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邮电设计技术/2019/05

——————————

收稿日期：2019-03-15

0 引言

随着运营商传统语音及数据业务价值下滑及个

人业务市场发展趋于饱和，越来越多的运营商逐渐向

政企行业市场扩展，深挖基础网络和业务能力价值，

开展面向政企行业客户的网络能力开放［1-2］。其中，基

于号码的语音通话作为最基础的通信能力和用户基

础通信需求，也是运营商的核心和优势能力，是运营

商能力开放的重要部分。在语音能力开放过程中，一

方面需要实现对多元化语音能力的管理、编排，实现

用户一点受理、快速开通的能力订购要求和统一计费

结算要求［3-4］，另一方面也需要保障语音通话特别是号

码在能力开放和最终用户使用过程中的合法合规和

可管可控［5-6］。

1 语音能力开放集中管理需求分析

1.1 语音能力开放管理需求

运营商语音能力开放主要面向客户群体可分为

两大类。

a）政企行业客户：从能力订购角度，该客户以一

个整体形式呈现，以产品维度受理并管理，不需要为

最终使用用户签约业务。例如云呼叫中心类企业客

户［7］，在订购运营商语音能力时，仅签约受理外显号

码、业务类型和业务属性等，以允许该企业客户平台

调用云呼叫中心类语音能力，而不需要为每个坐席人

员或坐席号码再签约。在计费时，该类客户以一个企

业客户为单位进行出账和计费。

b）个人业务客户：在能力开放过程中，一方面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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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客户订购业务，以产品维度受理并管理，另一方

面还涉及最终使用用户的业务签约。例如智能设

备［8-9］厂家订购通话类业务能力，一方面智能设备厂家

作为企业客户订购通话能力，需要维护该企业客户的

能力订购信息和业务受理信息等，另一方面还需要为

该能力最终使用用户的号码，如手机号码或固话号码

签约相应的通话业务功能。在计费时，业务最终使用

用户需要分别计费并自行缴费。

对于上述 2类客户，其共同点在于均要求一点受

理，跨省市区域服务及快速开通；不同点在于需要通

过不同渠道进行订购，并需要分别处理，实现不同的

业务受理和开通逻辑。同时，对于运营商而言，还需

要对上述 2类用户的语音能力使用行为进行控制和管

理。

1.2 运营商语音能力开放架构

运营商语音能力开放架构一般分为 3层：能力开

放层、业务能力层和基础设施层，以实现云化、模块化

和分层松耦合的结构特点［10］。其中能力开放层包括

门户展现、业务受理开通、计费、批价和能力封装编排

等功能。业务能力层为业务能力平台，负责业务能力

触发和实现。基础设施层即为基础网络，包括集中网

络和各省网络2个部分。

为了实现面向政企行业客户和个人业务客户的

能力统一调用、快速开通、集中控制等语音能力开放

集中管理，需要在能力开放层统一设置语音能力开放

集中管理平台，如图 1所示。一方面支持从不同业务

系统获取客户订购、变更和注销信息，另一方面支持

根据不同客户需求，分别按需实现能力订购、受理、开

通、计费、批价和管理等功能，同时向业务能力层和基

础设施层下发业务开通、注销和变更通知。

2 语音能力开放集中管理解决方案

2.1 架构设计

如上所述，语音能力开放集中管理平台应能够分

别承接政企系统和个人业务系统等多来源的能力产

品订购，完成语音能力订购、业务受理、号码及对应能

力开通，以及相应能力订购的话单采集、计费、批价和

账单上报，以及管理控制等。平台涉及与统一门户、

政企系统、个人业务系统、基础网络、语音能力平台之

间的互通接口，其外部接口架构如图2所示。

2.2 外部接口

2.2.1 与政企系统间接口

语音能力开放集中管理平台与政企系统间接口

用于接收及传递政企客户订购信息，并触发集中管理

平台的业务开通、签约等操作。同时用于话单的传

递。该接口包含2个子接口。

a）订购通知接口：用于政企系统向集中管理平台

下发业务订购或销户通知，集中管理平台根据订购通

知创建客户资料记录。

b）话单传递接口：用于集中管理平台向政企系统

提交话单。

2.2.2 与个人业务系统间接口

语音能力开放集中管理平台与个人业务系统间

接口用于接收个人用户的语音能力及业务签约、变更

或注销等通知指令，以及向个人业务系统发送查询指

令及上传计费话单。

2.2.3 与能力开放门户间接口

语音能力开放集中管理平台与能力开放门户间

接口用于承载通过统一门户发起的业务订购、受理开

通及变更请求，以及门户发起的用户业务状态查询请

求等。同时，集中管理平台的客户账户信息应与门户

系统的客户账户信息保持一致或唯一关联映射关系。

2.2.4 与语音能力平台间接口

语音能力开放集中管理平台与语音能力平台间

接口用于集中受理平台向语音能力平台下发业务开

通相关信息，包括业务信息和用户信息等，并接收语图1 运营商语音能力开放架构图

图2 语音能力开放集中管理平台外部接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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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能力平台产生的原始计费话单。

2.2.5 与基础网络间接口

语音能力开放集中管理平台与基础网络间接口

用于集中受理平台向基础网络网元发送开通、变更和

销户指令，在语音能力中基础网络如 IMS系统，包含

IMS AS、ENUM/DNS和HSS设备，实现指定号码的 IMS
业务签约和变更等。

2.3 主要功能

2.3.1 业务受理

业务受理包含受理和开通 2个部分。受理是指从

统一门户、政企系统或个人业务系统获取业务订购、

变更及销户通知，并进行业务订购者、业务类型、资费

之间的关联处理，建立相应关联存储关系，并根据不

同的业务要求执行相应功能逻辑。

业务开通以号码标识并触发，执行相应号码向基

础网络、相应语音能力平台的开通指令和处理。业务

开通包含2种方式：同步流程和异步流程。

同步流程即集中管理平台收到指令接收方的成

功响应后，即认为开通成功，无需进一步结果反馈。

面向基础网络的开通流程适用于同步流程，如面向

IMS的业务开通。同步开通流程如图3所示。

异步流程包含语音能力平台对开通指令的响应

和开通执行结果的反馈 2个部分，属于长流程，适用于

面向语音能力平台的开通流程。当语音能力平台收

到开通指令后，执行成功则返回成功响应。此外，语

音能力平台在按需完成与客户线下对接并竣工后，还

需发送开通结果反馈通知给集中管理平台。当上述 2
个部分均成功后，则集中管理平台认为面向语音能力

平台的业务开通执行成功。异步开通流程如图 4所
示。

当收到基础网络和相关的所有语音能力平台的

全部开通成功响应或成功通知后，集中管理平台认为

该业务开通成功。当上述任一环节开通失败，应进行

重试，重试3次仍失败，则应支持开通失败处理流程。

2.3.2 计费账务

计费账务包含话单采集和计费处理 2个部分。话

单采集包括对采集源数据进行检查、处理、传送、备份

等，并根据校验信息进行话单文件校验，根据话单格

式、过滤等规则进行话单的分拣和预处理，最终根据

各个后续系统的需要输出各个系统所要求的话单记

录。

计费处理基于原始话单，依据计费资源、产品资

费、用户资料信息等，实现个人客户、家庭客户和企业

客户等跨地域、跨业务等的计费、批价等，形成账单并

输出。包括根据业务要求，实现业务分析、批价处理、

详单和错单管理、重批价、二次批价、合账及优惠等处

理。

2.3.3 后台管理

后台管理是指集中管理平台支持后台管理员登

录并查看当前平台业务签约情况、操作情况及运行情

况等数据统计。对于数据统计，应支持用户数据、业

务数据和系统数据 3个方面的统计和分析，并以多种

图表方式显示呈现。

3 语音能力开放集中管理方案应用

3.1 云呼叫中心

云呼叫中心是一种政企类的业务，企业客户A首

先在企业系统进行建档和业务订购。然后企业系统

图3 集中管理平台开通同步流程

图4 集中管理平台开通异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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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订购事件通知给语音能力开放集中管理平台，其

中包含客户标识及信息、号码需求等。集中管理平台

收到通知后，根据云呼叫中心能力受理要求和规则，

为该用户分配号码，并为该号码关联相应云呼叫中心

能力，同时下发给相应的云呼叫中心能力平台，完成

业务受理开通。开通成功后，企业客户A可通过自有

平台向云呼叫中心能力平台完成鉴权，鉴权成功后即

可进行呼叫中心能力的调用和使用。该应用流程如

图5所示。

3.2 智能设备通话

智能设备通话是指如智能音箱、智能手表等智能

设备，嵌入语音通话能力，实现拨打和接听电话的功

能，该业务的最终用户为个人用户。语音能力集中管

理平台从个人业务系统接收用户的智能设备通话能

力订购通知，其中包含关键信息如用户号码、业务类

型和设备标识信息等。集中管理平台根据智能设备

通话能力受理要求和规则，为该用户号码自动生成号

码签约信息及鉴权向量，并下发给基础网络 IMS，完成

业务受理开通。当个人用户使用该智能设备时，以设

备标识为索引向集中管理平台获取号码配置信息及

鉴权向量，并以该鉴权向量完成向 IMS系统的鉴权认

证，使用该号码完成拨打和接听通话功能。该应用流

程如图6所示。

4 结束语

随着运营商语音能力开放的不断发展，新的语音

业务能力和多元化应用需求将不断涌现，语音能力集

中管理平台也将随之不断优化和迭代，在面向政企行

业客户和合作伙伴的开放对接中统一规划，实现一点

受理、快速开通、可管可控等，满足未来运营商语音能

力开放运营和支撑体系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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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云呼叫中心能力应用流程图

图6 智能设备通话能力调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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