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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網路日漸普及與多媒體應用迅速的發
展，網路電話 VoIP (Voice over IP) 服務已廣泛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面對未來一個 All IP 的網路架構，
SIP 已成為未來通訊信令共同基礎，然而目前網路
電話伺服器 (SIP Server) 大部分採集中式架構，當
系統話務量增加，將嚴重造成伺服器超載，影響使
用者通話的品質；此外網路電話用戶端大部分為半
封閉式系統，網路電話的兩端之服務提供業者緊密
結合，限制了使用者的發展空間及自由度，網路電
話加值服務受限於提供服務的業者。因此，本論文
設計與實作 SIP 網路電話雲端服務，系統可分為兩
大部分，第一部份為 SIP 網路電話雲端子系統，第
二部份是 VoIP 終端機子系統，在 SIP 網路電話雲
端子系統，我們能依伺服器資源使用情況做動態控
制，不但可減輕伺服器負擔，還能做伺服器故障轉
移，使網路電話服務更穩定、服務品質更優質化。
在用戶端的部分，則打破現有的限制，利用 Google
推出的 Android 開放系統，同時結合了雲端運算，
研發出開放式程式碼且以 SIP 技術為主的網路電
話，其優點於方便、可攜性高、符合人性介面，也
結合了更多的服務，如：Gmail、Google Map、Google
Talk 等…，面對於未來的通訊世界，達到更多元化
服務的影響力。
關鍵詞：網路電話、SIP 會談初始協定、Android、
雲端運算。

1. 簡介
網際網路已經漸漸的成為我們生活中不可或
缺的一部份，從早期的數據機，上網速度僅 56
kbps ， 到 現 在 人 人 都 是 寬 頻 XDSL 與
EPON/GPON ，且連線速度已可達到數十 Mbps 的
水準，這代表網路電話已經突破了過去連線速度的
環境限制，使目前網路電話服務提供穩定的連線環
境，並進一步對於現今各種不同互連限制加以改
善，以達到一個完整的網路電話系統。
當前網路電話伺服器處理資料的方式以集中
式架構為主，使用者必須透過集中式的伺服器來進
行通話，當用戶大量增加會嚴重增加伺服器的負
荷，且用戶在伺服器處於負荷很高的狀態下使用服
務，所得到的服務品質則大幅下降，這也是目前 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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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電話服務所面臨的瓶頸。網路電話
(VoIP;Voice over IP) 終端機大部分以半封閉式的
系統為主，在操作應用軟體的過程中，只能夠使用
系統所提供的應用程式進行系統的操作，而且，在
開發者部分也無法開發附加元件或與其他系統做
整合。
本論文提出開放式 SIP 網路電話雲端服務系
統，以改善網路電話半封閉式與伺服器集中式架構
的問題，藉由開放 API 的方式，使其他開發者在開
發附加元件與系統整合的過程，沒有系統相容方面
的問題，在伺服器架構則改用雲端運算結構，不但
降低了伺服器的負荷，也大幅提升了服務品質，另
外在網路電話服務 (VoIP) 系統方面我們採用 SIP
標準規格，在與其他 VoIP 系統進行協定溝通時，
可免除相容性的問題。

2. 背景
本論文相關背景技術可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
分將介紹 SIP Server，第二部分為雲端服務，最後
部分為 Android 系統架構與相關網路電話軟體介
紹。

2.1 SIP Server
SIP訊息的傳遞除了最簡單的點對點通訊外，
尚需仰賴SIP Server提供身分認證、位置管理、訊息
傳送、通話管理等等，都需要透過伺服器。因此，
SIP Server可說是SIP 通訊中的樞紐[4][6][7][8]。
SIP Server 主要是控制所有 SIP 訊息，全部的
SIP 訊息都會進入 SIP Server 進行處理，由 SIP
Server 負責轉送至其他用戶或是其他伺服器，SIP
Server 儲存所有註冊用戶的資料包含帳號、密碼、
登入位置等，也可用來設定一些特殊功能，例如：
轉接、語音信箱、回撥等…[4][6][7][8]。

圖 1 伺服器集中式架構

如圖 1，目前的 SIP Server 大多採用集中式的
架構，使用者必須透過集中式的伺服器來進行通
話，當瞬間有數千筆甚至是數萬筆通話請求大量進
入時，會快速增加伺服器的負載，使用者的通話品
質也會因此受到影響；此外，集中伺服器風險很
高，若伺服器突然發生故障，將會導致所有使用者
網路電話服務異常。

2.2 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不是新技術，而是一種概念，主要是
透過網路，由多部電腦所組成的龐大系統，可以在
數秒之內，處理數千筆資料，達到和「超級電腦」
同樣強大的效能，其核心技術為分散式運算
(Distributed Computing) 與 網 格 運 算 (Grid
Computing) [9]。
分散式運算，是將多部獨立的電腦系統以網路
匯集起來，一起做資料的處理，並將資料分割成小
型資料，再交由眾多電腦各自進行運算再彙整結
果。其優點為成本低、資料處理速度快、系統可靠
度高並且系統擴充容易。
現 階 段 雲 端 分 為 三 大 服 務 ， 分 別 為 IAAS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基礎架構服務，PAAS
(Platform as a Service)平台服務及 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軟體服務。其中 IAAS 是將作業系統及
資料庫等透過網路方式提供服務，PAAS 是經程式
平台 (如 JAVA、.Net 等)透過網路方式提供服務，
SAAS 則是將軟體應用在網路上提供服務，本研究
著重於 IAAS 設計。

2.3 Android
2007 年 11 月 5 日，Google 與其他製造商、硬
體供應商組成的開放手持裝置聯盟 (Open Handset
Alliance) ，發佈了名為「Android」的開放手機軟
硬體平台，在平台公佈的一週之後，即發佈可免費
自由下載的多平台的 SDK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與 相 關文 件 ， 隔 數天 又 發 佈 作業 系 統 核 心
(Kernel)，與部分驅動程式的原始碼。而 Android 的
正式版本是從 2008 年 9 月 23 日的 1.0 版本慢慢演
進 1.1、1.5、1.6、2.0，到 2010 年 05 月最新發佈的
2.2 版本，Android 開發環境中所使用的應用程式都
是由 JAVA 編寫，所以需要有 JAVA 的工具包以及
支援 Android 的擴充套件[1]。
目前 Android 上有許多免費網路電話應用程
式，像是 Fring、iSkoot 或 Nimbuzz 等…，這些應用
程式都是半封閉性，所以必須緊密與軟體提供業者
結合，而無法隨著使用者的需求發展延伸加值服
務，因此對於使用者而言限制了許多彈性。
對於目前網路電話軟體可分成三大類：封閉
式、半封閉式以及開放式這三種類型的系統模式。
而 封 閉 式 系統 就 如 一 般市 面 常 見 的網 路 電 話 軟
體，只提供一個固定的系統環境，並且不開放 API
等資源給使用者做介面加值的動作；半封閉式系統

則有提供 API 等資源給使用者，在系統介面上能夠
做加值服務的動作，但並未公開程式碼與限制性授
權；最後開放式系統則是公開程式碼提供給使用者
自由修改，有些開放軟體則會透過 svn 等平台，管
理不同使用者所修改的程式碼，以利軟體版本的更
新。
相較於封閉式系統，半封閉式提供系統功能的
可選擇性，但無法提供完全開放的系統環境，導致
使用者在修改系統環境的能力受到限制，進而影響
程式在不同系統環境相容性的問題及系統功能在
升級效能的發展空間，對於使用者方面也降低使用
半封閉系統的意願，以及抑制了系統自由發展的空
間。

3. 系統架構

圖 2 系統架構圖
圖 2 為本系統架構圖，終端機子系統部分使用
了 Android 嵌入式系統，並且在此系統環境下開發
網路電話終端機系統；另一部分則是網路電話雲端
子系統，使用 EUCALYPTUS System 的架構，建置
出雲端伺服器，透過 EUCALYPTUS 內部的查詢機
制，使網路電話雲端子系統有別於傳統 SIP 伺服器
架構，以改善傳統網路電話伺服器集中式負載與伺
服器單點錯誤所造成服務停止的缺點，提供穩定的
網路電話服務。
終端機子系統內主要包含 SIP Call 與地圖定位
兩個功能，SIP Call 部分與一般傳統網路電話的半
封閉式系統不同，而是有著自由開放的開放源碼特
性，透過此特性提升系統的擴充性，並將地圖定位
與網路電話做整合，以達到一般網路電話所沒有的
地圖互動，而終端機子系統可連接至網路電話雲端
子系統，進行 SIP Call 的通話動作。
網路電話雲端子系統，採用 EUCALYPTUS
System 架構[2]，EUCALYPTUS 提供完整雲端架
構，以 CLC (CLoud Controller)為最上層，是控制
整個雲端系統的中心，並可透過 CC 掌握整個系統
資源，再來是 CC (Cluster Controller)，是 CLC 與
NC (Node Controller) 聯繫的媒介，經由 CC 可掌
握下層的 NC (Node Controller)負載情況，並做系統
資 源 動 態 調 整 ， 但 對 於 SIP Server 而 言 ，
EUCALYPTUS System 架構並沒有提供網路電話服

務 的 控 制 與 管 理 ， 所 以 我 們 在 EUCALYPTUS
System 增加 SIP Server 管理與控制元件，把雲端和
SIP Server 整合，以改善 SIP Server 負載集中與解決
單點錯誤造成的服務中止。

而系統將保留 Sipdroid 的開放源碼特性[5]，以
利日後對於終端機系統改進的空間與自由度，並且
降低終端機系統擴充相容性問題，提升了系統改進
的空間。

4. 系統元件設計

圖 3 系統元件架構圖
如圖 3，雲端網路電話系統分為兩個子系統，
分別為 SIP 網路電話雲端子系統與終端機子系統的
設計。
SIP 網 路 電 話 雲 端 子 系 統 是 建 立 在
EUCALYPTUS System 架構上，利用最上層的 CLC
(CLoud Controller) 作為雲的主控制，並透過 CC
(Cluster Controller) 控制 NC (Node Controller) 進行
資源管理與分配，因此我們利用此架構，將 SIP
Server 整合在 NC 上，經由 CC 監控管理依附的
NC，並即時回報訊息給 CLC，以達到動態控制的
目的，當 NC 發生錯誤，使得通話服務無法進行時，
即立刻透過 CC 回報至 CLC，並將系統服務轉移至
其他，以維持網路電話服務的進行。
終端機子系統建置在 Android 的作業系統環境
下，將網路電話與 Google 的應用服務 (例如：
Google Map、Gmail、Google Contacts 等…) 做嵌入
式的整合[3]。當終端機首次與網路電話雲端子系統
連接時，必須先向 CLC 發出請求訊息，以查詢何處
有可用 NC 之 SIP Server 進行註冊；當 CLC 回覆後，
終端機即立刻連結至可使用的 SIP Server 進行註冊
動作，以完成註冊。若非初次通話，則可免除註冊
動作，並且終端機直接向 CC 傳送請求訊息，查詢
何處有可用 NC 之 SIP Server 代理訊息傳送，當 CC
回覆訊息時，終端機即可直接連接至指定 SIP Server
進行通話動作。

4.1 VoIP 終端機子系統
VoIP 終 端 機 子 系 統 主 要 建 構 於 開 放 式 的
Android 系統平台，使用開放源碼的網路電話軟體
Sipdroid，透過開放 API 的 Google Map，進行網路
電話與地圖定位的系統服務整合，再經由符合人性
操作介面的 GUI，將這兩個獨立的服務元件整合成
完整的網路電話終端機系統，以便在 Android 嵌入
式開發平台操作。

圖 4 VoIP 終端機子系統架構圖
如圖 4 所示，系統底層為 Android 結構，採用
Linux 核心，接著函式庫建立於核心層的架構之
上，在同層架構上又包含 Android Runtime，而應用
程式層須透過函式庫取得系統檔進行系統動作執
行，最後應用服務層則是透過呼叫應用程式層的方
式執行所下達的動作。在架構圖中，橘色方塊代表
開發時所新增元件，而紫色方塊為修改後再加入的
元件，灰色方塊則是無更動的原始元件：
(1) GUI (圖性用戶介面)
GUI 實作部分與系統以及使用者之間有相當
密切的關係，透過完善的 GUI 設計，以減低使用者
的認知負擔，以及提高系統服務的相容性。
(2) SIP Call
SIP Call 部分是以開放源碼特性的 Sipdroid 修
改，所以通話功能保留部份元件功能，並且透過連
接雲端伺服器的方式，以達到支援雲端服務之 VOIP
終端機。
(3) Callee Map
透過 Google 提供的開放 API 的方式，將 Google
Map 與網路電話整合，藉由地圖的定位服務，提供
使用者之間的定位互動，以達到進階的通話互動，
並在通話中，可以於 Google Map 顯示通話對方之
位置。
(4) Location Estimation
地圖定位的精準度處理部分，則是先蒐集
Google Map 預測之座標點，再透過機率統計的方

式，將計算後權重值最高的座標點定為最佳作標
點，經由 Location Estimation，以提高地圖定位的精
準度。

4.2.1 CLC (CLoud Controller) 元件

4.2 SIP 網路電話雲端子系統

圖 6 CLC 功能方塊圖
如圖 6 為 CLC 功能方塊圖，在 Linux 作業系統
上建立 EUCALYPTUS-cloud，並設計 SIP Service
Manager 和 GUI，以達到方便管理與系統資源狀態
控制。
(1) GUI 設計
設計圖形化介面，使管理人員容易掌控雲端網
路電話服務系統的狀況。

圖 5 SIP 網路電話雲端子系統功能方塊圖
由圖 5 可知，此系統最上層為 CLC (CLoud
Controller) 也是系統主控制元件，主要透過網路與
各個 CC (Cluster Controller) 連結，並控制虛擬出來
的 NC (Node Controller) 做系統資源控制，使架設
在 NC 上的網路電話伺服器 (SIP Server) 能夠有效
的完成系統資源動態控制，並可隨時改變伺服器資
源，以達到最高效能。假若其中 NC 當機或損壞，
則經由 CC 回報給 CLC 並做系統調節，讓使用者依
然能夠繼續使用網路電話服務。
當終端機進行網路電話註冊時，CLC 上的 SIP
Service Manager 會 提供使 用者 目前負 載最 低 的
CC，並回傳使用者後，讓使用者直接與 CC 下層的
NC 之 SIP Server 做網路電話註冊的服務，而進行網
路電話通話服務時，使用者會向 CLC 提出請求，
CLC 會回傳系統負載量較低的 CC 給使用者，使用
者再透過 CC 下的 SIP Cluster Controller 與 NC 上的
SIP Server 進行通話服務。
因此，本研究在 EUCALYPTUS System 下設計
SIP Service Manager 和 SIP Cluster Controller 為目
標，透過 EUCALYPTUS System 建立的雲端結構，
經由 SIP Service Manager 與 SIP Cluster Controller，
可以使 SIP Server 做有效的系統資源控制，並改善
傳統網路電話伺服器負載集中與單點錯誤所造成
的系統服務終止，因此本論文的設計具有使網路電
話效率提高和單點錯誤服務不中斷的優點。

(2) SIP Service Manager
此元件設計是透過網路與 CC 聯繫，並遠端控
制 CC 下層的 NC 狀況。根據網路電話服務系統的
負載，去做系統資源的調整，並動態分配負載低的
SIP Server 進行網路電話註冊服務。

4.2.2 CC (Cluster Controller) 元件

圖 7 CC 功能方塊圖
圖 7 為 CC 功能方塊圖，CC 為 CLC 與 NC 中
間的連接媒介，在 CC 的下層由許多虛擬 NC 組成，
以 CC Controller 進行資源控管，並將訊息傳導至
CLC，以達到系統資源控制，並透過 SIP Cluster
Controller，可動態指派 NC 上的 SIP Server 進行網
路電話代理服務。
在 CC 上我們額外設計 SIP Cluster Controller
以管理下層 NC 所有 SIP Server 資訊，此設計是在
CC 上查詢虛擬 NC 群，隨著資源變動，CC 會將系
統資訊透過 CC Controller 傳至 CLC Controller，並
透過 SIP Cluster Controller 提供負載低的 SIP Server
給使用者進行網路電話註冊服務或網路電話通話
服務。

4.2.3 NC (Node Controller) 元件

圖 8 NC 功能方塊圖
圖 10 系統通話情境圖
圖 8 為 NC 功能方塊圖，在 Host OS 上利用 NC
的 Virtual Machine，並在虛擬環境建置 SIP Server，
並透過 NC Controller 將 SIP Server 的資源狀態回傳
至 CC Controller，為提供資源動態調整，我們修改
SIP Server 資 料 同 步 機 制 ， 以 提 供 SIP Service
Manager 與 SIP Cluster Controller 進行管理與控制網
路電話服務。

6. 系統測試與結果
6.1 測試流程

5. 使用案例說明
本系統情境主要分為註冊以及通話兩種，說明
如下。

5.1 註冊
如圖 9 為描述進行註冊的情境，Client 端會先
發出服務請求至 Cloud Controller (CLC)，此時 CLC
會找到目前可用的 Cluster Controller(CC)，並且將
訊息傳回給 Client 端，確認後使用者會再透過 CC
指派可用的 NC 進行註冊，當伺服器處理完成註冊
訊息時，會回傳 OK 的訊息至 Client 端。

圖 11 系統測試流程
圖 11 為系統測試流程，透過此測試流程可檢
測目前系統是否完善，以解決系統所發生的錯誤，
首先我們先以 SIP Server 部份進行系統檢測，如功
能正常，再對終端機部份進行後續的測試，當兩邊
系統完成後，會進行系統整合，並且檢測系統整體
是否有相容性的問題。

6.2 測試結果
(1) SIP Server 連線測試
圖 12 為終端機尚未於 SIP Server 連線，可以看
到左上角的指示燈呈現紅色，而圖 13 為連線成功，
左上角的燈號會變成綠色。
圖 9 系統註冊情境圖

5.2 建立通話
圖 10 描述的情境為 User A 與 User B 進行通話
連接，首先 User A 端發出服務需求至 Cluster
Controller (CC) ，CC 會回傳需求成功並提供目前有
哪些負載輕的 Node Controller (NC) 進行通話邀
請，確認之後 NC 會與使用者兩端通道連結，當通
道連結完成時，受話端則會回傳完成訊息通知。

圖 12 終端機尚未連線

圖 13 終端機連線成功
(2) SIP Server 帳號註冊測試
圖 14 為終端機註冊後，黃色方框為 SIP Server
內部註冊清單。

圖 14 SIP Server 註冊帳號清單
(3) 通話測試結果
圖 15 為通話中的影像，透過 Sipdroid 進行通
話動作，而圖中也顯示受話者的名稱。

圖 15 終端機通話連線圖
(4) 地圖定位測試
圖 16 為執行終端機系統內的地圖，定位使用
者目前所在地的圖像，由圖可察知地圖上有藍色圖
標標示使用者目前的所在地。

圖 16 終端機地圖定位測試

7. 結論
本論文提出開放式 SIP 網路電話雲端服務系
統，以改善網路電話半封閉式與伺服器集中式架構
的問題。在 SIP 伺服器部份，本論文運用現有
EUCALYPTUS Open Source 結 構 ， 成 功 將 SIP
Server 與雲端運算整合在一起，實現 SIP 網路電
話雲端服務；在 SIP 終端機部份，本論文採用
Android 開放性結構，實現支援本系統之 SIP 網路
電話雲端服務與網際網路公開式雲端服務之網路
電話終端機，網路電話終端機可以成功使用本系統
支援端服務與 Google Map 之公開式雲端服務。因
此，本系統改善 SIP 集中伺服器負荷超載與單點錯
誤造成服務中斷的問題，並且提供 SIP 網路電話服
務與雲端服務功能性整合之成功案例。未來在 SIP
網路電話雲端服務的資源分配與優化，相信會有更
多議題值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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