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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5G消息是短彩信的重大升级，基于GSMA RCS
技术，提供具有多媒体和交互能力的消息服务，为用

户提供了一个安全可信的轻量级服务入口，实现“消

息即服务”，赋能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2020年是

我国 5G消息快速发展的一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及

中国电信 3家运营商基于 5G消息白皮书的共识，进一

步从标准、共建共享、互联互通、产业生态等多方面进

行推进。由于各运营商的现网环境、网络规划、用户

终端、市场需求、信息化支撑等均存在差异，使得 5G消

息部署的网络技术方案十分复杂。

1 5G消息系统概述

5G消息系统包括 5G消息中心（5GMC）和MaaP平
台，并与用户数据（HSS/UDM）、短信中心（SMSC）、5G
消息互通网关、ENUM/DNS、安全管控系统、计费支撑

系统、BSF等对接，其架构如图1所示。

5G消息中心、MaaP平台均包含若干逻辑功能模

块，具体如下。

5G消息中心（5GMC）：5G消息中心具备 5G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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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管理等功能。5G消息中心中的部分功能模块可以

独立部署，也可内置于 5G消息中心，如图 1中用虚框

表示的群聊功能、IMS接入功能、多媒体内容存储功能

和配置服务器。

MaaP平台：MaaP平台承载在 5G消息中心之上，

提供 Chatbot统一接口，负责行业客户 Chatbot和消息

的接入管理、鉴权、行业消息中多媒体内容上传与存

储等功能。MaaP平台包含基础功能和运营管理 2个
部分，其中，运营管理用于运营商对Chatbot进行开通、

权限配置等管理。

2 携号转网业务概述

“携号转网”服务是指在同一本地网范围内，蜂窝

移动电话用户变更签约的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而用

户号码保持不变。携号转网中最重要的是NP数据，

一个NP数据包括用户号码、携出运营商网络、携入运

营商网络、号码拥有者运营商网络等数据。携号转网

的2个典型流程如下。

典型流程 1：当被叫为呼叫发起网络的网内用户

或者携出用户时，以中国联通为例，假设被叫是中国

联通的号段，查询被叫用户的NP数据，如果该用户已

经转到了中国移动，则将呼叫路由到中国移动的关口

局；类似的，如果查询到该用户转到了中国电信，就将

呼叫路由到中国电信的关口局去处理。详细流程如

图2所示。

典型流程 2：当被叫为呼叫发起网络的网外用户

或者携入用户时，以中国联通为例，假设被叫不是中

国联通的号段，查询被叫用户的NP数据，如果是携入

用户，直接按网内呼叫流程处理。如果是外网用户，

则按运营商网间互通的流程把呼叫路由到正确的关

口局。详细流程如图3所示。

3 5G消息携号转网方案分析

5G消息在遵循国内携号转网业务整体要求及网

络实现的前提下，考虑网间互通以及5G消息转短信的

不同情况，对 5G消息携号转网业务下的网内、网间互

通进行细化方案讨论分析。

图1 5G消息系统架构示意图

图2 中国联通用户呼叫中国联通本网用户或者携出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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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网元功能实现

为了实现5G消息在号码携带业务下的正常功能，

需要对 5G消息中心及周边网元进行功能要求。对于

5GMC支持携号转网的实现方式，可分为主叫归属

5GMC和被叫归属5GMC等2种情况进行讨论。

3.1.1 主叫归属5GMC

主叫 5GMC可通过查询 5G消息专用 ENUM DNS
或者本地配置，获取被叫用户NP数据，判断被叫归属

运营商。

a）当 5GMC查询到被叫号码为其他运营商携入

号码时，由主叫归属 5GMC判断被叫归属 5GMC地址，

对被叫号码变换后，路由到被叫归属大区 5GMC。被

叫归属 5GMC先判断其是不是在线用户，如果是，则通

过 5G消息下发，如果不是，则由被叫归属 5GMC将消

息转为短信下发。

b）当 5GMC查询到被叫号码为其他运营商携出

号码，且与该运营商已实现 5G消息业务互通时，由主

叫归属 5GMC在对被叫号码变换后，按照 5G消息网间

互通路由规则，路由到被叫归属运营商处理。

c）当 5GMC查询到被叫为其他运营商携出号码，

但与该运营商未实现 5G消息互通时，由主叫归属

5GMC对被叫号码变换后，转主叫本地短信处理，路由

至主叫归属短信中心，之后按照运营商网间短信业务

互通路由规则进行处理和投递。

3.1.2 被叫归属5GMC

当 5GMC收到来自其他运营商的 5G消息或短信

时：

若为来自其他运营商的5G消息，如果被叫不是当

前 5GMC的用户，由当前 5GMC转被叫归属 5GMC处

理，由被叫归属5GMC完成后续投递。

若为来自其他运营商的短信，则由 5GMC转短信

功能完成后续投递。

3.2 关键业务流程

按照携号转网原则，当被叫为主叫发起网络携入

用户时，以中国联通为例，假设被叫不是中国联通的

号段，直接按网内呼叫流程处理，该流程在本文中不

再赘述。若经主叫归属 5GMC查询被叫为主叫发起网

络携出用户时，可分为运营商间实现5G消息互通和未

实现5G消息互通2种业务流程。

图 4为当被叫为主叫发起网络携出用户，且两网

间实现5G消息互通时的流程，其说明如下：

a）主叫用户UE A向主叫归属网络的 5GMC发送

5G消息。

b）5GMC查询本地存储的用户NP数据，如果判断

图3 中国联通用户呼叫中国联通外网用户或者携入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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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消息。

b）5GMC查询本地存储的用户NP数据，如果判断

被叫为主叫网络用户，则按照正常本地被叫用户路由

规则处理；如果被叫为主叫网络携出用户，则根据归

属号段和NP数据分析被叫归属网络信息。

c）被叫用户携出网络不支持 5G消息网间互通，

回落短信到主叫归属SMSC。
d）主叫归属 SMSC经本运营商的短信互通网关转

发短信到被叫网络短信互通网关。

e）被叫网络短信互通网关将短信路由至被叫归

属SMSC。
f）SMSC将短信下发给被叫用户UE B。

4 结束语

自中国运营商联合发布5G消息白皮书，充分发挥

运营商在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推动5G消息产业共同

良性发展以来，3家运营商在 5G消息层面已展开了深

度合作，逐步形成发展合力，需要在品牌、基础功能规

划、技术接口、互联互通、终端支持、测试认证等领域

均达成一致，不断完善功能和业务迭代，从而实现步

调一致的运营商 5G消息业务演进与增值。相信随着

5G时代的全面到来，5G消息能够借势而上，极大增强

在网用户的忠诚度和黏性，并以此为入口发展增值业

务和建立合作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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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叫为主叫网络用户，则按照正常本地被叫用户路由

规则处理；如果判断被叫为主叫网络携出用户，则根

据归属号段和NP数据分析被叫归属5GMC的域名。

c）5GMC向ENUM/DNS发起查询，请求被叫归属

5GMC的地址。

d）ENUM/DNS返回被叫归属5GMC的地址。

e）主叫归属 5GMC根据返回的地址，通过网间 5G
消息互通网关向被叫用户归属网络5GMC转发消息。

f）被叫归属网络 5GMC消息模块查询本地NP数
据，判断被叫号码是否为该5GMC归属用户。

g）被叫归属 5GMC根据用户注册情况，先判断其

是否为 5G消息在线用户，再确定通过 5GMC下发 5G
消息或转短信下发。

图 5为当被叫为主叫发起网络携出用户，且两网

间未实现5G消息互通时的流程，其说明如下：

a）主叫用户UE A向主叫归属网络的 5GMC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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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被叫为主叫发起网络携出用户，两网间未实现5G消息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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