\”，表示转义。如果需要

表示字符本身，在控制字符前添加转义字符。如“\+”表示字符“+”本身，因为在正则式中“+”

是控制字符。字符“|”左边和右边的字符或字符串为“或”的关系，如“0860108888|T”表示当前

字符串为“0860108888”或者为“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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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L包括哪些特性功能

(1) 号码变换

(2) 呼叫权限分组控制 

(3) 允许呼入的主叫号码

(4) 最大呼叫连接组

(5) 优先选取规则 

(6) 语音实体搜索

(7) 号码匹配模式

(8) 号码匹配策略

(9) 拨号终结符

(10) 发送号码的控制方式

(11) 主叫号码识别及显示

(12) 专线自动振铃功能

(13) 电话号码前缀

 DPL特性功能简介

［号码变换］

根据网络要求，用户可以先配置号码变换规则表，在其中定义具体的号码变换规则、点号“.”的匹

配规则、首先选取的号码变换规则。然后，用户可以在全局、语音实体、语音用户线上应用这些变换规

则，从而实现对主/被叫号码的灵活变换。

如果一个号码变换规则表中存在多条号码变换规则，最多也只会匹配其中一条号码变换规则，匹配

过程如下：

首先匹配首选变换规则，如果匹配成功则按照该规则进行号码变换； ▽

如果匹配不成功，则顺序匹配其他号码变换规则，只要有一个匹配成功，就停止继续匹配其他号 ▽

码变换规则。

号码变换规则表规定了对号码进行变换的方法，它可以在任何需要号码变换的地方使用，在多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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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使用、使用多少次是没有限制的。因此，全

局、语音实体、用户线上的主/被叫号码变换有可

能绑定相同的号码变换规则表。

全局、语音实体、用户线上的主/被叫号码变

换的特点如下：

全局号码变换：语音网关根据拨号策略上 ▽

配置的号码变换规则，对通过语音网关的所有入呼

叫、出呼叫的主/被叫号码进行号码变换。对于呼

入/呼出/主叫号/被叫号这四种全局下的号码变换

中的任一种，均可绑定多个号码变换表。如果没有

在第一个号码变换表中匹配成功，语音网关会转向

其它的表进行匹配；

语音实体相关的号码变换：语音网关根据语 ▽

音实体上绑定的号码变换规则表对匹配规则的主/被

叫号码进行号码变换；

特定用户线的号码变换：语音网关根据语音 ▽

用户线上配置的号码变换规则，对呼入/呼出该用户

线上的主/被叫号码进行号码变换。

［呼叫权限分组控制］

呼叫权限分组控制，即事先把所有要进行权限控制的用户按权限进行分组，每组的用户给予不同

的权限，并在语音实体下对用户组进行引用。当某一个用户发起一个呼叫匹配到某一语音实体后，如果

语音实体下配置了对号码组的引用，则将呼入的主叫号码和实体所引用的用户组中的每一条号码进行比

较，如果这个主叫号码满足呼出权限的要求，则允许呼叫，否则继续查找下一个匹配的语音实体，直到

最后呼叫成功或失败。

*说明*

  无论是全局号码变换、语音实体的号码变换还是用户线的号码变换，均只对号码进行一次变换，不进行

多次号码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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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呼入的主叫号码］

考虑到语音通讯的安全性，仅允许可信主叫用户进行呼叫，即语音实体只能被特定的主叫呼叫。应

用时需要配置允许呼入的主叫号码。

如果未配置主叫限制，则任何主叫号码均可对本语音实体发起呼叫；如果配置了主叫限制, 则仅主

叫限制规定的用户可以对本语音实体发起呼叫。

［最大呼叫连接组］

根据网络规模实际需要，用户可以对某一个语音实体或多个语音实体的呼叫连接总数进行限制，从

而控制通信量。

配置最大呼叫连接组的步骤如下：

配置一个最大呼叫连接组，参数为一个组标签和指定的最大呼叫连接数； ▽

将语音实体与之绑定。 ▽

语音网关通过比较配置的最大呼叫连接数和当前由这些语音实体已建立的连接数，来决定该组内的

语音实体是否可以建立新的呼叫。

［优先选取规则］

当多个语音实体可匹配呼叫的号码时，语音网关会根据配置的类型优先规则或优先选择规则，选择

最合适的实体发起呼叫。如果不配置类型优先规则和优先选择规则，语音网关随机选择实体发起呼叫。

匹配顺序如下：

类型优先规则：是指对不同类型（VoIP、POTS、VoFR）的语音实体配置不同的优先级别。语音网关

根据优先级别选择语音实体匹配。

优先选取规则：包括精确匹配、优先级、随机选择、最久不使用四个规则（具体说明请参见“语

音分册”中的“拨号策略命令”）。用户可以从四个规则中选取1至3个形成一个序列，语音网关将先根

据第一条规则选择语音实体。如果应用第一条规则后仍无法区别语音实体的优先顺序，则再用第二条规

则，依此类推。

如类型优先规则和优先选择规则同时配置时，类型优先规则的优先级大于优先选择规则。

［语音实体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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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语音实体过程中，为了

避免语音实体的无限搜索，用户

可以配置最大搜索个数，当搜索

达到此个数时停止搜索。也可以

配置搜索到某个指定的语音实体

时停止搜索。

［号码匹配模式］

配置号码匹配模式为优先匹

配语音实体，即号码匹配模式的

操作方式为先匹配语音实体号码

再匹配本地业务号码或Feature

业务号码（当Feature业务开关

打开时）。例如：如果某一本地

业务号码为*40*1234，而在某一

语音实体下配置了号码模板为

*40，此时用户拨打*40*1234，

由于配置了优先匹配语音实体号

码，故会先匹配到*40，则*40被

作为被叫号码发出，本地业务码

*40*1234对应的业务不会被处

理。

［号码匹配策略］

用户拨号建立呼叫的过程

中，如果采用最长号码匹配，则

系统尽量匹配较长的号码。即在

拨号过程中，只要输入的号码仍

然有匹配更长的被叫号码模板的

可能性，系统就等待输入更长的

号码，如果等待超时，就选用最

短号码匹配。如果采用最短号码

匹配，只要输入的号码可以匹配

上一个被叫号码模板，就发起呼

叫，用户继续拨入的号码将被忽

略。

［拨号终结符］

在使用可变长度电话号码的

地区，为避免语音网关必须等到

拨号超时才能进行拨号，可以指

定一个字符作为终结符。拨号终

结符用来表示接收到这个符号就

意味着拨号已经结束，应当根据

现有号码建立呼叫，即使在全局

的号码匹配策略中配置最长号码

匹配方法，也不要再等待。

［发送号码的控制方式］

控制如何发送被叫号码有如

下三种控制方式：

发送被叫号码的若干 ▽

位。即按照用户实际配置的数值

决定发送的号码；

发送全部被叫号码； ▽

发送截断的被叫号码。 ▽

当相应POTS语音实体的match-

template命令中包含末尾通配符

时，仅发送与通配符匹配的号

码，其余号码不发送。

［主叫号码识别及显示］

主 叫 号 码 识 别 及 显 示

（CID，Calling Identity 

Delivery）业务是指在被叫用户

终端设备上显示主叫号码、呼叫

日期、时间等主叫识别信息，包

括两部分：主叫侧发送主叫号

码，被叫侧接收主叫号码。

随着VoIP通信的迅猛发展，

CID功能展现了越来越大的市场

需求，尤其在银行、公安、边防

等部门，有助于促进电话通信安

全。CID技术一方面确保了被叫

用户能及时了解主叫用户的电话

号码信息，并有效定位主叫用户

位置；另一方面也提醒主叫用户

不要恶意拨号。

［专线自动振铃功能］

在配置专线自动振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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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用户摘机后不需要做任何拨号操作，语音网

关会自动将所配置字符串作为被叫号码拨出。

［电话号码前缀］

PBX用户出局时（向PSTN发送号码），可以配

置电话号码前缀。由POTS类型的语音实体发出呼

叫时，在发出的被叫号码前添加前缀号码。

典型配置举例

［号码变换典型配置举例］

1.应用场合

主要应用为通过拨号策略，对市内、国内和

国际电话号码的来电进行号码变换。

2.注意事项

在配置过程中，请注意以下几点：

SIP Server上需要配置各节点的呼叫路 ▽

由。如收到号码以"0010"开头或是"0008610"开头

的，转给Router1。因不同的Server的配置和实现

都各不相同，具体配置就不进行描述；

号码变换应用过程中需要注意全局号码变 ▽

换规则表绑定的出局/入局方向的配置；

在电话连接的FXS接口下不要关闭CID相关 ▽

功能。

3.组网需求

某公司共有北京、上海和德国慕尼黑三个办

公地点，总部设在北京。各分公司及办事处均向

当地电信局租用了线路，北京分公司电话号码为

8277+ABCD，上海分公司电话号码为8288+ABCD，

德国慕尼黑办事处电话号码为：150+ABCD。各地

分公司内部电话之间拨打直接拨后四位号码即可

通话。（如拨打5002）。公司内部电话拨打当地

市内电话须先拨"0"，再拨当地电话号码（如：

011112222）。公司内部电话拨打国内长途电话

须先拨"0"，再拨"区号+八位电话号码"；（如：

002055556666）。公司内部电话拨打国际长途

（如德国），须先拨"000"，再拨"国家码+地区

码+电话号码"；（如：00049898889999）。内

部电话能够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呼叫，并且如

果是公司内部来电，则只显示后四位号码（如

5002），如果是当地市来电，则显示八位电话号

码（如11112222），如果是国内其他地方来电

（如上海），则来电显示"区号+电话号码"（如

02055556666），如果是国际来电，则显示"00+国

家码+地区码+电话号码"（如0049898889999）。

如下图3组网为该公司网络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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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该公司网络拓扑

4.配置思路

配置各设备IP路由可达； ▽

分别配置各设备的SIP代理服务器和语音实体，然后配置号码变换规则表，并将号码变换规则表 ▽

绑定到相应的语音实体上。

 5.配置步骤



网络之路|语音专辑 30 

网络之路

# 配置SIP代理。
<Router1> system-view
[Router1] voice-setup
[Router1-voice] sip
[Router1-voice-sip] user sip:5000@10.1.1.100 password cipher 5000
[Router1-voice-sip] proxy ipv4 10.1.1.100
[Router1-voice-sip] quit
# 配置语音实体。
[Router1-voice]dial-program
[Router1-voice-dial] entity 1 voip
[Router1-voice-dial-entity1] address sip proxy
[Router1-voice-dial-entity1] match-template 0[1-9]T
[Router1-voice-dial-entity1] quit
[Router1-voice-dial] entity 2 voip
[Router1-voice-dial-entity2] address sip proxy
[Router1-voice-dial-entity2] match-template 00[1-9]T
[Router1-voice-dial-entity2] quit 
[Router1-voice-dial] entity 3 voip 
[Router1-voice-dial-entity3] address sip proxy
[Router1-voice-dial-entity3] match-template 000[1-9]T
[Router1-voice-dial-entity3] quit
[Router1-voice-dial] entity 5000 pots
[Router1-voice-dial-entity5000] line4/0:15
[Router1-voice-dial-entity5000] send-number all
[Router1-voice-dial-entity5000] match-template 8277....
[Router1-voice-dial-entity5000] quit
# 配置号码变换规则。
[Router1-voice-dial] number-substitute 1
[Router1-voice-dial-substitute1] rule 0 ^00086108277....$ 8277....
[Router1-voice-dial-substitute1] rule 1 ^00108277....$ 8277....
[Router1-voice-dial-substitute1] rule 2 ^00008610........$ ........
[Router1-voice-dial-substitute1] rule 3 ^0010........$ ........
[Router1-voice-dial-substitute1] quit
[Router1-voice-dial] number-substitute 2
[Router1-voice-dial-substitute2] rule 0 ^8277....$ ....
[Router1-voice-dial-substitute2] quit
[Router1-voice-dial] number-substitute 3
[Router1-voice-dial-substitute3] rule 0 ^5...$ 82775...
[Router1-voice-dial-substitute3] quit
[Router1-voice-dial] number-substitute 4
[Router1-voice-dial-substitute4] rule 0 ^5...$ 01082775...
[Router1-voice-dial-substitute4] quit
[Router1-voice-dial-substitute4] number-substitute 5
[Router1-voice-dial] rule 0 ^5...$ 00861082775...  
[Router1-voice-dial-substitute5] quit
# 配置绑定入局被叫号码的变换策略。
[Router1-voice-dial] substitute incoming-call called 1
# 配置市内出口绑定号码变换策略。
[Router1-voice-dial] entity 1 voip
[Router1-voice-dial-entity1] substitute calling 3
[Router1-voice-dial-entity1] quit
#配置国内出口绑定号码变换策略。
[Router1-voice-dial] entity 2 voip
[Router1-voice-dial-entity2] substitute calling 4
[Router1-voice-dial-entity2] quit 
#配置国际出口绑定号码变换策略。
[Router1-voice-dial] entity 3 voip
[Router1-voice-dial-entity3] substitute calling 5
[Router1-voice-dial-entity3] quit 
#配置公司内部绑定号码变换策略。
[Router1-voice-dial] entity 5000 pots
[Router1-voice-dial-entity5000] substitute called 2
[Router1-voice-dial-entity5000] quit 
#配置拨号终结符。
[Router1-voice-dial] terminator # 

设备

A

的配置

 
 

配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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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SIP代理。
<Router2> system-view
[Router2] voice-setup
[Router2-voice] sip
[Router2-voice-sip] user sip:6000@10.1.1.100 password cipher 6000
[Router2-voice-sip] proxy ipv4 10.1.1.100
[Router2-voice-sip] quit
# 配置语音实体。
[Router2-voice]dial-program
[Router2-voice-dial] entity 1 voip
[Router2-voice-dial-entity1] address sip proxy
[Router2-voice-dial-entity1] match-template 0[1-9]T
[Router2-voice-dial-entity1] quit
[Router2-voice-dial] entity 2 voip
[Router2-voice-dial-entity2] address sip proxy
[Router2-voice-dial-entity2] match-template 00[1-9]T
[Router2-voice-dial-entity2] quit
[Router2-voice-dial] entity 3 voip
[Router2-voice-dial-entity3] address sip proxy
[Router2-voice-dial-entity3] match-template 000[1-9]T
[Router2-voice-dial-entity3] quit
[Router2-voice-dial] entity 6000 pots
[Router2-voice-dial-entity6000] line5/0:15
[Router2-voice-dial-entity6000] send-number all
[Router2-voice-dial-entity6000] match-template 8288....
[Router2-voice-dial-entity6000] quit
# 配置号码变换规则。  
[Router2-voice-dial] number-substitute 1
[Router2-voice-dial-substitute1] rule 0 ^00086208288....$ 8288....
[Router2-voice-dial-substitute1] rule 1 ^00208288....$ 8288....
[Router2-voice-dial-substitute1] rule 2 ^0008620........$ ........
[Router2-voice-dial-substitute1] rule 3 ^0020........$ ........
[Router2-voice-dial-substitute1] quit
[Router2-voice-dial] number-substitute 2
[Router2-voice-dial-substitute2] rule 0 ^8288....$ ....
[Router2-voice-dial-substitute2] quit
[Router2-voice-dial] number-substitute 3
[Router2-voice-dial-substitute3] rule 0 ^6...$ 82886...
[Router2-voice-dial-substitute3] quit
[Router2-voice-dial] number-substitute 4
[Router2-voice-dial-substitute4] rule 0 ^6...$ 01082886...
[Router2-voice-dial-substitute4] quit
[Router2-voice-dial-substitute4] number-substitute 5
[Router2-voice-dial] rule 0 ^6...$ 00862082886...
[Router2-voice-dial-substitute5] quit
# 配置绑定入局被叫号码的变换策略。
[Router2-voice-dial] substitute incoming-call called 1
# 配置市内出口绑定号码变换策略。
[Router2-voice-dial] entity 1 voip
[Router2-voice-dial-entity1] substitute calling 3
[Router2-voice-dial-entity1] quit
#配置国内出口绑定号码变换策略。
[Router2-voice-dial] entity 2 voip
[Router2-voice-dial-entity2] substitute calling 4
[Router2-voice-dial-entity2] quit 
#配置国际出口绑定号码变换策略。
[Router2-voice-dial] entity 3 voip
[Router2-voice-dial-entity3] substitute calling 5
[Router2-voice-dial-entity3] quit 
#配置公司内部绑定号码变换策略。
[Router2-voice-dial] entity 6000 pots
[Router2-voice-dial-entity6000] substitute called 2
[Router2-voice-dial-entity6000] quit
#配置拨号终结符。
[Router2-voice-dial] terminat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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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SIP代理。
<Router3> system-view
[Router3] voice-setup
[Router3-voice] sip
[Router3-voice-sip] user sip:7000@10.1.1.100 password cipher 7000
[Router3-voice-sip] proxy ipv4 10.1.1.100
[Router3-voice-sip] quit
# 配置语音实体。
[Router3-voice]dial-program
[Router3-voice-dial] entity 1 voip
[Router3-voice-dial-entity1] address sip proxy
[Router3-voice-dial-entity1] match-template 0[1-9]T
[Router3-voice-dial-entity1] quit
[Router3-voice-dial] entity 2 voip
[Router3-voice-dial-entity2] address sip proxy
[Router3-voice-dial-entity2] match-template 00[1-9]T
[Router3-voice-dial-entity2] quit
[Router3-voice-dial] entity 3 voip
[Router3-voice-dial-entity3] address sip proxy
[Router3-voice-dial-entity3] match-template 000[1-9]T
[Router3-voice-dial-entity3] quit 
[Router3-voice-dial] entity 7001 pots
[Router3-voice-dial-entity7001] match-template 1507001
[Router3-voice-dial-entity7001] line1/0
[Router3-voice-dial-entity7001] quit
[Router3-voice-dial] entity 7002 pots
[Router3-voice-dial-entity7002] match-template 1507002
[Router3-voice-dial-entity7002] line1/1
[Router3-voice-dial-entity7002] quit
# 配置号码变换规则。
[Router3-voice-dial] number-substitute 1
[Router3-voice-dial-substitute1] rule 0 ^0004989150....$ 150....
[Router3-voice-dial-substitute1] rule 1 ^0089150....$ 150....
[Router3-voice-dial-substitute1] rule 2 ^0004989.......$ .......
[Router3-voice-dial-substitute1] rule 3 ^0089.......$ .......
[Router3-voice-dial-substitute1] quit
[Router3-voice-dial] number-substitute 3
[Router3-voice-dial-substitute3] rule 0 ^1507...$ 7...
[Router3-voice-dial-substitute3] quit
[Router3-voice-dial] number-substitute 4
[Router3-voice-dial-substitute4] rule 0 ^1507...$ 0891507...
[Router3-voice-dial-substitute4] quit
[Router3-voice-dial] number-substitute 5
[Router3-voice-dial-substitute5] rule 0 ^1507...$ 0049891507...
[Router3-voice-dial-substitute5] quit
# 配置绑定入局被叫号码的变换策略。
[Router3-voice-dial] substitute incoming-call called 1
# 配置市内出口绑定号码变换策略。
[Router3-voice-dial] entity 1 voip
[Router3-voice-dial-entity1] substitute calling 3
[Router3-voice-dial-entity1] quit
#配置国内出口绑定号码变换策略。
[Router3-voice-dial] entity 2 voip
[Router3-voice-dial-entity2] substitute calling 4
[Router3-voice-dial-entity2] quit 
#配置国际出口绑定号码变换策略。
[Router3-voice-dial] entity 3 voip
[Router3-voice-dial-entity3] substitute calling 5
[Router3-voice-dial-entity3] quit 
#配置拨号终结符。
[Router3-voice-dial] terminat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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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结果

可通过以下方式验证上述配置：

Phone1拨打5002呼叫Phone2，Phone2的来电显示主叫号码为5001（呼叫由PBX完成）； ▽

Phone1拨打002082886001#呼叫Phone3，Phone3的来电显示主叫号码为01082775001；（“#”号 ▽

为拨号终结符）

Phone1拨打00049891507001#呼叫Phone5，Phone5的来电显示主叫号码为00861082775001； ▽

Phone7拨打82775001呼叫Phone1，Phone1的来电显示主叫号码为11112222； ▽

Phone3拨打001082775001#呼叫Phone1，Phone1的来电显示主叫号码为02082886001； ▽

Phone5拨打000861082775001#呼叫Phone1，Phone1的来电显示主叫号码为0049891507001； ▽

Phone3拨打6002呼叫Phone4，Phone4的来电显示主叫号码为6001（呼叫由PBX完成）； ▽

Phone3拨打00049891507001#呼叫Phone5，Phone5的来电显示主叫号码为00862082886001； ▽

Phone8拨打82886001呼叫Phone3，Phone3的来电显示主叫号码为55556666； ▽

Phone5拨打000862082886001#呼叫Phone3，Phone3的来电显示主叫号码为0049891507001。 ▽

 FAQ

[什么是实号码和虚号码?]

语音组件的配置中涉及号码的配置通常都会涉及实号码和虚号码的概念，具体什么样的号码是实号

码，什么样的号码是虚号码？

在中继语音实体中、VOIP语音实体中和号码变换的规则中通常需要通过一个有限长度字符串去对应

一组符合一定规则的号码；在实际应用中也存在需要使用一个有限长度字符串去对应一组符合一定规则

号码的需求。所以在我们的设备中定义了实号码和虚号码。

在介绍实号码和虚号码之前我们需要了解占位字符和非占位字符，占位字符及在任何情况下，该

字符在字符串中都占有位置，而非占位字符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将不在字符串中占有位置，如：(123)

(45)!(67)+，这个正则表达式中123和67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存在，为占位字符，！号表示重复0次或1

次，因此45这个字符串有可能不存在，因此属于非占位字符。

下面来说明实号码和虚号码，实号码是指最后一个占位字符以前的号码都可以看作实号码；即使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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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个占位字符前面有非占位字符，我们也认为最后一个占位字符以前的整个字符串为实号码，(123)

(45)!(67)+是一个全部为实号码的号码串。虚号码是值最后一个占位字符以后的号码都是虚号码。需要

特别注意的是‘.’字符被认为是非占位字符。

[出局呼叫和入局呼叫的区别]

出局和入局是针对IP侧来说的，呼叫从IP侧入局，称为入局呼叫；呼叫从PSTN侧入局、从IP侧或

PSTN侧出局称为出局呼叫。

[不要忽视“^”和“$”的作用]

(1)“^”：表示必须从号码串的第一个字符开始匹配，即用户号码和匹配串进行匹配时，用户号码

必须从第一个字符开始匹配；

(2)“$”：作最后一个字符时，表示号码的结尾，即主叫号码的全部必须匹配“$”之前的部分；当

单独出现时，表示允许主叫号码为空。

[允许主叫号码为空的表示方法]

配置允许主叫号码为空时，只可以使用命令：caller-permit $。由于DPL模块的配置非常灵活，其

他配置方法也有允许主叫号码为空的含义，但对于不熟悉DPL模块的技术人员可能会忽略配置的其他功

能，造成无法完全实现允许主叫号码为空的功能。

[同时配置最长匹配和$时，需要发号间隔定时器超时才发号?]

如果用户在配置了最长号码匹配策略后又在号码末尾加了字符$，用户拨号完毕后系统会等待拨号间

隔定时器超时后再查找实体，建立呼叫。因为$符标识要求用户配置的最后一位号码和用户输入的最后一

位号码必须一样，因此只有等待拨号间隔定时器超时，系统不再进行收号时才能确定用户输入的最后一

位号码是什么。

[select-rule rule-order及select-rule type-first谁的优先级高?]

一般优先使用类型优先原则（select-rule type-first），再使用优先选取规则（select-rule 

rule-order）。缺省情况下，不按语音实体的类型进行优先选取。

[拨号终结符为[0-9]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在配置拨号终结符时，尽量不要配置拨号终结符为0~9的数字，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配置的号码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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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A
     Q

都是0~9的数字，这样我们在拨号的时候，只要按了配置的拨号终结符，系统就会认为拨号结束而去匹配

实体。（如配置被叫号码模板为0102002，拨号终结符为2。这时进行拨号，当拨到号码2的时候，系统就

会认为拨号结束，且拨打的号码为010。）

[dot-match的使用方法]

(1)end-only方式是无论output格式的末尾是否有点“.”，只要input格式末尾有点“.”，那就会

把这些点所对应的号码放到output的输出结果中去；

(2)left-right及right-left方式，以output格式中点的个数，对input格式中点号对应的号码按照

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保留（如果output格式的点的个数大于input格式的点的个数，则全部保留，如

果output格式的点的个数小于input格式的点的个数，则只保留output格式的点的个数个号码），然后，

对output格式进行填充，切记填充始终按照从左往右填，与所配置的dot-match从左往右还是从右往左无

关！

[最长匹配和最短匹配]

命令number-match用来决定在匹配号码时是按照长度最长的号码还是按照长度最短的号码进行匹

配。例如在两个语音实体中分别配置了match-template 0106688和match-template 01066880011，当用

户拨打电话01066880011时，如果路由器上配置了使用最短号码原则，则路由器向远端的0106688发起连

接，0011四个号码不被处理；如果路由器配置了使用最长号码原则，则路由器向远端的01066880011发起

连接。如果路由器配置了使用最长号码原则，而用户只拨打了0106688，则路由器等待用户拨号，超时后

忽略系统配置的号码匹配策略并自动采用按照最短号码的配置策略进行呼叫。在系统配置了拨号结束标

识符“#”时，如果用户拨打了0106688#，路由器同样忽略系统配置的号码匹配策略，采用按照最短号码

的配置策略，这就为配置用户拨号方案提供了较大的灵活性。

[全局下的语音参数和实体下的语音参数显示重复]

为了突出实体的个性，全局配置和实体配置的规则实现如下：

(1)在没有对独立的实体进行配置的时候，实体下的配置是按照全局配置取值的，但是一旦用户在

实体下进行了配置，那么这个实体的该属性就有了自己的特性，也就是独立出来不再按照全局的配置取

值，这个时候无论实体下的值和全局下的值是否相同，都会显示处理，而且当全局的配置进行修改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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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对该配置产生影响；

(2)当对实体下的配置进行了undo操作后，那么实体的特性就失去了，也就是它的配置又重新按照全

局配置进行取值。这个时候，实体下的配置是不显示的。

[1...和1及1...$和1$的区别]

(1)1...和1的区别：1...和1均为以1开头的不超过31位的号码（只是号码1...的最小位数为4；号码

1的最小位数为 1）。

(2)1...$和1$的区别：1...$是以1开头的任意4位号码。1$就是号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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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
叫信号音（简称信号音）就是从用户摘机一直到通话结束的过程中，用户从话机听到的

各种提示声音，例如拨号音、回铃音、忙音等。呼叫信号音在用户拨打电话过程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用户不需要知道通信网络内部究竟使用了何种信令，进行了怎样的呼叫处理，而只需

要简单的根据信号音来判断呼叫的进程。在VOIP网络中，信号音可以由VOIP语音网关产生，也可以从与

VOIP语音网关连接的PSTN设备透传过来，因而VOIP语音网关必须具备选择适当的信号音来提供给用户的

能力，选择的依据是语音接口类型、PSTN信令/VOIP信令交互结果等因素。本文通过介绍信号音的分类、

语音接口产生信号音的流程、VOIP信令对信号音的控制、信号音问题举例等四个部分的内容，希望能让

大家对VOIP网络中信号音的特点、产生过程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一、信号音的分类

ITU-T（国际电联，制订电信技术标准的国际化组织）在标准E.180/Q.35中对各类信号音的特征进行

了描述，而在具体实现时各个国家的电信标准化组织根据各自的需要在E.180/Q.35规定的范围内制订了

自己的信号音标准。本章主要介绍E.180/Q.35中描述的五种常用的信号音：拨号音、忙音、回铃音、拥

塞音和呼叫等待音，并对相应的中国标准的规定进行了说明。

E.180/Q.35根据信号音的节奏（信号音播放与静音的持续时间）、频率、电平等参数来描述各种信

号音的特点。五种常用信号音的特点如下：

1. 拨号音。

拨号音应该是一段持续的声音，由范围在400－450Hz之间单一频率（ITU-T推荐使用425Hz）或者

多个频率（最多三个，不同频率之间的间隔至少在25Hz）组合而成。拨号音的电平应该是–10 dB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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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中国标准的拨号音使用450Hz的单一频率组成，持续时间一般是10秒钟。

2. 回铃音。

回铃音是慢节奏的周期性声音，也就是说信号音与静音交替产生，而且信号音的周期短于静音的周

期，信号音与静音的持续时间都比较长。信号音的周期应该是0.67秒至1.5秒，静音周期应该是3秒到6

秒，因此一个完整的回铃音周期应该在3.67秒至7.5秒之间。用户首先听到的应该是信号音周期，接着是

静音周期。主叫听到的回铃音的节拍应该和被叫铃流的节拍一致。回铃音一般采用单一频率，频率范围

是400到500Hz，ITU-T推荐使用425Hz。回铃音的电平范围是–10 dBm±5 dB。中国标准的回铃音与铃流

音都是放1秒停4秒，回铃音使用单一频率450Hz。

3. 忙音。

忙音是快节奏的周期性声音，也就是说信号音与静音交替产生，而且信号音的周期基本等于静音的

周期，信号音、静音的持续时间比较短。由一段信号音与一段静音组成的一个完整的周期的时长在300毫

秒到1100毫秒之间，信号音时长与静音时长的比例应该在0.67 与1.5之间。忙音一般采用单一频率，频

率范围是400到500Hz，ITU-T推荐使用425Hz。忙音的电平范围是–10 dBm±5 dB。中国标准的忙音的信

号音持续350毫秒，静音持续350毫秒，因而忙音的完整周期是700毫秒，时长比是1。中国标准的忙音使

用单一频率450Hz。

4. 拥塞音。

拥塞音与忙音的特点相同，一般不做区分，不过也可以让忙音的节奏慢于拥塞音的节奏。

5. 呼叫等待音。

呼叫等待音是节奏很慢的声音。有两种节拍：一种是信号音持续时间在300到500毫秒之间，静音8到

10秒；一种是信号音持续100到200毫秒后，静音100到200毫秒，然后信号音持续100到200毫秒后，静音

8到10秒。中国标准的信号音持续0.4秒，静音4秒。信号音一般采用单一频率，频率范围是400到500Hz，

ITU-T推荐使用425Hz。电平范围是–10 dBm±5 dB。呼叫等待音在主叫和被叫两个方向上播放，不同的

方向播放特点略有不同。中国标准的呼叫等待音使用单一频率450Hz。

二、语音接口产生信号音的流程

在VOIP网络中产生何种信号音以及该信号音由谁产生需要根据语音接口及呼叫信令交互的结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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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这里的语音接口是指VOIP语音网关连接PSTN设备（例如模拟话机、PBX等）的接口，包括常见的

FXS、FXO、VE1、VT1、E&M等。而呼叫信令分为PSTN信令与VOIP信令两部分，PSTN信令用于VOIP语音网关

与传统的PTSN网络之间进行呼叫控制，包括模拟用户线信令、数字用户线信令（DSS1）等；VOIP信令用

于VOIP语音网关之间或者VOIP语音网关与呼叫服务器之间的呼叫控制，包括SIP、H.323、MGCP等。本章

介绍不同语音接口产生信号音的特点，下一章介绍针对信号音的产生，VoIP信令所做的控制。。

VOIP语音网关的语音接口处理与PSTN设备之间的所有物理层功能，包括为模拟电话提供电源、检测

摘机状态、产生振铃信号、接收和发送模拟或数字语音呼叫，以及接收或发送拨号数字进行呼叫路由等

功能。下面介绍四种在VOIP语音网关上常见的语音接口及其产生信号音的特点。

1、FXS（Foreign eXchange Station）接口。通常称为普通电话业务端口，使用标准的RJ-11电话

线，直接与普通电话机、传真机等设备连接，通过Tip和Ring线的电平变化进行信令交互，提供振铃电压

和拨号音。

VOIP语音网关的FXS接口可以直接向用户传送通过数字信号处理器DSP（Digital Signal 

Processor）产生的信号音，包括拨号音、回铃音、忙音、拥塞音和呼叫等待音等。下面以FXS接口连接

模拟话机为例来说明FXS口产生信号音的过程。

图1 FXS接口

在图1中，模拟话机Tel1与Tel2分别连接两台VOIP语音网关A、B的FXS接口。当Tel1需要拨打Tel2

时，信号音的播放过程为：Tel1摘机时，由VOIP语音网关A的DSP为Tel1产生拨号音，用户听到拨号音后

拨打Tel2的被叫号码，当用户拨第一个被叫号码后，DSP停止向用户播放拨号音。网关A收集完毕所有的

被叫号码后，根据配置的号码路由策略向VOIP语音网关B发起VOIP呼叫，VOIP语音网关B根据收到的被叫

号码找到FXS接口连接的电话Tel2，如果此时Tel2空闲，则向Tel2送振铃信号，此时VOIP语音网关A、B会

根据VOIP信令协商的结果来确定是由网关A本地的DSP向Tel1播放回铃音，还是由VOIP语音网关B的DSP来

向Tel1远程播放回铃音。Tel2摘机后，VOIP语音网关停止播放回铃音，Tel1与Tel2开始进行通话。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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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FXO接口

在图2中，用户的PBX连接到VOIP语音网关A的FXO接口。PBX连接的电话Tel1拨打远端VOIP语音网关B

连接的电话Tel2，信号音的播放过程为：Tel1摘机后听到PBX提供的拨号音，Tel1拨打PBX上设置的中继

线路号码，PBX收到第一个中继号码后停止向Tel1放拨号音，待PBX收集完中继号码后PBX向语音网关A发

送振铃信号。FXO口检测到振铃信号后会进行摘机操作，并在摘机后由语音网关A的DSP向Tel1提供新的拨

号音（也称为二次拨号音），Tel1听到拨号音后拨打Tel2的号码。网关A收集完被叫号码后，根据配置的

号码路由策略向VOIP语音网关B发起VOIP呼叫，VOIP语音网关B根据收到的被叫号码找到FXS接口连接的

电话Tel2，，如果此时Tel2空闲，则向Tel2送振铃信号，此时VOIP语音网关A、B会根据VOIP信令协商的

结果来确定是由网关A本地的DSP向Tel1播放回铃音，还是由VOIP语音网关B的DSP来向Tel1远程播放回铃

音。Tel2摘机后，VOIP语音网关停止播放回铃音，Tel1与Tel2开始进行通话。如果Tel2挂机结束呼叫，

Tel2挂机结束呼叫，VOIP语音网关A收到网关B发来的呼叫结束信令后，会通过本地DSP向Tel1产生忙音信

号，Tel1的用户听到忙音后挂机结束呼叫。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FXS接口的拨号音、结束呼叫的忙音一般是由本地语音网关的DSP产生的，而

回铃音则根据VOIP信令交互的结果由本地语音网关或者远端语音网关产生。其它信号音可根据业务的实

现策略选择在本地或者远端语音网关产生。

2、FXO（Foreign eXchange Office）接口，即二线环路中继接口。FXO接口使用RJ-11电话线，连接

到PSTN中心局或小型用户交换机（PBX），FXO接口同样也通过Tip和Ring线的电平变化进行信令交互。

FXO接口是一种模拟中继接口，在VOIP语音网关的FXO口也可以向用户发送各种由DSP产生的信号音。

下面以FXO接口连接PBX为例来说明FXO口产生信号音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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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VOIP语音网关A收到网关B发来的呼叫结束信令后，会对FXO口进行挂机操作，PBX检测到FXO的挂机后会

向Tel1播放忙音信号。Tel1听到忙音后挂机结束呼叫。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FXO接口可以产生二次拨号音来提示用户输入被叫号码，会根据VOIP信令交互

的结果来本地产生回铃音或者透传远端的回铃音，FXO接口一般不产生忙音，其它信号音可根据业务的实

现策略选择在本地产生或者只进行信号音的透传。

3、E&M（Ear & Mouth，或recEive & transMit）接口，分为模拟E&M接口和数字E&M接口。模拟E&M

支持模拟E&M信令，E&M信令通过在M线上发出信号，在E线上接收信号的方式进行信令交互。数字E&M接口

可以在支持语音的E1或T1接口上实现，信令交互的方式与模拟E&M信令相似。

下面以模拟E&M接口连接PBX为例来说明模拟E&M接口产生信号音的过程。

图3 模拟E&M接口

在图3中，用户的PBX连接到VOIP语音网关A的模拟E&M接口。PBX连接的电话Tel1拨打远端VOIP语音网

关B连接的电话Tel2，信号音的播放过程为：Tel1摘机后听到PBX提供的拨号音，Tel1拨打Tel2的号码，

PBX收到第一个号码后停止向Tel1放拨号音，待PBX收集足够的号码后通过模拟E&M信令与VOIP语音网关A

进行信令交互将被叫号码发给语音网关。由于E&M信令交互的时间较长，PBX可以在语音网关A进行最终响

应前向Tel1提供回铃音。

网关A接收完被叫号码后，根据配置的号码路由策略向VOIP语音网关B发起VOIP呼叫，VOIP语音网



网络之路|语音专辑 42 

网络之路

关B根据收到的被叫号码找到FXS接口连接的电话

Tel2，如果此时Tel2空闲，则向Tel2送振铃信号，

此时VOIP语音网关A、B会根据VOIP信令协商的结

果来确定是由网关A本地的DSP向Tel1播放回铃音，

还是由VOIP语音网关B的DSP来向Tel1远程播放回铃

音。Tel2摘机后，VOIP语音网关停止播放回铃音，

Tel1与Tel2开始进行通话。如果Tel2挂机结束呼

叫，则VOIP语音网关A收到网关B发来的呼叫结束信

令后，会通过模拟E&M信令通知PBX释放呼叫（VOIP

语音网关A也可以选择先放一段时间忙音，再使用

信令方式通知PBX释放呼叫），PBX向Tel1播放忙音

信号。Tel1听到忙音后挂机结束呼叫。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模拟E&M接口一般不产

生拨号音，会根据VOIP信令交互的结果来本地产生

回铃音或者透传远端的回铃音，模拟E&M接口一般

不产生忙音（特殊情况下也可产生），其它信号音

可根据业务的实现策略选择在本地产生或者只进行

信号音的透传。

4、E1/T1接口。E1是一种数字接口，端口带

宽为2.048Mbit/s，分为32个时隙（TS0～TS31），

每时隙的带宽为64kbit/s。为E1接口配备相应的

DSP处理器就可以让E1支持语音应用，本文中提及

的E1接口均是指具备语音处理功能的E1接口。由于

E1支持30个B通道用于传输用户数据，因而在语音

应用中一个E1接口可以支持30路呼叫。E1接口支

持多种语音的信令方式，包括R2、DSS1、数字E&M

等。T1与E1一样都是数字接口，也能支持语音应

用，所不同的是T1的端口带宽是1.544 Mbit/s，分

为24个时隙（TS0～TS23），能够支持23路呼叫。 

下面以E1接口使用DSS1信令连接PBX为例来说

明E1口产生信号音的过程。

图4 E1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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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4中，用户的PBX连接到VOIP语音网关A的E1接口，双方使用DSS1信令互通。PBX连接的电话Tel1

拨打远端VOIP语音网关B连接的电话Tel2，信号音的播放过程为：Tel1摘机后听到PBX提供的拨号音，

Tel1拨打Tel2的号码（可能需要先拨打E1对应的中继号码），PBX收到第一个号码后停止向Tel1放拨号

音，待PBX收集足够的号码后通过PRI信令与VOIP语音网关A进行信令交互将被叫号码发给语音网关。网关

A接收完被叫号码后，根据配置的号码路由策略向VOIP语音网关B发起VOIP呼叫。VOIP语音网关B根据收到

的被叫号码找到FXS接口连接的电话Tel2，如果此时Tel2空闲，则向Tel2送振铃信号，此时VOIP语音网关

A、B会根据VOIP信令协商的结果来确定是由网关A本地的DSP向Tel1播放回铃音，还是由VOIP语音网关B的

DSP来向Tel1远程播放回铃音。语音网关A会通过DSS1信令来指示PBX接受由语音网关产生的回铃音还是由

PBX自己产生回铃音。Tel2摘机后，VOIP语音网关停止播放回铃音，Tel1与Tel2开始进行通话。如果Tel2

挂机结束呼叫，则VOIP语音网关A收到网关B发来的呼叫结束信令后，会通过DSS1信令通知PBX释放呼叫，

PBX向Tel1播放忙音信号。Tel1听到忙音后挂机结束呼叫。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 E1接口一般不产生拨号音（特殊情况下也可以产生拨号音）；E1接口会根据

VOIP信令交互的结果来本地产生回铃音或者透传远端的回铃音，也可以指示PBX自己产生回铃音；E1接口

一般不产生忙音，其它信号音可根据业务的实现策略选择在本地产生或者只进行信号音的透传。

三、VOIP信令对信号音的控制

VOIP信令主要用于VOIP呼叫的控制，包括呼叫的建立、维护、释放等。由于信号音的产生伴随着整

个呼叫控制过程，因而VOIP信令的交互必然对信号音的播放产生影响。在第二章中通过说明各种语音接

口产生信号音的流程，大家已经知道拨号音、忙音一般都是由语音网关本地产生的，一般不需要由VOIP

的远端设备来提供，因此本章重点讨论VOIP信令对回铃音的控制。下面以VOIP语音网关最常用的两种信

令方式SIP与H.323为例来介绍。

 SIP协议是IETF制订的用于在因特网上进行多媒体会话控制的协议，VOIP语音网关用SIP协议来建立

语音的会话连接。图5是一个典型的SIP呼叫控制流程：



网络之路|语音专辑 44 

网络之路

可以将呼叫的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呼叫建立阶段、通话阶段和呼叫释放阶段。在呼叫建立阶

段，VOIP语音网关A向VOIP语音网关B发送INVITE请求消息来建立呼叫，INVITE请求消息中携带了使用SDP

（会话描述协议）消息体描述的VOIP语音网关A支持的语音编解码能力集。VOIP语音网关B收到INVITE请

求消息后使用100 trying、180 ringing两个响应消息进行响应，180响应消息中未携带SDP消息体，因而

网关A需要在本地通过DSP向主叫用户产生回铃音。当被叫用户摘机后，网关B发送200 OK响应消息指示被

叫摘机，200 OK消息中携带了使用SDP（会话描述协议）消息体描述的VOIP语音网关B所选择的本次通话

的语音编解码，网关A收到该响应后使用ACK请求消息进行确认。此时网关A停止向主叫发送回铃音，网关

A与网关B之间建立了双向的语音媒体流通道，呼叫进入通话阶段，主叫用户与被叫用户开始通话。当被

叫用户挂机时，呼叫进入释放阶段，网关B向网关A发送BYE请求消息，网关A收到后使用200 OK消息进行

响应，网关A会通过播放忙音或者PSTN的呼叫释放信令通知主叫用户呼叫结束。如果在呼叫建立阶段，网

图5 SIP呼叫控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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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B向网关A发送的响应消息是携带SDP消息体的183响应消息，两个网关之间就会建立传输回铃音的媒体

流通道，网关B会向网关A发送远端回铃音。

    由上面的信号音播放流程可以看出SIP信令主要影响了回铃音的播放选择，即SIP可以控制回铃

音是在本地语音网关产生，还是透传远端语音网关产生的回铃音。选择何种方式可以通过在呼叫建立阶

段是否有建立传输回铃音的媒体流通道来判断。在实际应用中，可以通过配置要求被叫语音网关发送180

或携带SDP的183响应来决定是否由被叫语音网关产生回铃音。例如，如果支持PSTN的彩铃业务，就要配

置被叫网关使用携带SDP的183响应消息来建立传送回铃音的媒体流通道，向主叫用户透传彩铃音。

  H.323协议是ITU-T（国际电联）制订的基于分组网的多媒体通信控制协议。H.323常用于多媒体会

议的呼叫控制、会议控制。VOIP语音网关利用H.323协议来建立语音连接。H.323协议中的H255.0呼叫信

令协议用于进行呼叫控制，H.245协议用于媒体通道的管理及会议控制。图6是一个典型的H.323呼叫控制

流程：

图6 H.323呼叫控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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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23的呼叫过程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呼叫建立、通话和呼叫释放。

在呼叫建立阶段，主叫侧语音网关A收集完被叫号码后向VOIP语音网关B发送

SETUP消息请求建立呼叫建立，网关B使用Call Proceeding、ALERTING消息

来指示被叫的处理状态，网关A收到ALERTING消息后可以在本地产生回铃音

给PSTN设备或者使用PSTN信令方式通知PSTN设备自己产生回铃音。当被叫摘

机后，网关B发送CONNECT消息给网关A，网关A会停止产生本地回铃音或者通

知PSTN设备停止产生回铃音。由于CONNECT消息中携带了用于建立H.245通道

的地址，因此网关A会建立与网关B的H.245通道连接，并在H.245通道上进行

H.245的主从决定流程、能力集交互流程、打开逻辑通道流程，通过这几个

H.245流程在网关A与网关B之间建立双向媒体流通道，使主叫与被叫之间可以

进行通话。此时呼叫进入通话阶段，主叫用户与被叫用户开始通话。当被叫

用户挂机时，呼叫进入释放阶段，网关B向网关A发送ReleaseComplete消息，

网关A会通过播放忙音或者PSTN的呼叫释放信令通知主叫用户呼叫结束。如果

在呼叫建立阶段，网关B向网关A发送的ALERTING消息中携带H.245地址，网关

A与网关B之间就会提前建立H.245通道，通过H.245控制流程建立传输回铃音

的媒体流通道。网关B会给网关A发送远端回铃音。

通过这个基本的信号音播放流程可以看出，H.323与SIP一样通过信令交

互的结果影响了回铃音的播放选择。同样的，通过H.323信令交互来选择由本

地网关还是由远端网关产生回铃音也是通过在呼叫建立阶段是否有建立传输

回铃音的媒体流通道来判断。

四、信号音问题举例

     

通过前面的介绍，大家已经知道在VOIP网络中产生何种信号音以及该信

号音由谁产生需要根据语音接口的特点及呼叫信令交互的结果来决定。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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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应用中一旦发生信号音播放错误，就会给用户的使用带来不便。下面就介绍两个在VOIP语音网关实际

部署中遇到的问题。

问题一：模拟E&M接口在呼叫建立阶段放忙音的问题

图7是实际组网的一个简化图，用户使用PBX的模拟E&M接口连接VOIP语音网关A的模拟E&M接口。

图7 模拟E&M接口

问题现象：当Tel2处于摘机通话状态时（被叫忙），如果Tel1拨打Tel2，Tel1拨完被叫号码后听不

到任何信令音。

先简单介绍模拟E&M信令在被叫忙时的处理办法。由于模拟E&M信令只有占用和空闲两种状态，因而

在被叫忙时无法直接通过E&M信令将被叫的状态通知主叫。主叫侧VOIP语音网关一般使用两种方式来解决

这个问题：信令方式与信号音方式。信令方式是指当主叫VOIP语音网关收到指示被叫忙的VOIP信令时，

先向PBX发送模拟E&M的占用信令通知PBX被叫已经摘机，然后再迅速发送空闲信令通知PBX被叫挂机，PBX

收到空闲信令后认为呼叫正常结束然后向主叫播放忙音提示主叫挂机结束呼叫；信号音方式是指当主叫

VOIP语音网关收到指示被叫忙的VOIP信令后，会直接向PBX播放忙音，PBX将忙音透传给主叫用户，通过

忙音信号来指示主叫用户挂机结束呼叫。

出现问题的VOIP语音网关A使用了信令方式来通知PBX被叫处于忙的状态，但由于该PBX在正常结束呼

叫的情况下不会播放忙音提示用户（有的国家使用的信号音模式在正常结束呼叫时并不提供忙音信号，

例如美国模式的信号音）， 因而即使PBX检测到了网关A摘机后再释放呼叫的信令，也不会给主叫播放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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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导致主叫用户无法判断本次呼叫是否成功。解决该问题的办法就是使用信号音方式，即当网关A收到

被叫忙的VOIP信令后，立即给PBX播放忙音来告知主叫用户被叫的状态，主叫听到忙音后就可以挂机结束

呼叫。

此类问题的解决要求VOIP语音网关具备根据互联PBX设备播放信号音的方式来灵活调整自身播放信号

音方式的能力。

问题二：无法播放彩铃的问题

图8是实际组网的一个简化图，用户使用VOIP语音网关的E1接口连接PSTN的交换机，用户的模拟话机

连接到另一个VOIP语音网关的FXS接口。

图8 E1接口

问题现象：Tel1的用户在PSTN运营商开通了彩铃业务，当Tel1作为被叫时，主叫应该听到彩铃声。

但当Tel2拨打Tel1时用户，Tel2听到的不是彩铃声，而是普通的回铃音。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了解语音网关的FXS接口播放回铃音的方式。对于从FXS接口发起的呼叫，回

铃音应该根据VOIP信令交互的情况来选择是由主叫侧语音网关在本地产生，还是由被叫侧语音网关远端

提供。前面已经介绍了通过VOIP信令交互选择由哪一侧的VOIP语音网关来播放回铃音时，一般是依据呼

叫建立阶段是否有建立传输回铃音的媒体流通道来判断，而被叫侧语音网关可以根据与PSTN设备的信令

交互来选择透传PSTN设备产生的回铃音还是由自己产生回铃音。因而分析本问题需要从VOIP信令交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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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被叫侧语音网关与PSTN设备的信令交互情

况着手。

分析出现问题时的VOIP信令交互，发现

在呼叫建立阶段网关A与网关B之间已经建立

了传输回铃音的媒体流通道，那么回铃音应

该是由被叫侧语音网关A产生的。分析抓取的

RTP报文（携带语音编码数据），发现网关A的

确给网关B播放了回铃音，但此回铃音不是彩

铃音，而是普通的回铃音。继续分析语音网关

A与PSTN交换机的信令交互，发现PSTN交换机

已经指示VOIP语音网关播放由PSTN产生的回

铃音（彩铃），但是为何网关A不根据要求透

传PSTN的彩铃音呢？经过分析网关A的配置，

发现网关A对E1接口配置了强制本地产生回铃

音，这导致不管PSTN是否传来了彩铃，网关A

都只会将本地DSP产生的普通回铃音送给主叫

侧网关B，这样网关B下的话机就只能听到普通

回铃音。解决该问题的办法就是修改网关A的

E1接口配置，使E1接口能够透传PSTN产生的回

铃音。

由此可见语音接口产生何种信号音与用

户要求实现的业务是密切相关的，VOIP语音网

关需要具备根据业务要求调整信号音播放方式

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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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US是Remote Authentication Dial-In User Service 的简称，即远程验证拨入用户服务。当用户想要通过某个

网络(如电话网)与NAS（网络接入服务器）建立连接从而获得访问其他网络的权利时，NAS可以选择在NAS上进

行本地认证计费，或把用户信息传递给RADIUS服务器，由RADIUS服务器进行认证计费。RADIUS 协议规定了NAS 

与RADIUS 服务器之间如何传递用户信息和计费信息；RADIUS 服务器负责接收用户的连接请求，完成验证，

并把传递服务给用户所需的配置信息返回给NAS。

本文即针对语音RADIUS 协议的实现和应用做详细介绍。

语音RADIUS协议
应用

文/张智慧

AAA 和 RADIUS 介绍

AAA 是验证、授权和计费（Authentication, Authorization, and Accounting）的简称。它是运

行于NAS 上的客户端程序。它提供了一个用来对验证、授权和计费这三种安全功能进行配置的一致的框

架。AAA 的配置实际上是对网络安全的一种管理。这里的网络安全主要指访问控制。包括哪些用户可以

访问网络服务器？具有访问权的用户可以得到哪些服务？如何对正在使用网络资源的用户进行计费？下

面简单介绍一下验证、授权、计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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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Authentication)：验

证用户是否可以获得访问权。可

以选择使用 RADIUS 协议。

授权(Authorization)：授权

用户可以使用哪些服务。

计费(Accounting)：记录用

户使用网络资源的情况。

AAA 的实现可采用RADIUS 

协 议 。 R A D I U S  是 R e m o t e 

Authentication Dial-In User 

Service 的简称，用来管理使用

串口或调制解调器等接入的大量

分散用户。网络接入服务器简称 

NAS(Network Access Server)。

当用户想要通过某个网络（如电

话网）与 NAS  建立连接从而获

得访问其他网络的权利（或取

得使用某些网络资源的权利）

时, NAS 起到了过问用户（或这

个连接）的作用。NAS 负责把用

户的验证、授权、计费信息传递

RADIUS 服务器。RADIUS协议规定

了NAS 与RADIUS 服务器之间如何

传递用户信息和计费信息，即两

者之间的通信规则。RADIUS 服务

器负责接收用户的连接请求，完

成验证，并把传递服务给用户所

需的配置信息返回给NAS。用户获

得授权后，在其正常上线、在线

和下线过程中，RADIUS 服务器还

完成对用户帐号计费的功能。

AAA 在协议栈中的位置：

RADIUS 承载于UDP 而非TCP 

，原因在于NAS 和RADIUS 服务器

之间传递的是一般几十上百个字

节长度的数据，并且RADIUS 要求

特别的定时器管理机制。用户可

以容忍几十秒的验证等待时间。

当处理大量用户时服务器端采用

多线程，UDP 简化了服务器端的

实现过程。TCP 是必须成功建立

连接后才能进行数据传输的，这

种方式在有大量用户使用的情况

下实时性不好，RADIUS 要有重传

机制和备用服务器机制，它所采

用的定时管理机制，TCP 不能很

好的满足。

Radius 协议基

本概念

R A D I U S  (  R e m o t e 

Authentication Dial-In User 

Service 远程认证拨号用户服务 

)是一种在网络接入设备和认证服

务器之间承载认证、授权、计费

和配置信息的协议。RADIUS 协议

是在认证授权计费方面应用最为

广泛的协议之一。RADIUS 协议承

载于UDP 之上，官方指定端口号

为认证授权端口1812，计费端口

1813。RADIUS 协议在 RFC2865和

RFC2866中定义。

RADIUS 的数据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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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ode：Code 域长度为1个字节，用于标

明RADIUS 报文的类型，如果Code 域中的内容是

无效值，报文将被丢弃。RADIUS Code 域的有效

值如下：

1  Access-Request  

2  Access-Accept  

3  Access-Reject 

4  Accounting-Request 

5  Accounting-Response 

11 Access-Challenge 

12 Status-Server     (experimental) 

13 Status-Client (experimental) 

65 业务修改请求消息

66 业务修改请求回应消息

67 业务修改请求回应拒绝消息

255 Reserved 

其中12、13、255为保留的Code值，

一般不会遇到，1、2、3、4、5、11比较常见。

标识符Identifier：包标识，长度为1个字

节，取值范围为0～255，用于辅助匹配请求和回

应报文，同一组请求包和响应包的 Identifier 

应相同。

长度Length：占2个字节，用于指明该整个包

中所有域的长度，多出长度域的字节被视为填充

的字节，在接收时被忽略，如果报文长度小于长

度域中的值，整个报文将被丢弃，长度域的范围在

20和4096之间。

认证字Authenticator：占16个字节，用于认证

Radius Client 和Server 之间消息的有效性。该验

证字分为两种：

1、请求验证字Request Authenticator：

用在请求报文中(Access-Request，Accounting-

Request），必须为全局唯一的随机值。

2、响应验证字Response Authenticator：用

在响应报文中（Access-Accept，Access-Reject，

Access-Challenge，Accounting-Response），用于

鉴别响应报文的合法性。

属性Attributes：RADIUS 报文的核心，分3

段：

属性类型Type：标识是哪个属性，如1为用户

名；

属性长度Length：属性的总长度，Type、

Length和Value长度和；

属性值 V a l u e ：该属性的值，如用户名

“abc”；

常用的属性值：

1 User-Name       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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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ser-Password   PAP密码

3 CHAP-Password   CHAP密码    

（2和3互斥）

15 Login-Service   登录的服

务类型（由服务器返回给用户）

在设备管理业务中，CAMS告知设

备该用户可以用来登录的服务类型:

 0：Telnet；

 1：Rlogin；

 2：TCP Clear；

50：SSH；

51：FTP；

27：Session-Timeout 剩余连接

时间（由服务器返回给用户）

在认证和计费更新包的回应报文

中通知NAS该用户剩余的连接时长，

若达到该时长NAS将切断用户或发起

重认证。

语音RADIUS的实现

语音RADIUS 是在语音网关上实现语音用户认证、授权

和计费服务的RADIUS客户端模块，它是整个语音功能模块的

一部分。当语音网关发起语音呼叫时，语音网关将会根据配

置参数与用户交互，并把交互得来的用户信息和统计信息封

装在RADIUS 认证、授权、计费报文里，然后发送给RADIUS 

Server，再根据其响应消息决定是否进行本次呼叫的接续；当

呼叫结束时，语音网关将把本次呼叫的通话时长、报文数、字

节数等统计信息上报给RADIUS Server，以完成通话计费等工

作。

［RADIUS三种呼叫流程介绍］

目前语音RADIUS认证、授权和计费功能涉及三种呼叫流

程：一次拨号主叫号码流程，二次拨号主叫号码流程和卡号流

程。H3C语音网关不支持对被叫号码进行计费。RADIUS 协议的

实现和具体实现语音呼叫的协议无关。以下的各种流程的举例

都是在SIP 呼叫协议的基础上实现的。

一次拨号主叫号码流程：根据主叫号码进行认证、授权和

计费的流程。典型呼叫流程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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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STN侧计费开始请求

3：认证请求

2：PSTN侧计费开始请求应答

4：认证请求应答

5：授权请求

6：授权应答

7: INVIATE消息

8: IP侧计费开始请求

9: IP侧计费开始请求应答

RADIUS Server

RADIUS Client

摘机拨打接入号

听提示音输入卡号和密码

听提示音拨打被叫号码

11: 200 OK消息

……

10: 18X消息

1:PSTN侧计费开始请求

3：认证请求

2：PSTN侧计费开始请求应答

4：认证请求应答

5：授权请求

6：授权应答

7: INVIATE消息

8: IP侧计费开始请求

9: IP侧计费开始请求应答

RADIUS Server

RADIUS Client

摘机拨打接入号

听提示音输入卡号和密码

听提示音拨打被叫号码

11: 200 OK消息

……

10: 18X消息

图1 一次拨号主叫号码典型呼叫流程

二次拨号主叫号码流程：和主叫号码流程类似，都是使用主叫号码进行认证、授权和计费，不同的

是，用户首先要拨打一个特殊的接入服务号码，听到提示音后（普通二次拨号提示音或带语音提示的提

示音）再拨打被叫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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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STN侧计费开始请求

2：认证请求

3：PSTN侧计费开始请求应答

4：认证请求应答

5：授权请求

6：授权应答

7: INVIATE消息

8: IP侧计费开始请求

9: IP侧计费开始请求应答

10: 18X消息

12: 200 OK消息

RADIUS Server

RADIUS Client

摘机拨打接入号

听提示音后拨打被叫号码

……

1:PSTN侧计费开始请求

2：认证请求

3：PSTN侧计费开始请求应答

4：认证请求应答

5：授权请求

6：授权应答

7: INVIATE消息

8: IP侧计费开始请求

9: IP侧计费开始请求应答

10: 18X消息

12: 200 OK消息

RADIUS Server

RADIUS Client

摘机拨打接入号

听提示音后拨打被叫号码

……
图2 二次拨号主叫号码典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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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号流程：使用卡号和密码认证方式，用户先拨打特殊的接入服务号，按照语音提示逐步输入卡号

和密码后，再拨打被叫号码。

卡号流程如下：

1:PSTN侧计费开始请求

3：认证请求

2：PSTN侧计费开始请求应答

4：认证请求应答

5：授权请求

6：授权应答

7: INVIATE消息

8: IP侧计费开始请求

9: IP侧计费开始请求应答

RADIUS Server

RADIUS Client

摘机拨打接入号

听提示音输入卡号和密码

听提示音拨打被叫号码

11: 200 OK消息

……

10: 18X消息

1:PSTN侧计费开始请求

3：认证请求

2：PSTN侧计费开始请求应答

4：认证请求应答

5：授权请求

6：授权应答

7: INVIATE消息

8: IP侧计费开始请求

9: IP侧计费开始请求应答

RADIUS Server

RADIUS Client

摘机拨打接入号

听提示音输入卡号和密码

听提示音拨打被叫号码

11: 200 OK消息

……

10: 18X消息

图3 卡号认证典型流程

［RADIUS三种计费方式介绍］

start-ack：语音网关在呼叫建立开始时向RADIUS Server 发送计费请求消息，但必须在收到RADIUS 

Server对计费开始请求的应答后才进行呼叫连接；

start-no-ack：表示语音网关在呼叫建立开始时向RADIUS Server 发送计费请求消息，但不等待

RADIUS Server 对计费开始请求的应答，就直接进行呼叫连接，如果呼叫连接后，语音网关收到RAD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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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 对该计费开始请求失败的应答，则立即释放呼叫。 如果设置为这种方式，当服务器不可达，等

待服务器回应的时间设置较长时，则会出现被叫已经振铃甚至已经通话几秒后，呼叫又释放的现象。

stop-only：语音网关只在呼叫结束时向RADIUS Server 发送计费请求消息，收到RADIUS Server 对

该请求的应答后释放语音呼叫。如下图表示，呼叫建立的时候不会发送任何认证和计费信息，在呼叫释

放的时候才向RADIUS Server 发送计费结束报文。

1：认证请求

2：认证请求应答

3：授权请求

4：授权应答

5: INVIATE消息

6: 18X消息

7: 200 OK消息

RADIUS Server

RADIUS Client

摘机拨打接入号

……

9: IP侧计费结束请求

10: PSTN侧计费结束请求

12:IP侧计费结束请求回应

13: PSTN侧计费结束请求回应

11: 200 OK消息

8: BYE消息

……

1：认证请求

2：认证请求应答

3：授权请求

4：授权应答

5: INVIATE消息

6: 18X消息

7: 200 OK消息

RADIUS Server

RADIUS Client

摘机拨打接入号

……

9: IP侧计费结束请求

10: PSTN侧计费结束请求

12:IP侧计费结束请求回应

13: PSTN侧计费结束请求回应

11: 200 OK消息

8: BYE消息

……
图4 stop-only 典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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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RADIUS 交互的各种定时器和参数介绍］

服务器响应超时定时器

如果在RADIUS 请求报文（认证/授权请求或计费请求）传送出去一段时间后，设备还没有得到

RADIUS 服务器的响应，则有必要重传RADIUS 请求报文，以保证用户确实能够得到RADIUS 服务，这段时

间被称为RADIUS 服务器响应超时时长。

RAIUDS 报文超时重传次数

由于RADIUS 协议采用UDP 报文来承载数据，因此其通信过程是不可靠的。如RADIUS 服务器在应答

超时定时器规定的时长内没有响应设备，则设备有必要向RADIUS 服务器重传RADIUS 请求报文。如果累

计的传送次数超过最大传送次数而RADIUS 服务器仍旧没有响应，则设备将认为本次认证失败。该次数为

设备向主、备服务器发送的所有重传报文之和。假设配置的重传次数为N，在主备RADIUS 服务器都存在

的情况下，如果累计重传次数达到N/2（N为偶数）或(N＋1)/2（N为奇数）时，当前服务器仍没有响应设

备，则设备会转而向另一个服务器发送请求报文。需要注意的是RADIUS 报文超时重传次数的最大值与

RADIUS 服务器应答超时时间的乘积不能超过75秒。

主服务器恢复激活状态的时间

当主服务器不可达时，状态变为block，设备会与已配置了IP地址的从服务器交互。若从服务器可

达，设备与从服务器通信，并开启超时定时器，在设定的一定时间间隔之后，将主服务器的状态恢复为

active，并尝试与主服务器交互，同时保持从服务器的状态不变。若主服务器功能恢复正常，设备会立

即恢复与其通信，而中断与从服务器通信。

计费结束请求报文无响应最大次数

设备发送计费结束请求，超时后没有的到回应时，设备将该报文存入设备缓存，进行重传操作。

假设RADIUS 服务器的应答超时时长为3秒，超时重传次数为5，设备计费结束请求无响应的最大次数

为20次，则效果为：设备发起计费结束请求报文，如果3秒钟内得不到回应就重新发起一次请求，如果重

传5次都没有得到回应就认为该次停止计费请求失败，设备会将其缓存在本机上，然后再发起一次请求，

重复上述过程，20次尝试均失败以后，设备将其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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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CAMS配合应用

H3C语音网关可与CAMS 特定版本实现完全互通。CAMS 应用了华为的很多扩展属性，属性值是26。下

面抓取的就是和CAMS 互通的一些典型报文。

［认证请求报文：］

图6 认证请求报文

［认证通过报文：］

图7 认证请求通过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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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开始请求报文：］

图8 计费开始请求报文

［计费开始请求回应报文：］

图9 计费开始请求回应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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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结束请求报文：］

图11 计费结束请求回应报文

［计费结束请求回应报文：］

图10 计费结束请求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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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标准RADIUS 属性列表

标准RADIUS 属性如表1中简要描述。

表1 常用标准RADIUS 属性说明

属性名Attributes 属性类型
Type

属性长度
Length

字符类型 简要说明

User-Name 1 >=3 String 用户名

User-Password 2 18~130 String 用户密码

CHAP-Password 3 19 String CHAP认证密码

NAS-IP-Address 4 6 Address NAS的IP地址

NAS-Port 5 6 Integer NAS的端口号

Service-Type 6 6 Integer 服务类型

Framed-Protocol 7 6 Integer 用户接入协议

Framed-IP-Address 8 6 Address 用户IP地址

Framed-IP-Netmask 9 6 Address 用户IP掩码

Framed-Routing 10 6 Integer 用户路由

Filter-Id 11 >=3 String 过滤列表名称

Framed-MTU 12 6 Integer 用户最大传输单元

Framed-Compression 13 6 Integer 压缩协议

Login-IP-Host 14 6 Address 登陆主机地址

Login-Service 15 6 Integer 登陆的服务类型

Login-TCP-Port 16 6 Integer 登陆使用的TCP端口

Reply-Message 18 >=3 String 回应消息

Callback-Number 19 >=3 String 回呼号码

Callback-Id 20 >=3 String 回呼ID

Framed-Route 22 >=3 String 用户路由信息

Framed-IPX-Network 23 6 Integer IPX网络号码

State 24 >=3 String 　

Class 25 >=3 String 　

Vendor-Specific 26 >=7 String 携带厂商扩展属性

Session-Timeout 27 6 Integer 服务的最大使用时长

Idle-Timeout 28 6 Integer 连接空闲时长

Termination-Action 29 6 Integer 服务结束时NAS采取
的动作

Called-Station-Id 30 >=3 String 被叫号码

Calling-Station-Id 31 >=3 String 主叫号码

NAS-Identifier 32 >=3 String 设备ID

Proxy-State 33 >=3 String 代理服务器状态

Login-LAT-Service 34 >=3 String 　

Login-LAT-Node 35 >=3 String 　

Login-LAT-Group 36 34 String 　

Framed-AppleTalk-
Link 37 6 Integer 　

Framed-AppleTalk-
Network 38 6 Integer 　

Framed-AppleTalk-
Zone 39 >=3 String 　

Acct-Status-Type 40 6 Integer 计费状态类型

Acct-Delay-Time 41 6 Integer 计费延时

Acct-Input-Octets 42 6 Integer 流入字节数

Acct-Output-Octets 43 6 Integer 流出字节数

Acct-Session-Id 44 >=3 String 计费ID

Acct-Authentic 45 6 Integer 计费认证方式

Acct-Session-Time 46 6 Integer 用户使用服务的时长

Acct-Input-Packets 47 6 Integer 流入的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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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t-Output-Packets 48 6 Integer 流出的包数

Acct-Terminate-Cause 49 6 Integer 回话结束原因

Acct-Multi-Session-Id 50 >=3 String 连接多个相关会话的
计费ID

Acct-Link-Count 51 6 Integer 链接数

CHAP-Challenge 60 >=7 String 发给CHAP认证用户的
Challenge

NAS-Port-Type 61 6 Integer 设备的端口类型

Port-Limit 62 6 Integer 设备可以提供给用户
使用的端口数

Login-LAT-Port 63 >=3 string 　

Tunnel-Type 64 6 Integer 隧道类型

Tunnel-Medium-Type 65 6 Integer 隧道介质类型

Tunnel-Client-
Endpoint 66 6 Integer 隧道客户端

Tunnel-Server-
Endpoint 67 6 Integer 隧道服务端

Acct-Tunnel-
Connection 68 6 Integer 　

Tunnel-Password 69 6 Integer 隧道密码

EAP-Message 79 >=3 String 　

Tunnel-Private-Group-
id 81 6 Integer 　

Tunnel-Assignment-id 82 6 Integer 　

Tunnel-Preference 83 6 Integer 　

Acct-Interim-Interval 85 6 Integer 　

Acct-Tunnel-Packets-
Lost 86 6 Integer 　

NAS-Port-Id 87 6 String 　

Framed-Pool 88 6 String 　

Tunnel-Client-Auth-id 90 6 Integer 　

Tunnel-Server-Auth-id 91 6 Integer 　

   

以上各个协议属性取值代表的意义，都可以在RFC2855和RFC2856中查找参阅，本文档不再进行详细

的说明。

附录2 华为扩展RADIUS 属性列表

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大多数厂商都会对RADIUS 属性进行扩展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华为公司为了统

一各产品的协议标准也对Radius 属性进行了扩展。根据标准协议规定，各厂商自己扩展的属性用标准属

性Vendor-Specific(26号属性)的Value 域来携带。格式如下面的描述属性。Vendor-Specific 以（Type 

Length Value）的形式出现在Radius 报文中，各厂商自己扩展的属性有两种方式填在上述的Value 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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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adius 报文中只有一个Vendor-Specific 属性，所有扩展属性都填在该属性的Value 域中。扩

展属性的格式如下：

其中Vendor-Id 为该厂商的唯一标志（华为公司为2011），（Vendor Type n ，Vendor Length n 

，Vendor Value n）表示扩展属性n但是Value 域的总长度不能超过 253 字节。

2、各厂商自己扩展的属性各厂商自己扩展的属性按照如下的格式填写在 Value 域中携带一个或多

个扩展属性，如下图所示：

Value 域的内容：

Vendor-Id： 4字节，指明厂商 Id 

Vendor Type：1字节，厂商自己扩展的属性号

Vendor Length ：1字节，该扩展属性的长度

Vendor Value 该扩展属性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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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列出了RADIUS 协议华为扩展属性，供参考。

属性名
Attributes

属性类型
Type

属性长度
Length

字符类型 简要说明

Input-Peak-Rate 1 6 Integer 用户接入到NAS的峰值速
率

Input-Average-Rate 2 6 Integer 用户接入到NAS的平均速
率

Input-Basic-Rate 3 6 Integer 用户接入到NAS的基本速
率

Output-Peak-Rate 4 6 Integer 从NAS到用户的峰值速率

Output-Average-Rate 5 6 Integer 从NAS到用户的平均速率

Output-Basic-Rate 6 6 Integer 从NAS到用户的基本速率

In_Kb_Before_T_
Switch

7 6 Integer 费率切换前接收的千字节
数

Out_Kb_Before_T_
Switch

8 6 Integer 费率切换前发送的千字节
数

In_Pkt_Before_T_
Switch

9 6 Integer 费率切换前接收的包的个
数

Out_Pkt_Before_T_
Switch

10 6 Integer 费率切换前发送的包的个
数

In_Kb_After_T_
Switch

11 6 Integer 费率切换后接收的千字节
数

Out_Kb_After_T_
Switch

12 6 Integer 费率切换后发送的千字节
数

In_Pkt_After_T_
Switch

13 6 Integer 费率切换后接收的包的总
个数

Out_Pkt_After_T_
Switch

14 6 Integer 费率切换后发送的包的总
个数

Remanent_Volume 15 6 Integer 该连接的剩余可用总流量

Tariff_Switch_Interval 16 6 Integer 最近的费率切换时刻与当
前时刻的时间间隔

ISP-ID 17 >=3 String 　

Max-Users-Per-Logic-
Port

19 6 Integer 一个逻辑端口的最大用户
数

Command 20 6 Integer 　

Priority 22 6 Integer 服务的优先级

Control_Identifier 24 6 Integer 区分是否重复报文

Result_Code 25 6 Integer 表示Trigger-Request或
SetPolicy的结果

Connect_ID 26 6 Integer 用户连接索引

PortalURL 27 >=3 String 强制用户进入门户网站的
门户网站

URL 　 　 　 　

Ftp-Directory 28 3~64 String FTP用户工作目录

Exec-Privilege 29 6 Integer EXEC用户优先级

Group-IP-Address 30 6 Integer 　

Group-IP-Mask 31 6 Integer 　

Acct-Destnation-IP-
Addr

39 >=3 String 免费目的IP地址类别

Acct-Destnation-
Volume

40 >=3 String 收费目的IP地址类别

NAS-Startup-
Timestamp

59 6 Integer NAS系统启动时刻

表2 RADIUS 协议华为扩展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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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st-Addr 60 25~33 String NAS在认证和计费请求报
文中携带用户IP地址和
MAC地址

Multicast_Source_
Group

97 >=36 String 用户作为组播源加入的组
播组地址和组播CAR属性

Multicast_Recieve_
Group

98 6 Integer 用户作为组播接收者加入
的组播组地址

User_Multicast_Type 　 　 　 　

IGMP-Flag 　 　 　 　

IGMP-Session-Time 99 6 Integer 单播/组播权限

HW_Service_Chg_
Cmd

105 6 Integer 增值业务使用

HW_Acct_Packet_
Type

106 6 Integer 标识计费包的性质

HW_Call_Reference 107 6 Integer 呼叫参考从摘机到挂机的
全过程中唯

HW_PSTN_Port 108 6 Integer PSTN端口

HW_Voip_Service_
Type

109 6 Integer VoIP服务类型

HW_Acct_
Connection_Time

11 6 Integer 中继链路占用时长

HW_Error_Reason 112 6 Integer 错误原因

HW_Remain_Monney 113 6 Integer 剩余钱以分为单位

HW_Org_GK_
Address

123 6 Address 源GK地址

HW_Org_GW_
Address

124 6 Address 源GW地址

HW_Dst_GK_Address 125 6 Address 目的GK地址

HW_Dst_GW_
Address

126 6 Address 目的GW地址

HW_Access_Num 127 >=3 String 接入码

HW_Remain_Time 128 6 Integer 剩余时间以秒为单位

HW_Codec_Type 131 6 Integer 语音编码方式

HW_Transfer_Num 132 >=3 String 指示网关实际需要接通的
被叫号码

HW_New_User_Name 133 >=3 String 转帐业务中表示目的卡号

HW_Transfer_Station_
Id

134 >=3 String ONLY系统使用呼转后的真
实被叫号码

Client-Primary-DNS 135 6 Address 第一DNS服务器地址

Client-Secondary-DNS 136 6 Address 第二DNS服务器地址

HW_ONLY_Account_
Type

137 6 Integer ONLY系统业务计费类型

Version 254 >=3 String 宽带产品的版本号

Product-ID 255 >=3 String 宽带产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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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压缩编码技术
的分类与应用 文/杜建国

所谓的VoIP是以IP分组交换网络为传输平台，对模拟的语音信号进行压缩、打包等一系列的特殊处

理，使之可以采用无连接的UDP协议进行传输。价格低廉是IP电话最大的优势，其根本原因是IP电话均

采用语音分组技术、语音压缩编码和统计复用，带宽利用率高，完成一次通信所需的成本大幅度降低。

VoIP的语音处理主要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在保证一定话音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降低编码比特率，

二是在IP网络环境下保证一定的通话质量。

 语音编码技术的分类

语音编码就是将模拟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从而降低传输码率并进行数字传输。根据语音编码的发

展过程，把语音编码技术归纳为以下3类：波形编码、参数编码、混合编码，其中前两种是基本类型。波

形编码是将时域的模拟话音的波形信号经过取样、量化、编码而形成的数字话音信号，参数编码是基于

人类语言的发音机理，找出表征语音的特征参量，对特征参量进行编码。



网络之路|语音专辑 68

网络之路

［波形编码］

波形编码是将时域信号直接变换为数字代码，力图使重建语音波形保持原语音信号的波形形状，波

形编码的基本原理是在时间轴上对模拟语音按一定的速率抽样，然后将幅度样本分层量化，再进行二进

制编码（如图1）。解码是其反过程，解码器作数／模变换后再由低通滤波器恢复出现原始的模拟语音波

形，典型的就是在PSTN中广泛应用的是PCM话音编码，也称为线性PCM, 其比特率为64Kbit/s，话音采样

率是8KHz (如图2) 。另外、通过非线性量化，前后样值的差分、自适应预测等方法可实现一定的压缩, 

这类编码的最低比特率为32Kbit/s，如ADPCM。波形编码的目标是让解码器恢复出的模拟信号在波形上尽

量与编码前原始波形相一致，也即失真要最小。

波形编码的方法简单，码率较高，在64kbit/s至32kbit/s之间音质优良，当数码率低于32kbit/s的

时候音质明显降低。波形编码具有适应能力强、语音质量好等优点，但所用的编码速率高，在对信号带

宽要求不太严格的通信中得到应用，而对资源紧张的应用环境来说，这种编码方式显然不合适。

图1 编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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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波形编码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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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种调制方式均属于波形编码的范畴：

1) 脉冲幅度调制

数字化模拟波形的第一步建立一套用于输入信号波形抽样的离散时间集。一般的数字化技术是基于

使用周期性，规律间隔抽样时间的。如果抽样发生足够频繁，原始波形就能够从抽样序列中完全恢复，

使用低通滤波器在抽样值之间插入波形值或进行平滑处理。

2) 脉冲编码调制

脉冲编码调制是对PAM的扩展，这里每一个模拟抽样值被量化为代表某个数字编码的离散值。因此，

PAM系统通过在信源端加上模 拟－数字信号转换器就能够

转化成为PCM系统。典型的 量化过程是其中量化间隔中

心的单个离散值表示。在这 种方式中，量化过程对信号

抽样值引入了一定程度的误 差或失真。这种误差，就是

所谓的量化噪声，可以通过 建立大量小量化间隔来最小

化。当然，随着量化数目的 增加，需要唯一识别量化间

隔的比特数也增加了。

3) 差分脉冲编码

差分脉冲编码是专门设 计充分利用在典型语音波形

中抽样与抽样之间冗余的。 因为抽样间差异的范围远小

于单个抽样的范围，因此只 需要更少的比特用于编码抽

样间差异。抽样速率通常是与可比较的PCM系统一样的。因此在编码器中的带限滤波器和解码器中的平滑

滤波器基本上与那些用在传统PCM系统中的滤波器是一样的。对DPCM编码器产生不同抽样的简单方法就是

将前一个输入抽样直接存储在抽样保持电路中并使用模拟减法器来测试抽样变化。信号的变化于是被量

化并被编码去传输。若采用DPCM结构，则更为复杂，当然，因为一个输入是由被编码的抽样间差异进行

积分的反馈环路来重建的。实质上，反馈的信号是对输入信号的估计，该输入信号是通过对被编码的抽

样间差异进行积分来获得的。因此用于在解码器中重建波形的反馈信号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获得的。

4) 增量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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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调制（DM）是又一种在语音波形中专门

利用抽样与抽样之间冗余的数字化技术。实际上。

DM能被认为是DPCM的一个特殊情况，差信号的每抽

样仅使用1比特。唯一的1比特仅指出差异抽样的极

性，因此指示出了信号从上个抽样开始时增加还是

减少。对输入波形的大致近似在反馈通路中进行构

建的，当差异为正的时侯通过上升一个量化阶，或

当差异为负的时候，下降一个量化阶来进行。用这

种方法，输入信号被按照上升或下降的序列以类似

楼梯的方式来编码。反馈信号会向一个方向上升直

到近似信号超过了输入信号，同时反馈会向反方向

进行直到输入信号超过了近似信号。因此，当跟踪

输入信号时，DM输出在输入波形附近来回跳动，运

行通过平滑滤波器来精确的重建输入信号。

［参数编码］

参数编码又称为声码器，力图使重建语音信

号具有尽可能高的可懂性，即保持原语音的语义。

是根据人的发声机理，在编码端对语音信号进行

分析，分解成有声音和无声音两部分，声码器每隔

一定时间分析一次语音，传送一次分析的结果（有

／无声和滤波参数）。在解码端根据接收的参数再

合成声音。声码器编码后的码率可以做得很低，通

常小于 4.8kbit/s，有时可以低至600 bit/s～2.4 

kbit/s。缺点首先是合成语音质量较差，往往清晰

度可以而自然度没有，难于辨认说话人是谁，其次

是复杂度比较高。

参数编码的典型例子就是语音信号的线性预测

编码（LPC），它已被公认为是目前参数编码中最

有效的方法。主要原理有：

1) 利用了语音信号的相关性

语音信源是相关信源，因此经过采样和量化

的信号之间还有很强的相关性，为了降低编码速

率，人们就希望尽可能多地去除语音信号之间的相

关性。语音信号中存在两种类型的相关性：其一是

在样点之间短时相关性。语音信号在某些短时段中

呈现出随机噪声的特性，在另一些短时段中，则呈

现出周期信号的特性，其他一些是二者的混合。简

而言之，语音信号的特征是随时间而变化的，只是

在一短段时间中，语音信号才保持相对稳定一致的

特征，也就是语音信号的短时平稳性。其二是相邻

基音周期之间存在的长时相关性。由于语音信号中

的短时相关性和长时相关性很强，通过减弱这些相

关性，使语音信号之间相关性降低，然后再进行编

码，这样就可以实现语音压缩编码，降低比特率。

2) 利用了人耳的听觉特性

利用人耳的掩蔽效应也可以进行语音压缩编

码，降低比特率。两个响度不等的声音作用于人

耳时，响度较高的频率成分的存在会影响到对响度

较低的频率成分的感觉，使其变得不易被察觉，这

就是我们所说的掩蔽效应。在语音频谱中，能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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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频段即共振峰处的噪声相对于能量较低频段的噪声而言不易被感知。因此在度量原始语音与合成语

音之间的误差时可计入这一因素。在语音能量高的频段，允许二者的误差大一些，从而进一步降低编码

比特率。为此引入一个频域感觉加权滤波器W（f）来计算二者的误差。感觉加权滤波器的频率响应中的

峰、谷值正好与语音谱中相反。所以感觉加权滤波器的作用就是使实际误差信号的谱不再平坦。而是有

着与语音信号谱具有相似的包络形状。这就使误差度量的优化过程与感觉上的共振峰对误差的掩蔽效应

相吻合，产生较好的主观听觉效果。

［混合编码］

计算机的发展为语音编码技术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大规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出现，则

为语音编码的实现提供了基础。80年代以来，语音编码技术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产生了新一代的编码算

法，这就是混合编码。它将波形编码和参量编码组合起来，克服了原有波形编码和参量编码的弱点，结

合各自的长处，力图保持波形编码的高质量和参量编码的低速率，在4-16Kbit/s速率上能够得到高质量

的合成语音。多脉冲激励线性预测编码（MPLPC），规划脉冲激励线性预测编码（KPELPC），码本激励线

性预测编码（CELP）等都是属于混合编码技术。

线性预测技术就是用过去样点的线性组合来预测当前样点。假如用S（n）代表原始语音信号，用线

性预测的方法求出预测器的系统预测系数αi，构成线性预测逆滤波 器，S（n）通过该滤波器后得到了

去除短时相关性的语音信号。再将其进行基音预测，建立基音逆滤波器。去除它的长时相关性后，就可

得到最后的残差信号。残差信号是完全随机的、不可预测的部分。根据速率的不同要求，可对残差信号

采用不同的量化方法，从而得到不同的编码速率，让量化后的残差信号作为激励信号依次通过基音滤波

器与线性预测滤波器后，便得到了合成语音信号，见图3。

图3　语音生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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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的过程就是不断改变模型参数，使模型更好地适应原始语音信号。为此又引入了合成分析的概

念。同时，利用人耳的掩蔽效应，引入了感觉加权滤波器。综合以上两方面，可以得到图4所示的线性预

测分析—合成编码的方框图。

图4　线性预测分析—合成编码方案

合成—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可以概括如下：假定—原始信号可以用一个模型来表示，这个模型又是由

一组参数来决定的，随着这组参数的变化，模型所产生的合成信号就会改变，原始信号与合成信号之间

的误差也随之而变化。为了使模型参数能更好地适应原始信号，可以规定一个误差准则：当误差越小，

模型合成信号就和原始信号越接近。这样总能找到一组参数，使误差最小，此时这组参数决定的模型就

可以使用。一般在编码端配备编码和本地解码两个部分。配备本地解码的目的是完成合成功能，以便计

算原始语音信号与合成语音信号之间的误差值。在图4中之所以采用反馈控制，是为了求出最佳模型参

数，使合成语音与原始语音在某种准则下最为接近。

基于合成—分析法的线性预测编码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不断地改变模型参数，使模型更好地适应原始

语音信号的过程。原始语音信号被分成帧，帧的长度和模型参数决定了编码速率。

常用的语音压缩编码算法

IP电话经常使用ITU定义的两个标准：G.723.1、G.729。它们采用的都是线性预测分析-合成编码和

码本激励矢量量化技术，即混合编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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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23协议］

G.723协议是一个双速率语音编码建议，其两种速率分别是5.3 kbit/s和

6.3 kbit/s。此协议是一个数字传输系统概况协议，适用于低速率多媒体服务

中语音或音频信号的压缩算法。它作为完整的H.324系列标准的一部分，主要

配合低速率图像编码H.263标准。在IP电话网关中，G.723协议被用来实现实时

语音编码解码处理。

G.723.1协议的编解码算法中两种速率的编解码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只是

激励信号的量化方法有差别。对高速率（6.3 kbit/s）编码器，其激励信号采

用多脉冲最大似然量化（MP-MLQ）法进行量化，对低速率（5.3 kbit/s）编码

器，其激励信号采用代数码激励线性预测（ACELP）法量化。

编码过程是首先选速率为64 kbit/s的PCM语音信号转化成均匀量化的PCM

信号，然后把输入语音信号的每240个样点组成一个帧，也就是30 ms的帧长。

每个帧通过高通滤波器后再分为4个子帧。对于每个子帧，计算出10阶线性预

测滤波器的系数。为了适于矢量量化，把预测系数转化为线性频谱对（LSP：

line spectrum pair）。量化前的系数构成短时感觉加权滤波器，原始语音信

号经过该滤波器得到感觉加权语音信号。对于每两个子帧，编码器用感觉加权

语音信号求得开环基音周期，基音周期范围从18个样点到142个样点。此后编

码器所进行的操作都是基于60个样点进行的。最后，激励信号被量化，然后把

这些参数和激励信号量化结果传送到解码器。由于帧长为30 ms，并存在另外

的7.5 ms的前向延迟，导致37.5 ms总的编码延迟。 

G.723.1协议是为了低速可视会议业务而设计的。由于可视会议业务每秒

钟只传输很少数量的帧，而且又有比较大的时延，这就是G.723.1 允许有30 ms

帧长的原因。这个帧长比较大，却正好适合可视会议这种情况。而且它的编码

速度比较低，可以把尽可能多的比特用在图像传输上。

[G.729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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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29协议是一个能在8 kbit/s速率上实现高质量语音编码的建议，也是H.323协议中有关音频编码

的标准。在IP电话网关中，G.729协议被用来实现实时语音编码处理。G.729协议采用的是CS-ACELP即共

轭结构算术码激励线性预测的算法。CS- ACELP以CELP编码模型为基础，它把语音分成帧，每帧10 ms，

也就是80个采样点。对于每一帧语音，编码器从中分析出CELP模型参数，其中包括线性预测系数，自适

应码本和随机码本的索引值和增益。然后把这些参数传送到解码端，解码器利用这些参数构成激励源和

合成滤波器，从而重现原始语音。

编码过程是首先将速率为64 kbit/s的PCM语音信号转化成均匀量化的PCM信号，通过高通滤波器后，

把输入语 音信号的每80个样点组成一个帧，也就是10 ms的帧长。对于每个帧用线性预测法求得LP滤波

器系数，为了适于矢量量化，把预测系数转化为LSP。利用合成-分析方法，使原始语音和合成语音之间

的误差最小，来获得最佳激励信号。激励信号的量化是通过两个码本来实现的，即自适应码本和随机码

本。自适应码本反映的是长时预测结果，也就是基音预测结果。随机码本反映的是经过长时预测和短时

预测后的残留信号。

[G.723\ G.729比较]

1) 编码速率

就目前而言，与ITU-T的其他编码标准相比，G.723.1的码速是最低的。它的码率为5.3/6.3 kbit/

s，在编码码率方面拥有优势。G.729语音编码速率为8 kbit/s，在编码速率方面仅次于G.723.1，因而它

们都较好地解决了通信过程中带宽不足的矛盾。

2) 编解码复杂度

编解码的复杂度与语音编码的质量有密切的关系，在同样的码率下，采用复杂的算法将获得更好的

语音质量。表1给出了G.729与G.723.1在硬件实现上所需的资源。G.729在时延方面较G.723.1有优势；在

复杂度方面，G.723.1相对G.729较优，但是G.729 annex A却有更大的优势。

项目 G.723.1 G.729 G.729annexA

比特率/（kbit/s） 5.3/6.4 8.0 8.0

帧长/ms 30 10 10

整个编码时延/ms 37.5 15 15

指令/（百万条/s） 16 20 10.5

RAM/byte 2200 3000 2000

表1复杂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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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抗误码性能

抗误码性能是衡量语音编码质量的因素之一。相关测试表明，当随机误差为0.1%，G.729编码系统的

性能与32kbit/s G726 ADPCM相当，当误码率为10%，人耳虽能感觉到语音质量的下降，但仍能听懂语音

含义；G.723.1抗误码性能与G.729基本相当。

4) 编解码时延

增加算法的复杂度可以提高语音的编码质量。但往往也带来编解码的时延，在实时语音通信中对通

话质量有很大影响。对于G.729系统而言由于码率为8kbit/s，每帧80个样点，因此帧大小为10 ms，再加

上头开销5ms，整个系统的编解码时延为15ms，大大低于G.723.1的37.5 ms的时延（帧大小为30ms，再加

上头开销7.5 ms）。因此在编解码时延方面G.729较G.723.1为优。

混合编码中把激励模型和语音的时域波形结合到一起，从而改善了合成语音的质量。以上两种语音

压缩编码算法的本质区别在于激励模型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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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的应用与扩展

SIP典型应用
文/张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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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IP概述
［SIP协议简介］

SIP（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会话初始协议）是一个用于建立、更改和终止多媒体会话的

应用层控制协议，其中的会话可以是IP电话、多媒体会话或多媒体会议。SIP是IETF多媒体数据和控制体

系结构的核心协议。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IP网中的信令控制，以及同软交换平台的通信，从而构成下

一代的增值业务平台，对电信，银行，金融等行业提供更好的增值业务。

3GPP定义了IP多媒体子系统（IPMultimedia Subsystem：IMS）的网络架构，并基于SIP来承载各种

多媒体业务（VoIP，流媒体，网络游戏等）。SIP打破了传统电信业务的传输模式，采用基于因特网的准

则，将蜂窝系统与因特网应用融合在一起提供基于IP的多媒体业务，具有开放性，可扩展性，安全性的

特点。3GPP已将SIP作为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多媒体域的控制协议。

SIP用于发起会话，它能控制多个参与者参加的多媒体会话的建立和终结，并能动态调整和修改会话

属性，如会话带宽要求、传输的媒体类型（语音、视频和数据等）、媒体的编解码格式、对组播和单播

的支持等。SIP协议基于文本编码，大量借鉴了成熟的HTTP协议，并且具有易扩展，易实现等特点，因此

非常适合用来实现基于因特网的多媒体通信系统。

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一个用户在多个位置之间移动，如一个公司职员，可能处在公司、家里或是其

他等位置。为了给用户提供方便的移动性，SIP使用统一资源定位符URI（UniformResourceIdentifier）

来表示用户。通常由一个域名加上用户名组成，例如SIP：John@ eastcom.com，类似于电子邮件地址。

SIP URI是用来唯一标示用户的逻辑标记符，用户注册时它将与用户的IP地址绑定并记录到定位服务器。

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是能提供多种类型IP数据业务的通信系统。SIP是3G的IP多媒体子系统中提供多媒体

业务的核心技术。

SIP协议采用Client/Server模型，主要通过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通信来完成用户呼叫的建立过

程。

［SIP协议的基本功能］

用户定位――存储和查询终端用户的位置，用于通讯； ◆

用户有效性验证――检查一个用户是否能够以及是否愿意参与会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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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能力验证――检查媒体和媒体参数； ◆

建立会话――在呼叫方和被呼叫方建立会话参数； ◆

会话管理――包括发送和终止对话、修改会话参数、激活服务等。 ◆

［SIP协议的特点］

1.简单性

设计思想：KISS――Keep It Simple Studio； ◆

六个主要请求，六类响应； ◆

基于文本编码，有很多现成的工具； ◆

易实现； ◆

重点关注会话的建立、改变和终止，并非包罗万象。 ◆

2.扩展性

会话无关特性：SIP-URI表需要访问的资源或用户，消息实体可携带任何内容； ◆

灵活扩展机制：增加头域、增加消息类型等； ◆

强大能力协商机制：Supported、Unsupported、Require、ProxyRequire、Allow、Accept... ◆

网络对业务的透明性：中间设备Proxy、Redirecter无需理解消息的内容，透明处理。 ◆

3.伸缩性

简单网络，智能边缘； ◆

分布式体系结构提高了系统的灵活性和可靠性； ◆

Proxy的三种运行模式：Stateless、Transaction Stateful和Call Stateful： ◆

Stateless Proxy： ◆

无状态的Proxy。当它处理请求时，不维护事务的状态机。它将从下行数据流中接收的所有的请求消 ◆

息及上行数据流中接收的所有响应消息无条件转发；

Transaction Stateful Proxy： ◆

具有事务状态的Proxy。当它处理请求时，维护一个客户端到服务端的事务状态机； ◆

Call Stateful Prox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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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Call状态的Proxy。它维护在一个Call内的从第一个INVITE到最后一个BYE之间的状态机，它 ◆

通常也是具有事务状态的。

［SIP基本概念与网络模型］

 1.SIP组件的基本概念

（1）用户代理（UA――User Agent）

UA（User Agent）是发起或接收呼叫的逻辑实体，包括UAC和UAS两类，其中发起请求的逻辑实体称

为UAC，接收呼叫的逻辑实体称为UAS。

UAC和UAS是针对于一个事务来说的，即在一个完整的通话过程中，每个UA既是UAS也一定会是UAC。

（2）注册登记服务器（Register Server）

就如名字所说的那样――接收注册请求的服务

器，接收REGISTER请求的服务器，把请求的信息放

到定位服务器（Location Server）中，方便定位

服务器查找位置信息。

通常与Proxy或者Redirect Server共存，可以

提供定位服务。

（3）代理服务器（Proxy Server）

一个中间实体，本身既为客户端也作为服务端，为其他客户端提供请求的转发服务； ◆

首先提供的是路由服务，即保证请求被发送到“靠近”目标用户的地方； ◆

对某些强制政策有用，如：确认一个用户是否允许建立一个呼叫等； ◆

若有需要，在转发前会重写请求信息，包括发送和终止会话、修改会话参数、激活服务等； ◆

具有三种形态：Call Stateful、Transaction Stateful、Stateless； ◆

可以采取分支、循环、递归查询等操作向多个地址尝试转发请求； ◆

主要功能：路由、呼叫控制、业务提供、计费认证授权等。 ◆

（4）定位服务器（Location Server）

提供定位服务，是用来给SIP转发或者代理服务器确定被叫方可能的位置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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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定向服务器（Redirect Server）

一个重定向服务器是一个产生3xx应答的UAS服务器，指示客户端连接别的URI。工作过程如下： ◆

将请求中的地址映射成零个或者多个新的地址，返回给客户端； ◆

客户端直接向这些新的地址发起请求； ◆

Redirect Server并不接受或者拒绝呼叫； ◆

主要完成路由功能； ◆

与注册过程配合，一起支持移动性。 ◆

2.SIP的网络模型

定位
服务器

注册
服务器

重定向
服务器

代理
服务器

用户代理
客户UA

定位
服务器

注册
服务器

重定向
服务器

代理
服务器

用户代理
客户UA

图1 SIP体系网络模型

图1描述了SIP的基本网络体系结构。用户接入网络后首先要向注册服务器注册，注册信息写入定位

服务器中（定向服务器不属于SIP网元，只是一个数据库）。当用户代理客户UAC要发起呼叫时，它一般

将呼叫请求消息发送给本域的出向代理服务器。媒体描述信息以SDP（SessionDescriptionProtocol）的

形式在SIP消息体中被封装并发送出去。代理服务器检查被叫地址，将请求转发（可能经过多个中间代理

服务器的转发），直至到达被叫域的代理服务器。被叫域的代理服务器通过查询定位服务器确定被叫的

确切位置，然后将请求转发给被叫用户代理服务器UAS。被叫UAS收到请求后，生成响应消息。响应消息

将按照请求消息经过的路径，原路返回到主叫UAC。主叫UAC根据响应消息的内容选择是建立呼叫、重新

发起呼叫或取消该呼叫。如果被叫没有在归属地，主叫将通过重定位服务器重新定位被叫的位置，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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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请求。

实际应用中，以上SIP服务器往往合在一起设置，只是逻辑功能分开。

下面通过一些简单的图解来进一步形象的说明SIP组件的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交互过程。

UA、Register Server、Location Server之间的典型交互―――注册 ◆

图2  注册过程图解

UA、Proxy Server、Location Server间的交互――路由呼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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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路由呼叫过程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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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Redirect Server、Location Server间的交互――重定向呼叫 ◆

图4  重定向呼叫过程图解

［SIP呼叫建立过程中的消息简介］

SIP消息分为两大类――请求消息与响应消息。

请求消息由UAC发给UAS；响应消息由UAS发给UAC，是对请求消息的响应。

1. 请求消息

在呼叫过程中一般会用到以下请求消息：

REGISTER――注册请求，上报用户信息，完成号码绑定； ◆

INVITE――发起会话请求； ◆

CANCEL――取消一个尚未完成的请求，特别针对INVITE； ◆

ACK――对INVITE请求响应的确认，INVITE请求提供三次握手； ◆

BYE――结束会话请求； ◆

PRACK――临时可靠性传输请求； ◆

SUBSCRIBE――预定某个用户、资源或者呼叫的状态改变情况的请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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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FY――当被预定资源或者用户的状态发生改变时向定购者发出通知的请求； ◆

REFER――Referer通知Referee向指定的Refer Target发起新的邀请的请求； ◆

INFO――通话建立后，中间信息传输； ◆

OPTION ――询服务器的能力的请求； ◆

其他可扩展请求（SIP协议灵活性的体现）。 ◆

2. 响应消息

SIP提供六种类型的响应消息：

1XX――临时响应。表示请求正在处理中； ◆

2XX――成功。表示请求处理成功； ◆

3XX――重定向。提供重定向的呼叫号码； ◆

4XX――客户端错误。错误来源于UAC； ◆

5XX――服务端错误。错误来源于UAS； ◆

6XX――全局错误。Server已知受到制约的条件。 ◆

说明：XX代表数字，具体的数字代表意义详见《RFC3261：SIP协议》。

二、SIP常见的业务应用

［呼叫保持（Call-Hold）］

所谓呼叫保持，就是在双方通话过程中，利用SIP的Re-INVITE消息，将通话中的一方保持住而不释

放信令挂机的过程，发起呼叫保持的一端称为呼叫保持发起方，接收呼叫保持的一方称为呼叫保持接收

方或被保持方，在呼叫保持的过程中，呼叫并没有拆除，保持发起方随时可以将已经保持的呼叫恢复；

被保持方在被保持的时候可能静音，也可能听到服务器发送的保持音乐。

呼叫保持又分为单方保持与多方保持，多方保持就是呼叫保持发起方与多个被保持方之间切换反复

切换媒体通道建立媒体流，从而达到切换通话对象的目的。

1.呼叫保持的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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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TE with SDP
(c=0.0.0.0 ；a=inactive或c=X.X.X.X ；a=sendonly)

100 Trying

ACK

200 OK with SDP
(c=0.0.0.0 ；a=inactive或c=X.X.X.X ；a=recvonly)

2-way RTP

UA1 UA2

INVITE with SDP

100 Trying

ACK

200 OK with SDP

2-way RTP

图5 呼叫保持的基本流程

通话建立过程省略。

在图5中UA1要将UA2保持住。如图所示，UA1会给UA2发送一个INVITE消息，由于该INVITE消息是在

会话中建立的，因此我们叫它做Re-INVITE，这个Re-INVITE与会话的From Tag，To Tag，和Call-ID未变

化，此三个参数唯一标识一个会话。变化的是

Branch（区分请求创建的事务）和SDP的内容。

明显的有c= 0.0.0.0 ; a=inactive或c=x.x.x.x ; a = recvonly

关于c和a属性的详细解释，见RFC2327，这里只介绍SIP方法的应用。

在保持成功后，UA1又将恢复保持住的通话，这时UA1会再发一个Re-INVITE消息，使用方法和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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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的Re-INVITE类似，在SDP中携带最新的媒体地址、端口以及编解码能力集等。

这是Re-INVITE的一个典型应用，其实Re-INVITE消息的作用就是在会话中进行会话参数的重协商。

呼叫保持就是用了这个特性，在发起保持的时候，通过重新协商媒体通道和编解码参数的方式让被保持

方使用特定的编解码监听其他的地址和端口，而不拆线从而达到呼叫保持的目的，从HOLD状态恢复时，

只要将相关参数再次协商为保持前的即可实现保持恢复。

2.呼叫保持发起失败的流程

不是所有的SIP-UA都支持呼叫保持业务，或者由于注册在服务器上的用户，没有申请保持的增值服

务，这时呼叫保持是会失败的，不支持呼叫保持的用户会对收到的Re-INVITE消息回复错误应答，流程如

图6：

图6 呼叫保持发起失败的流程

不同的SIP终端实现可能存在差异，对于不支持的消息回复的应答可能也不相同，如4xx、5xx消息有

可能，只要没有回复200应答，保持发起方就认为保持失败，继续当前通话。

［呼叫等待（Call-Waiting）］

呼叫等待（Call-Waiting）也是一种常用的语音业务，就像名字所描述的那样，该功能的作用就是

用来让入呼叫处于等待状态，也经常和呼叫保持配合使用。当用户正在通话时，如果又有一路新的呼叫

INVITE with SDP
(c=0.0.0.0 ；a=inactive或c=X.X.X.X ；a=sendonly)

100 Trying

ACK

501 Not Implemented

2-way RTP

UA1 UA2

2-way R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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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入，那么新呼叫不会因为话路忙而被释放，对于新呼叫的发起方来说，就像正常的呼叫一样会听到回

铃音；对于正在通话的用户来说，会听到等待提示音，得知有新呼叫在等待接入。如果用户想接入新呼

叫的话，可以通过保持住当前通话，然后切换到与新呼叫通话的状态，之前的通话端就处于被保持的状

态；或者用户可以结束当前通话，这时该电话就会立刻振铃，用户可以摘机来接通新的（处于等待的）

呼叫。

1.呼叫等待业务的基本流程

图7 呼叫等待业务流程

如图7所示：

UA1与UA2正在通话，UA3呼叫UA2。

对于UA3来说，UA3呼机UA2就是一个基本的SIP语音呼叫，特殊的在于UA2，UA2必须支持能够与多个

INVITE with SDP
(c=0.0.0.0 ；a=inactive或c=X.X.X.X ；a=sendonly)

100 Trying

ACK

200 OK with SDP
(c=0.0.0.0 ；a=inactive或c=X.X.X.X ；a=recvonly)

UA1 UA2
2-way RTP

UA3

200 OK with SDP

2-way RTP

INVITE with SDP

100 Trying

180 Ringing

180 Ringing

.

.

.

ACK

INVITE with SDP INVITE with SDP
(c=0.0.0.0 ；a=inactive或c=X.X.X.X ；a=sendonly)

100 Trying

200 OK with SDP
(c=0.0.0.0 ；a=inactive或c=X.X.X.X ；a=recvonly)

100 Trying

200 OK with SDP

2-way RTP

ACK
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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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建立通话的能力，否则就会对UA3发来的INVITE消息回复486消息。

接下来的过程就是UA2将UA1保持住，与UA3建立通话，以及UA2在UA1和UA3之间多方保持，切换通话

方的过程，相信了解Call-Hold过程后，对于上面的流程也很容易理解。

2.MSR呼叫等待的使用特殊情况说明

通常情况下，CW和CH业务是配合使用的，但是也有特殊的情况。对于MSR系列路由器来说，在做CW

业务时，要使用先hold住前一路通话，然后建立与第二路呼叫通话的方式时，如果第一路通话方不支持

CH，那么MSR将拆除第一路呼叫，而建立与第二路呼叫的通话。

[呼叫转接（Call-Transfer）]

转接发起方（Originator）、被转接方（Recipient）和转接目的方（Final-Recipient）只是三

个称谓，可以这样理解：首先收到Originator发来的转接请求并主动向另一方发起呼叫的一方就是被转

接方Recipient，另外一方

则称为转接目的方Final-

Recipient。

两个用户Originator

与Recipient通话建立后，

Originator（转接发起方）

使两者间的呼叫进入呼叫

保持状态，然后再拨号向转移目的方Final-Recipient（转接目的方）发起呼叫，从而最终使Recipient

（被转接方）与Final-Recipient之间建立呼叫。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呼叫转接的过程，简称CT业务。

1.REFER消息介绍

REFER方法指示UAS向确定URL发送明确的请求，通常用在呼叫转移等业务，并用 NOTIFY 去报告转接

的结果。

一个REFER请求必须包含一个准确的Refer-To头域，且Refer-To头域只会出现在REFER请求中，这个

头域的内容就是呼叫要转接的目的端。如果一个REFER请求包含零个或多个Refer-To头域，UA应答这个请

求必须用400 (Bad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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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REFER请求被接受后，必须创建一个订

阅，并通告这个REFER请求的关键状态，如果没

有最终依照规则产生应答的情况下，UA必须在

REFER事务的有效期内回复202 Accepted（RFC 

3265 ）

Referred-By ：标识originator，可能会包

含签名。指明了CT发起方的信息。

2.NOTIFY消息介绍

NOTIFY消息的作用是当被预定资源或者用户

状态发生改变时向定制者发出通知。

在CT业务中，NOTIFY消息必须和接收的

REFER请求中会话标识符（To，From和Call-ID）

保持一致，必须包含一个值为REFER的Event头域

或是一个id parameter，必须包含一个message/

sipfrag类型的消息体，并且这个NOTIFY的消息

体必须包含一个SIP应答的Status-Line 进行详

细说明。如：SIP/2.0 100 Trying报告一个未

决的REFER transaction；SIP/2.0 200 OK报告

一个成功的REFER transaction；SIP/2.0 503 

Service Unavailable报告一个失败的REFER 

transaction。

NOTIFY请求必须包含一个对事件简单描述的

EVENT头域

如果NOTIFY请求因为一个错误响应而失败，

那么通告者必须取消当前的订阅。

NOTIFY请求必须包含一个Subscription-State

头域，头域的值应该为“active”、“pending”或 

“terminated”。

通过NOTIFY消息与REFER消息的配合，就可以实

现CT业务，以及呼叫转接失败的恢复业务。

3.无通知的呼叫转接（Blind Call Transfer）

Originator与Recipient的通话建立后，由

Originator拍叉使两者间呼叫进入呼叫保持状态，然

后才向Final-Recipient发起呼叫。

如果Originator拨完Final-Recipient的号码

后，在没有收到在设定的等待呼叫发起的时间（具体

时间用户可以通过命令行来自行设定）内挂机，那么

就是无通知呼叫转接。

Originator拨完Final-Recipient的号码后会启

动一个定时器，在定时器超时前Originator不会发送

INVITE请求，所以这段时间内Originator是听不到回

铃音的；即在无通知呼叫转接的情况下，转接发起方

Originator拨完号码后在听到回铃音之前就挂机，不

等待转接目的方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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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无通知呼叫转接业务流程

如图8所示，UA1将UA2保持住以后，拨打完UA3的号码后挂机。此时UA1会给UA2发送REFER消息，UA2

收到这个REFER消息后，向UA3发起呼叫，并通过NOTIFY消息通知呼叫的各种状态，如180/200。当UA1通

过NOTIFY消息得知UA2和UA3的呼叫成功建立之后，才拆除与UA2的通话。

图9到图12是通过Ethereal抓包抓到的报文：

INVITE with SDP( Call Hold; Call-ID:a1; From-Tag:b1; To-Tag:c1)

100 Trying

ACK

200 OK with SDP

UA1 UA2

REFER(Call-ID:a1; From-Tag:b1; To-Tag:c1)

202 Accepted

200 OK

NOTIFY (ringing; Call-ID:a1; From-Tag:b1; To-Tag:c1)

2-way RTP

UA3

INVITE with SDP(Call-ID:a2; From-Tag:b2; To-Tag:c2)

100 Trying

183 session progress

200 OK

200 OK

NOTIFY (success; Call-ID:a1; From-Tag:b1; To-Tag:c1)
ACK

2-way RTP
BYE(Call-ID:a1; From-Tag:b1; To-Tag:c1)

200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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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UA1发给UA2的REFER报文

图10 UA2给UA3发的INVITE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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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UA2发给UA1的NOTIFY消息，通告呼叫进行的状态

图11的报文显示呼叫已经进入了18x的状态。

图12 UA2和UA3的呼叫建立成功

图12的报文显示呼叫已经进入了200 OK的状态，也就是说UA2和UA3的呼叫已经建立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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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通知呼叫转接业务（Attended Call Transfer）

如果Originator拨完Final-Recipient的号码后，直到Final-Recipient接通与之通话然后才挂机进

行转接，这就是有通知呼叫转接。

这时Originator可以根据Final-Recipient的意愿来决定是否接通Recipient和Final-Recipient。如

果Final-Recipient不同意与Recipient进行通话，则必须由Final-Recipient首先挂机。

INVITE with SDP ( Call Hold; Call-ID:a1; From-Tag:b1; To-Tag:c1)

100 Trying

ACK

200 OK with SDP

UA1 UA2

REFER with Replaces(Call-ID:a1; From-Tag:b1; To-Tag:c1)

202 Accepted

2-way RTP

INVITE with SDP (Call-ID:a2; From-Tag:b2; To-Tag:c2)

100 Trying

183 session progress

200 OK
ACK

2-way RTP

200 OK
BYE (Call-ID:a3; From-Tag:b3; To-Tag:c3)

INVITE with Replaces/SDP
(Call-ID:a3; From-Tag:b3; To-Tag:c3

Replaces:Call-ID:a2; From-Tag:b2; To-Tag:c2)
100 Trying

200 OK

ACK

2-way RTP200 OK
NOTIFY (success; Call-ID:a1; From-Tag:b1; To-Tag:c1)

BYE (Call-ID:a1; From-Tag:b1; To-Tag:c1)

200 OK

图13 有通知呼叫转接业务流程

如图13所示，UA1与UA2先建立通话，接着UA1将UA2保持住，然后拨打UA3，并与UA3也建立通话，最

后UA1挂机，发送REFER消息给UA2，让UA2呼叫UA3，当UA2和UA3建立通话后，UA3与UA1、UA1与UA2之间的

呼叫将被拆除。

这个REFER消息与BCT的REFER有所不同，携带了一个Replaces头域。Replaces头域是用于在一个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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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话中用一个参与者替换另一个参与者如图14：

图14 UA1发给UA2的REFER消息

在Replaces头域里指明了要替换掉的Call-id、from-tag和to-tag。收到该REFER消息的UA就是通过

这些内容，才能成功替换掉已经建立的呼叫的，如图15：

图15 UA2发给UA3的INVITE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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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早期有通知呼叫转接业务（Attended Transfer with Early Completion）

如果Originator拨完Final-Recipient的号码后，在设定的等待呼叫发起的时间（具体时间用户可以

通过命令行来自行设定）后，但是还未与Final-Recipient建立通话之前挂机，那么就是早期有通知呼叫

转接。

这时因为向Final-Recipient发送了INVITE消息，所以正常情况下Originator能听到回铃音；即早期

有通知呼叫转接是Originator听到回铃音之后才挂机，但是不再等到与Final-Recipient建立通话。这种

方式也是PSTN用户最常用的一种呼叫转接方式。

EACT与ACT的流程基本一样，就不详细解释了，流程如图16：

INVITE with SDP ( Call Hold; Call-ID:a1; From-Tag:b1; To-Tag:c1)

100 Trying

ACK

200 OK with SDP

UA1 UA2

REFER with Replaces(Call-ID:a1; From-Tag:b1; To-Tag:c1)

202 Accepted

2-way RTP

INVITE with SDP(Call-ID:a2; From-Tag:b2; To-Tag:c2)

100 Trying

183 session progress
CANCEL

INVITE with Replaces/SDP
(Call-ID:a3; From-Tag:b3; To-Tag:c3

Replaces:Call-ID:a2; From-Tag:b2; To-Tag:c2)
100 Trying

200 OK
ACK

2-way RTP

200 OK

487 Request Terminated (Call-ID:a2; From-Tag:b2; To-Tag:c2)
ACK

183 session progress

200 OK

NOTIFY (ringing; Call-ID:a1; From-Tag:b1; To-Tag:c1)

200 OK
NOTIFY (success ; Call-ID:a1; From-Tag:b1; To-Tag:c1)

BYE(Call-ID:a1; From-Tag:b1; To-Tag:c1)
200 OK

图16 早期有通知呼叫转接业务流程

注意：H3C为与3Com VCX互通，EACT的实现参考VCX的实现，实现不标准，在REFER和呼叫转接的

INVITE里面没有replaces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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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前转（Call-Forwarding）］

呼叫前转业务，也是增值服务中非常常见的应用，最常用的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无条件呼叫前转（Call-Forwarding Unconditional ---CFU）

遇忙呼叫前转（Call Forwarding Busy---CFB）

无应答呼叫前转（Call Forwarding No Reply---CFNR）

呼叫前转功能都是通过SIP的3XX消息实现的，最常用的是302和300消息，他们的区别是302消息中只

携带一个前转目的地址，300消息中可以携带多个前转目的地址。

1.Diversion头域

该头域出现在呼叫前转应用中，用于描述改变一个请求的最终目的地。Diversion头域携带了前转的

原因，前转次数；当前转次数为1时是有效的，不为1时认为是参数错误；一个请求或应答可以携带多个

Diversion头域。

H3C目前只支持“user-busy”、 “no-answer” 、“unavailable” 、 “unconditional” 四种

diversion-reason 。

2.无条件前转业务（CFU）

用户设置了该业务后，无论该用户是否忙，入呼叫都被转接到事先配置的目的端上。

典型流程如图17：

INVITE with SDP

100 Trying

ACK

302 Moved Temporarily 
(Diversion:reason=unconditional; Contact)

UA1 UA2

100 Trying

183 session progress with SDP

ACK

2-way RTP

200 OK with SDP

INVITE with SDP (Diversion)

图17 无条件呼叫前转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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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无条件呼叫前转业务报文交互1

图19 无条件呼叫前转业务报文交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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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遇忙呼叫前转（CFB）

用户设置了该业务后，当该用户正在与其他用户通话时（即用户状态为忙时），入呼叫都被转接到

事先配置的目的端上，如果用户状态为空闲，则能接收到呼叫。

典型流程如图20所示：

INVITE with SDP

100 Trying

ACK

302 Moved Temporarily 
(Diversion:reason=user-busy; Contact)

UA1 UA2 UA3

100 Trying

183 session progress with SDP

ACK

2-way RTP

200 OK with SDP

INVITE with SDP (Diversion)

图20 遇忙呼叫前转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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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遇忙呼叫前转报文交互1

图22 遇忙呼叫前转报文交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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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应答呼叫前转（CFNR）

用户设置了该业务后，当被叫用户长时间振铃无人接听时，入呼叫会被转接到事先配置的目的端

上。

流程如图23所示：

INVITE with SDP

100 Trying

ACK

302 Moved Temporarily 
(Diversion:reason=no-answer; Contact)

UA1 UA2 UA3

INVITE with SDP (Diversion)

100 Trying

183 session progress with SDP

ACK

2-way RTP

200 OK with SDP

图23 无应答呼叫前转业务流程

图24 无应答呼叫前转报文交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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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无应答呼叫前转报文交互2

三、3GPPR5的
IMS基本结构

3GPP定义了IP多媒体子系统（IPMultimedia 

Subsystem：IMS）的网络架构，并基于SIP来承

载各种多媒体业务（VoIP，流媒体，网络游戏

等）。SIP打破了传统电信业务的传输模式，采

用基于因特网的准则，将蜂窝系统与因特网应用

融合在一起提供基于IP的多媒体业务，具有开放

性，可扩展性，安全性的特点。3GPP已将SIP作为

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多媒体域的控制协议。

根据3GPP的定义，3G网络被划分为3个域：

电路交换域、分组交换域、IP多媒体域（如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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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 B

Node B

Node B

U E

WCDMA
空中接口

RNC

UTRAM

RNC

SGSN

GGSN

PS-CN

P-CSCF

I-CSCF

MGW

S-CSCF

HSS

MGCF

IMS

PSTN

Internet

用户数据

信 令

图26 3GPP R5基本结构

电路交换域与现有的2G网络类似，采用电路交换技术提供话音业务。分组交换域是2.5G网络中引入

的，主要网元设备有SGSN（Service GPRS Switch Node）和GGSN（Gateway GPRS Switch Node）。它们负

责向终端提供IP连接，用户通过该域进入因特网，用户可以由此发送邮件，浏览网页。它并没有在IP之

上定义任何特殊的体系结构，它主要是一种接入技术。IP多媒体域（即IMS，IP Multimedia Subsystem）

是3GPP制定的UMTS R5版本中引入的，采用SIP作为主要的信令协议，使得移动运营商可以为用户提供端

到端的全IP的多媒体业务。

IMS由呼叫状态控制功能CSCF（Call Session Control Function）、媒体网关控制功能MGCF

（Media Gateway Control Function）、媒体网关MGW（Media Gateway）、归属地用户服务器HSS（Home 

Subscriber Server）等功能实体组成。CSCF的种类包括P-CSCF（Proxy-CSCF，代理CSCF）、I-CSCF

（Interrogating CSCF，查询CSCF）和S-CSCF（Serving CSCF，服务CSCF），本质上它们都是SIP服务

器，处理SIP信令。

P-CSCF是UE联系IMS的第一步，是UE在被访问域（漫游时）首先要访问的点，进出的SIP消息都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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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P-CSCF。P-CSCF相当于SIP协议定义的边界代理服务器。

I-CSCF的功能是提供到归属网络的入口，将归属网络的拓扑图对其它网络隐藏起来，并通过HSS ◆

为特定用户找出相应的S-CSCF。它是用户终端漫游或者外来任务进入本地服务提供商网络中的联系点。

当I-CSCF接到一个请求时，它将把请求路由到相应的S-CSCF。

S-CSCF给用户提供服务。当终端注册时，它同本地域的S-CSCF联系，本地S-CSCF向用户提供用户 ◆

预定的服务。这样的好处是用户即使漫游到不支持某项业务的网络也能像在本地一样得到需要的服务。

HSS（HomeSubscriberServer）相当于2G网络中的HLR，存储了与一个单独用户相关的S-CSCF和相 ◆

应的用户简介。因此它知道用户现在的位置和用户指定的服务。CSCF可以向HSS询问以获得这些信息。

四、3G网络中SIP用户的注册
用户在发起一次会话之前必须先完成SIP服务注册。UE（User Equipment）将告诉HSS它现在的位

置，HSS更新相应用户的信息；注册前要进行验证，HSS根据用户信息和操作限制检查该用户是否可以注

册；在服务注册中，本地域还要为UE选择一个S-CSCF，并把用户信息发往S-CSCF。这个过程是在应用层

完成的，所以注册前要建立信令链路。因此，首先要建立UE到SGSN和SGSN到GGSN的链路。这条链路建立

以后，用户就可以注册了。

如图27所示，描述了一个用户在3G网络中注册的全部过程。注册之后，系统会给用户分配一个

S-CSCF，由这个S-CSCF来负责向用户提供服务。

UE P-CSCF I-CSCF S-CSCF HSS

②

③

④

⑤

REGISTER

QUERY & RESP

SELECT-PUT & RESP

REGISTER
⑥ PUT & RESP

⑦ PUT & RESP

⑧ 200 OK
⑨ 200 OK

⑩ 200 OK

被访问域 本地域

图27 用户注册的信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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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用户从UE发送一个注册请求给所在地P-CSCF（P-CSCF是UE和网络之间的联系点）； ◆

P-CSCF向用户归属地I-CSCF转发该注册请求； ◆

归属地I-CSCF向HSS咨询，I-CSCF根据从HSS得来的有关该用户的信息给用户选择一个S-CSCF。因 ◆

此，原来的注册请求就可以交由这个S-CSCF处理；

一旦收到请求，S-CSCF就从HSS下载用户的信息，该信息告诉S-CSCF用户预定了哪些服务； ◆

最终，它发出一个约定的应答信号。 ◆

五、3G网络中漫游用户间的会话
一旦UE注册到一个S-CSCF，语音和多媒体呼叫就可以建立了。两用户之间建立链路的过程实际

上就是穿越各个CSCF的过程。总的来说是按照“主叫用户---->主叫所在地P-CSCF---->主叫归属地

S-CSCF---->被叫归属地S-CSCF---->被叫所在地P-CSCF---->被叫用户”的路线。

用户访问地的P-CSCF服务器是不会处理用户业务的，它只起到了接入网络、转发信息的作用，给用

户提供业务服务以及用户接入其他网络（例如PSTN）都要依靠归属地的S-CSCF。用户进入网络时首先到

访问地的P-CSCF登记，告诉P-CSCF自己的归属地在哪里（就如外地人口来北京工作，先到北京公安局登

记领取暂住证，并登记自己是谁，户口所在地等信息）。接着通过访问地P-CSCF告诉归属地的S-CSCF自

己的位置并更新HSS中的位置信息。当用户发出会话请求时，访问地P-CSCF将请求发往用户归属地交由

S-CSCF处理，同样的，当有发往用户的会话请求时，请求先到达归属地，归属地找到用户的位置后再通

过用户访问地P-CSCF与用户取得联系，建立链路。如图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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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话邀请

A向P-CSCF发送一个INVITE请求消息。该消息中有B和A的SIP URI。P-CSCF注意到A不属于本地用

户并向A的归属地转发该INVITE消息并返回100 trying临时应答A（表示已经发送A的请求，正在尝试建

立链路，A需要等待）。A的本地域I-CSCF向HSS查询，并向A注册时分配的S-CSCF转发INVITE并返回100 

trying给外地P-CSCF。S-CSCF收到请求后将INVITE转发给被叫B的本地域并返回100 trying给I-CSCF。同

样，B归属地的I-CSCF接到请求后向HSS查询并将请求转发到B的归属地S-CSCF，该S-CSCF发现B正处在外

地网络中，于是将INVITE转发到B目前所在地的P-CSCF，接着P-CSCF将请求最后传给B。

（2）资源预留

B接受了这个会话请求，但此时他不回铃通知A，他返回183 session process应答表示他接受该会

话，同时要求A对此表示确定，这个应答通过各个CSCF传给A。同时B激活一个GPRS PDP上下文，它被用

图28 UE建立通话信令交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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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通过IMS的IP接入点来建立语音通

道。 

A收到183应答后，同样激活一个

PDP上下文并通过CSCF建立的通道发

送一个COMET消息给B，该消息含有A

的语音通道的地址细节，并起确认作

用。

（3）会话提供和会话连接

当接到COMET，B知道传送语音的

IP通道和服务质量参数已经被双方预

留，并且知道了语音通道的地址，因

此B返回200OK确认消息。该消息包含

了B的语音通道的地址细节。

A接到确认后，给B一个180振铃

信息，B听到振铃即给A一个200 OK消

息，最后A给B发送ACK确认信息，到

此通信链路建立完成，接下来A和B可

以进行通话了。

（4）会话终止

为了终止会话，A发送一个BYE消

息给B。同时A撤销他的PDP上下文。

B接到BYE消息后，它会撤消自己

的PDP上下文，并返回一个200 OK应答

给A是房改呼叫使用的所有CS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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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音的应用与扩展 

统一通信概述
文/刘先楠

一、什么是统一通信？ 

我们一直使用 这种方式进行沟通——用电脑查

看 电 子 邮 件，用电话进行语音沟通，用传

真机收发传真，用即时软件 （MSN/QQ）来进行即时消息的发

送——多种不同的通信系统 分别管理多种不同类型的通信方

式，并使用不同的工具。沟通 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要求，而我们

已经进入信息化社会，有没有 可能改变以上繁杂的通信方式，

让信息交流变得更加简单？

让我们设想一下：无论 任何时间，无论任何地点，无论

任何设备，我们都可以毫无限 制地进行交流，而且将语音、电

子邮件、手机短信、多媒体内 容、即时消息、传真以及数据等

形式的内容都集合到一起，让 我们可以用手边的任何一款设备

进行沟通，这真是一件令人期待的事情！

一般而言，统一通信指的是特定的解决方案和应用，利用统一通信技术，将先前分散的应用包括IP-

PBX、电子邮件、电话会议、语音邮件、以及即时通信（IM）等应用整合到单一平台、单一通讯录中，并

为员工提供“单一用户界面”来使用这些应用和信息，不管员工身在何处，使用户能够在任何时候、任

何地点、从任何设备上访问其所需的应用和信息，这样用户有更大的自由度，从而工作时也能保持高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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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无处不在的IP不仅被视为数据传输的工具，越来越成为简化大量上述商业应用的工具。IP语音

(VoIP)指通过IP数据网络传输电话呼叫的一种方式：可以是互联网、也可是企业自己的内部网络。VoIP

的主要魅力之一在于它允许通过数据网络（而不是电话公司的网络）传输电话呼叫，从而帮助公司降低

了成本。 

统一通信的发展也经历了几个阶段，首先是VoIP，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IP-PBX服务，IP-PBX包

含基于VoIP的全套电话服务（如用于实际通信的电话互连）；计费和拨号方案等相关服务；以及电话会

议、呼叫转移、前向呼转和呼叫保持等基本特性。这些服务原来是由专用交换机(PBX)提供的。  

IP通信进一步发展了IP-PBX的概念，将增强通信应用包含在内，如将语音、数据和视频结合在一起

的统一消息、IPCC和多媒体会议等等。 

统一通信进一步发展了IP通信的概念，通过SIP协议（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真正地实现

了各类通信的统一和简化，不受位置、时间或设备的影响。通过统一通信解决方案，用户可按照喜好随

时进行彼此通信，并可使用任意设备通过任何媒体进行通信。统一通信将我们常用的多个电话和设备，

以及多个网络(固定、互联网、有线、移动)结合在一起，以实现独立于地理位置的通信，促进通信与业

务流程的集成。 

这样一个利用统一通信的企业可从一个集成、易用的界面，利用视频会议、语音和Web集成会议、移

动IP软电话、语音留言等高级应用，进行实时协作。在节约时间和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了生产率和竞

争实力。

统一通信的组成，现在各个厂商所描述的统一通信的概念都有差别，但是将各个原有的应用融合是

大家的共识。下面介绍一下一个统一通信应该包括的组件，和各组件在统一通信中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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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能力

统一业务功能呈现

统一界面

统一业务控制

统一数据

计费 鉴权 负载控制 … … 日志

控制（注册、呼叫路由、发现）

呼
叫
控
制

WEB SERVER

呼叫
补充
业务

多
媒
体
会
议

短
消
息
网
关

Web Browser

状
态
呈
现

UC Client

统一通信录

即
时
消
息

IVR

数据库

I
P
C
C

统一平台OS

图1 统一通信架构图

1.1 统一通信的组件——呼叫处理组件

统一通信系统中基于软件的呼叫处理组件，提供了一个IP呼叫处理特性，包括用于具体呼叫记录的

分析和报告工具、一个接线员控制台。除为各种规模的机构提供呼叫处理外，提供了基本的呼叫路由和

队列、补充呼叫业务、状态呈现等功能。

1.2 统一通信的组件——会议组件

会议组件支持多种通讯模式和会议类型。用户参加的会议可以支持语音、视频、即时通讯及桌面共

享业务。会议组件通常和呼叫处理组件一起配合工作。帮助企业随时随地可以召集会议，无论是手机、

固话、小灵通、IP电话、UC客户端软件，可以随时加入会议。

1.3 统一通信的组件——统一消息组件

用户处理的信息很多种，统一消息使用一个邮箱处理所有内容。各种消息类型进行连动，避免用

户的多次操作。统一消息组件像一个漏斗，将有效的对消息进行过滤。客户可以通过电话收听其电子邮

件、从互联网查看语音留言，可在任意地点发送、接收或转发传真、短消息和即时消息。用户以他们最

方便的方式与系统交互，这使他们能更好地响应客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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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消息视图
实时短消息

优先级
一个或多个终端提醒

图2 统一消息功能图示

1.4 统一通信的组件——IP电话

智能的IP电话终端可以通过统一的邮件地址接收短消息、邮件、语音邮件，并提供多方会议、免打

扰等多项补充业务，高端的IP电话还支持视频通信。

图3 IP电话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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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统一通信的组件——基于PC的UC客户端 

将多种通信应用和服务透明地集成到一个桌面PC应用之中。它使用户可通过一个易于使用的界面，

快速访问应用系统，如语音、视频、会议、即时消息等，更高效地通信。它简化了通信体验，使员工能

更智能、更快速、更高效地工作。

图4 即时消息客户端图示

二、和现有PSTN设备相连
有些公司可能已经部署了传统的PBX，这样需要将统一通信系统和传统的PBX或Centrex系统相连，

因为这些传统的系统由运营商控制业务不灵活或者昂贵，不能支持业务发展。通常情况下，企业需要部

署媒体网关将现有基于电路交换的传统PBX和基于IP的统一通信系统连接起来。

三、客户联系中心
传统的呼叫中心已经逐步向客户联系中心演

变，基于统一通信架构的IPCC不仅提供排队、状态

报告、IVR等传统的呼叫中心的功能，而且还提供

了电话、传真、Email、Web、VoIP、短信等不同渠

道与客户实现互动。客户联系中心会成为企业CRM

（Customer Relations Management  客户关系管

理）的统一对外信息平台，作为企业与客户的重要

接触点，将客户信息与企业的内部、外部资源进

行有效整合，将担负着客户信息采集、客户需求分

析、客户需求满足，以及企业的客户服务、信息发

布、市场调研、直接形象展示的重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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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语 音 与 无 线 网 络 的 结

合 应 用 产 生 了 无 线 语 音 技 术

（VoWLAN），无线语音技术是基

于WLAN的语音通信技术。从某种

程度上讲，VoWLAN技术是对VoIP

的扩展和更新，将VoIP无线化，

使用户能更方便更直接地进行语

音通信。

由于无线语音技术融合了

VoIP和WLAN两种技术，因而继承

了这两种技术话费便宜和使用方

便的优势。但是VoIP和WLAN的固

有缺陷和不足同时也在VoWLAN中

显现出来。在有线环境中，QoS

和安全性就一直困扰着VoIP，而

在采用无牌照无线电频谱的WLAN

中，这两个问题就变得更加复

杂，QoS和安全性就更加难以得

到保障。除了上述问题，由于

VoWLAN利用无线链路作为最后1 

km的传输通道，使得VoWLAN手机

可以在WLAN接入点间自由往来，

显然，VoWLAN手机的功耗和移动

性管理成为VoWLAN的两个关键问

题。同时，还有其他问题制约着

VoWLAN。但是总的来说无线语音

技术意味着你可以走在大街上通

过手机网络交谈，走进办公室

后，呼叫可以无缝地切换到WLAN

语音技术，从而减少必须购买的

手机通信时间。

无线语音涉
及的相关技术

无线语音的关键技术主要包

括信令技术、实时传输技术以及

QoS保证、漫游技术、无线射频

部署、无线安全技术等。

［信令技术］

无线语音系统中，信令技

术保证呼叫的顺利实现和语音质

语 音 与 无 线 网 络 的
结合应用
  —无线语音技术（VoWLAN）
简介 文/袁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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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目前被广泛接受的信令体系包括ITU-T的H.323系列和IETF的会话初始协议SIP。

ITU的H.323系列建议定义了在无业务质量保证的因特网或其他分组网络上多媒体通信的协议及其规

程；H.323提供了窄带多媒体通信所需要的所有子协议，但H.323不支持多点发送（Multicast）协议，只

能采用多点控制单元（MCU）构成多点会议，因而同时只能支持有限的多点用户。H.323也不支持呼叫转

移，且建立呼叫的时间比较长。

与H.323不同，SIP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会话初始化协议。它不像H.323那样提供所有的通信协议，而是

只提供会话或呼叫的建立与控制功能，且既支持单点发送（Unicast）也支持多点发送，会话参加者可以

随时加入一个已经存在的会议；与H.323相比，SIP还有建立呼叫快，支持传送号码的特点。目前，无线

语音技术基本都是通过SIP实现的。

［实时传输技术］

无线语音系统中也用到了实时传输技术，主要是采用实时传输协议RTP。RTP是提供端到端的实时多

媒体数据传送协议。RTP包括数据和控制两部分，后者叫RTCP。RTP提供了时间标签和控制不同数据流同

步特性的机制，可以让接收端重组发送端的数据包。

［无线漫游技术］

无线漫游技术是指终端可以在无线网络中任意移动且能够保证已有的业务不中断，用户的标识（IP

地址）不改变。无线语音中的漫游一般发生在同一SSID下多个AP之间的来回切换，具体如图1所示：

图 1 无线终端漫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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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漫游切换的过程涉及无线扫描，关联、认证、MAC表项刷新等，漫游切换会导致一定时间的语

音中断。语音通话中断时间小于50ms用户不会感知到。但实际影响漫游切换效果的因素，不只是网络原

因，如经过测试，以我司WX5002和WX6103为例，由网络设备造成的漫游切换时间基本在100ms左右，但实

际漫游过程大约要1.5秒，无线语音手机终端对漫游时机的选取直接决定漫游的行为，不同手机漫游特性

也有很大差异。手机终端根据信号测量的结果，判断何时漫游。由于人体在行走中各种因素的影响，手

机获取的信号强度值随时变化，导致漫游切换的时机很难把握。最不理想的情况是手机在一个信号很强

的AP附近，但通话有明显的丢包和中断；这是因为手机检测到两个AP信号强度的差值没有达到手机设置

的漫游切换阈值，手机不会切换到当前AP，而是始终连接到远处的AP所致。

［无线射频环境部署］

无线语音部署 时，对无线网络的要

求和数据业务有很大 不同。由于无线语音

终端一般在贴近人体 时使用，需要考虑

人体对无线电播的吸 收，因此无线语音部

署时对无线网络的要 求强于数据业务的要

求，信号强度一般要 高于-65dbm。同时，

由于WiFi手机（支持 WiFi无线接入的移动

终端）通话过程中会 随处移动，任何盲区

的存在都会导致通话终端和掉线，因此要尽量做到无线无线网络的100%全覆盖。

实时的语音流要求无线网络可靠，丢包率低。当AP覆盖的区域内仅有一个终端 ，且为理想传播环境

时，最大的接入速率时丢包率要求小于1.0×10-4。

语音部署时，要尽量避免同频干扰带来的影响。WLAN网络建议采用蜂窝状的信道部署，可以有效降

低同频干扰。

［无线语音QoS保证技术－802.11e］

在无线语音系统中，为了得到良好的语音效果，语音应用的带宽必须得到很好的保证，为此， ◆

IEEE802.11任务组提出了802.11e议。802.11e规定了两种区分语音信号发送优先级(相对数据信号)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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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无线多媒体(Wireless　MultiMedi，WMM)方法和WMM预定接入(WMM-SA)方法。这些优先协议规定语音

通讯在通过Wi-Fi基础架构时具有路径选择权，从而可以将影响语音质量的丢包、延时和延时抖动减到最

少。

WMM 协议通过对802.11 协议的增强，改变了整个网络完全公平的竞争方式，将BSS（Basic Service 

Set，基本服务集）内的数据报文分为4 个AC(Access Category，接入类），分别为：AC-VO（语音

流）、AC-VI（视频流）、AC-BE（尽力而为流）、AC-BK（背景流）四个优先级队列，保证越高优先级队

列中的报文，抢占信道的能力越高。高优先级的AC 占用信道的机会大于低优先级的AC，从而使不同的AC 

能获得不同级别的服务。WMM 协议对每个AC 定义了一套信道竞争EDCA 参数，EDCA 参数的含义如下所

示。

AIFSN（Arbitration Inter Frame Spacing Number，仲裁帧间隙数），在802.11协议中，空闲等 ◆

待时长（DIFS）为固定值，而WMM针对不同AC可以配置不同的空闲等待时长，AIFSN数值越大，用户的空

闲等待时间越长，为图1-1中AIFS时间段；

 ECWmin （ Exponent form of CWmin ， 最小竞争窗口指数形式） 和ECWmax(Exponent form  ◆

of CWmax，最大竞争窗口指数形式)，决定了平均退避时间值，这两个数值越大，用户的平均退避时间越

长，为图1-1中Backoffslots时间段；

TXOPLimit （Transmission Opportunity Limit，传输机会限制），用户一次竞争成功后，可占 ◆

用信道的最大时长。这个数值越大，用户一次能占用信道的时长越大，如果是0，则每次占用信道后只能

发送一个报文。

图 2 WMM 对每个AC 赋予不同的信道竞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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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M-SA协议通过限制能使用高优先级队列（AC-VO 和AC-VI 队列）的客户端个数，从而保证已经使

用高优先级队列的客户端能够有足够的带宽保证。我司WLAN设备全部支持WMM特性，业界很多无线语音终

端也已经支持WMM特性（如Nokia WiFi手机，启基科技手机和Spectralink等），可以有效保证语音业务

在多业务环境下的优先传输。

［无线语音安全］

对无线网络安全性的担心是很多企业拒绝使用802.11网络的主要原因，而这种安全问题对于VoIP来

说，风险性并不比其它通过无线网络传输数据的应用程序低。由于无线VoIP是通过无线电波传送的，因

此很容易在传输过程中被入侵者或黑客截获。如果对无线语音系统中不增强对安全的鉴权和对数据的保

密，将会对系统造成很大的威胁，目前提供无线语音安全的协议为802.11i协议，802.11i是缩短漫游时

间的智能安全协议，如预验证协议，它通过手机漫游前验证毗邻的AP来缩短漫游时间。至于在无线语音

网络中采用何种安全协议与终端有关，目前无线语音终端一般可支持如下几种认证组合：

WEP加密认证 ◆

802.1x 认证(包含EAPOL-Key密钥协商)； ◆

WPA-PSK认证（包含EAPOL-Key密钥协商） ◆

MAC认证+PSK认证（包含EAPOL-Key密钥协商） ◆

WEP和WPA-PSK认证应用简单，目前大多数无线语音终端都已经支持，是较常用的鉴权方案。 ◆

无线语音技术的组网模型
［ 企业主导的无线语音组网方案］

企业自己组建无线接入网，通过租用运营商的线路或采用VPN技术实现总部与分支互连。企业建立自

己的语音业务系统，为自己的无线语音终端提供服务，无限语音终端号码可以采用内部号码，由企业自

己进行统一管理。 企业一般需要在各地放置用户分组交换机(PBX)设备来和本地PSTN网络互通。由于企

业控制了语音业务系统，就可以自行、有针对性地开发所需的VoIP增值业务，如短信、视频会议、即时

状态和即时通信等。如图3所示，企业还可以将很多长途电话转换成本地电话，如从公司总部打电话到城

市A，而城市A有公司的分公司和PBX设备，这样该电话将先通过IP网络从公司总部传输到在城市A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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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IP网上，然后通过PBX进入本地公共电话网。企业无线语音用户可以不受约束地在企业各地进行漫游通

信，号码不变。

 

无线语音使VoIP具

有移动电话的便利，更

进一步提高了VoIP的使

用率，从而进一步地节

约了通信费用。另外很

重要的一点，企业通过

部署自己的无线语音网

络，使企业具有了不依赖电信运营商就可以个性化地建立自己的语音通信系统的能力，这是国内许多企

业和行业的通信需求。

［运营商主导的企业级无线语音组网方案］

运营商将企业的总部及其各分支机构的企业网接入自己的电信网。运营商为企业提供的VoIP业务，

目前一般是基于NGN系统的。在企业中，无线语音终端和笔记本等WLAN终端通过企业的WLAN AP接入到企

业IP网络中。VoIP呼叫在进入运营商网络后转到运营商的软交换网络系统中。无线语音终端设备的号码

是由运营商分配的，所有的VoIP业务都由运营商来提供和控制。

如图4所示，企业和机构将企业网的建设外包给电信服务运营商，无线语音业务一般都作为数据业务

的一个增值业务和数据通信业务一起提供

给企业。无线语音终端用户可以在企业的

各地、各部门进行漫游通信，不需要改变

号码。

对于传统的固网运营商，通过提供无

线语音应用保持其在企业市场的固话和数

据业务的优势，如果它不主动抢占这个市

图 3 企业主导的VoWlan方案

图 4 运营商主导的VoWlan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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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就会被新兴运营商切入它的语音和数据市场。虚拟运营商如Skype等模式也对固网运营商产生了强烈

冲击。另外，无线语音终端主要是基于SIP协议的，因此，固网运营商可以开展比当前移动电话丰富得多

的增值服务，获得比其传统固网业务高得多的每用户平均收入(ARPU)值；运营商也可以依托固网资源，

通过部署在家庭，车站，码头，机场，酒店等地的无线热点开通面向公众的无线语音业务。

［无线语音技术及应用模式分析］

上述两种解决方案在组网和应用模式上是不一样的。运营商的企业级无线语音方案类似于传统电

话的Centrex方案，为企业提供IP Centrex服务，通过NGN来接入企业用户的IP电话，无线语音终端是通

过企业的无线网络来接入的。这样，运营商通过自己的IP网和软交换系统为企业提供数据通信和VoIP业

务，按IP电话的通话时间和其他增值业务来收费。企业自建无线语音方案是企业建立自己的VoIP语音系

统，同时在各办公环境中建立无线网络，为企业员工提供无线语音终端来进行语音通信。企业只需要付

给运营商数据通信费用，VoIP通话基本上是免费的，同时还能节约一定的长途话费。  一般，对于一些

有电信技术实力的大公司会采用企业自建VoWLAN方案，其余的公司倾向于外包通信服务，采用运营商的

无线语音企业网方案，一般还同时包括数据VPN业务。

［我司无线语音解决方案情况］

我司无线语音解决方案采用的组网方案为企业主导的无线语音组网方案，整个方案由我司语音产

图 5 我司无线语音组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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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无线产品及网络传输设备组成，具体组网方

案如下：

 我司无线语音解决方案采用的无线产品为

WX6103无线控制器及WA2100 AP接入点设备，语音

设备采用我司的OCE8221语音服务器及VG2108语

音网关。无线语音终端主要采用以下几款手机：

Nokia N95/N80、UT F3000/F1000G、启基科技

RRPB-81。通过测试我司无线语音可以满足以下需

求：

实现WiFi手机号码不在线时呼叫前转到用 ◆

户GSM手机号码

实现外部电话拨打WiFi手机时直接拨打， ◆

无须二次拨号

无线信号实现基地一号楼全范围覆盖 ◆

无线语音通话效果良好，漫游切换无明显 ◆

中断

我司无线语音解决方案主要目的是验证和评

估我司WLAN产品， 语音产品，路由器产品联合组

网的可行性，验证和评估第三方WiFi手机厂商的

手机产品和我司产品的配合情况，经测试，我司

无线语音解决方案基本上能满足无线语音应用的

要求；但是在测试中也出现了无线语音技术的共

性问题：

1、无线语音终端的功耗较大，导致无线语音

终端的待机及通话时间较短，影响用户使用无线

终端的积极性。

2、安全问题，采用加密接入网络的无线终端

在漫游时中断时间较长，某些情况下会导致通话中

断。

3、无线信号覆盖度问题，由于之前部署的无

线网络是为了满足无线数据的需要，因此对于无线

语音应用来说，就存在一些覆盖盲区，导致无线语

音终端通话效果较差，且某些区域无法使用。

4、无线信号干扰问题，由于WLAN信号采用的

无线频谱为无牌照频谱，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这样

就为无线语音的应用带来了很多未知的干扰源，影

响无线语音通话效果。

5、无线语音带宽难于保证，当无线数据用户

增加时，会影响到无线语音通话效果，严重时无线

语音通话无法建立。

目前为了解决以上出现的问题，在无线语音解

决方案中采取了如下措施：

1、对当前的无线网络环境进行实地勘测，根

据勘测的结果调整无线网络的AP信道及功率部署

2、对于无线信号的盲区增加AP接入点或调整

现有AP的天线，尽量做到无线信号的全覆盖。

3、对于漫游终端问题，无线网络中采用较简

单的WEP加密方式，减少漫游中断时间做到漫游中

通话不中断，在AP之间切换平滑。

4、无线信号干扰问题，目前主要采取相邻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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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不重叠的无线信道来进行自由环境信号干扰的规避。但是由于AP的部署密度较高，而且部署网络成

立体架构，802.11G无线网络中不重叠的信道只有三个，因此部署结果不是很理想。

5、无线语音QoS保证：目前在我司无线语音网络中通过配置WMM对无线语音带宽给与保证，但对于某

些不支持WMM的无线语音终端来说，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措施。

总的来说，从我司语音解决方案的测试及应用来看，基本上得到了将IP语音无线话的目的，实现了

移动电话的便利性及IP电话的低成本的特性。 

无线语音技术的发展前景
尽管无线语音在实现和运营方面存在很多障碍，但消费者对此项应用的需求仍然非常强烈。根据权

威调查接近一半的用户对VoWLAN表现出了强烈兴趣。笔者相信今后几年，无线语音应用将呈现出高速发

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企业领域，特别是在医疗卫生、仓储和零售等垂直行业，VoWLAN发展势头将会越来越强劲。

（2）短期内，无线语音市场仍是一个设备商驱动的市场。在WLAN、IP－PBX和有线VoIP市场进入良

性发展阶段，利润增长已经出现下滑的情况下，无线语音的市场空间日益扩大。

（3）随着宽带服务提供商推出与宽带连接捆绑在一起的VoIP业务和无线网关，无线语音在消费领域

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

（4）蜂窝及WLAN双模手机将会逐渐普及，而且一旦价格降低到一定水平，WLAN将成为手机的通用功

能。但是，跨网络VoWLAN业务发展将取决于运营商对这种新业务的态度和策略。

总  结
通过上面的分析及应用来看，虽然目前无线语音技术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基于无线网络的IP语

音通信(VoWLAN)方案的技术优势在于综合了VoIP和移动电话的优势，既有VoIP的价格低廉和强大的增

值功能，又有移动电话的漫游便利性。随着WLAN的迅速普及、VoIP应用的快速发展、IEEE 802.11系列

标准的制定和相关核心算法的日趋成熟，可以预见无线语音将呈现出高速发展的趋势，基于无线网络

的IP语音通信(VoWLAN)应用将会成为下一个应用热点，基于无线网络的IP语音通信(VoWLAN)应用都会

为企业和大众用户带来通信便利和通信费用的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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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测试技术

Abacus 5000配置初步

文/张宇翔

前 言
这篇文章是根据最近语音测试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全文主要以实际测试案例为主，通过实际案例

使阅读人逐步了解ABACUS在针对不同测试设备时的配置方法和注意事项。全文以配置入门为主，目前包

括了我们主要使用的2种Abacus语音测试卡中3种测试卡的基本使用方法。

［1.1 板卡类型］

这三种机框支持同样类型的板卡，统称为CG（Circuit Generator）卡。

1.1.1 SC卡

SC卡是Abacus 5000语音测试仪的控制板，是测试仪的大脑，它只有前板没有后板，前板包括一个

10/100M的以太网口，用于用户登录控制设备。一个Console口可以使用超级终端来进行相关配置。一个

reset按钮可以重起主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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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ICG3 & ICL3

ICG3是Internet Protocol Signaling and Traffic Circuit Generator的简称，ICL3是Internet 

Protocol Signaling and Traffic Circuit Generator-Lite的简称。ICG3和ICL3都是前板（Front 

Cards）的类型，在CG卡里都是按照前板来进行标识的。这两种卡有同样的端口容量，不过ICG3提供了更

强的功能（ICG3的前板上面多一个扩展槽位，包含了一块扩展的DSPPMC）。它们都是用于VoIP的信号发

生和流量发生器。

后板（Rear Cards）有2种可选，ICI3提供了一个10/100/1000M的电口，用于连接被测设备。IFI3除

提供一个10/100/1000M电口外，还提供一个千兆光口。

每块ICG3/ICL3卡可以提供：4096个“no voice”的通道，这种通道不产生RTP的数据流，也不需要

DSP资源。或者是提供1024个不需要DSP资源的，RTP的真实通道。

ICG3可以提供256个真实的通道，可以收发RTP数据流并且可以进行语音质量的测试等操作，这些通

道需要DSP资源。DSP是指Digital Signal Processor，它提供拨号音并且模拟音波用于语音质量的分析。

所以每块ICG3可以并发的真实数据通道是256个。

1.1.3 ECG3

ECG3是Enhanced-3 analog Circuit Generator的简称。主要用于测试模拟电话线路，每块卡提供

14个接口，可以模拟14路电话。后板包括ECI3和ECI3RJ，其中ECI3RJ直接提供14个RJ11的电话插头，而

ECI3侧提供了不同的接口。

ECG3模拟环路中继，ECG3宣称将支持交换模式，就是可以在作为PBX使用，并与其它PBX连接。ECG3

所支持的拨号类型包括：DTMF、MF R2、MF R1、Pluse。

不同测试卡的配置使用方法
这部分的介绍将以实际操作为主，通过实际的测试案例来讲解具体的语音测试板卡的使用和配置。

［2.1 ECG3卡的使用和配置］

2.1.1 使用ECG3进行基本的单语音设备测试

2.1.1.1 ECG3基本测试思路

ECG3基本测试拓扑：



122 

网络之路

网络之路｜语音专辑

测试思路：

由Abacus5000模仿8路电话，向被测试设备语音网关发起呼叫，直接和被测试语音网关上pots实体匹

配后，连通和Abacus5000连接的另外8路模拟语音用户线，完成一个通话的过程。

测试规划：

从Abacus5000的两个ECG3卡上连出了两个接线盒上分别引出16条电话线，按顺序连接到被测试设备

的FXS口上。在被测试设备上配置POTS语音实体，对应这16条模拟电话线。测试人员可以根据被测试设备

的规格选择引出的模拟电话线的条数。这个测试方案要求被测试设备支持同时16路电话在线。测试过程

中可以形成8路电话环路。

配置中前八个POTS语音实体和模拟用户线0-7关联，后八个POTS语音实体和模拟用户线8-16关联。前

八根模拟用户线和Abacus5000语音测试仪的呼出部分连接，后八根模拟用户线和Abacus5000语音测试仪

的接收部分连接。

2.1.1.2 abacus相关配置

（1）选用参加测试用的板卡

点击Abacus5000控制台界面上端工具栏中的Sys Info 按钮，进入System Information界

面，如图3，点击该页面中的HardWare按钮进入Hardware界面，如图2所示，在该界面下用户可以选择参

图1 基本ECG3测试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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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测试的测试板卡。我们点击该页面中的Shelf面板，用鼠标选择三块需要用来测试模拟语音线路的ECG3

卡，然后点击该页面中的Acquire按钮，这三块ECG3卡就被选中了，对应页面中的板卡状态一列中的状态

会从Available变成Test Done状态。

图2 Abacus5000 Hardware界面

点击该页面中的Close按钮，退出到System Information界面，如图3，大家可以从该页面上部的板

卡选择状态栏Shelf中看到刚刚选中的3块ECG3卡，这三块卡在Shelf中的位置代表了它们在Abacus5000测

试仪中的位置。只有自己选择使用的测试板卡会在这个界面中的Shelf中显示，没有选择或被别人选择的

测试板卡是不会在这里显示的。当然也只有选择了的板卡会参加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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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Abacus5000 System Information界面

点击System Information页面中的Hardware按钮，我们就完成了配置的第一步，测试板卡的选择。

（2）配置被测试设备参数

点击Abacus5000控制台界面上端工具栏中的SUT 按钮，进入System Under Test Settings界

面，如图4，选择其中的Call Progress面板，修改其中的各种模拟音的参数，如拨号音、二次拨号音、

忙音这些用户侧模拟呼叫信令对应的特性参数，如组成它们的双音频频率，等待时间等等。这个部分要

根据具体测试的语音设备的规格进行修改，以下的配置是VG FXS口的模拟语音规格，测试过程中大家请

注意这部分的配置，这是ECG3测试配置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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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Abacus5000被测试设备参数设置界面

（3）配置系统的通道参数

点击Abacus5000控制台界面上端工具栏中的 按钮，进入Channels页面，如图5，对于ECG3

卡的测试，Channel的参数配置主要是配置拨号的时候每个号码对应的DTMF，组成该DTMF的频率是什

么。如图5，我们进入Channels页面后，点击Tones面板，进入该面板根据产品规格修改右侧区域Custom 

Tones区域下DTMF的参数。以下是VG产品的FXS口的DTMF参数，大家可以根据具体的测试产品修改这里的

参数。此外大家还可以在这个界面下修改Receive Detection部分的参数以减弱Abacus测试仪检测DTMF

音的灵敏度，以便Abacus可以更容易地检测到DTMF信号。

图5 Abacus Channels配置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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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测试板卡中选择参加测试的通道

点击Abacus5000控制台界面上端工具栏中的Ptl Selection 按钮，进入Protocol 

Selection页面，如图6。进入该页面的Card面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System Information界面中选择

的测试三块ECG3测试板卡。我们可以在Card这个面板中选择这几个测试卡上使用的模拟用户线的阻抗值

Impedence。

图6 Abacus Protocol Selection页面

在Protocol Selection页面中，进入Circuits面板，选择参加测试的语音电话线。从图7我们可以看

出，每个ECG3卡对应14条语音用户线，它们分别和ECG3卡后板连出的DB15Grooming线上连接的接线盒上

的前14个RJ11接口对应。我们选择不参加测试的线路，点击该面板中的Disable Selected按钮，去除不

使用的测试电路。不生效的电路会显示为一个带有叉子符号的橙色方块。我们这里测试只需要16条模拟

用户线，所以我们就只选了16条，为图中绿色部分。

图7 Abacus Circuits面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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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添加主被叫号码

点击Abacus5000控制台界面上端工具栏中的Phones 按钮，进入Phone numbers配置界面，在

这个界面中我们可以参考SUT设置语音测试仪的主被叫号码，设置的方法有两中，一种号码的采用方法是

使用一个起始号码，Abacus呼叫的时候会每呼叫一路主被叫号码就对应增加1；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测试过

程中使用一个含有主被叫号码信息的文件，我们现在主要使用这种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准确而且灵活。

如图8，该界面使用的就是第二种方法，要使用这种方法，首先要在source列下选择号码来源是File，然

后编辑其含有主被叫号码的文件就可以了，这里的两个号码文件分别是A.phn和B.phn，Abacus会根据使

用的呼叫的方法不同而决定采用own对应的文件还是同时使用own和External对应的文件，它们的内容如

图9所示。具体的对应关系大家可以参考有关Partition部分的配制说明。此图使用了测试中继电路时候

的截图，对于ECG3测试板卡对应的该界面是没有Number Apply子面板部分的，这部分配置的意义我们留

到PCG3卡测试使用的时候再讲。

图8 Abacus Phone numbers配置界面图

图9 Abacus ECG3测试对应的号码文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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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配置呼叫方式

点击Abacus5000控制台界面上端工具栏中的Partition 按钮，进入Partition and Timing配置界

面，在这里我们可以对于不同的语音通道进行组合，使它们分别作为主叫和被叫部分，我们也可以选

择对于可以使用的语音通道（在Ptl Selection部分配置的）那些参加测试那些不参加。如图10所示，

我们主要可以配置这么几部分，首先是Set部分，它把几个呼叫的逻辑通道（在ECG3测试环境中就是几

路电话）组合成一个逻辑单元，统一给这个逻辑单元赋予共同的特性。From 、To 、Total部分配置

了属于一个Set的逻辑通道都有那些，从字面意思我们就可以理解，From指在一个Set中开始的逻辑通

道，To指在一个Set中结束的逻辑通道，Total根据From和To的配置计算出一个Set中有几个逻辑通道。

Configuration部分配置一个Set在呼叫过程中扮演的角色，all originate表明该Set中的所有逻辑通道

都是呼叫发起端，All terminate代表该Set中所有逻辑通道都是呼叫接收端。

图10中的Links部分可以配置不同Set之间的关系，可以是Sub、self、None，如果是Sub和Self方

式，Abacus使用测试文件的时候就只使用属于Own的号码文件（大家可以参考配置第5步的讲解），如图

11所示，该配置使Abacus只使用Own对应的号码文件A.phn，Abacus根据Association部分的配置，把号码

文件的前八个号码作为主叫号码，后八个号码作为被叫号码，文件中的第一个号码呼叫文件中的第九个

号码，以此类推。

图10 Abacus Partition配置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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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Abacus 连接方式和号码文件对应关系图

配置完Set的连接关系后，我们可以进入Partition and Timing面板，配置呼叫的间隔，如图12所

示，其中ST、SS、CL、IC、CC都是可以配置的时间参数，它们的关系和定义大家可以参考图13的描述。

这部分的配置要注意两个地方，一个就是被叫的CL应该大于等于主叫的CL值；还有就是对于ECG3测试环

境应用到逻辑通道上的Abacus originate脚本要选对，如图红色区域选择的脚本。

图12 ECG3 Timing and ScSIPts配置图

图13 Abacus时间参数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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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开始测试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ECG3参数设置就完成了，点击工具栏中最左侧的Start 按钮，这时Abacus就会

对大家刚刚配置的内容进行编译，如果编译通过Abacus自动启动测试进程，一个ECG3的测试过程就开始

了。测试开始后大家可以点击工具栏中的 按钮，进入呼叫通道的状态监视界面，如图14所示。在图中我

们可以看到参加测试的通道有16个，每个圆点代表一条模拟话路，绿色的代表呼叫已经发起，棕黄代表

被叫接通，如果有红色的圆点在闪烁，说明这路呼叫上曾经有错误发生。

图14 ECG3 Channel Status界面图

如果测试过程中有Not Dial tone的错误提示 :请查看电缆是否连接紧。此外Abacus还提供很多别的

监视手段，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2.1.2 R2 信令中继线路的性能测试

2.1.2.1 R2信令测试思路

测试思路：用Abacus的一块PCG3卡上的

两个CE1接口，分别模拟30路R2信令中继呼出

和30路R2信令中继呼入。呼入的中继触被测试

设备语音用户线的专线配置从另外一条中继线

呼出，从而形成一个中继呼叫的环路。测试过

程中进行持续大流量呼入，查看系统内存；在持续呼叫过程中shutdown语音接口和E1接口，重启语音板

卡，原则是在30路呼叫大多建立起来的情况下进行上述操作，操作过程连续频繁，所以需要借用脚本。

 测试规划：使用两条一端是RJ45，一端是DB15口的120欧E1线缆连接Abacus PCG3卡后板的CE1接口

和被测试语音设备的E1VI接口，形成中继语音环路。可以通过给被测试设备的以太口连接Smartbits来提

图15 R2信令测试拓扑图



131 

语音测试技术ROUTE TO NETWORK

供额外的流量，使CPU使用率上来。

2.1.2.2 被测试设备的配置

VG8020配置：

 !
  controller e1 0
    timeslot-set 0 timeslot-list 1-15,17-31 signal r2
    cas 0
    select-mode max
    mode china default-standard
    quit
  !
  controller e1 1
    timeslot-set 0 timeslot-list 1-15,17-31 signal r2
    cas 0
    select-mode max
    mode china default-standard
    quit
  !
  interface Ethernet0
    ip address 172.168.1.2 255.255.0.0
  !
  interface Ethernet1
  !
  voice-setup
    vqa data-statistic enable
    !
    dial-program
      !
      entity 333 pots
        match-template 333....
        line 0:0
      !
      entity 888 pots
        match-template 888....
        line 1:0
        send-number all
    !
  return

注意select-mode max的选择，这和abacus的实现机制有关，它参考1-30 , 2-29的号码对应关系，

从而决定是否接通。此外还要注意POTS语音实体下sen-number all的配置，因为默认情况下中继是不会

发送中继号码的。

2.1.2.3 Abacus的相关配置

（１）选用参加测试用的板卡

具体的选用方法大家可以参考4.1.1小节相关部分的描述，只不过我们这里选择的是PCG3测试卡而

以，而且一块就够，因为我们只需要两个CE1口，而一个PCG3卡至少可以提供４个CE1口。具体选用几块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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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从测试板卡中选择参加测试的通道

点击工具栏中的Ptl Selection 按钮，首先我们进入Card面板，如图16所示。配置我们

使用PCG3卡的物理和链路层的特性值，system下拉菜单中我们选择Internal说明Abacus的时钟将使用自

己的，也就是一个CTE设备；Physical我们选择E1，因为R2信令是跑在E1接口上的；Signalling我们选

择CAS，说明我们选择了一个随路信令，因为R2是随路信令；Impedence我们选择120，说明我们使用了

120欧的E1线缆连接Abacus测试仪和被测试设备；Frame我们选择16Frame对应我们的测试设备的配置就是

Non-CRC，是我们语音设备的默认配置；Line我们选择使用HDB3，这个线路编码配置也是我们语音设备默

认的配置。

图16 R2 Card面板配置图

配置完Card后我们进入Channels面板，如图17。我们选择使用Chinese R1中继信令，R2和R1很类

似，用R1就可以了。选择Use Mf R2 protocol，说明我们要使用R2的多频互控方式作为R2的rejister信

令方式，而不是DTMF。

图17 R2 Channels面板配置图

配置完Channel后我们进入MF R2面板，如图18。在这个配置面板中我们选择MFC

使用的寄存器信令的类型，我们选择R2(ITU)china就可以了。如果测试不通可能是因为SIZEACK的等

待时间太短，修改这个值对应的等待时间就可以了，具体的配置方法，这里先不具体说了。



133 

语音测试技术ROUTE TO NETWORK

图18 R2 MF R2配置界面图

（3）配置系统的通道参数

点击工具栏中的Channels 按钮，进入Channels配置界面，如图19。配置Receive detection

部分如图，这么配置的作用是使Abacus更容易检测到和被测试设备间的MFC 信号。

图19 R2 Channels配置界面图

配置完Tones后，我们进入Terminate ECG3面板，如图20。这里我们有两个地方需要注意，一

个Cut through的值我们可以适当加大，这个值是被叫通道在应答一个呼叫后向呼叫发起端发送Path 

confirmation 信号前的等待时间，只有Originate通道收到了这个信号才认为通道是建立正常的。为了

避免系统报大量的No path confirm的错误，可以延长这个时间。当然，如果没有在Path confirm面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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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三音检测，这个参数配置也就没有意义了。此外我们还要配置Dial type 为MF R2 ，使用这个配置

说明R2线路上拨号号码使用的号码类型是MF R2。

图20 R2 Terminate ECG3配置界面图

（4）添加主被叫号码配置呼叫方式

主被叫号码的配置大家可以参考4.1.1小节相关部分的配置。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在PCG3的Phone 

numbers配置界面中有了Numbers apply子面板，子面板中有each channel和each circuit两个选项可以

选择。如果选择each channel就是说在通信过程中一条E1线路上的30个语音通道我们每个通道分配一个

号码；如果选择each circuit说明我们给一条E1线路统一分配一个号码，该线路上所有通道使用的号码

都是一样的，一般我们使用第一种配置。

（5）配置呼叫方式

点击工具栏中的Partition 按钮，进入Partition and Timing配置界面，如图21所示。注意

这里script originate我们选择了A calls B(MF R2)，其中MF R2的标记很重要呦，这是和ECG3 相关部

分配置不同的地方

图21 R2 Partition and Timing配置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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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开始测试

OK，到这里Abacus R2的配置完毕，大家可以按Start开始测试了。

 ICG3卡的使用和配置

这一部分主要对ICG3测试卡使用进行说明，关于ICG3的介绍大家可以参考Abacus简介部分。

2.1.3 SIP信令的配置

H.323信令的测试依赖于Abacus5000的ICG3卡，目前中心的Abacus5000有两块ICG3卡，一块提供一个

百兆电口，一块提供百兆电口和千兆光口各一个，大家在测试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选择。

2.1.3.1 测试基本思路

测试拓扑：

图22 ICG3 SIP测试拓扑图

测试思路：由Abacus5000模仿200个SIP语音网关，向被测试设备XE200语音服务器注册，注册后每个

网关模拟发起一路SIP呼叫。测试过程中加大Caps呼叫量，让被测试系统满负荷运转，强度达到使被测试

系统的CPU占用率达到90%~100%，出现部分呼叫异常。这样可以在测试过程检查系统在满符合情况下，出

现异常拆线时是否可以正常释放内存。

测试规划：用RJ45口的5类线连接ICG3卡和被测试设备的以太网口。如果呼叫强度不够，可以用

Smartbits连接被测试设备的其它以太口，不过对于VOIP信令的测试只要测试仪的参数调试的合适，一般

不不需要Smartbits的参与。使用Smartbits测试仪协助测试的情况一般出现在ECG3模拟用户线测试的情

况下。



136 

网络之路

网络之路｜语音专辑

2.1.3.2 被测试设备的配置

XE200:

#
 sysname XE200_sip
#
interface Aux0
 async mode flow
#
interface Ethernet0/0
 ip address 172.30.0.1 255.255.0.0
#
interface Ethernet0/1
#
interface NULL0
#
user-interface con 0
user-interface aux 0
user-interface vty 0 4
#
process-server
 ps-config processor1 interface Ethernet0/0
 heartbeat password xe200
 start
 #
 sip
  start
#
location-server
 #
 voice-vpn default-vpn
  prefix 999
 #
 process-server processor1
  ip-address 172.30.0.1
  heartbeat password xe200
 #
 gate-way 172.30.0.30
  ip-address 172.30.0.30
 #
gate-way 172.30.0.31
  ip-address 172.30.0.31
 #
 gate-way 172.30.0.32
  ip-address 172.30.0.32
 #
 gate-way 172.30.0.33
  ip-address 172.30.0.33
 start
#
return      

我们这里只是举个例子，所以只配置了四个SIP网关。由于Abacus提交信息的要求，注意红色部分配

置，要用IP，否则可能不通。

2.1.3.3 Abacus的配置

Abacus配置文件:SIP_O+T_20050908_XE200_example.e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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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用参加测试用的板卡

点击工具栏中的Sys Info 按钮，进入System Information界面，如图23。点击HardWare按

钮，选择我们这次测试使用的ICG3卡，如图24，选中后的ICG3卡的状态栏为Test Done。退回到System 

Information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选中的ICG3卡出现在了Shelf框中，如图25，Shelf框中的黄色色

块。就此，第一步我们就配置完了。

图23 ICG3 SIP System Information配置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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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ICG3 HardWare配置面板

图25 ICG3 SIP System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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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测试板卡中选择参加测试的通道

这一步我们配置ICG3卡使用的VOIP协议，ICG3卡的IP参数等配置信息。首先我们点击工具栏中的

Ptl Selection 按钮，进入Protocol Selection配置界面，如图26。我们在Card面板中选择

Signalling为SIP。

图26 ICG3 SIP HardWare配置图

配置完Card后，我们进入Channels界面，如图27，选择通道使用的编解码协议为G711u-law。

图27 ICG3 SIP Channels配置面板图

配置完Channels，我们进入ICG3配置界面，如图28。首先我们要配置Chan Quantity，它定义了参加

测试的语音通道数目，XE200上我们只配置了4语音网关，所以这里我们就选4。还有就是Gateway，对于

这种测试仪和被测试设备直接相连的情况，我们这里的Gateway IP地址使用被测试设备和Abacus连接端

口的IP地址就可以了。如果通过路由器连接，就填路由器的接口地址。然后配置Local Address，这个IP

地址是ICG3卡的接口地址，注意和Gateway网关地址应该在一个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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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ICG3 SIP 配置界面图

就此Ptl Selection部分的配置我们就全部配置完成了。

（3） 配置被测试设备参数

点击工具栏中的SUT 按钮，进入System Under Test Settings配置界面，如图29。我们要勾

选上Use Proxy Server和Register Phones两项，说明被测试设备即是SIP代理服务器也是注册服务器。

Name和Address部分的IP地址是XE200语音服务器的接口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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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ICG3 SIP SUT配置界面图

（4）添加主被叫号码

点击工具栏中的Phones 按钮，进入Phone numbers配置界面，如图30。在File对应的输入

框中输入一个号码文件名，点击Edit按钮进入编辑该文件的界面。在这个编辑页面中我们点击Insert 

Range按钮，给这个号码本插入一组SIP号码，如图31。在这个界面中，我们先给Number to insert输入

框输入参数4，意思是我们需要输入4个号码。然后我们给User Name输入框的Start with列输入1000，这

是这次输入过程中第一个生成的号码，后面的Increment by列输入1，意思就是以后生成的号码在前一个

号码的基础上加1。然后配置IP Address，该IP是分配给每个语音通道的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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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ICG3 SIP Phones配置界面图

图31 ICG3 SIP Insert Phone配置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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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OK返回号码本的编辑界面，如图32。号码本中会出现我们刚刚添加的四个号码1001~1003。图56

中数据的意义可以参考图33中的解释。

图32 ICG3 SIP Edit Phone配置界面图

图33 ICG3 SIP 号码本内容说明图

Authentication User ID我们没有配置，所以图32中没有。Domain Name我们配置的是

172.30.0.30~172.30.0.33。此外VLAN ID也是我们没有配置的。

（5） 配置呼叫方式

点击工具栏中的Partition 按钮，进入Partition and Timing配置界面，如图34。在

Association配置面板中，我们把呼叫的逻辑语音通道分成两部分Set1和Set2。Set1包含两个逻辑语音通

道1-2，Set2包含两个语音通道3-4。Set1中的语音通道都作为呼叫的发起端，配置为all originate；

Set2中的语音通道都作为呼叫的接收端，配置为all terminate。相关的解释大家可以参考ECG3配置相关

部分的介绍。 

图34 ICG3 SIP Association配置面板图

配置完Association面板后，进入Timing and Scripts面板，如图35。这里关于呼叫间隔、频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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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配置大家可以参考ECG3相关部分的配置说明。只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Script originate部分的配置是

A calls B (SIP)，这里不配或配置错误不能通呦。

图35 ICG3 SIP Timing and Scripts配置面板图

（6）开始测试

现在我们就可以点击Start按钮启动测试了，测试过程中我们可以查看通道的状态，它们分别由图

36、37表示出来。蓝色代表测试仪模拟的SIP网关已经注册成功了。绿色代表该语音通道已经发起呼叫，

黄棕色代表被叫语音通道已经接通。

图36 ICG3 SIP Chnnel Status状态图1

图37 ICG3 SIP Chnnel Status状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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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试解决方案Abacus
文/黄杰姝

Abacus使用指南
1.Abacus 2.6 r9操作界面

图1 Abacus 2.6 r9操作界面

图1为Abacus 2.6 r9版本的操作界面，五个黑色圆圈是操作过程；红色圆圈A是系统信息，红色圆圈

B是被测系统，使用abacus测试仪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配置A-Sys Info，然后根据不同板卡的需要来

选择是否需要配置B-SUT。再根据组网图按照操作步骤1、2、3、4、5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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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ys Info（系统信息）

Abacus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板卡，常用的板卡有PCG，ECG，ICG。PCG就相当于我司VG网关的E1/T1板

卡，一块PCG有14个口，即相当于14块E1/T1卡，你可以通过配置不同的信令，例如ISDN，CAS等；ECG相当

于电话，一块ECG有25个插孔，但实际只有前14个口有用，即相当于一块ECG上有14个电话；ICG就相当于

一个网关带N个电话，需要时还可以配置ICG注册到GK上，但一块ICG最多可以配200个电话号码，而且在

ICG也可以选择走不同的协议，例如SIP、H323。

通过上面介绍，你大概知道需要选择什么样的板卡和你的被测设备进行组网测试。所以在使用

abacus测试前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在Sys Inf的界面上选择你要的板卡类型，然后跟你的被测设备组

网。如何选择请看下面介绍。

在Abacus操作界面上点击工具栏的Sys Info

按钮，出现System Information对话框，内容如

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目前Abacus 5000中有

1块ICG3卡（黄色）和11块PCG3卡（蓝色）。用

鼠标点击Shelf中各个板卡，将在右下面看到这

块卡的相关信息（如卡的lisence及支持的相关功

能）；点击Hardware按钮，会出现硬件信息对话

框， 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选择，只要

选中自己需要的板卡，然后点击Acquire按钮占用即可。

注：在硬件信息对话框中shelf菜单下是显示所有卡的状态信息和各自持有者，user菜单是所有连接

到这台abacus的用户信息（用户名和ip地址）。一台Abacus虽然允许几个人共同使用，但是一块板卡只能

允许一个人使用，所以在点击acquire时的前提是那块卡必须是空闲的，如果被别人占有的话，那么只有

等待拥有者release掉才行。

1.2  SUT（被测系统）

   点击工具栏中的SUT按钮，如图2为ECG板卡对应的SUT的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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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CG板卡对应的SUT操作界面

图3 ICG板卡对应的SUT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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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板卡或者相同板卡不同的应用协议时均能显现出不同的SUT界面信息。即不同的板卡或者相同

板卡不同的应用协议时，看到配置的项是不一样的，例如图2中显示的是ECG卡的SUT界面；而图3则为ICG

（SIP）的SUT界面，和图2差异还是挺大的；另外同样为ICG板卡,但选择协议不同，将SIP更改为H323协

议，那么ICG(H323)的SUT界面信息与ICG(SIP)的界面的信息也会不同。

注1：如果使用的是ECG卡，那么在SUT界面里的call progress项是一定要配置的，因为全球的设备

默认的标准可能不太一样，而abacus的SUT界面下的 call progress项中默认标准值正好不满足我司VG网

关的默认标准值，所以将对应的参数值修改成与我司网关一致。如拨号音、忙音等信号音按照我司遵循

的标准值应该设置为450HZ，类似这种差异值均需要修改一致才行。具体修改的结果参照图2的参数。另

外SUT界面下的其他两个dial settings和features菜单下的值均使用默认值即可，有时也可根据需要进

行配置。

注2：如果我们使用的是PCG卡时，那么SUT下面菜单中所有的参数都使用abacus本身默认的就可以，

可以不需要做什么修改。

注3：如果我们使用的是ICG卡时，则根据被测设备的参数去设置SUT里面的参数。

2.常见Abacus 的各种板卡进行组网案例

图4 abacus的大概轮廓图

图4是abacus的大概轮廓图，它分前板和背板，前板主要是各个板卡呼叫指示灯，黄色灯表示呼叫发

起端，橙色灯是表示呼叫终端，红色灯则表示曾经出现过错误。背板主要是各个板卡的与被测设备的连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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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使用 ECG 板卡的组网图：

 

ECG（16个插孔）------VGA----ip----VGB--------ECG（16个插孔）

      16路S口                       16路S口

注：因为一块ECG只支持14个插孔，所以按照上图的组网方式，VGA需要接在两块ECG板卡上，14个S

口插在一块ECG1上，再在ECG2上插剩下的2个S口，VGB也是如此，14个S口插在一块ECG3上，因为ECG2没

有用完还剩12个插孔，所以VGB可以把剩下的2个S口插在ECG2上面。这里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abacus所有

的ECG板卡是共用一个界面的，号码全都设在一个电话号码簿里面。关键所在就是如何区分号码和各个

ECG的对应关系。号码是和ECG的每个插孔一一对应的，槽位在前面的ECG，它的14插孔绑定的号码就排在

前面。例如目前abacus的3槽位插一块ECG1，5槽位插一块ECG2，1槽位插一块ECG3，则表明abacus总共

有3块ECG，即14*3=42个电话，所以在号码簿里面总共要设42个电话号码，由于ECG3的槽位在所有ECG卡

里面是排在最前面的，所以ECG3的14插孔对应在号码簿里的位置是前14个，编号为1-14，而ECG1在号码

簿的位置是15-28，ECG2在号码簿的位置是29-42。你只需要在相应的位置上设置你配的号码就OK了。记

住，如果某个插孔你不用，但你一定要留出它的位置出来，不能占用哦！如果占用了，abacus会把这个

号码对应到你占用的那个插孔上去的。

2.2 使用 PCG 板卡的组网图：

图5 常见PCG板卡组网图

注：PCG是模拟E1卡，见图5（常见PCG板卡组网图），PCG和E1设置的呼叫信令一致即可，可以是

PRI，也可以是R2信令。

2.3 使用 ICG 板卡的组网图：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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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G（4个插孔）--------VGA-----ip--------ICG（上面配置4个号码，模拟四路）

                        4路S口

          或

          PCG------- VGB---------ip----------ICG

总之：运用abacus的板卡与被测设备组网的方式很多，只要保证呼叫发起端是abacus的其中一块板

卡，呼叫结束端也是abacus的其中一块板卡就OK了，具体你想运用什么板卡去测被测设备，怎样去组网

是由你自己决定的。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

3.操作过程

3.1 Protocol Selection

点击工具栏的Ptl Selection按钮，图6为protocol selection操作界面中Card菜单；图7为protocol 

selection操作界面中Channels菜单；图8为protocol selection操作界面中ISDN菜单；图9为protocol 

selection操作界面中Circuits菜单。

图6 Protocol Selection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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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Protocol Selection操作界面

图8 Protocol Selection操作界面                  

图9 Protocol Selection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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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般而言，如果是ECG的话，Ptl Selection下面所有菜单的参数完全可以用abacus的默认值，

什么都不需要修改；但PCG和ICG部分是需要修改的，如果板卡为PCG，那么在Card菜单中，部分参数（例

如帧类型等）需要配置成和被测设备一致，否则不能互通，而让PCG具体走哪种信令则是在signaling

里选择即可，而channel这个菜单下主要是设置板卡遵循的标准协议，如果信令是CAS的话，你可以在

channel这个菜单里选择use mf r2。Circuits这个菜单下面主要显示的是板卡的能用的口，如果你某个

板卡只想用其中的2个口的话，你可以将其他的口disable掉。而Ptl Selection下的其他菜单则是根据你

选择的信令不同和板卡不同而出现不同的菜单，如果选择的是ISDN的话，在Ptl Selection菜单下面就会

有ISDN这个菜单（注意：在ISDN菜单下面的group选项中的Nailed这一项是表示选择通道的规律，如果选

yes的话，则表明是一一对应，如果为no的话，则表明随机选择，和我司网关VG8020的PRI互通时一定要

选择no，否则无法互通，参见图8），如果选择的是CAS信令，一般选择use mf R2方式，然后出现MF R2

菜单再去进行相应的配置，这里不做详细描述了。

3.2 Phone Numbers

 

图10 Phone Numbers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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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为Phone Numbers操作界面，即设置abacus电话号码簿，设置号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source

选项中选sequential，这样的话，它会以你给的一个起始号码然后按1递增下去，并对号入座。

如果在source选项中选文件的话，那么表明此电话簿是可以编辑的，则可以点击edit按钮，并弹出

一个显示号码簿的对话框，你可以直接在里面编辑，一行只能对应一个口的号码，如果你写的号码很有

规律的话，你可以点击insert range去编辑，starting number为起始号码，number to insert指插入号

码的个数，increment by表示每插一个号码需递增的值。

而在这里own的号码主要是指一类型板卡（如ECG，PCG，ICG）的所有有用口对应的号码，类似我司

VG网关的POTS号码，而external主要是指由这种类型的板卡呼到别的类型板卡上，需要拨出去的号码，

类似我司VG网关的voip下面的号码。当然这个号码配置也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

注：在一种类型板卡内进行呼叫时，会跟Partition中的选项有关。如果在Partition----

>association---->link链接选择为NONE时，则需要配置external号码簿，因为呼叫的时候，abacus会去

查找external号码簿；但在Partition---->association---->link链接选择为self或者set x---》set y

时，abacus不会去查找external号码簿，这个时候只需把own的号码簿配置好即可。记住：这种情况只能

是发生在一种板卡之间的呼叫。

3.3 Channels

图11 Channels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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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具栏中点击channels按钮：

图11为Channels操作界面的Path Confirm菜单；图12为Channels操作界面的Tones菜单；图13为

Channels操作界面的Terminate Subs菜单。

图12 Channels操作界面

图13 Channels操作界面

channels里面主要是设置例如path confirm 音，检测音的频率，何时摘机等等一些呼叫过程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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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参数。首先图11是channels的第一个菜单-------path confirm ，在这个菜单下面的basic项主要设置

path confirm音的类型，要知道path confirm音主要是用于建立通话放的一种确认音，通过双方互放这

种path confirm音来表示目前处于通话状态，如果这种音有一方没有收到（例如建立通话后单通等）或

者语音质量差使收到的path confirm音失真了，又或者建立通话失败，这个时候，abacus就会在工具栏

中EVENT 里面报no path confirm的错误，因此path confirm音可以用来判断是否是一次完整的通话。从

图11可以看到这种path confirm音有很多，如果选择none的话，则表示建立通话不放path confirm音，

你只需要测试整个通话的一个建立过程；如果不选择none，而选择tones里面4种不同频率组成的path 

confirm音的其中一种，这样就涉及到通话过程中的一些测试，不同的音，测试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如果

是三音的话，那么在工具栏中的variances里面就有一项测试指标为round trip delay，如果选择第四种

音的话，工具栏中的variances里面测试项就会多一项指标为clip，一般情况下我们默认都是选由三个频

率组成的三音确认音。如果板卡的license有语音质量功能，那么就可以对通话中的语音质量进行测试，

只不过需要对channels菜单下的advance选项进行配置，具体操作步骤下面再详细介绍。

图12是channels的tones菜单下的东西，左边一般是设置发出去的能量范围，和接收时的能量范围，

右边是设置所有DTMF号的组成频率。

注：在这一项需要注意的是，一般为了保证对方能够收到的话，我们发出去的能量范围应该尽量

小，在接收方检测发送方的范围应该尽可能的大，这样才能保证传过去的声音容易被检测到；而如果我

们选择的是ECG板卡的话，那么右边的那些DTMF参数全部要修改成我司DTMF的标准值，因为abacus默认的

参数是不符合我司的标准。而部分板卡用不上这些DTMF参数，那就没必要去修改了，不同的板卡在这个

菜单下的界面也是不一样的，不过基本有类似的地方，这里就不做详细描述了，具体正确配置请参照图

12。

 图13是channels的terminate subs菜单，这里面主要设置的是终端在建立通话时的一些参数设置，

例如多长时间摘机，多长时间应答，多长时间挂机等等，一般用默认值，但可以根据个人需要去配置

的。

3.4 Partition and Timing

点击工具栏中的partition按钮



156 

网络之路

网络之路｜语音专辑

图14 Partition and Timing操作界面

图14为Partition and Timing操作界面下的association菜单，从这个菜单中可以看出，目前总共

有2块板卡，一块是PCG，一块是ECG，上部分主要显示的是PCG的association的配置，下半部分主要显

示的是ECG的association的配置，而association的里面主要完成组网连接，一个set里面需要设置呼叫

路数，呼叫方向，呼叫链接，还有最后一个attach这个选项，如果在attach上打勾的话，并在最下面的

channels菜单下选择attachment，那么在测试结果EVENT里面会有一个小信封，里面会有详细的过程描

述，如果不打勾的话，是没有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组网，随意的去配置association，如果呼叫时想出

这块板卡的话，link里面就可以选择连接到别的板卡上，如果想自己板卡在一个set里面做自环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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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选择self，如果想要在一块板卡里的set打到另外一个set上的话，可以在link里面选择set x –》 

set y，或者none。

注：在最下面的channels菜单下，一般我们都选择contiguous。Phones一般选择global phones。

图15 Partition and Timing操作界面

图16 Script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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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Action Management操作界面

图15为Partition and Timing操作界面下的Timing and scripts菜单，这里面主要配置的是整个一

个呼叫过程的时间设置，和选择什么样呼叫脚本。图16和图17主要是修改scripts和action。Abacus本

身存在部分默认脚本，一般情况下我们根据不同板卡选择相应的默认脚本就OK了。例如：由ICG发起的

呼叫一般选择：A calls B voip confirm for call length，由PCG（pri）发起呼叫一般选择A calls 

B ISDN confirm for call length，由PCG（mf r2）发起呼叫一般选择A calls B MF R2 confirm for 

call length，由ECG发起的呼叫一般选择A calls B DTMF confirm for call length。另外在timing 

and scripts菜单里面最主要的应该是那些时间设置，下面先给出这些时间的关系图，如图18：

图

1
8
 

时间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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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18中可以清楚知道这些时间参数的意思，注：这里的时间参数都是以s为单位的，st表示整个测

试过程在abacus点击start开始过多少秒才开始运行，ss是指每路的呼叫起始时间间隔，是一起呼起来，

还是一路一路按时间间隔呼起来，就在这里设置，cl是表示呼叫通话保持时间，ic是表示脚本运行完一

次，隔多少秒再运行，即呼叫间隔时间，cc一般都是等于cl加ic的，如果cc大于cl加ic的话，那么呼叫

间隔时间就会由ic本身设的值自动延长（c-cl-ic）s，如果cc小于cl加ic的话，那么cc设置的值就将无

效，这里建议cc的值最好设置大于或等于cl加ic的值。

图19 BHCA操作界面

图19为BHCA操作界面，可以利用它算出abacus在这种配置条件下，理论上所能达到的每秒处理能

力，通过你呼叫设置的call length和intercall，并在后面fixed那栏中打上钩，再按一下calulate就会

自动计算出call per hour per channel，假设得出来的值为X，你用所有的呼叫总channel数乘以X然后

去除以3600，得出的结果就是call per second，即我们所说的一个指标值caps，然后你也可以根据测试

完毕后在工具栏中的statistics（呼叫统计信息）中call attempts per hour的值去除以3600就是被测

试设备的caps，每秒处理能力。

一般在partition中的protocols里面的配置是默认的，但如果板卡的license里面有T30的测试项，

那么你可以在protocols菜单下fax protocol里面选择fax default进行设备的传真测试。

3.5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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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四个步骤配置完后，就可以开始测试了。测试过程中，可以借助统计、Channels状态等工具来

查看测试情况，工具栏按钮如下图20所示：

图20 工具栏按钮

注：各按钮的使用请参考Abacus的帮助。

4.测试点

通过上面的介绍，大家可以通过abacus的一些配置项知道abacus大概能测试些什么东西，一般用

abacus最重要的测试项就是测试设备的性能，下面列出一些常用测试项：

1、通过设置cl 、cc、ic、ss参数来得到不同测试效果：

 A、测试设备的呼通率。（cl时间设置短一些）

 B、测试设备的长时间保持通话能力（cl时间设置长一些）

 C、测试设备并发处理能力（ss时间设置为0）

 D、模拟大呼叫量测试（进行多路呼叫测试，在set里面设置多路）

 E、测试信令建立有无问题

2、如果板卡的license有语音质量的测试的话，就有如下测试点：

 A、可以有实时得到PESQ，PEQM的评测结果。（延迟、抖动、串音等）

 B、支持MoS评测

 C、支持用不同编解码进行媒体压缩（只有ICG/PCG上有）

 D、支持实时捕捉音频波形，对比发送前和接收到的音频文件

 E、支持声音、固定音频的混合流量波形测试

3、如果板卡的license有T30的话，就有如下测试点：

 A、测试多路传真

 B、测试传真质量

 C、测试传真整个过程的效率

上述列举的常用测试项，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如何测试语音质量（例如串音问题）和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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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Channels操作界面

在前面介绍工具栏中的Channels菜单下面的path confirm选项里有个basic和advance，当时主要介

绍了Basic选项中的三音，而语音质量的测试则需要用到Advance选项，如图21所示。

Path confirm音为三音时是无法测试语音质量，需要应用Advance选项表的voice---> type中QOS，

如图21所示，如果板卡的lisence只有PSQM，那在Advance选项表中选择对应的PSQM的测试，然后选择播

放的声音文件（这些文件放在abacus的安装目录下的sounds文件目录下），并在工具栏configure-----

>Qos capture---->PESQ VALUES的参数来设置门限值。当板卡上的端口处于通话过程中，abacus会在发

送方自动播放刚才选择的声音文件，并在接收方自动记录收到的声音文件，最终通过捕捉到的原发送文

件和接收文件进行波形的对比，计算出PESQ值，如果此值超过之前设置的PESQ VALUES门限值，那么它会

将捕捉到的原发送文件和接收文件放在Monitor选项的Qos monitor中，测试人员可以自己对比或回放原

发送文件和接收文件从而找到语音质量不好的原因。例如：在通话过程中突然出现串音，即听到第三方

声音，此时就能通过刚才捕捉到的波形进行对比或回放来判断是否是串音导致PESQ值超过之前所设置的

PESQ VALUES的门限值。并且你可以点击工具栏中VARIANCES看具体的质量报告，一般PESQ最高可达到4点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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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Partition and Timing操作界面

图22为Partition and Timing操作界面的Protocols菜单。如果板卡的lisence可以测试传真，那

么必须先在图22中的fax protocol中将none改为fax default，然后再在图21中选择fax，并选中要传真

的页面，需要传真的文件放在abacus的安装目录的IMAGES路径下。选择好之后，即可进行传真，同时还

可以在工具栏configure下点击fax capure来捕捉具体某个通道的信息，且在工具栏monitor下点击fax 

monitor查看整个传真的交互过程和花费的时间。一旦传真花费的时间很长时，并且又不知道怎样来估算

一次传真时间，那么可以先将CC配置大概的时间进行一次传真，然后再通过fax monitor抓取的信息查看

每个过程大概需要花费的时间后推算出一次传真花费时间的准确值，并将CC选项的值设置为该准确值，

这样传真测试才不容易出错，同时传真测试结果才会比较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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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杰姝

传统Fax概述
传统的Fax通过PSTN发送和接收传真。由于传真具有传输的信息种类多、信息传输速度快、操作简单

等优点，传真业务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CCITT制定了四类传真机标准，分别叫做一类、二类、三类、四类传真机。ClassI: 低速模拟传真，

模拟移频键控信号，黑白灰度，4l/mm ,A4需要约6min传真结束。ClassII:中速模拟传真，模拟相频键控

信号，黑白灰度，频带压缩，速度提高一倍。ClassIII:高速数字传真，调制信号，黑白，速度提高三

倍，200 p/inch (H) 100-200 p/inch (V)。ClassIV: 高速数字传真，针对ISDN，64k，200-400p/inch，

三级技术、采用传真、电报终端混合。一类、二类和四类传真机由于速度和线路等限制都没有大规模的

使用，所以目前在传真通信中使用较多的传真终端是G3类传真机。G3类传真机是一种采用数字信号处理

技术的通信设备，图像信号在内部经过数字化处理压缩后，通过调制解调器变成模拟信号，然后通过普

通用户线输入到PSTN交换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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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通信系统包括发送方、接收方和传真线路。如下图1所示，传真图像信息从发送方经过处理送往

传输线路，到达接收方后经过相应的反处理，恢复成与发送方图像相一致的图像信息。

图1   传真通信系统                               

普通传真一般在公用电话交换网上传输，遵循的协议为T.30。组网形式一般可以描述为图2：

图2  传统PSTN网的传真组网形式

Fax over IP概述
Fax over IP是通过Internet来发送和接收传真的。路由器在其提供的VoIP服务功能的基础上加入

Fax over IP特性后，即可进一步提供Fax over IP服务功能。由于Fax over IP是基于Internet的传真服

务，因此用户只需花费低廉的费用就可以收发国际国内传真。

IP传真根据实时特性可分为：IP存储转发传真，IP实时传真。对于IP存储转发传真，传真信息被存

储起来然后再转发到IP网上，在IP网侧，这种传真通信是非实时的，传真信息基本按照E Mail的形式发

送，但在PSTN侧，网关与传真机之间的通信则是实时的。

IP实时传真在PSTN侧遵循着T.30、T.4协议，在IP侧遵循着T.38协议。 T.38是通过IP网进行实时三

类传真的通信规程和协议。它对在IP网上进行实时三类传真所采用的通信方式、报文格式、纠错方式以

及部分通信流程均作了一定的描述和规定。

下图3为基本FOIP的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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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基本FOIP的组网图

整个传输过程分为信令和数据两个部分。信令部分采用高级数据链路控制（HDLC)格式，V.21第二

信道300bps调制信号；数据部分遵从T.4协议，使用传真终端协商的调制解调方式进行传输，主要包括：

V.17、V.29、V.27ter、V.34。

路由器/网关在其中的作用就是将传真机上报的T.30进行解调，转换为数字信令，然后将消息封装成

T.38报文，发送到网络上；在接收方的路由器将T.38包解包后，转换为T.30

消息，然后再进行调制发送给传真机。路由器/网关只是起到一个转换透传的作用，其自身不产生任

何T.30的消息。

涉及的协议简介
3.1 T.30简介：

T.30是文件传真在公用交换电话网上的传输协议与规程。它对三类传真机在普通电话网上的通信流

程、通信所采用的信号格式、控制信令以及纠错方式都作了详细的描述和规定。它本身有非常复杂的状

态机来控制传真过程，保证传真的进行。T.30中定义的消息采用的就是低速的V.21 300bps调制速率，进

行消息交互。

T.30传真协议是上层传输协议，协议本身通常不保证数据可靠传输。数据的正确率和线路质量相

关。

3.2 T.4简介：

该标准是用于文件传输的三类传真终端的标准化协议。它对三类传真终端的图象编码方式、信号调

制方式与速率、传输时间、误码纠错方式以及文档传输方式都作了标准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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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采用的是双方传真机最终协商的调制速率进行数据传输。

3.3 T.38简介：

T.38协议是对T.30协议的补充。其主要目的是对T.30消息进行封装，以便T.30的消息在IP网络上传

输。该协议自身没有任何的状态机和处理流程，仅仅是对消息封装格式的说明。优点是占用带宽小、通

过冗余帧和前向纠错等方法提高可靠性，受网络波动影响小，缺点是实现比较复杂。

传真阶段介绍
4.1 传真阶段介绍：

在T.30协议中，传真过程被分为5个阶段，如图4：

图4 T.30协议中的传真过程                                    

各阶段完成的工作如下：

阶段A 呼叫建立

阶段B 前消息处理过程以满足识别并选择必须的设备

阶段C 消息传输过程包括相位调整和同步

阶段D 后消息过程包括结束消息和证实以及多文件传输过程

阶段E 呼叫释放过程

下面将一一介绍各个过程，给出各个过程中常见的信号的含义，最后将给出一个完整的呼叫过程。

4.1.1  阶段A：呼叫建立过程

阶段A：为传真呼叫建立阶段，这一阶段与电话呼叫建立的过程有些相似，该阶段需要发送CED和CNG

传真信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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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5为A阶段一般的处理过程：

图5 A阶段处理过程                      

该过程可以有4种形式，分别是“主叫，被叫”与“手动，自动”的排列组合。

主叫被叫均手动 

主叫被叫均自动 

主叫手动被叫自动 

主叫自动被叫手动

呼叫建立过程同普通的电话建立过程，不再赘述。在真正进入传真阶段，即阶段B前，传真机还要发

送两个信号，分别是CED（Called terminal identification，被叫终端标识）， CNG（Calling tone，

主叫单音）。

CED作用：三类传真可以应用该信号实现自动应答，同时CED也为被叫终端标识。本身为一个

2100Hz+-15Hz的声音，持续时间为2.6s<time<4.0s，当接收方的操作员按下开始按钮后，传真机会向对

方发送该声音，其主要作用就是通知发送方操作员，这边已经准备好接收了。

CNG作用：告诉对端终端处在发送状态对自动主叫终端和两端均为手动的终端而言该信号是必须的，

由发送端发送该信号。一旦发送了CNG后，发送端的语音通道就闭塞掉了，无法再进行语音通话。它本身

为一个1100Hz+-38Hz的单音，其以0.5s通3s断的播放频率将声音发送到接收方，以通知发送方已经准备

好发送。

4.1.2 阶段B：前消息处理过程

阶段B：为报文前过程，这一阶段主要进行能力的协商与训练，来为后续的数据传输协商出一个合适

的调制解调速率，以保证传真的质量。

下图6为B阶段一般的处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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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B阶段一般的处理过程                                 

一般情况下：在该阶段使用DIS、DCS来进行调制解调速率的协商，当双方协商出一个速率后，就开

始使用该速率进行训练(TCF)，这时发送方传真机会默认发送一串全为“0”的数据到接收方。接收方在

如果收到的数据为全“0”，或者“1”的数量在可以接收的范围内（注：如果有“1”则代表在调制解

调过程中有出错现象），则发送CFR消息确认后续的数据可以使用该速率进行传真；如果收到的“1”过

多，则接收方会发送FTT消息表示训练失败，双方会降低速率再次训练，直到训练成功发送CFR。

在这个过程中主要会发送以下一些信号：

（1）用于非标准能力的协商

NSF（Non-Standard Facilities，非标准设备）：进行非标准能力的协商，即非T系列的用户专用能

力。该消息可以和NSS配合使用来开启私有的传真流程。注：需要双方的传真机同时支持相同的非标流程

才可以，否则很有可能导致传真失败。

NSC（Non-standard facilities command，非标准设备命令）：响应NSF信号中的信息。

NSS（Non-standard set-up，非标准设备建立）：在非标准的能力协商时使用，是对NSF或NSC信号

中信息的响应。接收方通过NSF消息来发起非标准的传真能力协商过程请求，如果发送方接收双方的非标

准过程，则返回NSS消息，否则忽略NSF消息。

（2）用于发送接收标识

CSI（Called subscriber identification，被叫用户标识）：表示接收终端标识。可以使用被叫的

国际电话号码来提供被叫用户的特定身份。

CIG（Calling subscriber identification，主叫用户标识）：使用该信号表示随后的FIF（传真信

息字段Facsimile Information Field）信息是主叫终端的标识。

TSI（Transmitting subscriber identification，发送用户标识）：使用该信号表示随后的FIF信

息是发送终端的标识。

（3）用于能力协商接收方最出最后决定决定后不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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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Digital identification signal，数字标识信号标识）：标识被叫的ITU-T的标准能力。注意

只有被叫才能发送此消息。

DTC（Digital transmit command，数字传输命令）：对DIS信号表明的标准能力作出响应。希望成

为接收方的主叫发送该信号。

DCS（Digital command signal，数字命令信号）：对DIS 信号表明的标准能力作出响应。此时主叫

是最为发送方发送该信号。是对DIS的响应，其FIF域携带了该传真机支持的传真速率。

TCF（训练检验 Training check）：用于检验训练，并且给出信道能接受协商的数据速率的指示。

其不是一个单独的消息，是根据DIS/DCS的能力集协商出的速率发送1.5秒左右的全“0”的T.4数据。

（4）报文前响应信号

FTT（Failure to train，训练失败）：表示训练失败，需要重新训练。一般情况下，如果接收方发

送了FTT消息，那么双方传真机会采用低一级别的传真速率重新训练，直到训练成功或最终没有协商出速

率导致传真失败。即拒绝训练信号并要求重新训练。

CFR（Confirmation to receive，可接收的证实）：表示报文前过程已经完成，训练时协商的速率

可以被接收，即可以开始报文传输。

4.1.3 阶段C：消息传输过程

阶段C：一般分为C1和C2两个阶段，主要为报文传输过程以及报文传输控制过程，该阶段采用在B阶

段协商出的速率进行传真数据的传输。且C1阶段和C2阶段是同时进行的。

C1完成报文同步误码检测和线路监控等工作；C2则是T4建议中的报文传输过程。C阶段传输过程格式

以及指定信号都与T4建议一致。

下图7为C阶段一般的处理过程：

图7 C阶段一般的处理过程                            

4.1.4 阶段D：后消息过程                                              

阶段D：为报文后过程，这一阶段主要进行报文的证实、纠错、多页续发的操作。它可以证实多页还

是单页文件传输，以及报文结束，传真结束信号的发送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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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8为D阶段一般的处理过程：

图8 D阶段一般的处理过程

在该阶段如果发送方发送完一页后发送方认为需要重新回到B阶段进行速率协商，则

发送EOM消息给接收方，接收方在回应MCF证实后，双方重新回到B阶段。

（1）发送方可能发送的信号：

EOM（报文结束 End of message）：表示一个完整页结束，返回阶段B处。

MPS（多页信号 Multi page signal）：表示一个完整页结束，确认后返回阶段C处开始，需要传输

更多文件。

EOP（过程结束 End of procedures）：表示一个完整页结束，无后继信号，文件传输完毕，不会再

有新的文档发送，确认后进入阶段E。

PPS（部分页信号 Partial page signal）：只能用在ECM方式下，表示部分页结束，确认后返回阶

段B或者阶段C。

EOR（重新传输结束 End of retransmission）：只能在ECM方式下，表示终止重传前面部分页的误

码帧，在接收ERR信号后开始发送下面一部分。

RR（准备好接收 Receive ready）：用于询问接收方接收状态。

（2）接收方可能发送的消息：

MCF（报文证实 Message confirmation）：表示报文证实，即接受对方发送的前一个消息，可以发

送后续的消息。

RTP（报文证实及重训练 Retrain positive）：表示报文证实，即接受对方发送的前一个消息，同

时需要重新训练通过后再接收后续的消息。

PIP（收到报文证实以及过程中断 Procedure interrupt positive）：表示报文接收到证实，如果

过程继续则需要操作员介入，如果操作员无法介入则从阶段B处再开始。

RTN（收到报文否定以及重新训练 Retrain negative）：表示接收报文否认，即接受对方发送的前

一个消息，同时需要重新训练通过后再接收后续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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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收到报文否定以及过程中断 Procedure interrupt negative）：表示接收报文否认，如果过

程继续则需要操作员介入，如果操作员无法介入，则从阶段B处再开始。

PPR（Partial Page Request）：用在ECM模式。表示不接受对方发送的前一个消息，该FCF对应的

FIF域中的信息需要重传。

ERR（Response for End of Retransmission）：用在ECM模式。是对EOR的响应。

4.1.5 阶段E：呼叫释放过程

阶段E：在该阶段，由发送方发送DCN消息到接收方，通知传真结束。本阶段非常简单

就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针对传真的释放；一个部分是针对阶段A呼叫的释放。针对传真的释放就

是信号DCN（挂断信号 Disconnect），这时传真机由传真状态切回语音通话状态，而呼叫的释放就由交

换机根据信令的类型来完成。

DCN（挂断信号 Disconnect）：该命令表示请求进入E阶段，即传真已经结束，释放本次呼叫，该请

求不需要任何回应。

T.30常见处理流程
5.1 单页传输过程，如图9：

图9 单页传输过程                      

5.2 多页传输过程，如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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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叫发送单音信号CNG 表示要

开始要进入传真，被叫回CED标识终端。

这两个信号是阶段A最后的两个信号。

（2）接着被叫发送DIS标识被叫能

力，前面意见讲过只有被叫才发送DIS信

号。此时进入阶段B。

（3）主叫收到DIS信号后回DCS信号，表示响应。

（4）主叫发送TCF进入训练阶段。

（5）训练完毕后，被叫发送CFR信号，表示训练完毕，可以进行传送，此时阶段B完毕，进入阶段C

传送阶段。（图中略去传送过程，传送过程可参看T.4 建议规程）

（6）传送一页后，主叫发送MPS信号，表示还有文件要进行传送。这时被叫回MCF，表示已经收到满

意的报文，可以再发送其他文件。

（7）主叫此时再进入训练状态，附带传真消息。

（8）多页传真完毕后，进入阶段

D，这时主叫发送EOP信号，表示一页发送

完毕，无后续信号即报文传送。被叫这时

回MCF，表示收到满意报文

（9）主叫挂断，发送DCN信号，此

时已经进入阶段E。

5.3 ECM方式传输过程，如图

11：

 

                  

图10 多页传输过程 

图11 ECM方式传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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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纠错重传过程，如图12：

图12 纠错重传过程                    

T.30消息格式
T.30消息格式

T.30控制消息采用的是HDLC数据格式的帧：

Flag标志位为0x7E，表示线路上没有数据 ◇

Address地址域固定为0xFF ◇

Control控制域固定为0xC0或0xC8 ◇

HDLC info 信息内容填写的是传真的控制域(FCF)和传真信息域(FIF) ◇

CRC校验位 ◇

无论在发送方还是接收方，每一个的T.30消息前都会有一个Preamble，即先导序列。其主要作用是

保证后续消息不会被损坏的条件，它是一个1秒左右的flag序列。

消息结构图如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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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消息结构                               

T.38消息格式
1.T.38可以支持的传输协议：TCP、UDP

TCP传输：当T.38使用TCP传输协议时，IFP传真包直接作为TCP的负载来进行传输。由于TCP为可靠传

输，所以IFP传真包中不需携带冗余包，其格式如图14为：

图14                                    

T0827890-98/d04

IP header IP payload

TCP header TCP payload = IFP packet

IP header TCP header IFP packet

Layered model of
IFP/TCP/IP packet

Flat model of
IFP/TCP/IP protocol

Figure 4/T.38 ? High-level IFP/TCP packet structure
T0827890-98/d04

IP header IP payload

TCP header TCP payload = IFP packet

IP header TCP header IFP packet

Layered model of
IFP/TCP/IP packet

Flat model of
IFP/TCP/IP protocol

Figure 4/T.38 ? High-level IFP/TCP packet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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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P传输：当T.38使用UDP传输协议时，在IFP包前需要增加UDPTL报头，IFP包作为

UDPTL的负载来进行传输。由于UDP为不可靠传输，在网络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丢包现

象，所以其IFP传真包由主包和冗余包组成，其包格式如图15：

图15                                        

2.T.38报文分析

（1）IFP（Internet Facsimile Protocol）报文格式：

IFP由两部分组成，即TYPE域和DATA域。见表1：

表1

Field Description

TYPE Type of message

DATA Dependent on TYPE

     当TYPE为INDICATOR时，IFP包不携带后面的DATA域，但如果TYPE为data时需要携带DATA域。

包实例如下：TYPE为INDICATOR时，如图16：

图16                           

T0827900-98/d05

IP header IP payload

UDP header UDP payload

UDPTL header UDPTL payload = IFP packet + Redundancy/FEC

IP header UDP header UDPTL header IFP packet + Redundancy/FEC

a) Layered model of
IFP/UDP/IP packet

b) Flat model of
IFP/UDP/IP protocol

Figure 5/T.38 ? High-level UDPTL/IP packet structure

T0827900-98/d05

IP header IP payload

UDP header UDP payload

UDPTL header UDPTL payload = IFP packet + Redundancy/FEC

IP header UDP header UDPTL header IFP packet + Redundancy/FEC

a) Layered model of
IFP/UDP/IP packet

b) Flat model of
IFP/UDP/IP protocol

Figure 5/T.38 ? High-level UDPTL/IP packet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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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为data时，如图17：

图17                                  

（2）TYPE域

TYPE 单元描述分组数据功能。

TYPE域为一个字节，高两位为T30_INDICATOR（0）和和T30_ DATA（1）的标志，结构如表2：

表2

flag value

2bit 6bit

Type DATA Type 
Mandatory/ 

Optional (TCP)

Mandatory/ 

Optional (UDP)
Description 

T30_INDICATOR Regular O M

Carries indication about the 

presence of a facsimile signal 

(CED/CNG), preamble flags or 

modulation indications

T30_ DATA Field M M

T.30 HDLC Control and 

Phase C data (e.g. T.4/ T.6 image 

segment.)

A、T30_INDICATOR

当TYPE域的flag位为T30_INDICATOR时，IFP包不携带后面的DATA域且其Value域中填的是A阶段的

CED、CNG信号，以及后面阶段的每个消息前的Preamble前导序列和用来指示modem的训练。对于TCP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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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来说该消息为可选，但对于UDP传输方式来说，为必选。

下图18为包实例：

图18 

flag为0表示类型为T30_INDICATOR，value为3，表示Preamble

表3为INDICATOR Value域的值

表3

Signal/Indication

No signal
CNG (1100 Hz)
CED (2100 Hz)
V.21 Preamble Flags
V.27 2400 modulation training
V.27 4800 modulation training
V.29 7200 modulation training
V.29 9600 modulation training
V.17 7200 modulation short training
V.17 7200 modulation long training
V.17 9600 modulation short training
V.17 9600 modulation long training
V.17 12 000 modulation short training
V.17 12 000 modulation long training
V.17 14 400 modulation short training
V.17 14 400 modulation long training

B、T30_ DATA

当TYPE域的flag位为T30_ DATA时，IFP包需要携带DATA域且其Value域中填的值为调制解调协议。

下图19为包结构实例：

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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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g为1表示类型为T30_DATA，value为0，表示采用V.21调制协议，而且携带了DATA域的数据。

其value值如下表4：

                                               表4 

Modulation

V.21 Channel 2
V.27 ter 2400
V.27 ter 4800
V.29 7200
V.29 9600
V.17 7200
V.17 9600
V.17 12 000 
V.17 14 400

    DATA域

DATA字段单元包括T.30 HDLC 控制数据和过程C图像（或BFT）数据。该结构携带调制数据以及HDLC 

帧的结束指示等，用于HDLC 帧的帧检验序列（FCS）的状态以及数

据是否表示消息的结束。DATA域的结构如表5下：

表5

Field type Data_field_field_data

数据类型 具体数据

    下图20为实际的包结构：

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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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type可填写的值如下表6：

表6

Field-Type Field-Type Description

HDLC data

Data transmitted over the PSTN connection as HDLC. This includes the 
T.30 control messages as well as Phase C data sent using ECM.

The Field-Data which follows contains some, or all, of a single HDLC 
data frame starting with the address frame of the HDLC frame, up to up to but 
not including FCS. Bit stuffing is removed from all data. The end of a frame 
is indicated by the FCS Indicator field. The gateway is responsible for bit 
stuffing, FCS generation, and separating frames with one or more flags (0x7E) 
when sending the HDLC data to a G3FE. The FCS-xx-Sig-End Fields indicate 
the end of the final frame.

HDLC-Sig-End Indicates that the HDLC power level has dropped below the turnoff 
threshold.  There is no Field-Data with this Field-Type.

HDLC-FCS-OK
Indicates the end of an HDLC frame and that the proper FCS was 

received. It also indicates that this frame is not the final frame. There is no 
Field-Data with this Field-Type.

HDLC-FCS-Bad
Indicates the end of an HDLC frame and that the proper FCS was not 

received.  It also indicates that this frame is not the final frame. There is no 
Field-Data with this Field-Type.

HDLC-FCS-OK-Sig-End
Indicates the end of an HDLC frame and that the proper FCS was 

received. It also indicates that this frame is the final frame. There is no Field-
Data with this Field-Type.

HDLC-FCS-BAD-Sig-End
Indicates the end of an HDLC frame and that the proper FCS was not 

received. It also indicates that this frame is the final frame. There is no Field-
Data with this Field-Type.

T.4-Non-ECM

T.4 Phase C data that is not sent using ECM or TCF data in the case of 
Method 2 of Rate Adaptation. It also indicates that this is not the end of the 
Phase C data.

The Field-Data which follows is the demodulated Phase C data, including 
fill bits and RTC.

T.4-Non-ECM-Sig-End

T.4 phase C data that is not sent using ECM or TCF data in the case of 
Method 2 of Rate Adaptation. It also indicates that this is the end of the Phase 
C data. 

The Field-Data which follows is the demodulated Phase C data, including 
fill bits and R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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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P包的ASN.1编码格式，如表7
表7

IFP的ASN.1编码格式：
T38 DEFINITIONS AUTOMATIC TAGS ::=
BEGIN
IFPPacket ::= SEQUENCE
{
 type-of-msg  Type-of-msg,
 data-field   Data-Field OPTIONAL
}
Type-of-msg ::= CHOICE
{
 t30-indicator ENUMERATED
 {
  no-signal,
  cng,
  ced,
  v21-preamble,
  v27-2400-training,
  v27-4800-training,
  v29-7200-training,
  v29-9600-training,
  v17-7200-short-training,
  v17-7200-long-training,
  v17-9600-short-training,
  v17-9600-long-training,
  v17-12000-short-training,
  v17-12000-long-training,
  v17-14400-short-training,
  v17-14400-long-training,
  …
 },
 data ENUMERATED
 {
  v21,
  v27-2400,
  v27-4800,
  v29-7200,
  v29-9600,
  v17-7200,
  v17-9600,
  v17-12000,
  v17-14400,
  …
 }
}
Data-Field ::= SEQUENCE OF SEQUENCE
{
 field-type ENUMERATED
 {
  hdlc-data,
  hdlc-sig-end,
  hdlc-fcs-OK,
  hdlc-fcs-BAD,
  hdlc-fcs-OK-sig-end,
  hdlc-fcs-BAD-sig-end,
  t4-non-ecm-data,
  t4-non-ecm-sig-end
 },
 field-data OCTET STRING (SIZE(1..65535)) OPTIONAL
}
UDPTLPacket ::= SEQU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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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q-number   INTEGER (0..65535),
 primary-ifp-packet TYPE-IDENTIFIER.&Type(IFPPacket),
 error-recovery CHOICE
 {
 secondary-ifp-packets SEQUENCE OF TYPE-IDENTIFIER.&Type(IFPPacket),
  fec-info   SEQUENCE
  {
   fec-npackets INTEGER,
   fec-data SEQUENCE OF OCTET STRING
  }
 }
}
END

UDPTL（Facsimile UDP Transport Layer protocol）格式介绍

UDPTL由序列号（2字节）、IFP主包（长度＋数据）以及冗余包组成。格式如下图21：

图21                                            

包实例如图22、23：

不带冗余包的传真包： ◇

图22                                    

携带冗余包的传真包： ◇

图23                                    

T0828390-98/d06

ORSEQUENCE
NUMBER

OPTIONAL FEC
MESSAGE

OR

OPTIONAL FEC MESSAGE

MANDATORY MESSAGE
(PRIMARY)

OPTIONAL REDUNDANT
MESSAGE

OPTIONAL REDUNDANT
MESSAGE

n packets

Figure 6/T.38 ? Basic format of UDPTL Payload Section (UDP header not shown)

T0828390-98/d06

ORSEQUENCE
NUMBER

OPTIONAL FEC
MESSAGE

OR

OPTIONAL FEC MESSAGE

MANDATORY MESSAGE
(PRIMARY)

OPTIONAL REDUNDANT
MESSAGE

OPTIONAL REDUNDANT
MESSAGE

n packets

Figure 6/T.38 ? Basic format of UDPTL Payload Section (UDP header not sh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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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红色部分为携带的冗余包

带RTP头的传真包（私有传真包格式），如表8：

在IFP报头外使用了RTP报头进行封装，并且将其PT值附为98，以表示该包为传真包。

表8

IP UDP RTP UDPTL IFP

Pt=98

目前我司网关实现的各类传真协议
1.标准T.38传真

当IP侧使用的呼叫协议为H323时，那么系统将采用H323的相关流程启动T.38传真：它遵循了H323规

定的标准H323协商流程。通过使用RequestMode消息，双方进行新的传真能力集的协商，以及使用OLC、

CLC消息对传真通道进行重新协商，从而启动双方的传真。

因为RequestMode是H245过程，因此在快启的呼叫过程中，如果双方支持T.38过程，则通过Facility

消息，参数为StartH245，来强制启动H245过程，以保证后续传真所需的H245协商。     

当IP侧使用的呼叫协议为SIP时，那么SIP-T.38遵循了业界标准的SIP传真切换方式。通过reInvite

消息，双方协商传真能力，并且关闭原有的语音通道，打开新的传真通道。

2.私有T.38传真

私有的T.38传真流程为我们公司自己定义的传真流程，无法与其他厂家互通。因为早期的H323或SIP

协议没有个标准的传真实现说明，所以各个厂家都使用的是自己的传真协商方式，Cisco就有其一套独有

的传真协商方式。

我司的传真原理为在UDPTL包的外面再增加一个RTP

报头，其中PT值为98，这样来表示一个传真包。这种包

在下面统称为RTP_Fax包。在一方根据DSP上报的传真音

启动传真后，就会向对端发送RTP_Fax包。对端在收到

该包后，发现RTP中的PT值为98则启动传真，开始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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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真过程。

3.PCM透传

传真实际上是两台传真机将自身数字信号调制成模拟信号后发送到PSTN网上，然后对端的传真机接

收到后将其解调为数字信号，再进行处理。所以如果不经过IP，在PSTN网上传输的传真就是一段调制后

的“嗞啦”的声音。所谓PCM透传，其实质是值作为PSTN到IP的中间阶段的网关，不参与调制和解调的过

程，直接将其作为语音转发到对端的网关和传真机。

目前由于G.729等协议压 缩损失较大，结果压缩和解压后

这段“嗞啦”的声音将无法被 正确的解调，所以透传一般采用

损失较小的G.711协议。因此透 传有两种方式：1、在通话时直接

采用G.711的编解码进行通话； 2、通话时可以采用其他编解码，

在传真开始时再将编解码切换 成G.711。

另外，我司网关如果使用 PCM透传方式，所以在传真开始后

网关是不知道传真的进程的， 因此，一旦开始了透传，将编解

码切换为G.711，那么在本次通 话中将无法再将编解码切换回通

话时采用的编解码。

4.小结

Fax透传方式组网和T.38方式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将Fax的数据信号承载于G.711，也就是将传真机发

出的信号作为语音处理，通过G.711编解码进行无损的传输。

透传方式优点是实现简单、时延小，不用关心具体数据信号的含义，因而还可以用来实现modem拨号

上网等其它数据业务；缺点是占用带宽大（固定64K）、受网络波动影响大，在网络抖动丢包比较严重的

情况下，不适于应用。

T.38方式优点是占用带宽小、通过冗余帧和前向纠错等方法提高可靠性，受网络波动影响小，缺点

是实现比较复杂。

不论采用上述哪一种方式，都存在一个网关上媒体流转换通道工作方式切换的问题。因为用户在刚

刚打通电话时，通道往往工作在语音编解码转换状态，保证用户通话的正常进行。如果用户线上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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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网关就需要尽快将相应的通道切换到数据转换状态，保证数据业务的正常进行。触发这种通道状

态转换的条件就是，网关在该通道上检测到了数据设备发出的各种特有的数据信号。

具体切换到哪种数据流传输方式的原则就是，传真业务尽量切换到T.38方式，modem业务切换到透

传方式。通过以上描述可以看出，网关是否能尽快检测出各种数据设备发出的信号，并能将传真设备和

modem区分开来，切换到不同的数据流传输方式，对是否能成功实现数据业务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一般的网关都具备数据信号设备的检测能力，主要包括：普通传真机发出的CNG、CED、V21 

flag；modem发出的ANSam。不难看出，只要能准确检测出上述信号，就不难区分普通传真机和modem。

但是，随着数据设备技术的发展，市场上出现了调制解调速率达到33.6k bps的高速传真机（通常称为

Super G3 Fax）。这种传真机的协商过程遵循V.8协议，和modem类似，也会发出ANSam信号，所以怎样区

分高速传真机和modem，使网关尽快将通道切换到相应的数据传输方式？根据ITU-T V.8bis协议，高速数

据设备（包括高速传真机和调制解调速率为33.6k bps以上的modem）进入协商流程后，由呼叫应答方首

先发出ANSam信号以标示自己的高速数据设备身份；呼叫发起方收到ANSam信号后，将发出CM信号，开始

协商过程。在CM信号的呼叫功能种类（The call function category）字段标示了其具体的设备类型，

目前我司部分网关具备了检测CM信号的能力，这样就能够根据CM中的呼叫功能种类字段准确地将高速传

真机和modem区分开来。这已经成为媒体网关在数据业务处理上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

各类传真信号检测
1.CED检测

所谓CED检测就是对CED信号音（频率2100Hz，持续2.6s < time < 4.0s）的检测。DSP在通话过程中

检测到符合该标准的信号音时，则上报CED消息（在调试信息上可以看到，tone=33）到上层，然后上层

启动传真。这种方式并不是很保险，因为传真机制造商不一定遵循标准来产生CED音，所以有时靠这种检

测方式无法启动传真。

2.V21_FLAG检测

V21_FLAG检测是对每个T.30消息前的Preamble前导序列进行检测。DSP在通话过程中检测到Preamble

消息时，上报V21_FLAG消息（在调试信息上可以看到，tone=34），然后上层启动传真。这种方式是最保

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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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NG检测

CNG检测就是对CNG信号音（1100Hz+-38Hz的单音，其以0.5s通3s断）的检测。DSP在通话过程中检测

到符合该标准的信号音时，则上报CNG消息（在调试信息上可以看到，tone=32）到上层，然后上层根据

配置决定是否使用CNG启动传真。 

我司部分网关传真测试案例分析
1. 通过E1进行传真，发现传真质量不好，而且传真时通时不通：

问题定位方法：

（1）使用display controller E1 XX，查看对应E1接口的统计信息；

（2）如果统计信息中发现Rx Slip Secs/ Tx Slip Secs的数值非常大，那么使用reset counters 

controller E1 XX清除掉统计信息，过一会再使用display controller E1 XX查看时，发现Rx Slip 

Secs/ Tx Slip Secs仍有数值，即存在滑帧，此时请参考解决方法1。

解决方法：

先确认一下各E1对接的PBX时钟情况:

（1）如果对接的PBX为主时钟，请在controller e1 XX 视图下配置tdm-clock line；

（2）如果对接的PBX为从时钟，请在controller e1 XX 视图下配置tdm-clock internal。

2.基本IP传真失败或断页：

问题定位方法：

（1）首先确认传真的双方设备使用的传真协议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请参考解决方法1；

（2）如果两边传真协议一致，请确认发送方和接收方传真机的身份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请参考解

决方法2；

（3）请确认传真机的内存是否正常，如果不正确请参考解决方法3；

（4）请确认传真机的模式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请参考解决方法4；

如果不是采用PCM透传传真协议（或者编解码使用G711、传真速率配置为disable）

请打开debugging voice fax all，打开显示调试信息的开关，进行传真时，发现没有任何传真调试

信息的，即传真模块没有启动，此时存在2种可能性，一种是MSR根本没有检测到可以启动传真模块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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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音；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设备检测到启动传真模块的CNG提示音，但由于CNG启动传真模块必须配置

使能开关，如果没有配置所以无法启动传真模块。此类问题请参考解决方法5；

（6）请确认一下网络环境，在设备上进行ping的操作来判断网络延时、丢包等状况，如果网络有

问题，请参照解决方法6；

（7）如果上述都无问题，可以参考解决方法7。

解决方法：

（1）传真协议有很多，但只要保证配置双方的传真协议一致即可。

（2）传真机本身是判断进纸盘中是否有纸张来确定自己是否是发送方还是接收方的，而跟谁是被

叫，谁是主叫是没有关系的（这点经常有人理解错），所以如果进纸盘中有纸张的话，那么此传真机

就是发送方，它将会按照T.30标准规定的接收方流程来进行发送和接收T.30消息。同样，如果进纸盘

中没有纸张的话，那么此传真机就是接收方，它将会按照T.30标准规定的接收方流程来进行发送和接

收T.30消息。所以如果传真失败，大家一定要注意两边传真机的进纸盘是否按照各自角色来操作的，

有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传真双方的进纸盘中都没有纸或者都放纸，那么两边传真机一定都认为自己是接

收方或者是发送方，这样传真肯定是失败的。所以务必按照上述的方法保证传真双方一边是接收方、

一边是发送方即可。

（3）如果接收方传真机没有将对方传过来的数据立刻打印出来的话，那么这些数据会存储在传

真机的内存里，如果内存占有率 100%的话，此时传真机就无法再接收传真数据了，也会导致传真失败

的，所以要定时的删除内存，或者将内存的数据打印出来。

（4）一般传真机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接收传真，若要确定哪种方式最适合你的要求，则先要考虑您

想要如何使用你的传真机。一般情况，传真机有Fax/TEL Mode、Fax Only Mode、Manual Mode等模式。

Fax/TEL Mode：如果你想让传真偶尔用作电话，则采用此方式。在此方式中，如果进入的呼叫为传

真，则传真机不再振铃，自动开始接收传真；如果呼叫来自电话，则传真机将振铃会提醒您提起话筒

或电话分机应答电话，此中方式为经济方式，可让你不再需要花费额外电话线路费用，即可拥有电话

和传真服务。Fax Only Mode：此时传真机将应答所有呼叫，然后自动接收所有传真，这样一来，不管

对方是传真机或是电话，都会无条件切换传真。Manual Mode：如果您要经常将传真机作为电话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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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每次呼叫包括传真都要应答，则使用此方式，这样的话每次呼叫时都要振铃，无论是电话或是传真，

接通后必须人工启动传真，方可接收传真。所以请根据上述介绍，正确选择你想要的传真模式。

（5）传真CNG音是传真发送方的提示音，只有传真发送方按下启动键才会发出此提示音；传真CED、

V21是传真接收方按下启动键才可能有的提示音。首先确认设备是否检测到传真启动音，可以在发送和接

收设备上都打开debug physical event，然后进行传真操作，在接收方调试信息中发现Argument1参数不

是0x21（CED）或0x22（V21），那证明接收方没有检测到CED或V21传真提示音，在发送方调试信息中发

现Argument1参数不是0x20（CNG），那证明发送方没有检测到CNG。一般传真都是靠传真机发出的CED/

CNG/V21来启动传真。由于不同厂家做出的传真机会有所不同，所以有些传真机它发出来的CED并不是标

准的CED音，这样就有可能导致设备检不到，又有些传真机在某种模式下可能就不发送CED或者V21，这样

都有可能导致传真失败。如果调试信息没有检测到，你可以通过抓包工具和cooledit来分析传真机是否

发了传真音，或者发的音是否标准。如果是传真机发的不标准，请协调传真机厂商解决，如果对方发的

标准但设备没有检测到，那么请联系研发兄弟解决，但如果想通过CNG启动传真，那么只需在传真发送方

设备的全局视图下配置default entity fax cng-switch enable。

     (Subscriber-LineX/X)PHY/EVT:  

      Slot <X> channel <X> receive command from board:

      command  : 0x24,  DTMF_ACK 

      Argument1: 0x22,  Argument2: 0x00

      Argument3: 0x00,  Argument4: 0x00

（6）如果网络偶尔有一点点丢包，且传真协议是T.38或者标准T.38协议的话，可以在全局视图下配

置传真冗余包来保证：default entity fax protocol t38/standard-t38 hb-redundancy 2 和 default 

entity fax protocol t38/standard-t38 lb-redundancy 5。但如果网络丢包严重、延时比较大等网络

因素有问题的话，那么请检查网络问题，把网络保证好，否则传真很难成功。

（7）由于有些厂家的传真机必须要支持ECM方式，如果非ECM方式传真的话，可能导致传真失败或者

断页，而对于传真采用ECM方式则要求两边通信的网关必须支持ECM方式，而且两边的传真机也必须支持

ECM方式，如果有一方不支持ECM方式的话，就不能采用ECM方式进行传真。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可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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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边传真机和双方设备均配置成ECM方式，即在全局视图下配置：default entity fax ecm 。另外降低

传真速率有时也可以改善传真质量和传真成功率，即在全局视图下配置：default entity fax baudrate 

XX。

3. 通过FXO进行传真时通时不通：

问题定位方法：

（1）首先在设备上做ping的操作，看是否与IP侧的设备均能双向ping通，保证网络连接正常；

（2）在FXO的设备上打开debug physical event，然后进行传真操作，在接收方调试信息中发现

Argument1参数不是0x21（CED）或0x22（V21）, 那证明接收方没有检测到CED或V21传真提示音，请参考

解决方法1。

解决方法：

由于FXO接PSTN，如果PSTN侧衰减比较大的话，就很有可能导致FXO检测不到传真提示音（CED或

V21）。所以此时可以在FXO对应的用户线下配置接收增益，大小自行调节，一般情况在4.0db左右，即进

入用户线视图配置：receive gai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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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描述了目前VoIP语音质量的衡量标准以及主要的影响因素。

VoIP语音质量的测试

语音测试技术

文/张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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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VoIP？
VoIP是Voice over IP的缩写，广义上讲，VoIP是指在数据网络上承载数据、语音、传真和图像等多

媒体业务，而在狭义上即是指在IP上传送语音业务。我们日常所说的IP电话就是VoIP的一项典型应用。

VoIP基于IP分组交换网络，通过对传统的模拟语音信号进行数字化、压缩、打包，封装成帧等一系列处

理，使得语音业务可以通过IP网进行承载。

与传统语音通信相比，VoIP通信的特点如表所示：

表1 传统语音和VoIP语音通信对比

传统语音通信 VoIP通信

基于电路交换 基于分组交换

独立连接。通话时，通话两端独占一条物理连接线路 共享连接。通话时，通话两端之间可以共用一条

物理连接线路

语音业务受通信规程、传输速率和编解码方式的限制 可通过控制信令实现语音增值业务

通信成本高 通信成本低

VoIP语音质量的衡量标准
为了便于管理，语音质量必须能够被度量。有三种方法可以衡量语音质量：MOS，PSQM和PESQ。

1.MOS（Mean Opinion Score）

定义在ITU-T P.800中。从发明电话开始，语音质量的测量方式是主观的，人们摘起电话，然后由人

耳来感知语音的好坏，这个方法是被广泛认同的。在完善之后，这个主观的语音质量测量方法就是现在

的平均主观值MOS方法。请若干位专业人士来听一段事先录制好的语音样本，该样本可能经过一些例如编

解码压缩的操作，然后这些人对该样本进行质量评价，范围从最差的等级1到最好的等级5。在英文的MOS

值测试中常用的录音样本是“Nowadays, a chicken leg is a rare dish”。之所以用这个句子是因为

这句话涵盖了人类所发出声音较大的范围，例如长元音，短元音，爆破音和浊音等。

这些分值取平均后得到了最终的MOS值。MOS值是主观的，因为他们基于测试者的主观感受；这个值

也相比较而言的，可能这一次测试的结果为3.8，并不能与另外一次的测试的3.8值等同。这就需要建立

一个基准，这样这个MOS值才能被量化和比较。

2.PSQM(Perceptual Speech Quality Measurement)

PSQM是一种可以自动衡量即将发生或正在通话中的的语音质量的方法。PSQM经常和IP呼叫管理系统

绑定在一起，甚至有时集成在SNMP(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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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QM方法是通过比较原始输入声音和经过传输后远端接收到的声音做比较，是一种在网络中实时

对话时的测试方法。分值范围从0到6.5，0是最好的，6.5是最差的。因为设计的初始设计是语音环路测

试，所以PSQM不考虑缓冲和时延问题。

3.PESQ(Perceptual Evaluation of Speech Quality)

现在的VoIP语音质量测试已经不推荐使用MOS和PSQM。二者是在VoIP技术还不能衡量抖动，时延等技

术之前出现的。例如，在VoIP网络中当单向时延超过500ms的情况下，也能够获得3.8的MOS值，因为MOS

值计算方法并不是双向会话，只是听到的语音的质量而已，单向时延不计算在内。

PESQ最开始是由英国电信，Psytechnics, 和荷兰的KPN研究机构共同发明的，最后被定义在P.862

中，成为现在的语音质量普遍使用的测试标准。PESQ将VoIP网络中普遍存在的编解码、滤波、抖动以及

时延问题都考虑在内。PESQ很好的结合了PSQM和PAMS(Perceptual Analysis Measurement System)的优

点。PESQ值从1（最差）到4.5（最好），3.8被认为是传统电话网中可以接收的语音质量。PESQ只是测试

一个方向的语音质量，不能反应双向的声音的强度，丢包，时延，回波等。

PESQ的测试原理如下图：

图1 PESQ原理图

很多仪器提供PESQ测试系统，这些设备或者独立，或则嵌入现有网络系统中。PESQ值可以和MOS测试

结果进行对比，如果PSEQ测试结果为3.2，那么使用MOS测试结果也应该是3.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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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种测试方法的比较

早期的MOS和PSQM衡量标准是在VoIP技术普及之前。MOS值是主观的测试，利用一群人主观的测试结

果取平均值得到MOS值。这种方法费时费力，不同的测试群体不能提供一致的测试结果。

PSQM和PESQ使用客观的测试方法，通过对比原始输入文件和线路输出衰减后的信号自动测试出结

果，不需要人为干预。然而，PSQM是自环测试，不能将抖动，丢包等因素考虑在内。

PESQ弥补了二者的缺点。PESQ监测的是端到端的网络状况，包括编解码处理，乱序，丢包的情况。

也就是说，PESQ是截至目前为止IP网络最好的语音质量测试方法。

表2 三钟语音质量测试方法对比

Feature MOS PSQM PESQ

Test Method Subjective Objective Objective

End-to-end packet test Inconsistent No Yes

End-to-end jitter test Inconsistent No Yes

影响VOIP语音质量因素的简介和测试
由于IP网络中语音和数据同传，管理人员必须要面对和处理在传送语音包时候出现的网络拥塞问

题。下面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些问题并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法避免和克服这些问题出现，尽可能提供最优的

语音质量。

由于IP网络的固有特性，语音报文经过IP网络传输时会遇到各种问题。回波，乱序，时延这些问题

都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出现，这时就需要一些QOS机制来避免。语音清晰度，端到端时延，回波三个方面是

影响IP电话语音质量的最主要的因素。这三个方面同时又由编解码，网络状况，带宽等等诸多个因素综

合影响，且各个因素相互作用。举个例子来说，G711编解码不经过语音数据的压缩，语音清晰度较好，

20ms打包的情况在以太链路上传输需要85.6K带宽，G729编解码压缩大，清晰度相对差一点，30ms打包在

以太链路上传输需要22.4K带宽，但是如果网络带宽只有25K情况下，使用G711无疑会造成很大的丢包，

而G729编解码则会保持较好的语音质量。

1.编解码的选择

通话中采用的编解码方式，这是以硬件或者软件的方式采样模拟语音，决定了语音数据包的传输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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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在ITU的标准中，G.711u/G.711a是一种高质量的无压缩的编解码方式，但是占用相当大的带宽；而

其他的低速率的编解码方式，如G.726/G.729/G.723等系统，占用的带宽比较小，但是使用了容易损失语

音质量的压缩算法，削弱了语音的传输质量；而在实际的应用中，低速率的编解码能够在相同的带宽下

接入更多的呼叫连接，但是又导致了更大的网络延迟，并且对网络丢包更加敏感。

下表中对几种常见编码的比特率、MOS作了比较。

表3 各编解码参数比较

commpression Type Commpression Method Bit Rate (Kbps) Sample Size (ms) MOS Score

G.711 PCM 64 0.125 4.1

G.726 ADPCM 32 0.125 3.85

G.729 CS-ACELP 8 10 3.92

G.729a CS-ACELP 8 10 3.7

G.723.1 MP-MLQ 6.3 30 3.9

G.723.1 ACELP 5.3 30 3.65

由于IP网络的固有特性，在链路上产生误码、网络抖动和突发传输是必然存在的，为了保证语音传

输的健壮性，需要使用一种方法，把用户语音的PCM样值编码成少量的比特帧在网络上传输，减少网络的

负荷。在接收端，语音帧先被还原为PCM语音样值，然后再转换成语音波形。实现这个功能的就是编解码

器。

语音编码器分为三种类形：

波形编码器：

波形编码器会尽可能构出包括背景噪单在内的模拟波形。由于波形编码器作用于所有输入信号，因

此会产生高质量的样值。波形编码器工作在高比特率。例如：PCM和ADPCM都是采用的波形编码。

PCM的编码速率是64K，两种最常用的方式为μ-law和a-law。这两中编码方式基本类似，使用的都

是对数压缩算法，将12到13比特线性PCM压缩为8比特，不同点在于μ率对低电平时候信噪比处理稍胜一

筹。从各个国家历史来看，北美洲使用u率多一些，而欧洲国际使用a率多一些。使用μ率的国家需要转

换为a率编码通话，以满足国际长途通话的需要，这一点非常重要。G711使用的是PCM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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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PCM是另外一个比较常用的压缩算法，G.726编解码是ADPCM的典型应用，将4比特采样数据进行编

码，并以32Kbps的速率传输。与PCM不同，G726并不是直接将数据的幅度编码，而是将幅度的差值和幅度

的变化速度进行编码，并结合了一些线性预测方法。

参数编码器：

参数编码器不会再生原始波形。根据输入的语音信号经过线性预测编码（LPC）分析和合成滤波，形

成激励参数，激励参数被送直接到接收端。接收端根据激励参数采用LPC合成滤波，模拟程说话人的声道

生成语音波形。由于不是直接还原的原始波形，在电话系统中使用参数编码，语音质量不够好。

图2 参数编码器原理

混合编码器：

混合编码器是在VoIP中常用的语音编码器，它融入了波形编码器和声码器的长处，它的另一特点是

它工作在非常低的比特率，但语音质量相对较好。

G.723.1协议是一个双速率语音编码建议，其两种速率分别是5.3 kbit/s和6.3 kbit/s。G.723.1速

率较低，适用于低速率多媒体服务中语音或音频信号的压缩算法。由于可视会议业务每秒钟只传输很少

数量的帧，而且又有比较大的时延，这就是G.723.1 允许有30 ms帧长的原因。这个帧长比较大，却正好

适合可视会议这种情况。由于编码速度比较低，可以把尽可能多的比特用在图像传输上。在IP电话网关

中，G.723协议被用来实现实时语音编码解码处理。编码器和解码器都必须支持两种速率，并通能够在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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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对两种速度进行转换。

G.723.1编码器首先对语音信号进行传统电

话带宽的波滤，再对语音信号用传统的8000Hz速

率进行抽样，并变换成为线性PCM码作作为该编

码器的输入。在编码器中对输出进行逆操作来重

构语音信号。G.723.1系统用LPAS编码方法将语

音信号编码成帧。G.723.1协议的编解码算法中

两种速率的编解码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只是激励

信号的量化方法有差别。对高速率（6.3 kbit/

s）编码器，其激励信号采用多脉冲多层量化

（MP-MLQ）法进行量化，对低速率（5.3 kbit/

s）编码器，其激励信号采用算术编码激励线性

预测（ACELP）法量化。

G.729协议是一个能在8 kbit/s速率上实现

高质量语音编码的建议，也是ITU协议中有关音

频编码的标准。在IP电话网关中，G.729协议被

用来实现实时语音编码处理。G.729协议采用的是

CS-ACELP即共轭结构算术编码激励线性预测的算

法。CS-ACELP以CELP编码模型为基础，它把语音

分成帧，每帧10 ms，也就是80个采样点。对于每

一帧语音，编码器从中分析出CELP模型参数，其

中包括线性预测系数，自适应码本和随机码本的

索引值和增益。然后把这些参数传送到解码端，

接收端利用这些参数构成激励源和合成滤波器，

从而重现原始语音。G.729和G.729A在计算的复杂

性上差别较大，但是都能够提供和32Kpbs ADPCM相

当好的语音质量。

编码过程是首先将速率为64 kbit/s的PCM语

音信号转化成均匀量化的PCM信号，通过高通滤波

器后，把输入语 音信号的每80个样点组成一个

帧，也就是10 ms的帧长。对于每个帧用线性预测

法求得LP滤波器系数，为了适于矢量量化，把预

测系数转化为LSP。利用合成-分析方法，使原始

语音和合成语音之间的误差最小，来获得最佳激

励信号。激励信号的量化是通过两个码本来实现

的，即自适应码本和随机码本。自适应码本反映

的是长时预测结果，也就是基音预测结果。随机

码本反映的是经过长时预测和短时预测后的残留

信号。

不同的编码器语音质量相差较多，下表是对

三种编码器的MOS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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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码器语音质量对比

2.时延

时延是指数据从源端到终端所需要的时间，对于交互式语音通信系统，增加时延会让通话双方感觉

发话者说话迟疑，引起语音会话过程的空白，也会造成回音，因此对于VoIP系统，时延一般控制在150ms

内。时延的时长在100~200ms之间开始被收听者所察觉，使得会话不自然。建议的时延上限为150ms，若

时延达到200ms则开始有严重的会话中断。在ITU G.114中指出时延的三个层次：

表4 延迟影响范围

delay(ms) Description

0 to 150 Acceptable for most user applications

150 to 400 Acceptable, provided that administrators are aware of the transmission time and its 
impact on the transmission quality of user applications.

Above 400 Unacceptable for general network planning purposes;
however it is recognized that in some exceptional cases, this limit will be exceeded.

时延迟将引起语音会话过程的空白，带来语音的变形和会话的中断。是语音质量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之一。在实际应用中，一般是如下几个方面导致了延迟：编码时延（Coder Delay）：采用Codec进行数

模转换的时间，语音编解码的A/D及D/A变换，主要由设备硬件完成，该时延较小，不同的Codec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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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延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于同一种Codec，其时延基本是固定的；打包时延（Packetization Delay）：

将A/D转换后的数据按照一定的时间进行打包发送；排队及转发时延(Output Queuing Delay,Switch 

Delay)：指分组数据在IP网络节点（交换机或路由器等）排队，以及从一端口向另一端口转发所带来

的时延，这是总的传输延迟重要构成部分。分组发送时延（Serialization）:是指将分组数据串行发

送物理链路所需要时间，由分组数据长度以及链路传输速率决定；传输时延：取决于传播的介质和距

离，以及传输过程中在网络设备上所用时间，由RTP分组所封装的语音数据字节数所决定；抖动缓冲时延

（Dejitter Buffer）：应用在接收端，为保持住一个或多个接收的数据包，克服网络抖动的影响。如下

图可以比较清晰的描述时延产生的位置：

图4 时延产生位置图

语音信号是模拟波形，通过IP方式来传输语音，不管是实时应用业务还是非实时应用业务，首先

要对语音信号进行模拟数据转换，也就是对模拟语音信号进行8位或6位的量化，然后送入到缓冲存储区

中，缓冲器的大小可以根据延迟和编码的要求选择。许多低比特率的编码器是采取以帧为单位进行编

码。典型帧长为10~30ms。考虑传输过程中的代价，语间包通常由60、120或240ms的语音数据组成。数字

化可以使用各种语音编码方案来实现。源和目的地的语音编码器必须实现相同的算法，这样目的地的语

音设备才可以还原模拟语音信号。对于同一路呼叫来说发送和接收的编解码可以不同，但我司实现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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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编解码和接收方编解码要求必须一致。一旦语音信号进行数字编码，下一步就是对语音包以特定的帧

长进行压缩编码。大部份的编码器都有特定的帧长，若一个编码器使用15ms的帧，则把从第一来的60ms

的包分成4帧，并按顺序进行编码。每个帧合120个语音样点（抽样率为8kHz）。编码后，将4个压缩的帧

合成一个压缩的语音包送入网络处理器。

网络处理器为语音添加包头、时标和其它信息后通过网络传送到另一端点。语音网络简单地建立通

信端点之间的物理连接（一条线路），并在端点之间传输编码的信号。IP网络不像电路交换网络，它不

形成实际连接，它要求把数据放在可变长的数据报或分组中，然后给每个数据报附带寻址和控制信息，

并通过网络发送，一站一站地转发到目的地。 在这个通道中，全部网络被看成一个从输入端接收语音

包，然后在一定时间内将其传送到网络输出端。网络中的各个节点检查每个IP数据附带的寻址信息，并

使用这个信息把该数据报转发到目的地路径上的下一站。网络链路可以是支持IP数据流的任何拓结构或

访问方法，不受中间传输的物理链路和协议影响，只要IP地址可达，都可以完成语音数据的传输。

目的地VoIP设备接收这个IP数据并开始处理。设备提供一个可变长度的缓冲器，用来调节网络产生

的抖动。该缓冲器可容纳许多语音包，用户可以选择缓冲器的大小。小的缓冲器产生延迟较小，但不能

调节大的抖动。解码器将语音包解压缩后产生新的语音包，这个模块也可以按帧进行操作，完全和解码

器的长度相同。若帧长度为15ms，，是60ms的语音包被分成4帧，然后它们被解码还原成60ms的语音数据

流送入解码缓冲器。在数据报的处理过程中，去掉寻址和控制信息，保留原始的原数据，然后把这个原

数据提供给解码器。 

3.回声消除

从电话用户的角度来看，回声就是自己说的话又被自己

听到。如果间隔比较小（<30ms），或者回声的幅度很小（<= 

-25dB）,用户一般不会感觉到回声。但如果回声的时延过大

（>30ms），用户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自己说话的回声，且随着

时延的增大，同等幅度的回声对通话的影响越大。在PSTN电

话中，回声较少被作为问题提出，这是因为在PSTN电话通话

时，回声的时延一般都很小从而被自己的说话声所掩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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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P电话中，由于呼叫必须经过多个路由器和网关及语音处理时延等存在，如果对回声不进行处理，用

户可以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回声，这种回声明显地影响通话质量。

（1）回声源分类

回声源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回声源叫做“电学回声”：由语音网络中的电气反射引起，这些反射通常是4线交换机连接和2

线本地环路之间的阻抗差异引起的。少量的回声总是存在的，且对于讲话的人通过听筒听到他的声音传

回来，实际上是很舒服的。PSTN系统中，用户侧使用的电话线都是两线的，进入局端的交换机通过2/4线

混合器转换为四线的。如果混合器阻抗匹配良好，回波能量就很小；反之，回波能量变大。只要有2/4线

混合器的地方，都会存在回波。一般情况下我们使用PSTN打电话听不到回声，是因为回波时延很小，人

们感觉不到。回波能否被感知是由回波幅度和回波时延共同决定的，其关系如图5所示。

图5 回波幅度和回波时延对时延影响关系图

因特网语音传输中的第二种回声源是所谓的“声学回声”。声学回声是指扬声器播放出来的声音

被麦克风拾取后发回远端，这就使得远端谈话者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声学回声又分为直接回声和间接回

声。直接回声是指扬声器播放出来的声音未经任何反射直接进入麦克风。这种回声延迟最短，它与远端

说话者的语音能量，扬声器与话筒之间的距离、角度、扬声器的播放音量以及话筒的拾取灵敏度等因素

相关。间接回声是指扬声器播放的声音经不同的路径一次或多次反射后进入麦克风所产生的回声集合。

因为周围物体的变动，例如人的走动等，都会改变回声的返回路径，因为这种回声的特点是多路径、时

回波延时(ms)

回
波

损
耗

(dB
)

感觉不到回声

能感觉到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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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

（2）回声产生的位置

回波产生的位置如图6所示，电话Tel1能听到回声。根据回波产生的原理，可以推断出有四处存在回

波，回波1和2时延很短，不会被感觉到；回波3和4通过了VoIP网络，时延加大，是导致Tel1听到回声的

来源。

图6 回拨产生位置图

（3）VoIP中影响回声的因素

语音网关的影响 

从传统PSTN网切换到VoIP网络时，用户往往有这样的抱怨：切换到VoIP网络后有时存在回声，而以

前的PSTN网根本没听到过回声，认定是语音网关设备带来的回声。实际上这是并不完全正确，语音网关

设备有两种语音接口：数字语音接口（E1/T1）和模拟接口（FXS/FXO）。对于数字语音接口，接收和发

送通路是分开的，不会带来新的回波。模拟语音接口通常是二线的，用混合器来实现2/4线转换，如果阻

抗不匹配，会增大回波的幅度，也不会带来新的回波。

PSTN本身就存在回波，但回波被感知要有一定的时延。PSTN是电路交换网络，信号的传输速度非常

的快，市话的时延只有几毫秒，即使长途电话通常也在10ms~20ms之间，这样小的时延，人们是感觉不到

的。

语音网关设备的引进，加大了时延。VoIP网络端到端的时延主要由编解码时延+打包时延+队列处理

时延+去抖动缓冲时延等组成。VoIP网络的单方向时延通常在100ms左右，所以回波时延大概在200ms左

右，远远大于20ms，人们就听到了回声。

语音网关设备对回波的影响可以总结为：语音网关设备并不带来新的回波；语音网关设备带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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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延，加大了回波时延，导致原来感觉不到的回波，变成能被感觉的回声。

混合器的影响 

回波的根源是发送和接收信号之间的耦合，发送信号泄漏到接收通路中。对于数字接口设备（E1

或T1），发送和接收是完全分开的，不会存在回波。模拟接口设备（FXS、FXO）都是两线的，发送和接

收模拟信号同时存在于一对电话线上，为了传输，要将发送通路和接收通路分开；混合器就是这样的器

件，它完成2/4线转换工作，图7是混合器的示意图。

图7 2/4先混合器示意图

混合器一般由变压器构成，在阻抗匹配较好时，回波损耗大概在20dB左右；阻抗没有匹配，回波损

耗变小。回波损耗是原始信号和回波信号的比值，等于0表示回波信号和原始信号幅度一样，回波损耗越

大，回波幅度越小，回声就越小。

混合器对回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阻抗匹配上，良好的阻抗匹配，回波幅度小，回波抵消效果好，这

一点对模拟电话接口十分重要。

电话终端的影响

对于PBX或FXS设备来说，普通电话就是一种负载。它的阻抗应该和FXS的输出阻抗相匹配，这样回波

就小。但有些电话的阻抗做的不标准，阻抗差异很大，与FXS的输出阻抗不一致，回波幅度变大，很容易

引起回声。

普通电话还能引入另一种回波：声学回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种是使用免提电话，扬声器发

 2/4线
混合器

接收通路

发送通路

2线侧

接收和发送信号

在同一对线上

4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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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声音很容易的通过空间又传到话筒中；另一种是通话两端的电话距离很近，说话的声音通过空间传

到另一部电话的话筒中。在回波测试时一定要注意这两种情况，不要用免提，两部电话的距离拉开，如

果距离很近，可以将对端电话手柄的话筒捂住，或直接摘掉手柄。

(4)如何消除回声

随着消回声技术的发展，当前回声消除研究的重点，已由"电路回声"的消除，转向了"声学回声"。

周围环境的处理　　　　 

分析声学回声的产生的机理，可以知道：声学回声最简单的控制方法是改善扬声器的周围环境，尽

量减少扬声器播放声音的反射。例如，可以在周围的墙壁上附加一层吸音材料，或增加一层衬垫以增加

散射，理想的周围环境是其回响时间或RT-60（声音衰减60dB所需要的时间）在300ms~600ms之间。因为

这样的环境一方面可以控制反射，又可以不会使讲话者感到不适。改善环境可以有效地抑制间接声学回

声，但对直接声学回声却无能为力。　　　　 

回声抑制器 

回声抑制器是使用较早的一种回声控制方法。回声抑制器是一种非线性的回声消除。它通过简单的

比较器将接收到准备由扬声器播放的声音与当前话筒拾取的声音的电平进行比较。如果前者高于某个阈

值，那么就允许传至扬声器，而且话筒被关闭，以阻止它拾取扬声器播放的声音而引起远端回声。如果

话筒拾取的声音电平高于某全阈值，扬声器被禁止，以达到消除回声的目的。 由于回声抑制是一种非线

性的回声控制方法，会引起扬声器播放的不连续。影响回声消除的效果，随着高性能的回声消除器的出

现，回声抑制器已很少人使用了。　　　　 

声学回声消除器 

声学回声消除的另一方法是使用声学回声消除器（AEC：Acoustic Echo Chancellor），AEC是对

扬声器信号与由它产生的多路径回声的相关性为基础，建立远端信号的语音模型，利用它对回声进行估

计，并不断地修改滤波器的系数，使得估计值更加逼近真实的回声。然后，将回声估计值从话筒的输入

信号中减去，从而达到消除回声的目的，AEC还将话筒的输入与扬声器过去的值相比较，从而消除延长延

迟的多次反射的声学回声。根椐存储器存放的过去的扬声器的输出值的多少，AEC可以消除各种延迟的回

声。



203 

语音测试技术ROUTE TO NETWORK

另外，背景噪声也是产生回声的因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回声通常是在线路的远端引起的，解决回声的办法需要从远端进行消除。ITU-T建议

Ｇ．168给出。回音抑制的功能是用相位补偿的方法抵消串入远端发送信号中的远端接收信号。其目标是

消除时延超过45ms的回声。

4.带宽的大小

带宽是否充足对语音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带宽不足的情况，则会导致语音数据包的丢失，对于高

压缩率的编解码数据通话来说，语音质量急剧下降。

那么如何计算语音编解码在以太链路上传输所占用的带宽呢？

首先，在上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了解到这几组数据：

G711编解码速率是64Kbits/s； 

G729编解码速率是8Kbits/s；

G723R63编解码速率是6.3Kbits/s；

G723R53编解码速率是5.3Kbits/s；

第二，我们了解到语音报文经过以太传输需要经过报文头的封装，如图8，其中RTP=12bytes，

UDP=8bytes，IP=20bytes，ETH=14bytes，共54bytes。实际在网络上传输的报文经过各类报文头大小等

于纯语音数据净荷加上报文头。

图8 RTP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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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由上数据可以计算出，各种编解码不同打包时长情况下占用的实际带宽：

表4 以太链路编解码占用带宽

CODEC 纯数据净荷 以太报文长度 实际占用带宽

G.711 (10ms) 64000/1000/8*10=80 14+20+12+8+80=134 134*1000*8/10=107200

G.711 (20ms) 64000/1000/8*20=160 14+20+12+8+160=214 214*1000*8/20=85600

G.729 (10ms) 8000/1000/8*10=10 14+20+12+8+10=64 64*1000*8/10=51200

G.729  (20ms) 8000/1000/8*20=20 14+20+12+8+20=74 74*1000*8/20=29600

G.729  (30ms) 8000/1000/8*30=30 14+20+12+8+30=84 84*1000*8/30=22400

G.723r53 (30ms) 5300/1000/8*10=6.625 14+20+12+8+6.625*3=73.875 73.875*1000*8/30=19700

G.723r63 (30ms) 63000/1000/8*10=7.875 14+20+12+8+7.875*3=77.625 77.625*1000*8/30=20700

   由此可见，封装数据越多，也就是打包时长越大，语音净荷在一个报文中占用的比重越大，链路利用

率越高。但是打包时长越大意味着报文缓冲区相应增大，时延越明显，在有丢包的情况下，语音质量更

差。

在其他链路上进行报文传输带宽占用率与在以太数据链路上传输数据带宽的占用率计算方法类似，

只不过封装的报文头大小不同而已。例如在PPP链路上传送的数据需要封装6个字节的PPP报文头，下面是

通过PPP报文头封装后，带宽占用情况：

表5 PPP链路各编解码占用带宽

Codec PPP报文长度 实际占用带宽

G.711(10ms) 6+20+12+8+80=126 126*8*1000/10=91200

G.711(20ms) 6+20+12+8+160=206 206*8*1000/20=82400

G.729(10ms) 6+20+12+8+10=56 56*8*1000/10=44800

G.729(20ms) 6+20+12+8+20=66 66*8*1000/20=26400

G.729(30ms) 6+20+12+8+30=76 76*8*1000/30=20266.6667

G.723r53(30ms) 6+20+12+8+6.625*3=65.875 65.875*8*1000/30=17566.6667

G.723r63(30ms) 6+20+12+8+7.875*3=69.625 69.625*8*1000/30=18566.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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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网络状况的好坏

（1）网络时延

网络延迟将引起语音会话过程的空白，带来语音的变形和会话的中断。在实际应用中，一般是如下

几个方面而导致了网络延迟：传播时延：取决于传播的介质和距离；传输时延：传输过程中在网络设备

上所用时间； 这一点在上面的章节中已经详细介绍。

（2）网络抖动

抖动，也叫做时延的变化，是指在一个VoIP呼叫过程中所有发送的数据包到达的时间差异。与传统

的PSTN网络不同，PSTN是以固定速率（64kbit/s）进行数据传输，而IP数据包之间由于选择路由不同，

而不同路由间存在不同时延等因素，导致同一VoIP的数据包之间会又不同的时延，由此产生了抖动。当

一个数据包发送时，发送端在RTP报文头上增加一个时间戳；当在另一端被接收时，接收端同样增加另

一个时间戳；计算这两个时间戳可以得到这个数据包的通路时间。如果在一个呼叫中包含不同的通路时

间，则存在抖动，如下图所示：

图9 网络抖动示意图

当网络抖动值大于50ms时，MOS值将急剧下降；但是在ITU-T G.107中，是这样说的：“抖动对语音

传输质量的影响还在作进一步的研究，目前没有包含在E-Model的算法中”。但是通过在接收端增加抖动

缓冲的量，则可以有效地降低抖动的影响，但是却增加了网络时延。

在视频应用程序中，抖动表现为图像闪动，而在电话呼叫中，它表现的效果与丢包产生的效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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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某些字词听不清楚或错误。比如说一句话“Watson, come here. I want you”，则对方听到的或许

是“Wat....s...on.......come here, I......wa......nt........y......ou” 。语音包不定期的到

达接收端导致语音时延和混淆。抖动的大小取决于数据包的通路时间的差异程度，差异程度越大，则抖

动也越大。如果抖动值大于50ms，则平均主观值MOS值剧烈地降低，认为是极差的语音质量。通过增加抖

动缓冲的数量，可以有效地降低抖动的影响，但是增加了一毫秒的抖动缓冲，则相应增加了1ms的网络时

延。在VoIP中，如同时延一样是不能完全消除的，只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一般可通过设备中的缓冲来

解决，该VoIP性能指标是必测项。

（3）网络丢包

数据包发送端和接收端之间的数据包数目的差值即为网络传输丢失包数目。导致语音丢包的原因很

多，最主要的有：网络连接不稳定；网络存在拥塞；网络中存在太多不定时延。

丢包导致语音被切割，接收方听到的声音存在空白。如下图所示：

图10 网络丢包示意图

VoIP使用RTP实时传输协议传输语音数据包，虽然可以利用RTP报文头的序列号检查数据包的丢失和

乱序，但是它并没有重传机制。任何丢包和乱序都将影响语音的质量。网络丢包是影响语音质量和MOS值

的关键因素。存在两种类型的丢包：随机丢包（Random Loss）：当网络保持冲突碰撞时，就会偶尔有

一个或两个数据包发生丢失，这是随机产生的丢包，如果量小，对语音质量影响小；连续丢包（Burst 

Loss）：这是指连续一个以上的数据包的丢失，这对语音质量的影响是明显的。因此对丢包作有效的监

测是非常有必要的。当少量的丢包是随机地分布时，人耳并不容易感觉到较差的语音质量。

采用适当的丢包补偿技术也能够降低丢包对VoIP语音质量的影响，优化语音质量。利用PLC（Pa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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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s Concealment）技术可以补偿一定时间内的丢包，例如CISCO可以补偿2050ms内的丢包。PLC智能分

析丢失的报文并产生合理的报文代替以提高语音质量。典型的丢包补偿技术是当监测到有丢包情况时，

COPY前一个RTP报文的数据填充到缓冲区中丢失报文的位置上。

（4）网络乱序

网络乱序就是由于网络传输路径或其他因素影响，第n个报文在第n+m个报文之后到达（m>=1）。当

缓冲区较小时候，接收端设备将这种情况当作丢包处理。和网络抖动类似，在接收端增加抖动缓冲区的

大小，可以有效降低乱序影响，同时也增加了网络时延。

图11 网络乱序示意图

6.静音检测是否开启

当电话的两端正在通话中，该器件在信号电平低于某一特定的门限值时，将限制数据包的传输，VAD

是当线路状态从空闲变成传递信号时产生“前沿切割”（“leading clipping”）和当线路状态从传递

信号变成空闲时产生“后沿拖尾”（“tralling edge clipping”）的根源。

静音压缩已运用多年，它运用了在总会话时间中静音时间占大约50%这一事实。其基本思路是在静音

期间减少传送的比特数，从而节省了所需传输的总比特数。

静音检测开启后，如果线路空闲，设备定期发送静音标识帧，和普通RTP报文的区别在于RTP报文中

的MARK位置1，而正常RTP报文是0；语音净荷只为随机的几个字节，目的告诉对方，现在处于静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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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方接收到此报文，不对报文进行处理。

图12 RTP静音报文

各个厂家对静音检测实现不同，有一些设备在静音过程中并不传送任何RTP报文，包括静音标识帧，

而只有在静音到非静音，或非静音到静音的切换时才会发送一个MARK位为1的标识帧。

7.舒适噪音是否实现

使用静音压缩功能，在节省带宽的同时也带来了语音质量的下降。在电话两端都不说话的时间，线

路上没有语音包传送，此时可提供 “舒适噪音”（Comfort Noise）以避免电话用户感到“断线”，使

通话者感到不安，舒适噪音产生了适当的背景噪音以填充通话过程中的静音间隙，使用户感觉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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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N 概述
文/聂树伟

使业务独立于网络。广义上讲：下一代网络应是一个能够提供包括语音、数据、视频和多媒体业务的基于分组技

术的综合开放的网络架构。

NGN主要技术特点：

（1）开放式体系架构和标准接口

NGN采用业务与呼叫控制分离、呼叫控制与承载分离技术，实现开放分布式网络结构，使业务独立于网络。

通过开放式协议和接口，可灵活、快速地提供业务，个人用户可自己定义业务特征，而不必关心承载业务的网络

形式和终端类型。

（2）分层的网络结构

NGN由网络业务层、控制层、承载层、接入层等四层组成；

NGN是什么？
2004年初，美国最大的固网运营商

Verizon公司宣布采用北电网络NGN解决

方案，全面启动固网演进，由此，NGN

迅速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并且进入大

规模商用阶段。但是，对NGN的建设却

早已经开始，2004年底统计显示，全球

软交换网络的数量已经超过250个。

那么，NGN到底是什么呢？

N G N （ N e x t  G e n e r a t i o n 

Network），即下一代网络，泛指一个

不同于当代或前一代的网络体系结构，

它是一种业务驱动型网络，采用综合、

开放、融合的网络架构，通过业务与呼

叫控制完全分离、呼叫控制与承载完全

分离，从而实现相对独立的业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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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业务层负责在呼叫建立的基础上提供各种增值业务和管理功能，趋势是具有统一的IP通信协议；控制

层采用独立开放的控制平台，将呼叫控制从媒体网关中分离出来，通过软件实现基本呼叫控制功能，包括呼叫选

路、管理控制和信令互通，使业务提供者可自由结合承载业务与控制协议，提供开放的API接口，从而可使第三方

快速、灵活、有效地实现业务提供。承载层包含各种网关并负责网络边缘和核心网之间媒体流的交换/选路，采用

高速包交换网络，可实现电话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三网融合，同时支持语音、数据、视频等业务；接入层

负责将用户连接至网络，完成业务量的集中和将业务传送至目的地，包括各种接入手段和接入节点。

下图是某公司以软交换为核心的NGN网络：

图 1 NGN网络组成

业务层：

iOSS（integrated Operation Support System）：综合运营支撑系统，包括统一管理NGN设备的网管系统和

融合计费系统；

Policy Server：策略服务器，用于管理用户的ACL（Access Control List）、带宽、流量、QoS等方面的策

略；

Application Server：应用服务器，负责各种增值业务和智能网业务的逻辑产生和管理，并且还提供各种开

放的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接口，为第三方业务的开发提供创作平台。应用服务器是一个

独立的组件，它与网络控制层的软交换设备无关，从而实现了业务与呼叫控制的分离，有利于新业务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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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D AMG SIP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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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 TMG UMG U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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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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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 Server：位置服务器，用于动态管理NGN内各软交换设备之间的路由，指示电话目的地的可达性，

并保证呼叫路由表的最佳效率，防止路由表过大和不实用，减少路由的复杂度；

RADIUS Server：RADIUS服务器，用于集中管理用户认证、口令加密、服务选择、服务过滤和呼叫计费等；

MRS（Media Resource Server）：媒体资源服务器，用于提供基本和增强业务中的媒体处理功能，包括业务

音提供、会议、交互式应答（IVR）、通知、高级语音业务等；

SCP（Service Control Point）：业务控制点，是智能网的核心构件，它存储用户数据和业务逻辑，其主要

功能是根据SSP（Service Switching Point）上报来的呼叫事件启动不同的业务逻辑，根据业务逻辑查询业务数

据库和用户数据库，向相应的SSP发出呼叫控制指令，指示SSP进行下一步的动作，从而实现各种智能呼叫。

控制层：

SoftSwitch：软交换设备，是NGN的核心设备，主要完成呼叫控制、媒体网关接入控制、资源分配、协议处

理、路由、认证、计费等功能，并可向用户提供基本语音业务、移动业务、多媒体业务以及API接口。

承载层：

在图中称为交换层，核心交换层采用分组技术，主要由骨干网、城域网各设备（如路由器、三层交换机等）

组成，用于向用户提供一个高可靠性、具有QoS（Quality of Service）保证和大容量的统一的综合传送平台。

接入层：

接入层通过各种接入手段将各类用户或终端连接至网络，并将其信息格式转换成为能够在网络上传递的信息

格式；

IAD（Integrated Access Device）：综合接入设备，属于NGN体系中的用户接入层设备，用于将用户的数

据、语音及视频等业务接入到分组网络中；

AMG（Access Media Gateway）：接入媒体网关，用于为各种用户提供多种类型的业务接入，如：模拟用户接

入、ISDN接入、V5接入（接入网用户）、xDSL接入等；

SIP Phone：SIP电话，一种支持SIP协议的多媒体终端设备；

H.323 Phone：H.323电话，一种支持H.323协议的多媒体终端设备；

SG（Signaling Gateway）：信令网关，是连接No.7信令网与IP网的设备，主要完成PSTN侧的No.7信令与IP网

侧信令的转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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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G（Trunk Media Gateway）：中继媒体网关，是位于电路交换网与IP分组网之间的网关，主要完成PCM信号

流与IP媒体流之间的格式转换；

UMG（Universal Media Gateway）：通用媒体网关，主要完成媒体流格式转换与信令转换功能，具有TMG、

内置SG、AMG等多种用途，可用于连接PSTN交换机、PBX、接入网、NAS（网络接入服务器）、基站控制器等多种设

备。

（3）网络互通和网络设备网关化

通过接入媒体网关、中继媒体网关和信令网关等设备，可实现NGN与PSTN、PLMN、UMTS（3G网络）、IN、

Internet等网络的互通，有效地继承原有网络的业务。

NGN的核心技术
NGN的核心技术在网络控制层，即软交换。

软交换是实现传统程控交换机的“呼叫控制”功能的实体，但传统的“呼叫控制”功能是和业务结合在一起

的，不同的业务所需要的呼叫控制功能不同，而软交换是与业务无关的；它是基于IP分组网络的，具有丰富的业务

提供能力和强大的组网能力。软交换作为分组交换网络与传统PSTN网络融合的全新解决方案，将PSTN的可靠性和数

据网的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是传统话音网络向分组话音演进的方式。

软交换具有如下显著特征：

（1）应提供开放的、标准的业务接口和综合的设备接入能力

软交换提供业务的主要方式是通过API与“应用服务器”配合以提供新的综合网络业务。以上图中的软交换为

例，一般的：

它支持网关控制协议，MGCP与H.248，可实现终端设备接入； ●

支持多媒体协议SIP/SIP-T、H.323，可以与其他SIP应用服务器互通或者直接与多媒体终端连接； ●

支持V5.2协议、DSS1信令与R2信令，可以实现接入网设备、PBX的接入； ●

支持MTP、TUP、ISUP协议，可与No.7信令网中的SP、STP等设备对接，还可提供No.7中继与PSTN交换机对 ●

接；

支持SCCP、TCAP、INAP协议，提供SSF功能，可用作智能网的SSP； ●

支持M3UA与MTP协议，可用作信令点与SG对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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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M2UA协议，可与具有内置信令网关功能的TMG直接对接； ●

支持ENUM、TRIP等网络路由（地址解析）协议，可实现分组网功能； ●

支持MIDCOM、STUN等NAT穿越协议，可实现企业网通过防火墙等NAT设备接入NGN网络； ●

支持SNMP协议与MML接口，可接入网管中心； ●

支持FTP、FTAM协议，可接入计费中心； ●

支持RADIUS协议，可与RADIUS服务器对接； ●

（2）基于策略的运行支持系统

软交换采用与传统完全不同的、基于策略的实现方式来完成运行支持系统的功能，按照一定的策略对网络特

性进行实时、智能、集中式的调整和干预，以保证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3）完善的计费与话务统计能力

NGN既然是话音网络，那么计费与话务统计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应支持对语音、数据和多媒体等各种业务

进行计费，提供多种计费方式与话单类型，而且应提供完善的话单管理功能；要支持多种测量指标与灵活的测量

任务，简单强大的性能分析数据，实时性强，可充分反映设备的业务负荷信息与运行状况。

除此之外，软交换还应该具有高集成度、高可靠性、高安全性、可平滑扩容等技术特点；

软交换的互通模型
软交换作为NGN的核心部件，在与各种网络类型互通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下面以与PSTN网络，SIP网络

和IN网络互通为例介绍一下。

1.与PSTN网络互通模型

此组网很好的反映了控制和承载分离的概念；软交换提供M3UA

链路与信令网关相连，通过信令网关与PSTN交换机互通No.7信令；

而话路部分则由软交换控制媒体网关完成与PSTN交换机的对接。

2.与SIP网络互通模型

软交换支持SIP协议，可与SIP网络中的SIP应用服务器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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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P网络应用的优点在于最大限度地体现了NGN

的分组业务承载优势，在图中，软交换提供呼

叫控制功能，SIP网络则提供业务，二者配合可

向用户提供基于SIP协议的语音及其与Internet

融合的各种业务。

 3.与IN网络（即智能网络）互通模

型

软交换可用作智能网的SSP，与IN网络互

通；软交换与SCP均提供M3UA链路连接到IP核心

网，双方的INAP协议均承载于TCAP/SCCP/M3UA/

SCTP/IP之上。

NGN的未来发展趋
势

IMS（IPMultimediaSubsystem）即IP多媒

体子系统，是由3GPP标准组织提出，是在基于

IP的网络上提供多媒体业务的通用网络架构；

IMS技术对控制层功能做了进一步分解，实现

了会话控制实体和承载控制实体在功能上的分

离；IMS采用SIP作为核心控制协议，并通过SIP

进行业务管理，IMS可以使运营商充分利用SIP

的优势，更快速、更灵活地开发管理移动多媒

体业务。

IMS不仅能够解决目前软交换技术还无法解

决的问题，如用户移动性支持、标准开放的业

务接口、灵活的IP多媒体业务提供等，而且由

媒体网关

信令网关

MTP M3UA

ISUP H248/M2UA

软交换

软交换

SIP应用服务器

SIP业务

各种网关 多媒体终端

图 2 NGN与PSTN网络互通模型

图 3 NGN与SIP网络互通模型

软交换

各种网关 多媒体终端

NO7信令网

信令网关 SCP

MTP

M3UA

MTPMTP

M3UA M3UA

图 4 NGN与IN网络互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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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接入无关性，也使得IMS成为固定和移动网络融合演进的基础。

IMS的优势：

IMS由于采用的是分组网络，对于数据业务的支持有着天然的优势，适应于新业务的高速宽带和低成本的 ●

需要。

由于采用了SIP协议，能够提供终端到终端和终端到服务器直接的通信。SIP业务的灵活和扩展能力也是比 ●

较强大的。IMS的终端由于直接支持SIP，所以它的终端智能是比较高的，从而导致业务拓展也比较容易。

IMS系统不是一个简单的SIP网络，它加强了对用户和业务的控制，从而运营商可以掌握资源的使用。 ●

IMS和接入网络之间的独立性。 ●

IMS整合了各种业务平台，通过一个统一的IMS系统，这样有利于各种业务平台之间的兼容。IMS和目前国 ●

际化标准组织OMA共同开发业务平台，从而为IMS系统增值。

IMS因为采用的是IP的承载网络，向全IP网络架构迈进了一步。 ●

从标准化和技术成熟度来看，基于软交换构建固定的NGN更为现实，难度也较小；而从技术趋势来看，开放与

融合程度更高的IMS则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代表着固定与移动融合的趋势，更有前途。可以说基于软交换的网

络只是NGN发展的初级阶段，而IMS是NGN发展的高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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