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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change ； WPBX) 並 不 支 援 網 路 端 電 信 信 號

本論文描述我們所研究的整合應用，主要是我

(Signaling)之互通，因此要讓手機使用者同時在不

們配合學理上之智慧型網路（Intelligent Network；

同系統間使用電話服務是不可能的。因此以我們現

IN），提出一套新的系統架構，並透過電腦電話整

有的電腦電話整合（CTI）設備為基礎，提出一個

合（CTI）技術，整合了我們現有的 PC-DECT 交換

新智慧型網路系統架構。因為，智慧型網路(IN)[1]

機系統、資料庫管理系統、網路管理，於網際網路

為一個極具彈性的電信網路架構，特色是使新的電

(Internet)上實作多功能智慧型網路服務，以實現小

話服務的引進時間可由數年縮短成幾天，電話服務

型智慧型網路(IN)。我們在此系統架構上，自行發

多元化，系統的軟硬體擴充具極高的彈性，所以讓

展多功能轉接、多方通話、話中插撥、按時叫醒、

電話系統廠商較容易且方便開發新的電話服務與

簡碼速撥、直通電話……等服務，並提出一個手機

系統功能。

移動管理機制(Mobility Management Mechanism)，
讓系統支援漫遊(Roaming)服務，使該電話系統能在

在現今網路的蓬勃發展下,大部份的企業都有

電話服務與服務範圍無限擴充。我們也規劃與設計

建制私有的數據內部網路(Intranet)，因此我們可以

完整的網路管理系統，管理者可以透過網際網路連

用此企業內部網路(Intranet)來將該企業於各地分公

線到網路管理主機，進行各項系統服務的設定與管

司內的交換機進行互連，即是透過企業內部網路

理，管理者也可以透過網際網路圖形介面監控系統

(Intranet)來進行各交換機之間的信令傳遞與交換。

運作狀況，包括目前的通話狀況與通話紀錄。我們

除此之外，我們亦可透過該企業內部網路來進行此

已實現無線 DECT 電話與有線電話系統及網際網路

智慧型網路電信系統的管理與設定，系統管理者隨

之小型整合環境，我們的研究成果，期望能對台灣

時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經由網路連線到管理主機，

通訊產業能提供一些小貢獻與經驗。

透過網際網路圖形介面（Web GUI）來設定系統與
管理各分機、無線 DECT 電話，管理者也可以透過

關鍵詞：網際網路(Internet)、網路管理、智慧型網

網際網路圖形介面（Web GUI）監控系統運作狀況，

路(IN)、電腦電話整合（CTI）、泛歐式低功率無線

目前的通話狀況與通話紀錄。

電話（Digital European Cordless Telecommunication ;
在傳統的電話系統中，交換機之間的手機移動

DECT）、手機移動管理機制(Mobility Management

管理資訊是透過專線來做溝通傳送，但租用專線成

Mechanism)、漫遊(Roaming)

本頗高，因此我們提出使用 IP 網路來傳遞各交換機
之間手機移動管理資訊，並達成電話系統支援無線

1. 簡介

電話漫遊服務。在我們建構的智慧型網路系統中，
由於現今電信技術成熟，一般企業內部會建置

將有線電話與手機移動管理資訊集中放在網路資

電話系統，並提供各種電話服務，以方便企業內部

料庫(Database)中，電話系統運作時，全部的交換機

通訊。但如果企業因使用上的需要，想要有新的電

皆是透過網路來存取網路資料庫內有線電話與手

話服務時，就會發生舊有的電話系統無法提供。在

機移動管理資訊。若與其它蜂巢式電話手機移動管

門號的容量方面，若各地分公司急需在門號線路上

理機制比較(GSM MAP[2]與 IS41[3]使用複雜的

擴充時，解決的方式就是擴充交換機的數目，交換

SS7[4][5]協定)，我們提出的機制較簡單且容易實作

機的擴充並非易事，牽涉到交換機間最複雜的信號

與管理。我們在實作系統中的交換機是由國內「中

處理問題，所以系統擴充差。在無線電話方面，許

美萬泰」所設計。此交換機與 PC 搭配成一套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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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智慧型網路之基本架構

電 信 網 路 不 可 ， 此 即 為 智 慧 型 網 路 （ Intelligent

功能。

Network：IN）發展的起因。

(1) 服務交換點(SSP)是一個具備一般交換功能及
智慧網路服務話務信號處理能力的數位交換系

智慧型網路是一個電信網路服務控制架構。此

統，作為公眾電話網路進出智慧網路節點，與

種服務控制架構的主要目的即是為了提供一種使

SCP 交換資訊，處理智慧網路話務信號。

網路管理者可更有效益、更經濟、更快速地引進、
控制及管理新服務，同時智慧型網路主要的利益即

(2) 服務控制點(SCP)是一個即時而且高可靠度的

是可開發新資源來創造更多的盈餘。智慧型網路所

網路資料庫，內部儲存服務邏輯資料，依據 SSP

呈現的觀念意義為：藉著集中式資料庫的配置，來

的查詢請求，產生服務相關的回應給 SSP，指

提供廣闊的網路服務。

揮 SSP 執行話務信號的處理。

智慧型網路是一種可以應用在所有網路的網

(3) 信號轉送點(STP)負責 SSP 與 SCP，或其它 SSP

路架構觀念，是一種以現有公眾電話網路為基礎，

間之信號（非語音）傳送工作。

將電信與電腦結合，在網路中裝設具有大容量資料
儲存能力的智慧型節點（Intelligent Node）
，集中儲

(4) 智慧型週邊設備(IP)負責提供語音通告、語音儲

存服務邏輯資料，並經由網路交換傳送和標準信號

存和數字收集等功能。當話務信號執行過程

系統溝通聯絡的整合應用，其目的在增強網路的處

中，需要播放語音宣告時，SCP 將指示 SSP 送

理能力，使得網路連接運作可以控制的比以往更有

出語音，引導發話者輸入數字信號，適當使用

彈性。由於客制化服務需求導向的趨勢，因而對網

服務；此外並收集及處理數字信號。

路運轉和控制資訊處理能力的需求日益重要，因此
(5) 服務管理系統(SMS)是一個非即時性資料庫，

智慧網路之基本精神，就是希望能引進一個新的具

集中管理 IN 服務和 IN 元件。

彈性的網路，透過線上編譯的技術，使新的網路服
務的引進時間可由數年縮短成幾天，甚至幾小時，

(6) 作業操作管理系統(OS)連接各智慧型元件，提

幾分鐘，以達到服務客戶與公司營利之目的。

供維護人員接入網路元件，執行操作與維護的
工作。

智慧型網路之基本架構，如圖 1 所示[7]。智慧
型網路之基本元件包含有「服務交換點（Service

本研究的小型智慧型網路系統架構是根據上

Switching Point：SSP）」、「服務控制點（Service

述的智慧型網路之基本架構所建構的，因此，我們

Control Point：SCP）」、「信號轉送點（Signaling

可 以 在 此 架構 上 發 展 智慧 型 服 務 與網 路 管 理 系

Transfer Point：STP）
」
、
「智慧型週邊設備（Intelligent

統，並提供使用者多元化、方便的電話服務。

Peripheral ： IP ）」、「 服 務 管 理 系 統 （ Service
Management System：SMS ）」與「作業操作管理系
統（Operations Systems：OS）」
。以下說明各元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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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機系統，可以無限擴充，並且解決交換系統與

3. 系統架構

交換系統間互連的問題。以下我們分別以軟硬體方

3.1 PC-DECT 系統簡介

面，說明整個系統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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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PC-DECT 系統硬體基本架構圖
如圖 2 所示，PC-DECT 是一套有線與泛歐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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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PC-DECT 智慧型信號網路整合架構圖

統[6]。泛歐式低功率無線電話(DECT)標準是由歐洲
ETSI 組織所制定，以微細胞無線通訊系統為架構，
提供低功率、短距離的通訊，一個基地台範圍大約

PSTN

可達百餘公尺（無遮蔽環境約 100 公尺）
，服務範
Trunk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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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依照基地台的佈置。
PC-DECT 是交換機型（PBX-based）之電腦電

PBX

話整合系統，其主要是在 PBX(RE；Radio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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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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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PC-DECT 智慧型電話線路網路整合架構圖

電腦。PC-DECT 提供有線電話(包括內線與外線)、
泛歐式低功率無線電話（DECT）
，交換機容量是 128

(1) 智慧型電話線路網路

門線路，市場鎖定給中小型企業公司行號使用，為

分為智慧型信號網路與電話線路網路兩部

了增加軟硬體升級的彈性，RE 上的每個硬體介面

分，我們首先說明智慧型信號網路部分，如圖 3 所

模組化，客戶可以視不同需求增加系統的容量。在

示，我們的設計的方式是依據智慧型網路（IN）架

軟體方面，電腦電話整合主機（CTI Server）控制

構[8][9]，應用到 PC-DECT 教學平台電腦電話整合

所有話務的處理程序與智慧型電信服務，增加更改

技術架構上，在原本信號網路 SS7 部分，我們以

新服務軟體的彈性。

TCP/IP 協定之電腦網際網路（Internet）取代。PBX
為 PC-DECT 的 RE，負責偵測有線電話與 DECT 無

3.2 PC-DECT 智慧型網路系統整合建置

線電話的服務觸發，監視和報告"用戶應答"或"話務
信號結束"事件。IP 的部分功能在 RE 的 FTU 卡上，

我們所建構的整個系統架構如圖 3 與圖 4 所

如收集發話者複頻信號（Dual Tone Multi-Frequency,

示，透過電腦電話整合（CTI）技術，整合有線與

DTMF）與撥放各種 Tone 的功能（如 Dial Tone、

泛歐式低功率無線電話系統，實現了小型智慧型網

Busy Tone……等等）。在本系統上，SSP 的功能有

路。我們在 PC-DECT 系統上，依照原本的硬體架

如 PC-DECT 的 CTI Server，透過 RS232 與 RE 互

構與配合現行智慧型網路之架構，重新規劃與設

連，負責操作與管理 RE，並且透過 Internet 與 SCP

計，使原本小型有線電話與泛歐式低功率無線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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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連，將與服務相關的訊息資料報告給 SCP 處理，

（Router）來繞送封包，因此 CTI Server、SCP 與

或是向 SCP 查詢用戶服務相關資料。STP 取而代之

SMS 之間可以跨廣域網路（WAN）
，但我們實作上

的是 Internet 上的路由器（Router），負責繞送信號

是在學術網路的中正大學電機系區域網路中做實

封包到目的端。SCP 內有 SDF(Service Data Function)

驗與測試。

與 SCF(Service Control Function)兩個功能，SDF 為
本系統之資料庫系統，儲存與管理用戶的註冊資料

在 RE 方面，我們採用現有的 PC-DECT 教學平

及服務相關資料，SDP 的功能有如 GSM 系統中的

台設備。CTI Server 改用工業級單板電腦，植入我

HLR(Home Location Register)，當用戶要求服務

們自行研發的嵌入式作業系統（Linux）作為作業平

時，會透過 SSP 向 SCP 詢問該用戶的服務設定或權

台。並且在該平台上，執行我們所發展的有線與無

限相關資料，再決定要不要提供服務給該用戶。

線 DECT 交換機程式。SDF 部分，我們是採用

SMS 是提供管理服務的系統，在本系統的設計上，

MySQL，MySQL 是目前最穩定且效能最好的免費

會把網路管理系統與網路服務管理系統整合在一

資料庫系統，我們透過 MySQL 實現 SDF 的功能，

起，放到 SMS 上，並且連接網際網路，用戶隨時

儲存與管理用戶的相關資料、電信智慧型服務設定

隨地可以透過網際網路圖形介面（Web GUI）設定

相關資料與系統的紀錄檔……等等。SMS （Service

服務功能，管理者隨時隨地可以透過 Web 的介面管

Management System），我們是在該伺服器上架設免

理服務管理用戶資料與監控系統運作狀況。

費且穩定的 Apache WWW Server，透過 PHP 程式
語言，開發網管介面與功能。

在智慧型電話線路網路部分，如圖 4所示，我
們將兩套 PC-DECT，透過 Trunk Group 線路互連，

4. 智慧型電信網路服務之實作

共八條 Trunk 線路。此外，每套 PC-DECT 透過四
話中插
撥服務

條雙向 Trunk 線路與上層 PSTN 連接。如果把本系
統看成同一個電信營業者，每一個 PC-DECT 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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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型間換局，局與局之間透過 Trunk Group 線路
網路管理
功能

基本通話路由功能

互連，而 PSTN 看成別家電信業者。用戶可以打電
話給內部同一 PC-DECT（Intra PC-DECT）或不同

功能層次

智慧型路
由功能

PC-DECT（Inter PC-DECT）的使用者，而且也可

多功能轉接路由功能

手機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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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打電話給別的電信業者的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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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智慧型服務架構圖

SMS

有關智慧型電信服務之實作，我們可以分成實
P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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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I Link

SCP

SSP
Higher Layer

體、功能與服務三個層次來實現，如圖 6 所示。實

SDF

Ro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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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Layer

體層次是指硬體交換與通訊設備，包括本系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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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TI Server(SSP)、SCP、SMS……等等。功能
層次部分，是由軟體控制硬體，與硬體協調所實現
的功能，如：我們所發展的基本通話路由功能、多

圖 5：信號網路系統協定架構圖

功能轉接路由功能、外線路由功能與簡碼速撥路由

如圖 5所示，為信號網路系統的協定架構，RE

功能組合成智慧型路由功能，配合與 SCP 交換訊

與 CTI Server 採原先 PC-DECT 教學平台的 CTI 架

息，分析該服務的路由方式，決定下一個路徑。此

構，以 LapRS232 為通訊協定，透過 RS232 互連。

種方式非常有彈性，如果有新的硬體，我們可以依

CTI Sever、SCP 與 SMS 之間以 TCP/IP 協定透過乙

需要再加上所需要的功能。在服務層面部分，是由

太網路(Ethernet)互連，在我們規劃中，是以路由器

多個功能配合與協調，所組合而成的一個服務，如

4

多功能轉接服務，必須有智慧型路由功能、智慧型

務範圍之下，我們稱之為手機位置資訊(Located

服務管理功能與資料庫查詢功能的配合，達到多功

Information)，這樣系統在進行手機繞送(Routing)時

能轉接服務。

才會正確。

這種智慧型服務發展方式，正是智慧型網路的

在手機移動管理機制方面，在我們實作的智慧

精神所示，當有需要新的服務產生時，不需要更改

型 網 路 系 統 架 構 中 有 兩 部 PC-DECT ， 分 別 為

下層所有的功能與硬體，甚至有些智慧型服務，只

PC-DECT 01 與 PC-DECT 02。此兩系統中，我們設

需要下層功能不同方式的組合，就可以產生。以服

計將系統識別號碼(RFPI：Radio Fixed Part Identify)

務層面來看，當要使用某一個服務時，系統會很有

設成一樣，因此無論手機漫遊到那個系統的服務區

智慧地透過所需的功能與硬體達成。因此這種方

域，皆會視為同一服務系統；但在網路端系統管理

式，非常有彈性，可以大大節省新服務的開發時間

方面，我們設計將每部 PC-DECT 定義系統編號識

與成本。本系統所提供之智慧型服務，整理如圖 7

別碼(System ID)，當手機漫遊到該系統時，我們可

所示。

以由系統編號識別碼(System ID)判斷出該手機在哪
會議服務

勿干擾服務

設定:
#31Phone Number
*Phone Number*
Phone Number....#

一個系統服務區域內。在手機的管理方面，每支
DECT 手機的電話號碼在此智慧型網路中是唯一

設定:#50#

的，因此我們可以區分出不同的 PC-DECT 系統來

刪除:#750#

話中插撥服務

完成漫遊的功能。在手機移動管理方面，DECT 手

設定:#47#

機用戶只須在某一部 PC-DECT 註冊，就可以從任

刪除:#747#

IN Service Process

簡碼速撥服務

直通電話服務

何一部 PC-DECT 的服務區內打電話上線，原因是

設定:
#48Phone Number#

所有 PC-DECT 共用一個 SDF 資料庫，全部的用戶

刪除:#748#

資料集中統一管理，只要手機用戶一上線，便由 CTI

設定:
#49Phone Number#

Sever 透過 IP 網路向 SDF 查詢該手機用戶相關資
料。

刪除:#749#
轉接服務

直接轉接功能

設定:
#61Phone Number#

以手機通話程序來看，當有電話用戶打電話給

刪除:#761#

DECT 手機時，CTI Sever 會經由 IP 網路到 SCP 查

忙線轉接功能

設定:
#62Phone Number#

無回應轉接功能

設定:
#63Phone Number#

Information)，用來當做繞送(Routing)的依據，所以

刪除:#763#

SDF 內 有 一 位 置 資 訊 表 (Located Information

詢 該 Called (DECT 手 機 ) 的 位 置 資 訊 (Located

刪除:#762#

Table)，去記錄管理目前此智慧型網路系統下，所

圖 7：智慧型網路服務架構圖

有 DECT 手機的位置資訊。如圖 7 所示[10]，為儲

我們使用 IP 網路來做 PC-DECT 之間的互連與

存在 SDF 資料庫的位置資訊表中，一筆 DECT 手機

信令的傳遞交換，因此我們經由 IP 網路來傳送此

位置資訊，表示為電話號碼是 23250 的 DECT 手

智慧型網路系統中手機移動管理機制與網路管理

機，目前正處於 PC-DECT 02 的服務範圍之下。

系統的資料與訊息，以下我們分別介紹手機移動管
理機制與網路與服務管理系統。

4.1 手機移動管理之實作
在此智慧型網路系統中，是由多部小服務範圍

Telephone Number

Presently Location of PC-DECT
(System ID )

Extend Service

23250

02

....

圖 7 DECT 手機位置資訊

的 PC-DECT 所建構而成的，所以手機用戶移動時，
很容易進入另一服務範圍內，稱之為漫遊

當 DECT 手機漫遊在這兩部 PC-DECT 的服務

(Roaming)。我們為了達到系統手機漫遊的服務，系

範圍內時，手機的位置資訊會跟著更改變動，這些

統必需得知每支手機目前處於那一部交換機的服

更動的位置資訊必需傳送予 SDF，進行手機的位置

5

資訊表的更新。至於更新的方法，在此系統中，會

Web 為操作介面，做線上的系統管理與設定，SMS

自 動 定 期 要求 所 有 開 機手 機 進 行 位置 資 訊 的 更

亦能提供各種系統資料於分析後制作成的各類圖

新，為了增加手機位置資訊的正確性，我們輔以手

表，讓管理者更清楚的掌握系統運作情況，並有利

動登錄更新，即是當手機進入令一服務範圍後，手

於往後發展各項新服務與改善方式。

機用戶撥號給系統，系統便可馬上更新資料庫内的
網管系統以 Web 為操作介面，所提供的服務功

手機位置資訊。

能，如圖 9 所示。在進入網管系統後，會要求登入
者輸入帳號密碼，所輸入之帳號密碼與系統資料庫

4.2 網路與服務管理系統之建置

內之資料作比對，並由帳號密碼作身分判定，在這
個網管系統主要分為兩類使用者：系統管理者與一
般有線無線電話的用戶使用者。

Perfermance Management
Accounting Management
Fault Managemant

Display
and
Formating

WWW
Server

登入
網管系統

Manager
Configuration Managemant

SMS (Service Management System)

SQL
Server

帳號密碼正確

SCP

Local Log

Local
Processing

身分確認

帳號密碼錯誤

managed
objects

系統管理者

Agent (CTI Server)

圖 8：網路管理系統架構圖

網管
services

身分判定

一般使用者

一般使用者
services

在我們建構的智慧型網路系統中，提供一個簡
單的網路管理系統，其架構如圖 8 所示，其中 SCP

圖 9：網路管理系統登入流程圖

為集中式資料庫，系統中所有的有線無線電話的用
戶資料全都儲存在此 SCP 中，目前在 SCP 中的 SDF

系統提供給此兩種使用者的服務主要分為三大類：

資料庫採用 MySQL 資料庫。我們在 CTI Server 設

 使用者管理

計 Agent 的機制，其主要功能是負責收集系統運作

 系統監控

時的各種資料，例如通話時間、用戶的狀態、基地

 各種智慧型網路服務設定

台 與 線 路 狀 態 ... 等 等 ， 並 記 錄 於 本 端 資 料 庫
(Local Log)中，再透過內部處理程序，若有比較

而系統根據使用者的權限不同，提供的三大類

緊急的系統報告，如線路損壞或系統過載，會透過

服務也有差別。如下頁圖 10 所示，在此智慧型網

事件轉送(Event Forward)的機制來即時通報系統

路系統中，系統管理者具有管理系統設定之權力，

管理者，如果是一般系統資料，如通話時間的長

並可修改一般使用者的所有相關設定：

短、各類服務的使用量，則會進行過濾與統計後，

 使用者管理：在於管理一般有線無線電話用

將 有 意 義 的數 據 資 訊 送往 系 統 的 集中 式 資 料 庫

戶的基本資料，系統管理者可做新增使用

(SDF)。在 SMS(Service Management System)上，

者、修改使用者資料、刪除使用者之動作。

主要有系統效能管理(Performance Management)、

 系統監控：網管可透過系統監控的服務監控

統計管理(Accounting Management)、錯誤紀錄資

目前線上的通話狀況、系統錯誤訊息報告、

料 管 理 (Fault

並統計使用者通話的相關資訊。

Management) 與 設 定 管 理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11]，其中有關智慧

 智慧型網路服務設定：提供網管修改一般使

型服務的設定與短訊傳送部分，包含於設定管理

用者的一些話務服務的設定，主要有來電轉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內，我們亦在 SMS 上

接、多方通話、話中插撥、短訊傳送、按時

架設 WWW Server，讓管理者能隨時透過網路，以

叫醒、勿干擾、簡碼速撥這幾類服務之設定。

6

在一般使用者的 Web 服務介面上，系統也提供

讓此系統支援手機漫遊(Roaming)服務。我們透過系

使用者管理、系統監控、智慧型網路服務設定這三

統週期性的自動更新與手機登錄更新，兩種手機位

類的服務，如圖 11，所不同的是，使用者僅可對自

置資訊更新的方法，來降低無線用戶在移動時所發

身的相關設定作修改，並沒有修改系統或其他使用

生的繞送失誤，我們也建置了完整的網路與服務管

者設定的權限。

理系統，系統管理者與使用者可以透過網際網路連
線到網路管理主機，進行各項系統服務的設定與管

網管services

理，亦讓系統管理者更清楚的掌握系統運作情況，
並有利於往後發展各項新服務與改善方式。
使用者
管理

智慧型
網路服務
設定

系統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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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
我們透過電腦電話整合（CTI）技術，整合有
線與泛歐式低功率無線電話系統(PC-DECT 系統)，
並配合學理上之智慧型網路（IN）架構，重新規劃
與設計 PC-DECT 系統，透過現有電腦網際網路
（Internet）環境，配合資料庫系統，改良 PC-DECT
小型交換機系統原本之架構，使該系統能無限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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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提供創造與設計多元化電信智慧型服務之彈
性，讓此系統適合在大環境使用，並且在實驗室
中，實現有線與泛歐式低功率無線電話之小型智慧
型網路環境，證明將電信信令透過 IP 網路傳遞是可
行的。除此之外，我們還實作手機移動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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