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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9800 多网融合指挥调度系统

一、 系统功能

1. 有线电话功能

采用 E1 数字中继接入运营商有线电话，采用具备 IP 电话功能、支持 SIP 电话中继、IP 电话组网、

支持 IP 电话用户的 IPPBX 构建 XX 市人防办公大楼内部电话，将来可通过 IP 方式组网与地下指挥所、

车辆移动指挥所的内部电话互联互通。

2. 模拟语音 IP 语音交换功能

单台 IPPBX 同时提供了模拟语音和 IP 语音融合交换功能，对内可直接连接 IP 电话机、VoIP 小网关

和普通电话机，对外可直接连接电信电话线、运营商 VoIP 帐号。

支持自动和人工总机；支持呼叫代答转接和转移（无条件，遇忙，无应答，分时段）；支持免打扰、

用户缺席、呼叫限制、呼叫认证；支持呼叫等待、呼叫保持；支持通话录音、闹钟服务和传呼广播；支

持三方通话，支持分时段欢迎词、等待音乐、缩位拨号、直拨外线、直拨分机等业务。

3. 分布式组网功能

IPPBX 支持分布式系统组网，多台 IPPBX 设备可以分别布放在各地区，并通过网络互连，各地电话

统一编号，统一拨号方式，方便应用并节省长途话费的开支。另外，IPPBX 支持多种组网形式。

IPPBX 支持远程呼叫中心，从系统组网中的任何一个 IPPBX 的中继呼入，可以直拨所有地点的 IPPBX

分机。

4. 高级呼叫业务功能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流程定制个性化的呼叫中心，包括交互式语音应答、呼叫排队规则、语音

信箱和语音邮件、电话录音、电话会议等。呼叫排队可以设定多种呼叫分配规则，如循环振铃，群组振

铃，话务均摊振铃。语音信箱支持页面查看收听留言和邮件转发留言，支持使用分机或外线提取留言。

IPPBX 设备可为每个电话用户分配一个语音信箱，用户可设置电话无应答转移、遇忙转移、分时段

转移到语音信箱。当客户来电时，系统将给出留言提示并将客户的留言存储下来，并在用户的 IP 电话

机上给出有新留言的指示信号。用户可拨号收听、管理留言。

IPPBX 设备可为指定的电话用户在指定的时间内开放录音服务。可控制只对呼入的电话录音，也可

只对呼出的电话录音，还可对呼入呼出的电话都录音。录音的数据可通过邮件方式发送，也可上传到指

定的录音服务器。

5. 指挥调度功能

 单呼、组呼、群呼、广播、会议

 强插、强拆、转接、代接、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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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入会，请出会议、屏蔽收听、禁止讲话

 用户状态显示、呼叫状态显示、来电排队及弹屏、黑白名单

 调度级联、多调度控制台协同工作、自动录音、历史记录查看等

5.1 会议、广播

会议由调度控制台发起，操作方式采用一键直通方式，调度员按一个会议键即可同时呼叫事先定义

的用户群组中的全部用户，用户响应后，调度控制台和所有用户在一个会议室中，即所有用户和调度控

制台都可以讲话，也都可以听到其他任何人的声音。

广播是一种特殊会议，调度控制台和所有用户在一个广播会议中，即所有用户只能听到调度控制台

的声音，调度控制台听不到用户的声音。

本系统支持 16 个会议室和 16 个广播室，支持多个会议和多个广播同时召开。

5.2 强插、强拆、监听

系统的强插、强拆功能是调度控制台特有的管理功能，调度控制台可强插、强拆本地调度用户终端。

强插：调度控制台呼叫正在通话的用户，加入其通话，实现三方通话；如果调度控制台主动挂断电话，

则两个用户恢复其普通通话。强拆：调度控制台呼叫正在通话的用户，与之通话的另一方用户被拆线，

听忙音，调度控制台和此用户通话。

监听也是一种对本地用户终端的管理措施，当某个用户终端始终处于忙碌状态，无法及时响应调度

指挥的口令，影响到调度指挥的实施时，指挥员可以使用该功能，监听该用户终端的通话状态，以便定

位技术或管理问题，确保调度指挥的畅通。

5.3 代接、转接、转移

某个本地用户的电话振铃未接，调度控制台显示该终端为振铃状态，控制台选中该终端，然后按代

接键，即可代接该用户的电话；该用户终端将停止振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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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控制台与用户 1 正在通话，选择用户 2，然后按转接键，即实现用户 1 与用户 2之间的通话，

调度控制台挂机，完成转接功能。

转移是调度服务器独立于控制台实现的自动将呼叫到某个终端或控制台的电话，无应答转移、遇忙

转移或无条件转移到别的分机或外部终端的功能。通常用于节假日或夜间值班的移动服务支持。

5.4 本地终端状态显示

调度服务器本身的终端，无论是普通模拟电话，还是分布到很远的地方的 IP 电话，对于调度系统

来说都是本地终端。本地终端相对于外部终端具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即从调度控制台上可以看到该终端

的各种状态：在线或离线，空闲与占用，振铃与通话。正是因为调度控制台能看到本地终端的各种状态，

因此，控制台才可据此对指定的终端进行强插、强拆、转接、代接等特殊调度处理操作。

5.5 来电队列与弹屏

调度服务器将需要调度控制台响应的电话按顺序送入来电队列，加入响应呼入电话的控制台将接受

服务器的统一调度，主手柄对应的电话将接收到来电振铃，控制台语音界面将来电弹屏显示主叫的相关

信息。控制台可选择使用主手柄直接接听这个呼入的电话，也可从来电队列中提取别的电话，使用副手

柄优先接听，还可选择拒接来电、将来电加入黑名单或群达将所有来电加入一个临时电话会议同时与所

有呼入电话通话。

5.6 黑白名单

调度服务器支持黑名单和 VIP。

加入黑名单的号码再次呼入调度系统会被自动拒接。

加入 VIP 的号码，当其在来电队列等待时，服务器将在所有控制台语音调度界面特别弹屏显示，提

醒控制台优先接听。

6. 有线通信调度融合功能

通过在指挥调度系统核心服务器和有线通信系统的 E1数字中继网关之间建立 SIP中继和呼叫路由，

可以将办公大楼内部电话系统和运营商有线无线电话系统接入指挥调度系统中，实现有线电话和指挥调

度系统功能的融合。

指挥调度系统不仅可调度办公大楼人防内部电话，而且可调度运营商固定电话和运营商移动电话。

7. 移动通信调度融合功能

通过短信网关，指挥调度系统不仅可收发短信实现图文调度功能，而且可进行电话呼入呼出实现调

度系统与移动电话系统的直接通信。

短信网关可配置 2 路 GSM 卡和 2 路 CDMA 卡，因此可并发多路电话和多路短信的收发，在外部有线

通信链路故障情况下可进行最低保障的指挥调度。



4 / 12 浙江凯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 电台调度融合功能

通过电台接口网关，指挥调度系统可与短波、超短波等各种窄带通信电台互联互通，实现双向电话

拨号直接通话。

9. 传真群发功能

传真业务服务器是一款电子传真收发装置。调度指挥员通常在需要向多个用户终端发送传真文书的

情况下使用此功能。调度控制台提供全部调度终端的传真号码，然后选择需要发送传真的电子文档（tiff

图片，txt、doc 文本文档，excel 表格等等），实现传真快速、批量、群组发送。

传真的接收，则不需要前台的任何操作，系统自动接收处理，并给出相应的提示。

10. GIS 调度功能

GIS 业务服务器为 ICP2000 应急调度系统提供了离线的地图及地图引擎，系统也支持高德、谷歌、

天地图等在线地图应用。指挥员可对每一个调度终端进行地理位置标注，系统可标注某个终端的点位和

运动轨迹，也可显示每个终端相关的信息，如名称、电话、资源配置等等。

单击标注的终端点位可选择呼叫终端、给其发送信息等操作。

11. 预案调度功能

预案调度支持预先将某类事件及其调度指挥操作编制为预案保存在系统中，在意外发生该类事件

时，人工或依据某个条件自动启动该预案，按预案设计的内容和步骤联系相关人员、通知相关事项，使

针对该事件的指挥快速有序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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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视频电话功能

局领导之间、市县民防局战备值班室之间，使用视频融合调度系统配置的视频话机，相互之间可以

视频电话通话，方便日常指挥及值班勤务的有效组织与实施。

13. 视频电话与视频监控融合功能

使用视频融合服务器 VCS3000 和视频融合网关 VCG1000，可以将视频监控系统与基于 SIP 标准的调

度服务器融合起来工作，统一对重要目标的视频监控信号源进行电话号码编号，实现视频电话或智能手

机 APP 拨号快速查看视频监控画面的目标。局领导和值班人员，可以根据编制的号码表快速拨号调取关

注的重要目标的监控画面。

主要特点：

 使用 IP 视频话机和智能手机查看监控画面，简单灵活

 支持不同品牌、不同清晰度的视频监控信号源

 支持视频监控信号源的扁平化、结构化灵活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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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SIP 协议，支持不同品牌的 IP 视频话机和智能手机

14. 视频电话、视频监控、视频会议融合功能

使用视频融合服务器 VCS3000 和视频融合网关 VCG1000，可以将支持不同品牌、不同清晰度的视频

监控信号源与不同品牌的视频会议系统融合起来工作，实现快速切换多路视频监控画面进入视频会议系

统的目标。

具体操作方法可以是：视频会议系统 MCU 将关注的视频监控信号源对应的电话号码加入会议或会议

模板，将对应的视频监控信号源作为一个个独立的会场拉入会议中；也可以是视频融合调度系统直接呼

叫视频会议 MCU 对应的电话号码，然后将需要的监控画面推送进视频会议。

本系统支持视频监控信号源的扁平化、结构化灵活接入

同样，视频电话也能与视频会议融合工作，局领导、市县民防局战备值班室值班员，可以根据需要

使用视频话机呼叫视频会议 MCU 对应的电话号码，参加视频会议。

15. 多视频会议并发功能

ICP 调度服务器内置软件视频会议 MCU，支持在没有硬件视频会议 MCU 参与的情况下同时召开至少

10 个简单视频会议。各视频会议预先分配一个会议室电话号码，系统中已授权的视频话机、视频 APP 终

端可呼叫会议室电话号码进入对应的视频会议。

这一功能在市县民防局配置了更多的视频话机和视频 APP 的情况下，可作为上下级对口业务部门之

间日常联系和开会的便捷方式。



7 / 12 浙江凯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二、 特点和优势

1. 系统特点

1) 系统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采用先进成熟的 VOIP 技术，不仅可为系统实现诸如语音信箱、交互语音应答、呼叫排队等高

级业务，而且系统升级灵活方便，扩展分机无需重新布线，系统扩容分布式平滑实现。

2) 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办公大楼内部各楼层设备间与中心机房间，办公楼与地下指挥所之间，以及对外与电信运营商

之间的电话接入和与上下级人防之间的电话均通过光纤网络连接实现，最大限度地消除了电磁波的

辐射；分布式的 IP 语音网络，一方面避免了设备单点故障导致整个系统失效的风险；另外一方面，

双 IPPBX 设备，可实现关键岗位电话的热备份，进一步提高了整个电话系统的可靠性。

3) 系统的开放性：

各 VOIP 设备都采用国际通用的 SIP 通信协议，与其他同类设备互联互通方便。

4) 系统易操作性：

所有 VOIP 设备均提供基于 Web 的图形化管理配置操作界面，维护非常方便，对于分布式的系

统，尤其是地域范围分布很广的系统，可显著降低维护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5) 系统的经济性：

首先，办公大楼内部采用 IPPBX 搭建分布式的电话网络，可显著减少对传统铜芯电话干线的需

求，降低布线成本；其次，整个人防内部，相互间的电话均属于专网电话，没有通话时间的限制，

也不会产生任何话费。

2. 突出优势

1) 多功能融合：有线电话与无线对讲融合，视频会议与视频监控融合，电话系统与视频监控融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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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融合为系统提供了独特的、实用的、丰富的功能；

2) 多控制台协同：灵活多样的控制台，如固定的指挥中心控制台、移动的笔记本（平板）控制台，以

及各种智能终端，都无需安装客户端软件，就能用作控制台。多控制台可协同完成同一个调度任务，

也可独立并行地完成不同的调度任务；

3) 多地图引擎：支持在线的主流地图 GIS 服务集成，如：高德、Google、天地图等，也可以在没有互

联网服务的专网环境提供独立安全的内网地图服务；

4) 开放的平台：平台的核心是调度服务器，可建在私网，也可建在公共云空间；平台支持支持不同品

牌、不同清晰度的视频监控信号源，也支持不同品牌的视频会议系统；平台提供开放 API/SDK，方

便和第三方系统无缝对接；

三、 设备选型及其功能参数

分类 编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描述

IP 语音

系统

1 IPPBX IPX RF1000U 2

32 个 SIP 中继，标配 64 个 IP 分机，许可证控

制支持 200 个 SIP 用户；16 个模拟接口，支持

分布式组网，支持 IVR、ACD、语音留言、语音

信箱、电话录音等功能；支持 SIP 信令和媒体加

密；支持 G.168（128ms)回声消除；支持语音编

码 G.729、G.711A、G.711U；同时支持 DTMF 带

内收发号、RFC2833 带外收发号；提供 web 方式

图形化管理配置界面

2
模拟电话网

关
SAG-S32 3

32 路模拟电话，接普通模拟电话；

支持 SIP 协议，支持 SIP 中继；

支持 G.168（128ms)回声消除；

支持语音编码 G.729、G.711A、G.711U；

同时支持 DTMF 带内收发号、RFC2833 带外收发

号；

支持静音抑制和检测、舒适噪音生成(CNG)、语

音活动检测(VAD)；

支持 T.38/Pass-through 传真，14.4kbps，支

持 FAX/X-FAX；

提供 web 方式图形化管理配置界面

3 模拟电话网 SAG-S4 5 4 路传真线路，接传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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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支持 SIP 协议，支持 SIP 中继；

支持 G.168（128ms)回声消除；

支持语音编码 G.729、G.711A、G.711U；

同时支持 DTMF 带内收发号、RFC2833 带外收发

号；

支持静音抑制和检测、舒适噪音生成(CNG)、语

音活动检测(VAD)；

支持 T.38/Pass-through 传真，14.4kbps，支

持 FAX/X-FAX；

提供 web 方式图形化管理配置界面

4 IP Phone

T22P

48

HD voice，3 线 SIP 账号，办公电话话机，同时

兼作调度终端；

背光 132×64 分辨率图形液晶显示屏

HD 编码, HD 手柄, HD 免提电话 ；

支持 BLF，语言信箱，话机对讲；

支持语言设置，XML 远程电话簿；

支持线路供电（PoE）

指挥调度

系统

1 调度服务器 ICP2000U 1

至少 1000SIP 用户，16 个电话会议室，支持 128

方电话会议，内嵌软件 MCU 支持视频会议，支持

多个控制台，支持跨平台操控，具有多屏联动软

件著作权；采用 web 方式操控；提供第三方开发

接口

2
视频融合服

务器
VCS3000 1

• 50 个被管理 VCG1000U；• 100K 可管理视频监

控通道（通过 VCG）

• 20 路视频流的并发

• 支持高清、流畅视频流的自由切换，支持不同

厂家的视频会议系统及监控摄像头或硬盘录像

机的视频流转发，支持不同清晰度摄像头视频流

的混合接入，支持对不同地区视频融合网关的统

一结构化管理及调用，支持自定义的呼叫方式，

也可应用视频融合网关对不同摄像头的编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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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快速访问，跨级访问等。

3 传真服务器 FX310-2 1
2 路传真并发，支持 word、excel、pdf、tiff

等电子文档传真

4 GIS 服务器 GIS3000U 1
离线地图服务器，内置搜索引擎，可标注重要目

标点位，可显示移动目标位置和轨迹

5
模拟电话网

关

SAG-S4

1

4 路传真线路，接传真服务器

支持 SIP 协议，支持 SIP 中继；

支持 G.168（128ms)回声消除；

支持语音编码 G.729、G.711A、G.711U；

同时支持 DTMF 带内收发号、RFC2833 带外收发

号；

支持静音抑制和检测、舒适噪音生成(CNG)、语

音活动检测(VAD)；

支持 T.38/Pass-through 传真，14.4kbps，支

持 FAX/X-FAX；

提供 web 方式图形化管理配置界面

6 视频话机 VP600 10

7 寸 800*480 电容触摸屏；500 万像素摄像头；

支持 SIP 认证和点对点 IP 呼叫

DTMF方式支持：SIP info，DTMF Relay，RFC2833

支持用户自定义铃声，支持基于 SIP 的 SMS

支持 720P/1080P 编解码

支持通话中录音,本地录音

WAN/LAN:支持桥模式

支持 PoE（802.3af）

7 控制台 ICP-CON132 1 1 拖 3 多屏控制台

多网系 1
数字中继网

关
IPX S5000-4 1

4 端口 E1 数字中继网关，支持 ss7、pri 等数字

中继通信协议，支持数字中继与 SIP 中继互联互

通，支持中继分组和线路分组，支持主备路由；

支持 G.168（128ms)回声消除；

支持语音编码 G.729、G.711A、G.711U；

支持静音抑制和检测、舒适噪音生成(CNG)、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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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语音活动检测(VAD)；

支持 T.38/Pass-through 传真，14.4kbps，支

持 FAX/X-FAX

支持 DTMF：RFC2833, SIP INFO, INBAND；

提供 web 方式图形化管理配置界面；

2
环路中继网

关
SAG-O8 1

8 路环路中继；1u 机架安装；

提供忙音检测、语音中断检测；

支持一次性拨号和二次拨号；

支持反极信号，支持来电检测（Bellcore Type

1&2,ETSI,DTMF)

支持呼入呼出号码灵活变换；

基于 Web 的配置管理

3
移动电话网

关

WL330
1

1U，2 路 GSM，2 路 CDMA，1 路 10/100Mbps 以太

网，AC220V 电源

4
电台接口网

关
RD320 2

1U，1 路 DB9 电台接口，含 1路语音输入，1 路

语音输出，1路 PTT 状态，1 路 PTT 按键信号，1

路 10/100Mbp 以太网，sAC220V 电源

5
北斗接口网

关
BD340 1

1U，1路 BD9串口，1路 USB串口，1路 10/100Mbps

以太网，AC220V 电源

6
调音台接口

网关
IPC20B 1

桌面终端，1 路调音台接口，含 1路语音输出，

1路语音输入，1 路状态信号输出，1路按键输

入，2路 10/100Mpbs 以太网，DC12V 电源

7
视频融合接

口网关
VCG1000 1

1U

• 10K 本地视频监控通道；• 100K 可管理视频监

控通道

• 20 路视频流并发；• 10 个下级 VCG 级联

• 支持路由器或防火墙的免配置私网穿透,支持

不同厂家的监控摄像头或硬盘录像机的视频流

存储转发，支持不同清晰度摄像头视频流的混合

接入，支持对不同地区摄像头的统一结构化管理

及调用，对摄像头进行自定义标识标注，实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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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访问，跨级访问等。

注：本表为指挥中心通信设备配置示例，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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