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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程控调度服务器 CSV8000 系列 

 

 

● 支持 MCU 板冗余双备份和直流电源冗余双备份；  

● 支持 PRI、NO.1 信令和 NO.7 信令等、环路、E/M 等接

口混合汇接； 

● 可提供 96 个模拟接口、提供 512 个 SIP 用户账号； 

● 整机采用模块化的结构设计，可根据客户需求灵活配

置整机容量； 

● 话务台/调度台均采用 WINDOWS 图形界面， 操作直观、 

简便； 

● 采用三级防雷器件，能有效地保证设备在恶劣的环境

下正常工作； 

 

 

 

 

产品概述： 

CSV8000 系列数字程控调度服务器是语音通信调度系统专用调度机，具有使用方便灵活、可靠性高、容量大等新特点。 

该系列产品采用了模块化设计，系统最大可支持 512 个 SIP 用户、96 路环路分机/环路中继/E1/VoIP 中继等业务总和、以及

16/32 路全通道录音。支持 PRI、NO.1 信令和 NO.7 信令等；并支持 VOIP 中继，可支持 PCM 远端光纤、2M、网络延伸，应用

于各种环境灵活组网。 

系统采用分机和中继混插的组合模式，客户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具体配置分机数量和中继数量。 

设备符合工业四级电磁 EMC 以及防雷标准要求，支持 19 英寸标准机架安装，能最大程度的满足综合管廊、交通、风电等各

行业场景的应用需求。 

 

规格参数： 

硬件规格 

物理特性 

容量配置 512ID+96(模拟用户中继、数字中继 IP 中继总和) +1REC 

通讯端口 10/100/1000M Base-T 

业务端口 模拟端口、E1/T1 端口、IP 网络端口 

模拟端口传输距离 5km～10km（根据线材质量） 

端口防雷 防浪涌、过流、过压保护 

功耗 20W～300W（视配置而定） 

使用环境 0～36℃ 

相对湿度 0%～90%非冷凝 

机身类型 19 英寸标准机架型（3U） 

外形尺寸 481mm*133mm*337mm(W*H*D) 

电源 220VAC±10%，50Hz±2Hz 

性能 数字制式 数字时分 A 率 2.048Mb/s PCM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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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网络 内外线 2048×2048 无阻塞单 T网络接口 

传输特性 
分机—分机 2～7dB 

分机—中继 2～7dB 

衰耗频率失真 

400～600HZ  -0.6～+1.5dB 

600～2400HZ  -0.6～+0.7dB 

2400～3000HZ  -0.6～+1.1dB 

拨号方式 脉冲、 音频 

软件功能 

接入容量 1536IPS+16FXS+4FXO+1E1+1IPO+1REC 

协议标准 

VoIP 通信协议 SIP(RFC3261) 

传输协议 UDP 

网络 DHCP、Static Route、VLAN  

网络协议 FTP、TFTP、HTTP、SSH 

语音编码 G.711(alaw/ulaw)、G.723、G.729A 

语音特性 G.168 回声抵消、动态语音抖动缓冲(Dynamic Jitter Buffer) 

DTMF  RFC2833、SIP INFO、In-band 

功能简介 

多种中继接口，组网能力

强，用户新增业务方便 

为用户提供 2M PCM（包括 NO.1、NO.7、ETSI（PRI）等信令）数字中继接

口，同时还能提供环路中继、E&M 中继、SIP 中继接口，可灵活组建多种接

口方式的专用通信网，组网能力强 

全面混合汇接功能 
中继接口全面混合汇接 NO.7、ETSI（PRI）、NO.1、SIP、环路等之间混合

汇接 

全分机编码 2 组 0～20 位不等长的全分机编码 

字头管理 系统字头管理完整，能提供最复杂最专业的组网要求 

字头索引 系统所有字头索引表有 8 大组，提供互不影响的 8 种号码处理策略 

中继来电显示 中继全面支持所有制式的环路中继或数字中继来电显示 

呼叫信息 内外线完整的呼叫信息 

拨号预处理 强大的拨号预处理功能 

内外线重号 允许内外线全部或部分重号 

话单全程记录 本主机呼叫话单全程记录：提供全模式呼叫过程记录 

板卡故障检测 
先进的硬件板卡故障检测功能，故障自动屏蔽功能，在后台可完整查看板

卡运行状态 

迂回中继路由 
迂回中继路由，正常时选用主路由，故障时将选用迂回路由，会自动完成

恢复或切换功能 

数据备份 完善的系统数据备份和恢复功能 

虚拟总机 

此设置可减轻总机转接话务的工作量。当外线呼叫设有虚拟总机功能的中

继时，则外线直接接入虚拟总机振铃并进行转接；若虚拟总机遇忙时，将

循环呼叫按物理号排序的总机 

智能语音服务 

任何分机提机拨特定的功能码，调度机能报出系统日期、时间、用户分机

号码、物理地址、等级、恶意电话号码、主机版本号与音乐等多种信息，

语音清晰、流畅，使用户能方便快速地获得所需要的各种服务信息 

一机双号功能 每部分机可同时拥有 2 个电话号码，每个号码均可实现呼叫 

分机截铃 振铃分机提机立即停止送铃流，不会产生铃流噪音馈耳现象 

内外线区分振铃 根据不同的来电属性，使话机发出不同间隔的振铃声，使分机用户便于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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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来电是内线还是外线 

外部编码 
分机通过数字中继呼出时，可选择对外送主叫号码为一个 1～14 位外部编

码 

内线分组 对系统内分机进行分组管理，实现一台调度机供多个不同用户单位使用 

恶意电话查询 分机可查询最近一次内线呼叫本机的主叫号码 

多等级限制 
提供了全新的等级定义，实现等级权限由分机用户自己任意灵活定义，共

设置 32 个级别 

指定中继出局 分机可拨指定的中继线出局 

呼叫转移功能 

本系列调度机不仅可以将内线或外线来电呼叫转移到内线分机上， 也可

以实现将呼叫转移到外线（移动手机或固定电话）。来电转移有四种状态：

所有来电转移、遇忙转移、无应答转移、遇忙转移+无应答转移。用户可在

话机上使用功能代码随时设置和取消呼叫转移功能 

遇忙回叫 

内线之间呼叫时，若遇被叫分机正忙，主叫方听忙音时拨“3”后挂机。当

对方线路空闲时，主叫分机自动振铃；当主叫分机提机时，被叫分机振铃

提示通话 

代接来话 若主叫分机无人接听时，其他分机可拨“功能码”代接该来话 

分机热线功能 

分机用户提机后，在一段时间内（称热线时长，分机可自行设置） 不拨号， 

系统自动呼叫已设置的内部分机（内部热线）或外线号码（外部热线）。此

功能也实现提机免拨任意出局字头自动出局占用中继。 

免打扰 设置免打扰功能，避免在不方便接来话时来话干扰 

内外线电话会议 

本系列调度机具有电话会议功能，内外线用户均可参加电话会议，外线用

户允许是环路、2M、E/M 或载波中继接口。每组会议同时具有发言权的会

议成员最多可设置为 26 方，无发言权的成员 128 方。本系列调度机最多

可同时召开 4 组电话会议。 

内/外线转接 可将内外线来电转接到其他分机 

内外线强插/强拆功能 为保证重要电话的接入，可对当前正在通话的双方进行强插/强拆 

叫醒服务（闹钟服务） 由分机或总机设定叫醒时间，当叫醒时间到时，分机会自动振铃提醒 

久叫不应转总机 
外线听语音呼入，拨分机号码，若被叫分机无人接听，系统可选择转总机，

久叫不应振铃次数可自行设置。（可在无应答转移设置此功能） 

自录语音 用户可根据自身要求分别录制中继提示语音，最多可录制 16 段 

内置式语音信箱 

系统提供三段优质的语音引导提示，分别为主导语音、分机遇忙提示语音、

分机无人应答提示语音。系统根据设置，自动发出相应提示音，以确定参

数设置是否正确。 

（1）本调度机为用户提供状态语音，如日期、时间、话费、分机号码等。 

（2）可为用户录制特殊电脑话务语音。 

彩铃 
个性化多彩回铃音业务，为回铃音设置音乐或特殊音效，营造一种轻松和

谐的工作气氛，也可设置广告词，大幅提升企业的整体形象和宣传力度 

话单话费查询 
可根据用户需要查询或结算某时段内全部分机、单个分机的话费总额，并

可打印详细话单和统计话单 

三方通话 
可实现三方同时进行通话，或选择将任意一方保持通话，或选择将任意一

方拆线 

语音导航 用户可自行改变环路中继的语音提示，引导外线打入公司内部分机 

紧急呼叫功能 本系列数字程控调度机具有在突发紧急情况时，按下报警话机的紧急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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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提示其他用户快速撤离危险地带 

智能中继 

智能中继会系统记忆分机呼叫外线次数和呼叫外线号码，如果外线无人接

听时，外线回拨分机，系统根据最近一次呼叫号码的顺序和次数，直接能

够呼叫分机而不需要经过总机 

秘书功能 
所有打给老板的电话都会转移到秘书分机上，重要的电话再由秘书拍叉转

接到老板的分机上 

循环（优先） 分机连选

功能 

分机连选功能适合某些特殊场合的要求，如宾馆、单位重要部门其内部有

多部分机，统一对外公布单个号码，也能够保证多个来话同时呼叫该号码，

而分机的正常功能又不受影响。本系列数字程控调度机具有循环和优先分

机连选功能。 

黑名单功能 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将某些外线的号码设置成黑名单 

 

结构图示： 

 

 

订购信息： 

CSV8000 系列数字程控调度服务器 

配置 产品描述 

G3-L256 

融合型调度服务器，具备超强的内外线调度机汇接功能；支持 256 门 IP 终端接入，128 路同时通话，32 路

通话录音，2 个调度台接入，4路外线中继接入；内置调度系统完整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强拆、强切、监听、

会议、组呼等标准模块；内置全通道录音系统，32 路并发录音，500G 存储容量可选，录音总时长超 2 万小

时；内置公共广播系统，支持分区广播，文字广播等基础广播功能；支持 G.711，G.723，G.729 等主流语音

编码；支持 2+调度台接入，支持多级调度系统接管；支持报警联动，警戒广播联动，消防联动，视频联动等

多系统（环控、安防、消防）跨平台互联互通；支持上位系统（统一管理平台）查询本系统设备状态、网络

状态，电源电压 220VAC。 

G3-L512 

融合型调度服务器，具备超强的内外线调度机汇接功能；支持 512 门 IP 终端接入，128 路同时通话，32 路

通话录音，2 个调度台接入，4 路外线中继接入；内置调度系统完整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强拆、强切、监听、

会议、组呼等标准模块；内置全通道录音系统，32 路并发录音，500G/1T 存储容量可选，录音总时长超 3 万

小时；内置公共广播系统，支持分区广播，文字广播等基础广播功能；支持 G.711，G.723，G.729 等主流语

音编码；支持 2+调度台接入，支持多级调度系统接管；支持报警联动，警戒广播联动，消防联动，视频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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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系统（环控、安防、消防）跨平台互联互通；支持上位系统（统一管理平台）查询本系统设备状态、网

络状态，电源电压 220VAC。 

G-L512-L 

融合型调度服务器，具备超强的内外线调度机汇接功能；设备接口，WAN x1, SFP x1,FXS x16, FXO x4, E1 

x1, console x2(RJ11), TF x1；支持 512+IP 用户（最高 1500），16 路模拟用户，4 路环路中继，1E1 数字

中继；内置调度系统完整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强拆、强切、监听、会议、组呼等标准模块；内置全通道录音

系统，32 路并发录音，1 TB 存储容量，录音总时长超 3 万小时；内置公共广播系统，支持分区广播，文字

广播等基础广播功能；支持 G.711，G.723，G.729 等主流语音编码；支持 2+调度台接入，支持多级调度系统

接管；支持报警联动，警戒广播联动，消防联动，视频联动等多系统（环控、安防、消防）跨平台互联互通；

支持上位系统（统一管理平台）查询本系统设备状态、网络状态。1U 高度标准机架式上架安装，电源电压

48VDC。 

G-L512-H 

融合型调度服务器，具备超强的内外线调度机汇接功能；设备接口，WAN x1, SFP x1,FXS x16, FXO x4, E1 

x1, console x2(RJ11), TF x1；支持 512+IP 用户（最高 1500），16 路模拟用户，4 路环路中继，1E1 数字

中继；内置调度系统完整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强拆、强切、监听、会议、组呼等标准模块；内置全通道录音

系统，32 路并发录音，1 TB 存储容量，录音总时长超 3 万小时；内置公共广播系统，支持分区广播，文字

广播等基础广播功能；支持 G.711，G.723，G.729 等主流语音编码；支持 2+调度台接入，支持多级调度系统

接管；支持报警联动，警戒广播联动，消防联动，视频联动等多系统（环控、安防、消防）跨平台互联互通；

支持上位系统（统一管理平台）查询本系统设备状态、网络状态。1U 高度标准机架式上架安装，电源电压

220V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