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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智慧型電話語音總機系統」是以實驗室之交換機
（PBX）網路、泛歐式數位高頻無線電話（DECT）系統
與電腦區域網路（LAN）為發開測試環境，使用電腦電
話整合（Computer Telephony Integration ； CTI）之技
術，將電腦與電話通訊網路兩大資源整合在一起，以
TAPI（Telephony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應用程式標準開發介面來發展系統，並整合網際網路
WWW 伺服器（WWW Server）與資料庫系統（SQL
Server），除了提供一般語音轉接功能外，還提供用戶豐
富且多樣化的服務，例如：透過電話或是電腦（WWW 介
面）聽取留言語音、透過語音電子郵件（Voice E-mail）
夾帶留言語音給電話用戶者、利用行動電話短訊（SMS）
或是呼叫器傳呼功能通報電話用戶者有新留言……等等
加值服務，有別於一般自動電話語音總機。
「智慧型電話
總機語音系統」適用於各種區域型交換機網路，提供了
電腦電話整合（CTI）技術一種新的整合應用。
關鍵詞：電腦電話整合（Computer Telephony Integration ；
CTI）、電腦通訊網路、電話通信網路、電話總機、TAPI
（Telephony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交換機
（PBX）。

型 的 代 表 就 是 一 九 七 ○ 年 ， IBM 首 先 利 用
System.360 主機與 3750 PBX 推出自動訂購系統。
但由於當時電腦電話整合（CTI）所需的發展環境
尚未成熟，主要問題有交換機（PBX）價格昂貴、
電腦軟硬體的技術限制、個人電腦的效能與普及率
等因素，直接影響到電腦電話整合（CTI）技術的
發展。直到九○年開始，這些供給面的問題慢慢消
失，一般個人電腦（PC）的處理能力越來越強，價
格也越來越低，電腦通訊網路（Internet）的盛行，
再加上提高工作效率與客戶滿意度以提昇企業競
爭力等需求，電腦電話整合（CTI）開始慢慢成長。
[3]
自從台灣的電信事業慢慢開放民營之後，電腦電
話整合（CTI）技術在台灣已廣泛地被應用，以行
動電話電信業者來說，電信服務的種類越來越多，
透過手機寄發電子郵件（E-Mail）
，服務創新且多樣
化，滿足不同客戶的需求。至於如何整合、如何應
用，便是最大難題。
二、電腦電話整合（CTI）系統架構與標準

電腦電話整合（CTI）的系統架構可以分成
Direct-Connect Configuration、LAN-Based Server
隨著科技快速的進步，個人電腦的資料處理能力 Configuration、Integrated Server/Switch Configuration
越來越強，網際網路(Internet)的盛行，與傳統電話 與 Single Link to Client Configuration 四種。如圖一。
1) Direct-Connect Configuration：此為
通信網路比較起來，傳統電話通信網路的技術已趨
向於穩定，不如電腦網路的進步來得快速，因此， First-party call control 架構，電腦透過數據機或語音
有人推測：
「未來的網路，將是電腦網路的世界。」 卡與電話相連，如圖一之 A，藉著模擬與辨識電話
也有人認為：「電話網路的服務品質與穩定性是電 線信號的能力，直接與交換機（PBX）溝通。此種
腦網路所無法取代的，未來還是以電話通信網路為 架構只能控制該連線的話機，所能執行的應用也有
主流。」無論未來的趨勢是如何，目前我們所面臨 限，但相對地，系統需求與軟體也比較簡單，適合
最大的問題在於電腦與電話網路的資源應用各自 應用於小型系統。
2) LAN-Based Server Configuration：此為
獨立，往往沒有做有效的運用，造成資源的浪費。
Third-party call control 架構，是一種主從式架構，
[1][2]
如圖一之 B，所有電話控制功能都是由電話伺服器
電腦電話整合（Computer Telephony
Integration ； CTI）就是整合這兩大資源，整合了 （CTI Server）控制交換機執行的，電話伺服器（CTI
電腦高速運算、資料處理能力、電腦通訊網路與電 Server）與交換機（PBX）透過標準 CTI Link 連接，
話廣大通信網路資源的技術，將電腦與電話的功能 以特殊標準之通訊協定規範彼此的訊息交換，而用
整合在一起，以提昇工作品質與效率。電腦電話整 戶端電腦藉由區域網路（如 Ethernet）與電話伺服
器（CTI Server）連接，透過電話伺服器（CTI Server）
合（CTI）的應用程式往往是分散在提供不同服務
監控交換機的運作。用戶端的電腦與電話並無實際
的伺服器上，提供傳輸、管理與儲存多媒體資
料……等功能，包括有圖片、語音、文字與動畫影 的連接，透過電話伺服器（CTI Server）與交換機
（PBX）而形成邏輯的連接。在此種架構下，語音
像……等等。[1][2][3][4][5]
事實上，從六○年代開始便有電腦廠商與交換機 訊號仍經由交換機透過電話通信網路傳送，而來話
廠商開始著手電腦電話整合（CTI）的發展，最典 者的相關資訊可透過區域網路隨著電話的轉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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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電腦電話整合（CTI）的系統架構種類圖

送到相對應的電腦上。在 LAN-Based Server
Configuration 的架構下，可以開發相當豐富的電腦
電話整合（CTI）應用，但成本卻很昂貴，而且交
換機功能往往無法隨著系統的規模作調整，造成資
源浪費。
3) Integrated Server/Switch Configuration：此架
構主要是把交換機功能整合在電腦中，電腦型
(PC-based)交換機，如圖一之 C，其優點可以隨著系
統大小加以調整，此外還可以與網際網路（Internet）
連接，使用網際網路電話（IP Telephony）。
4) Single Link to Client Configuration：此架構
是當未來高速與高寬頻的網路技術成熟後，利用高
速網路（如 ATM）取代傳統的區域網路，如圖一之
D，所有語音、傳真、數據皆在高速區域網路上傳
送，話機不需另外與交換機連接而可以直接插在電
腦上。因此語音與數據網路就合而為一了。[1][4]
電腦電話整合（CTI）技術的標準通常可以分成
兩類，交換機型(PBX-based) 電腦電話整合（CTI）
與電腦型(PC-based) 電腦電話整合（CTI）
。
1) 交換機型(PBX-based) 電腦電話整合（CTI）
主要是在交換機（PBX）上透過一標準介面
（CTI-Link）與電腦連接，如圖一之 B，電腦可以
透過該標準介面（CTI-Link）控制交換機（PBX）
的話務交換動作，交換機（PBX）也可以將話務控
制訊息傳遞給電腦，該介面標準有 ECMA 所制定的
"CSTA"（Computer Supported Telecommunications
Application）
，ANSI 所提出的 SCAI（Switch
Computer Applications Interface）標準，ITU-T 所制
定的 TASC（Telecommunications Applications for
Switches and Computers）。
2) 電腦型(PC-based) 電腦電話整合（CTI）主
要是以電腦為平台，再根據應用需求使用不同的硬
體資源，如：網路介面卡（Loop Start、T1、E1、ISDN
等）、語音卡、Fax 卡、Text-to-Speech 等，如圖一

之 C。在整合應用中將語音與信號在各種資源卡之
間傳遞，必須使不同廠商所生產製造的資源卡可以
互相相容，並且必須處理語音與信號大量的資料，
原來電腦之 ISA bus 是不符合需求的（只能用來傳
遞信號）
，因此必須有一標準介面。有 Dialogic 與其
他近六十家語音卡廠商所提出的 SCSA（Signal
Computing Services Architecture）標準。Natural
Microsystems 公司與其他七家語音處理公司所提出
的 MVIP（Multi-Vendor Integration Protocol）標準。
在應用程式標準開發介面部分，有 Novell 與
AT&T 合作開發的 TSAPI（Telephony Services
Applications Programming Interface），適用於
Third-party call control 架構，有 Microsoft 與 Intel
合作開發的 TAPI（Telephony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早期 TAPI 1.0 版屬於
First-party call control 架構；TAPI 2.0 之後已支援
Third-party call control 架構，具有開發話務中心
（Call Center）與保證服務品質（QoS）特性；目前
的 TAPI 3.0 版本，有支援網際網路話（IP
Telephony）
、H.323 與 IP 廣播的會議功能。[4][6][7]
三、系統環境與研究動機
「智慧型電話語音總機系統」是架設在實驗室的
內部電話通信網路環境，以一台個人電腦（PC）為
開發平台，如圖二所示，實驗室內部的電話通信網
路由一台智慧型交換機（Jupiter PBX）所構成，包
含有傳統類比有線電話網路與泛歐式數位高頻無
線電話（DECT）系統，是一個具有有線與無線電
話整合型的通信網路系統。智慧型交換機（Jupiter
PBX）是一套交換機型(PBX-based) 電腦電話整合
（CTI）的應用，透過標準介面（CTI-Link）與電腦
電話整合伺服器（CTI Server）連接，所有智慧型
交換機（Jupiter PBX）的話務工作都由電腦電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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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智慧型電話語音總機系統架構

合伺服器（CTI Server）控制，智慧型交換機（Jupiter
PBX）也會透過標準介面（CTI-Link）將各分機的
狀況訊息傳遞給智慧型交換機（Jupiter PBX）
，以提
供智慧型交換機（Jupiter PBX）做話務控制。智慧
型交換機（Jupiter PBX）共分配四個門號給「智慧
型電話語音總機系統」使用。智慧型交換機（Jupiter
PBX）對外接有學校分機電話兩門，而學校交換機
（ROLM）對外連接有公眾電話網路（PSTN），形
成一個多層次的電話通信網路。
本系統研究動機，在於智慧型交換機（Jupiter
PBX）只提供話務控制，並沒有語音資料處理能力，
因此所能做的服務功能有限，如：轉接、多方通
話……等智慧型服務，缺乏具有語音處理能力與整
合電腦通訊網路服務的系統，因此我們以電腦型
(PC-based) 電腦電話整合（CTI）技術，自行開發
「智慧型電話語音總機系統」
。
「智慧型電話語音總
機系統」的功能，在於當有外線打電話進實驗室時
（由公眾電話網路或學校分機打到實驗室），實驗
室內的智慧型交換機（Jupiter PBX）會直接把該電
話轉到「智慧型電話語音總機系統」，由「智慧型
電話語音總機系統」處理所有的話務與語音處理工
作，如轉接到各分機（包含有傳統類比有線電話與
泛歐式數位高頻無線電話）或是提供錄製聽取語音
留言與新留言到達通報……等等多功能服務。
四、系統架構
「智慧型電話語音總機系統」包含三個部分：智
慧型電話語音總機伺服器、網際網路 WWW 伺服器
與資料庫（SQL Server）。如圖三所示。
智慧型電話語音總機伺服器在硬體設備方面，具
有一張 Dialogic 語音卡（VFX/40ESC）和一張
Ethernet 網路卡，如圖四所示，Dialogic 語音卡連接
智慧型交換機（Jupiter PBX）四門電話線路；Ethernet
網路卡連接學術網路上網際網路（Internet）。在軟
體部分包括有四個模組：「話務控制模組」、
「語音
資料處理模組」
、
「資料庫連結模組」
、
「訊息通報模
組」
。
「話務控制模組」是負責電話的話務控制，如
接通電話、轉接電話；
「語音資料處理模組」是負
責語音資料的處理，如錄製留言、撥放語音歡迎
詞；「資料庫連結模組」是負責與資料庫（SQL
Server）連結，交換訊息；
「訊息通報模組」的任務
在於當有人留言時，透過 Winsock 程式觸發遠端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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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智慧型電話語音總機伺服器軟體與硬體結構

信業者所提供的網路傳呼服務，通報電話用戶者有
新的留言到達，如利用呼叫器（Paging）或 GSM 行
動電話短訊功能（SMS）通知該電話分機用戶者。
網際網路 WWW 伺服器是架設於 Microsoft
Windows 2000 Server 平台，以 IIS 5.0 架設 WWW
伺服器，並且以 Active Server Pages（ASP）撰寫動
態網頁，透過 ADO（ActiveX Data Component）連
接資料庫（SQL Server）
，提供用戶一個簡單親切的
操作介面，電話分機用戶者除了可以利用公眾電話
網路（PSTN）打電話回實驗室聽取留言外，也可以
透過網際網路 WWW 的介面連回實驗室的 WWW
伺服器聽取語音留言。
資料庫（SQL Server）是用來儲存用戶資料與多
媒體資料的平台，智慧型電話語音總機伺服器與網
際網路 WWW 伺服器透過資料庫（SQL Server）來
共享資源，也可以說是智慧型電話語音總機伺服器
與網際網路 WWW 伺服器之間的一個橋樑。當有人
留言時，智慧型電話語音總機伺服器會將相關留言
資料儲存於資料庫；當該電話分機用戶者要聽取留
言時，可以透過透過網際網路 WWW 或公眾電話網
路（PSTN）不同介面到資料庫（SQL Server）索取
留言資料。
由上述系統架構可知，
「智慧型電話語音總機系
統」整合了電話通訊網路服務與網際網路服務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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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是主要的話務控制處理程序，如聽取語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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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話務控制處理程序流程

四﹒一、話務控制模組
有關話務控制模組部分，「智慧型電話語音總機
系統」是以標準 TAPI 應用程式標準開發介面控制
Dialogic 語音卡，如圖四所示，因此只要是符合 TAPI
標準的語音卡皆可以相容。
話務控制最重要在於接聽與轉接動作，如圖五所
示。當一有電話進來時，Dialogic 語音卡會偵測到
震鈴（Ringing）
，系統會產生 LINE_APPNEWCALL
的訊息，我們利用 lineAnswer()系統函式將電話接
起來。當電話接起來連線成功後，系統同時產生
LINE_CALLSTATE.LINECALLSTATE_CONNECT
ED 的訊息，此時我們可以透過 MMSystem 多媒體
語音應用程式標準開發介面，撥放歡迎語音給該門
號的語音介面，同時利用 lineMonitorDigits()函式等
待抓取使用者所撥的號碼。當使用者每撥一號，系
統會產生 LINE_MONITORDIGITS 訊息，並且把使
用者所按的數字夾帶在訊息的參數中，因此我們可
以用個迴圈來控制我們要抓取幾個按鍵號碼，或是
抓取一些特殊號碼做一些其他話務控制（如聽取留
言時）
。當完成收集使用者所按的號碼後，我們利
用 lineSetupTransfer()函式開始作轉接動作，此一函
式的動作，像是我們手動轉接時，會先按電話機的
轉接按鈕。之後系統換產生 LINE_CALLSTATE.
LINECALLSTATE_DIALTONE 與 LINE_CALLSTA
TE.LINECALLSTATE_ONHOLDPENTRANSFER
兩個訊息，它的意思表示當手動轉接時按下電話機
轉接鈕後會聽到撥號音（Dial Tone）等待撥號。因
此我們在測到 LINE_CALLSTATE. LINECALLSTA
TE_DIALTONE 訊息後，可利用 lineDial()函式撥出

四﹒二、語音資料處理模組
語音資料處理模組負責語音資料的處理，本系統
所使用的 Dialogic 語音卡（VFX/40ESC）在語音處
理方面支援有 24 Kb/s Dialogic ADPCM @ 6 kHz
sampling、32 Kb/s Dialogic ADPCM @ 8 kHz
sampling、48 Kb/s A/MU law PCM @ 6 kHz
sampling、64 Kb/s A/MU law PCM @ 8 kHz sampling
四種語音格式。本系統是採用 32 Kb/s Dialogic
ADPCM @ 8 kHz sampling 的語音格式，因為聲音
品質較佳且語音資料大小也較小，經測試調查，大
部分的電腦音效卡都不支援，因此，我們必須分別
儲存兩種不同格式的語音資料，當有電話留言錄製
時，系統會先以 32 Kb/s Dialogic ADPCM @ 8 kHz
sampling 格式錄製，然後再轉換複製另一份 64 Kb/s
Linear PCM @ 8 kHz sampling 格式的語音。當電話
用戶者是透過公眾電話網路（PSTN）撥電話聽取留
言時，系統會撥放 32 Kb/s Dialogic ADPCM @ 8
kHz sampling 格式的留言語音；而當電話用戶者是
透過網際網路 WWW 介面聽取語音時，WWW 指定
64 Kb/s Linear PCM @ 8 kHz sampling 格式的留言
語音給戶用者。
四﹒三、資料庫連結與訊息通報模組
資料庫連結模組，主要是透過標準介面 ODBC
與資料庫（SQL Server）連結，網路層是以 TCP/IP
協定連結遠端的資料庫（SQL Server），如圖四所
示，因此只要有支援標準 ODBC 的資料庫，皆可適
用於「智慧型電話語音總機系統」
。
訊息通報模組包括語音電子郵件通報（Voice
E-Mail）與網路傳呼通報兩部分。語音電子郵件通
報（Voice E-Mail）是將語音夾檔寄給戶用端；網路
傳呼通報是透過 Winsock 程式標準開發介面設計
HTTP 網路協定程式，觸發遠端電信業者所提供的
網路傳呼 CGI。這種方式像是使用瀏覽器做網路傳
呼時，當填好傳呼內容，按下確定鈕把資料送給遠
端 CGI 處理，而訊息通報模組的網路傳呼通報功能
就是把上層傳過來的資料填好，模擬瀏覽器的動作
把資料送出去給遠端 CGI 處理，並擷取傳回的訊息
偵測是否傳呼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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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資料表關聯圖

四﹒四、資料庫規劃與動態網頁設計
本系統是採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7.0，建立兩
個關聯式資料表（Table）,分別儲存電話用戶者資料
（VUser）與留言資料（VSound）
，以一對多關係存
在，如圖六所示。
在電話用戶者資料（VUser）表部分，儲存有用
戶分機號碼（CallNo）
、用戶者名稱（UName）
、用
戶密碼（UPwd）、服務類別（service_type）、用戶
者的電子信箱（EMail）、傳呼機號碼（BBC）、行
動電話號碼（Mobile_phone）
、行動電話傳呼登入帳
號（Mobile_login）、行動電話傳呼登入密碼
（Mobile_pwd）。服務類別是用來儲存用戶者啟動
哪些智慧型服務，用戶者可以自行設定要是否要啟
動電子信件通知（Voice E-Mail）、呼叫器通知或是
行動電話短訊通知。因為行動電話網路傳送短訊通
常需要登入帳號與密碼，因此必須儲存行動電話傳
呼登入帳號與密碼資料。
留言資料（VSound）表儲存有用戶分機號碼
（CallNo）、64 Kb/s Linear PCM @ 8 kHz sampling
語音格式檔案資料路徑（Path_P）、64 Kb/s A law
PCM @ 8 kHz sampling 語音格式檔案資料路徑
（Path_D）、留言時間（Date）。
兩個資料表以用戶分機號碼（CallNo）作為關
係。電話用戶者資料（VUser）表以用戶分機號碼
（CallNo）為主要的 Key（Primary Key）
；留言資料
（VSound）表以用戶分機號碼（CallNo）與留言時
間（Date）為主要的 Key（Primary Key）。
有關動態網頁設計部分，以 Microsoft Windows
2000 Server 平台，架設 IIS 5.0 WWW 伺服器。以
Active Server Pages（ASP）語言撰寫動態網頁，主
要是透過 ADO 元件（ActiveX Data Component）連
接資料庫（SQL Server）
。提供用戶端透過網際網路
WWW 介面做身份確認登入、聽取語音留言、管理
語音留言與設定個人的智慧型服務。
提供用戶一個簡單親切的操作介面，電話分機用
戶者除了可以利用公眾電話網路（PSTN）打電話回
實驗室聽取留言外，也可以透過網際網路 WWW 的
介面連回實驗室的 WWW 伺服器聽取語音留言。

圖七、智慧型電話語音總機系統主要功能流程圖

五、系統功能
「智慧型電話語音總機系統」所提供的功能有語
音轉接、來話留言、透過電話遠端聽取語音、透過
電腦遠端聽取語音留言、透過語音電子郵件聽取語
音留言與新留言到達通報……等等多功能服務。當
有外線打電話進實驗室時，實驗室內的智慧型交換
機（Jupiter PBX）會直接把該電話轉到「智慧型電
話語音總機系統」
，由「智慧型電話語音總機系統」
接聽後，處理所有的話務與語音處理工作。在功能
上可以分成電話用戶者（機主）功能與電話使用者
功能。
電話用戶者功能包括有提供電話用戶者透過公
眾網路（PSTN）撥號遠端聽取與管理留言、提供遠
端使用安全機制身份確認、提供電話用戶者透過網
際網路 WWW 圖形介面（GUI）遠端聽取與管理留
言、提供傳送語音電子郵件（Voice E-Mail）傳送語
音留言服務、提供呼叫器與行動電話通報電話用戶
者有新留言的功能、提供電話用戶者設定智慧型服
務項目，如是否要啟動電子信件通知（Voice
E-Mail）
、呼叫器通知或是行動電話短訊通知……等
功能。電話使用者功能包括有提供電話使用者智慧
型電話轉接與留言。
「智慧型電話語音總機系統」主要功能流程，如
圖七所示。當打電話進「智慧型電話語音總機系統」
系統時，會先聽到語音歡迎詞與系統使用說明，如
果直撥分機號碼，系統會進入轉接服務，如果轉接
不成功（包含分機忙線或沒人接聽），系統會詢問
使用者需要留言或是重撥其他分機，如果是選擇留
言則進入留言處理程序，當留言成功後，同時會處
理新訊息通報的服務。如果是重撥分機，則返回直
撥分機的處理程序。如果是分機用戶者聽取語音留
言，進入系統聽到語音歡迎詞後，先撥”0”，當系統
擷取到”0”特殊功能號碼時會直接進入機主功能，然
後經過身份確認程序後，機主可以選擇聽取與管理
語音留言或是更改登入密碼。
六、結論
在台灣開放電信與網路自由化的今日，許多電信

網路與網際網路服務越來越多，在眾多網路服務資
源中，如果能有效地整合運用，那就可以在有限的
經濟成本下，開發出高效能且更多服務功能的系
統。
「智慧型電話語音總機系統」以電腦型(PC-based)
電腦電話整合（CTI）技術為基礎，除了基本語音
總機功能外，並且整合行動電話短訊服務、呼叫器
傳呼服務與網際網路語音電子郵件服務，提供用戶
者自行設定所需的服務功能，開發出一套智慧型電
話語音總機系統。
「智慧型電話語音總機系統」是透過類比電話線
路做接聽、轉接……等話務控制，並不是直接控制
交換機，因此不需要配合特定廠牌的交換機，適用
於各種區域型交換機網路。但由於目前還是以交換
機（PBX）為電話通訊網路控制中心，因此如果可
以直接由交換機（PBX）核心下去開發一些智慧型
服務，所能開發的功能也較為多樣化，而且在話務
控制方面能發揮較高效能，但相對地難度與成本也
比較高一些。以我們實驗室的智慧型交換機（Jupiter
PBX）為例，我們可以直接在電腦電話整合伺服器
（CTI Server）上做話務控制，因為電腦電話整合
伺服器（CTI Server）對智慧型交換機（Jupiter PBX）
有直接的控制權；然後再透過語音資源卡做一些語
音處理工作，同時運用了交換機型(PBX-based) 電
腦電話整合（CTI）技術與電腦型(PC-based) 電腦
電話整合（CTI）技術。相信在這種架構下可以開
發更多樣化智慧型服務。
在未來多變的網路服務中，「智慧型電話語音總
機系統」提供了電腦電話整合（CTI）技術一種新
的整合應用，相信能提供網路服務業者一些小小的
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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