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媒体融合调度解决方案  

 

 

 

 

 

北京鸿博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2014 年 2 月 18 日



多媒体融合调度解决方案                                          

鸿博信通 010-6378-8378                     HTTP://www.hongboict.com                     - 2 - 

文档修订记录 

序号 版本号 修订日期 修订内容概述 修订人 审批人 备注 

       

1 1.00 2013-05-05  黄小磊   

2 1.10 2014-02-18  黄小磊   

       

       

       



                   多媒体融合调度解决方案 

鸿博信通 010-6378-8378                     HTTP://www.hongboict.com                     iii 

目  录 

文档修订记录 .............................................................................................................................. - 2 - 

目  录............................................................................................................................................. iii 

第 1 章 概要 ............................................................................................................................... 5 

1.1 多媒体调度现状 ........................................................................................................... 5 

1.2 多媒体融合调度简介 ................................................................................................... 5 

第 2 章 系统解决方案 ............................................................................................................... 7 

2.1 系统架构 ....................................................................................................................... 7 

2.1.1 应用层 ............................................................................................................... 8 

2.1.2 接入层 ............................................................................................................... 8 

2.1.3 网络层 ............................................................................................................... 8 

2.1.4 终端层 ............................................................................................................... 8 

2.2 融合调度平台结构 ....................................................................................................... 9 

第 3 章 多媒体融合子系统说明 ............................................................................................. 10 

3.1 语音调度子系统 ......................................................................................................... 10 

3.1.1 指挥调度功能 ................................................................................................. 10 

3.1.2 网络管理功能 ................................................................................................. 12 

3.2 内部通信子系统 .................................................................................................... - 14 - 

3.3 调度会议子系统 .................................................................................................... - 15 - 

3.4 数据调度子系统 .................................................................................................... - 16 - 

3.5 集群对讲子系统 .................................................................................................... - 17 - 

3.6 扩音广播子系统 .................................................................................................... - 18 - 

3.7 移动指挥车子系统 ................................................................................................ - 19 - 

3.8 视频会议子系统 .................................................................................................... - 20 - 

3.9 视频监控子系统 .................................................................................................... - 21 - 

3.10 3G 单兵子系统 ...................................................................................................... - 22 - 

3.11 应急预案子系统 .................................................................................................... - 22 - 

3.12 GIS/GPS 子系统 .................................................................................................... - 23 - 

3.13 OA 办公管理子系统 ............................................................................................. - 23 - 

第 4 章 系统方案优势 ........................................................................................................ - 24 - 

4.1 多网、综合集中调度 ............................................................................................ - 24 - 

4.2 融合多种音/视频设备集中管理调度 ................................................................... - 24 - 

4.3 不同通信终端实现无缝互联互通 ........................................................................ - 24 - 

4.4 音、视频联动调度，提高指挥效率 .................................................................... - 25 - 

4.5 基于 IP 网络组网，便于快速部署 ...................................................................... - 25 - 

4.6 人性化调度界面，简化调度过程 ........................................................................ - 26 - 

4.7 基于 WEB 的网管，便于远程维护 ..................................................................... - 26 - 

4.8 支持基于 IP 网络的集中录音/录像 ..................................................................... - 26 - 

4.9 提供定制化的开发接口和服务 ............................................................................ - 26 - 



                   多媒体融合调度解决方案 

鸿博信通 010-6378-8378                     HTTP://www.hongboict.com                     iv 

第 5 章 多媒体融合调度特点 ............................................................................................ - 27 - 

5.1 不同通信设备集中管理 ........................................................................................ - 27 - 

5.2 多种通信终端统一调度 ........................................................................................ - 27 - 

5.3 音、视频一键联动调度 ........................................................................................ - 27 - 

5.4 视频图像远程转、分发 ........................................................................................ - 28 - 

5.5 不同类型终端无缝互通 ........................................................................................ - 28 - 

5.6 音、视频集中录制管理 ........................................................................................ - 28 - 

第 6 章 联系方式： ............................................................................................................ - 29 - 



                   多媒体融合调度解决方案 

鸿博信通 010-6378-8378                     HTTP://www.hongboict.com                     5 

第1章  概要 

1.1 多媒体调度现状 

在多媒体通信领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视频会议与视频监控、3G 单兵、可视电话、 

3G 手机、语音通信系统等是分离使用，互不干涉。即视频会议的应用地位仅仅是远程的沟

通协 商，而视频监控的应用地位则是现场画面的及时反馈。但是在实际应用中，面对突发

事件进行系 统指挥时，用户不仅需要通过视频会议或者语音对讲，而且需要现场画面以供

参考，以便找到最 佳的解决方案，而两套系统的频繁切换，不仅造成了大量时间的浪费，

而且容易造成指挥者命令 下达的滞后，错过最佳时机。同时，由于视频会议系统与视频监

控系统要同时运行，这在无形中 提高了系统应用成本，增加了用户的使用负担。 

用户如需要部署视频监控系统、视频会议系统、移动单兵音视频回传系统、 有线/无线

语音调度系统等通信业务系统时，需要寻找多个厂家和设备，针对不同的需求分别部 署一

套设备，来实现不同的业务，这就造成了系统部署复杂、维护困难、费用高昂等问题，同时 

由于各系统间相互独立，也限制了行业用户的整体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1.2 多媒体融合调度简介 

多媒体调度系统（简称“MDS”）是基于软交换平台提供包括语音调度、视频调度、视

频会议、数据调度等多媒体调度业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该系统将视频调度、视频会议、视

频监控和指挥调度于一体，即会议监控实现了多业务集成，能够让多个用户在不同地点，通

过网络同时进行可视化的多层级指挥调度和远程商讨。在实际应用中，多媒体指挥调度可与

第三方数据业务、安防报警、应急预案、语音调度等进行结合，从而构成功能强大的多媒体

应用通信平台。  

一方面，MDS 系统可实现对行业用户各种终端类型的调度，如通过有线 IP 网络实现

对有线调度话机进行语音调度，对固定点监控摄像头进行视频调度；通过 

PSTN/GSM/CDMA/3G 网络 实现对外线电话进行远程语音调度；通过 3G 网络实现对远

程单兵人员进行远程音视频调度；通过无线宽带网络实现对移动终端进行音视频调度；通过 

IP 网络召开远程视频会议。  

另一方面，系统能够把现有各种专业通信系统（如原有行政 AVAYA 等 PBX 交换机系

统，视频监控系统、GPS/GIS 业务平台、 原有语音通信网络、原有应急预案系统等）融

入到现代调度管理之中，使调度工作的应急性、统 一管理性、有效性和监察性，以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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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留性都得到显著地加强，实现新老系统的无缝对接， 真正实现通信无死角，满足客户

的多种使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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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系统解决方案 

2.1 系统架构 

本系统可以应用于各种作业现场的指挥调度，调度中心可以通过综合的多媒体方式与作

业人员进行通信交互，满足各种复杂环境下的指挥调度需求。系统可以通过各类无线网关及

模块化网关等设备实现与 PSTN 网络的互联，满足与手机和固话网络用户接入需要。丰富

的终端类型可以满足用户对固定岗位、移动人员及车辆设备等不同环境的使用需求，根据人

员岗位工作性质可以配置 IP 调度话机、手持终端和车载台等终端。 

本系统同时具有传统视频监控系统、视频会议系统、3G 单兵系统所不具备的不同视频

设备、语 音通信设备统一部署和集中管理调度的能力。为用户提供了全方位、多业务的语

音、视频接入及多媒体指挥调度整体解决方案。 

整个系统架构如下: 

GIS服务器 录制服务器视频服务器指挥调度服务器

网
络

应
用
层

接
入
层

终
端

网管服务器

中继网关 视频监控视频会议集群网关 无线路由器无线网关

调度台

PTSN电话 传真

手机 IP电话

车载台

监控头

应急车

PTT

PDA 单兵

视频会议

交换机

广播外设

 

整个系统分为应用层、网络层、接入层和各类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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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应用层 

包括系统各种核心业务处理服务器，包括调度服务器（支持双机热备份）、视频服

务器、录制服务器、GIS 服务器、 网管服务器等设备，可根据用户的业务需求配置相

应的服务器设备； 

 调度服务器处理所有调度相关的业务应用，处理所有调度业务请求，管理所有

用户和会话状态； 

 视频服务器实现既有视频监控与会议功能，并且与 MDS 调度机实现语音与视

频的联动，还可以实现多路视频转、分发功能； 

 录制服务器为语音调度、会议等 业务提供录音，录音文件可进行 检索、回放

与备份等管理功能； 

 GIS 服务器实现 GPS 位置定位，轨迹跟踪及历史记录回放等功能； 

 网管服务器实现整个系统数据配置，实时告警、运行监控、数据统计等运维管

理功能； 

2.1.2 接入层 

通过交换机（AVAYA）或各类网关可接入 PSTN 电话系统 、GSM/CDMA/3G 移

动电话系统、集群对讲系统，视频会议，广播系统、视频监控等； 

2.1.3 网络层 

系统支持各类网络类型，包括： 

 IP 网络 

 3G 网络 

 GSM/CDMA 

 McWill 

 WiMax 

 Wifi 

 模拟/数字集群 

 PSTN 

2.1.4 终端层 

 专用指挥调度终端，支持触摸快捷操作； 

 车载台、应急车等移动终端； 

 模拟/数字视频监控设备； 

 标准视频会议终端； 

 3G 单兵设备、可视电话、3G PDA 手机等视频终端； 

 IP 调度话机、集群对讲终端、广播终端、无线手持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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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网手机和座机等语音通信终端。 

 

2.2 融合调度平台结构 

融合通信的核心为系统支持指挥调度、集群对讲、扩音广播、视频监控、视频会议、数

据指挥等业务于一身，同时在有线、无线等各类网络无缝融合，多媒体融合调度系统按功能

划分可分为如下子系统： 

多媒体融合调度平台

扩音广播子系统 移动单兵子系统视频会议子系统视频监控子系统

调度会议子系统 OA办公子系统GIS定位子系统应急预案子系统

语音调度子系统 集群对讲子系统数据调度子系统内部通讯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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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多媒体融合子系统说明 

3.1 语音调度子系统 

 

 

3.1.1 指挥调度功能 

1. 统一通信录：系统调度组同步服务器上的系统通信录，具备独立的通信录数据

库，实现与行政办公的通信录分 开管理，具备层次分明的组织架构，可按划

分不同的等级权限，实现权限分组分层管控。 用户调度组可同步服务器用户

组通信录，只支持一级目录和本人具备可读写操作权限。 联系人支持模糊搜

索，点击拨号，提高调度效率。  

2. 一键触发：单键实现强插、强拆、强通、监听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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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群呼：可自定义预设用户群组或默认预设群组进行群呼 

4. ACD 自动队列服务：系统集成 ACD 自动队列服务，调度员可主动调配应答

的途径和时机，有的放矢地接听来电，所有 来电队列和停放队列可以在调度

台上直观显示。 可区分 VIP 用户和普通用户，VIP 用户呼入时，呼入队列

显示为红色状态，代表紧急呼叫，具有 优先接听权。  

5. 状态实时显示：用户状态区的用户图标将以用户所处的状态实时显示，以方便

调度员及时了解所管理的用户群中 用户的现时状态，实现监管与控制。  

6. 呼叫保持：在通话过程中，调度员可以暂时保持一个呼叫，并发起另一个呼叫，

也可以实现挂断、取回、停 放、转移等操作。 在通话过程中，调度员还可保

持一个呼叫，自身以及同组的其他调度员都可以取回这个呼叫。  

7. 通话转移（无协商转移） ：调度员可保留现在的通话，占用一路空闲线路呼

叫另一个终端用户，通话后将保留通话转移给对  

方。  

8. 通话桥接（协商转移）：调度员可将通话中的用户直接转移给另一终端用户，

而无需通话后再转移。 注：转移通话无应答或忙，不回叫调度员。  

9. 强插/强拆：调度台对通信系统的使用具有控制支配权，调度员具有᳔高优先

权。 调度员可强插权限级别低正在通话的用户而不需征求对方同意形成三方

通话，调度员挂机不影响 正在通话的用户。 调度台能主动建立或拆除某些用

户间的通话，能对任一个用户呼叫进行拆除。  

10. 代接：调度员可代接权限级别低或权限级别相同的用户。  

11. 禁话：一键实现禁止系统用户呼出、呼入功能。反之，若想恢复呼出、呼入功

能，则需取消禁话。  

12. 监听 ：调度员可监听权限级别低的终端用户。  

13. 录音 ：调度员在通话、会议过程中可随时启动录音功能，实现实时录音。调

度员通过调度软件只可听取 属于自已本身的录音，可另存录音但不可对录音

进行删除。  

14. 热线号码：调度员可自定义两个热线号码，号码可自由选择系统内部号码或者

外部号码。  

15. 夜服 ：当非工作时间时，可通过设定无人值守号码开启无人值守功能，将所

有对本调度台的呼入电话直 接转移到另一指定的调度台或内部话机上（如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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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值班的 IP 电话或 FXS 用户）。  

16. 远程调度：调度用户可通过远程使用调度软件登陆并进行调度，实现调度功能

与本地无异。  

17. 轮流通话 ：可实现两路呼叫的轮流通话，当有两路呼叫（其中一路为保留状

态）的情况下，可进行挂断、切 换、停放、桥接等操作。  

18. 应急预案：系统具备自动报警联动功能，可自定义应急预案，如可实现五大灾

害的报警处警及录音录时系统 的联动功能，大大地缩短了灾害报警的通信报

警时间，并为事故处理提供了原始的依据。系统提供快捷有效的应急处理手段：

单呼、短信、会议、广播。 调度员可自主设定各类应急预案，实施快速调度，

提高应急救援效率。  

19. 紧急广播 ：配合系统调度组，调度员可对组内的用户实现广播（只有调度员

可发言，其他成员只可听，不能 发言）。当出现突发事件时，调度员可直接播

放应急预案中设置好的预案语音文件，通过与现行报 警系统对接，对组内用

户实施报警联动紧急广播，实现突发事件的快速救生引导。  

20. 短信应用 ：系统提供开放接口，通过接入短信网关，提供调度成员之间的短

信互通，文本消息调度应用。基 于 MDS 多媒体调度台软件可以发送短消息

给 SIP IP 话机或直接发送短信到用户手机；同样，也 可接收 SIP 终端或手

机发来的短信； 支持短信单发和群组发送功能，᳔大可输入 400 个字符，内

容溢出时，系统自动提醒；支持复制、 粘贴、撤消、删除等编辑操作；短信

历史记录自动存储在本地电脑，可导出或另存为文本文件； 支持预案的短信

应用，但发用突发事件时，可启动预案，即刻可实现短信群发通知。  

21. 对讲机应用 ：系统提供用户帐号可实现与对讲机网关的对接，实现对讲功能。

调度台或普通用户拨打对讲机号 码，对讲机自动应答，进入接收模式； 对讲

机可预设呼出号码，支持一键进行发言模式，快速呼出。  

3.1.2 网络管理功能 

1. 分组管理 

 管理员可为每个调度用户定义若干个调度组，并在系统调度组同步显示。  

 普通用户及调度员不归属于任一个组，同一普通用户、调度员可同时在多个组

中显示。  

 管理员还可分配调度连选群组，用于多调度员方式下呼入队列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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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录音管理 

 管理员可对系统内的任意一台话机（IP 或模拟）开启是否自动录音功能。可

通过录音管理软件对录音进行查询、下载、删除、另存。其中查询条件有：号

码、通话时间、通话时长、入呼叫、出呼叫。  

 考虑到服务器的磁盘空间有限，因此管理员可另存录音文件于他三方的存贮空

间上。管理员可分配：管理员 N、调度员的帐号及密码，管理员 N 用户通过

录音管理软件可听取全部录音，不可对录音进行删除和另存。  

3. 系统安全管理 

 系统具有双机热备功能，可实现主、备服务器及电源双备份；  

 当主服务器发生故障时，系统自动切换到备用服务器继续工作，服务器切换后

可保持原有数据不变。  

 系统本身提供各类高级提醒功能，同时支持同系统信号系统联动提示联动告警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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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内部通信子系统 

 

 多媒体调度系统是基于 IP 核心交换的调度系统，不仅能够对 IP 网 络下的 IP 话机

和 PC 软电话进行调度，还可以对接传统程控 PBX，扩大系统兼容性，使新 老系

统同时工作于同一系统内，保护客户的已有投资，满足客户原有使用习惯。通过多种

模式融合现有内部通信子系统（ E1 、FXO、FXS、IP 等）提供行调合一整体解决

方案； 

 支持分布式 VOIP 部署  

 支持丰富的语音办公功能支持调度、办公用户的逻辑分组  

 支持多种办公终端的接入  

 实现多种终端间的免费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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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调度会议子系统 

 

 调度员可以通过拨叫触发号码快速发起语音会议； 

 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选择参与人员； 

 系统允许用户通过手机和固话发起会议，这样就可以让在指挥人员在现场进行指挥，不

需要在调度台前等待情况汇报上来再做出决策 

  开启会议保密鉴权功能，防止非授权人员随便发起会议 

 手机和固话也作为会议终端，提高了系统可用性和兼容性 

  调度台一键发起固定组或临时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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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数据调度子系统 

 

 指挥中心可以向所有调度用户群发指令信息 ， 用户可以对指令信息进行确认回复操

作；  

 可以和现存管理信息系统对接，将管理系统数据信息发送给相关工作人员 ； 

 支持对内线 IP 话机、无线宽带终端、手机的短信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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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集群对讲子系统 

 

 

 MDS 多媒体调度系统是基于 IP 技术，能够接入各种不同方式的网络环境。无线网络

更是增强调度范围、扩大调度应用的法宝。对于人员移动作业、大范围防火巡逻、固

定区域的车辆调度，都是无线调度发挥作用的最佳场所。  

 本地系统支持通过有线网络连接到   McWill  数字集群网络、WiFi  集群网络和 

WiMax 等集群网络。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环境和通话范围等特性来选用相应的

集群技 术。  

 数字集群技术不仅大大扩展了调度范围，相对于传统模拟集群，在安全性和数据负载量 

上也有极大的提高。在数字集群网络覆盖下，工作人员可以携带手台、视频回传摄像

机、 PDA 等多种数字终端进行现场工作，大大丰富了现场工作人员的通信手段。 

 支持基于无线宽带网络的集群对讲： 

 PTT 一键即可实现呼叫全组，为移动作业人员提供便利的语音通信方式 

 支持多组功能，可将对讲用户划归多组 

 支持紧急呼叫  

 支持动态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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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多级别调度，保障高级别对讲通达  

 支持和有线电话对讲； 

 支持和常规电台或数字集群等的对讲互通 

3.6 扩音广播子系统 

 

 

 调度机可连接扩音广播和扩音电话等终端；  

 可按照需要对这些广播终端灵活编组；  

 一键式广播，可快速呼叫指定的广播终端，终端收到广播消息后自动打开扩音声道播放

广播；  

 在出现突发事件时，可直接播放应急预案中设置好的预案语音文件，实现突发事件的快

速引导；  

 可与现行报警系统对接，实现报警联动广播功能。 



                         

鸿博信通 010-6378-8378                     HTTP://www.hongboict.com                     - 19 - 

3.7 移动指挥车子系统 

 

 

 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现场高效指挥调度处理能力已经成为现代化管理程度的重要标志之

一，因此在指挥、调度、应急等车辆上装载调度系统，加强指挥调度的灵活性、移动

性和快 速的响应能力成为各行业各部门调度通信的现实需求。  

 现场指挥调度：可在指挥车上实现对现场 3G 单兵终端、手持对讲终端、无线手持终端、

远程手机用户、远程办公话机、视频监控终端的调度。 

  现场无线组网：可通过车载无线宽带基站在救援现场搭建无线宽带专网，通过无线宽

带专网实现语音、视频、数据的无线实时回传。 

 多种无线通道：指挥车可通过车载卫星网络/3G 网络实现和地面指挥中心互联互通；可

通过 GSM/CDMA/3G 网络和外线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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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视频会议子系统 

 

 

 基于 IP 网络召开远程视频会议系统部署便利 ，服务器+客户端参加会议方便 ，可配置

专业会场专用设备，也可通过 PC 机+网络即可参加远程视频会议；  

 多种参会方式，PC 机 、手机 、内线分机 、外线电话 、无线终端等均可加入到视频

会议中来发起会议方式多样 ， 调度台可发起 ，客户端也可发起。 

 系统同时支持同 POLYCOM、华为等主流视频会议系统互通，及保护用户的前期投入，

也扩展了系统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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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视频监控子系统 

 

 

 提供多种接入方式把现有各种视频监控设备整合到多媒体平台实现统一调度和管理实 

现语音、视频、GIS 的联动调度实现视频监控摄像头；  

 实现丰富的视频管理功能，如视频调度、转发、分发、视频会议等。 

 系统可以提供二次开发接口，方便第三方应用集成，易于扩展升级。实现应用的客户化，

提供环境监测设备、视频监控和语音通话的多种方式的联动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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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3G 单兵子系统 

 

 3G 终端采集现场视 频图像 ，通过 3G 网络回传到指挥中心；  

 可通过 3G 终端同时和指挥人员进行语音通信；  

 可通过专业 3G 单兵设备 ，也可通过普通 3G 手机+外置摄像头实现 3G 应用模式；  

 通信车上视频监控摄像头可通过 3G 网络把现场图像回传到指挥中心； 

 当发生地震、洪水、冰冻雨雪自然灾害时，现场原有通信手段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此时需要应急通信车进入现场，架设无线覆盖网络，工作人员携带单兵终端深入现场，

可将视频信号从各种现场（建筑物内、街道、广场、 战场等）传到后方的指挥车；

或通过无线网络直接传输到指挥中心。单兵可通过耳麦和 PTT 按键接受和发起语音

对讲，与调度中心进行双向语音联络。  

3.11 应急预案子系统 

 多媒体调度平台和应急预案平台可相互集成； 

 可在调度台上调度应急预案列表，按照既定预案处理相关事件； 

 可在应急预案平台上实现单呼、会议、广播、录音等调度操作； 

 在启动相关预案时，可自动向调度台发起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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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GIS/GPS 子系统 

 

 

 多媒体调度平台和 GIS/GPS 平台可相互集成；可以对室内的物体和人员进行较为精确

的定位。定位服务器通过 处理标签或无线设备发出的信号，判断出标签或无线设备

所处具体位置，并在电子地图中显 示 ；调度台通过电子地图方式实时显示每个成员

位置和状态；调度员可以直接双击电子地 图上人员图标进行语音呼叫； 

 可在调度台上调度 GIS/GPS 的业务界面，实时显示人员、车辆、资源的位置和相关信

息，并进行同步的语音、视频、数据的调度；  

 可在 GIS/GPS 平台上 实现单呼 、 会议 、 广播、录音等调度操作；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种定位技术的不断推陈出新，近些年定位技术的已经进入民用 

阶段，室内定位技术的成熟应用也已经在各个行业中显示其技术优势。  

3.13 OA 办公管理子系统 

 多媒体调度平台和日常业务管理 OA 平台对接； 

 可在业务管理平台上实现召开会议、发布广播 、收发短信、视频会议等业务操作；  

 指挥人员可通过多媒体调度平台启动业务管理 



                         

鸿博信通 010-6378-8378                     HTTP://www.hongboict.com                     - 24 - 

第4章  系统方案优势 

4.1 多网、综合集中调度 

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无线和有线通信技术，若客户已有无线或

有线网络，保证新老系统无缝连接。各个网络间的用户可以直接使用终端呼叫其他网 络下

的用户，使得全网用户通信全互联，真正做到通信无死角。 

4.2 融合多种音/视频设备集中管理调度 

MDS 多媒体调度系统是一个多媒体融合调度平台，可把用户目前能够应用到的各种语

音、视频通信设备融合到多媒体调度平台上进行统一接入、分类和管理，最终体现给指挥人 

员的就是通过一套平台实现对现有各种语音、视频的通信终端进行集中监控和调度。  

系统可以实现远程视频会议、远程视频监控、远程移动单兵音视频回传、有线/无线语

音调度、以及音视频联动调度等多媒体调度业务。  

多媒体融合调度平台可有效的为行业用户节省建设通信系统的人力、物力、财力，同时 

便于用户整个通信系统的集中调度和统一管理。  

此系统可以解决客户经常会不定期的召开安全生产大会，通过多媒体调度系统中的视频

会议功能，可以快速召集各个分支机构，有效实现主会场快速下达 指令，各部门有效配合

分工协作的效果。  

在一些特殊行业发生事故时，工作人员有时会无法对现场 情况作出准确判断，需要各

省或中央相关专家对现场情况作出分析判断，这时可以召开临时 视频会议，现场工作人员

可直接与各省或中央相关专家进行沟通，同步图片文件等方式，协同处理现场事故。  

4.3 不同通信终端实现无缝互联互通  

MDS 系统不仅可通过一个调度界面实现对视频监控图像、3G 单兵、3G 手机、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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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等视频终端的调度，实现语音通话和查看视频图像； 

同时还可实现用户现有各种有线、无 线电话终端实现无缝的免费内部通信；以及通过 

MDS 的自动转码和混码功能实现 3G 手机、 可视电话、远程调度台之间点对点的视频通

信；也可把视频监控的图像直接推送给 3G 手机、 可视电话、远程调度台查看。  

4.4 音、视频联动调度，提高指挥效率  

MDS 多媒体调度系统除可实现视频的调度业务以外，还可以整合用户现有各种语音通 

信系统，如办公电话网路、语音调度网络、集群对讲系统、无线通信系统、广播系统等，一 

方面可在 MDS 调度台上同步实现语音的调度业务，同时可以把语音和视频进行捆绑，即

在调度视频图像的同时，可一键呼叫指定值班人员使用的通信终端，实现快速的音视频联动

调度。  

MDS 多媒体调度系统在支持语音调度的基础上，还提供对现场视频信号 的覆盖；使

语音、视频、现场环境监测三位一体实现了有机联动的整体，大大提高了调度人 员对现场

环境的信息的掌握。  

视频与话机联动，移动人员或固定电话可以捆绑相应的一路视频信号，当现场发生特殊 

情况时，现场人员可以呼叫调度中心，通话后相应的视频信号会自动打开，调度指挥人员可 

以一边与现场人员通话，一边通过调度中心大屏幕观察现场情况，为调度决策提供视频支持。  

视频与环境监测传感设备联动，在有些物流和军工等企业对物品存放的环境要求严格 

时，可以使视频摄像头与环境监测传感设备联动，一旦环境出现如烟感、湿度、气体监测设 

备报警时，与之捆绑的视频设备就会打开现场视频信号，同时向调度中心发出报警信号，提 

醒工作人员及时处理； 

4.5 基于 IP 网络组网，便于快速部署 

MDS 多媒体调度系统完全基于 IP 网络进行部署，只要网络覆盖的地方即可部署相关

设备。如需要融合的通信设备不支持 IP 接入模式，也可通过专门的网关实现 IP 的接入。 

系统的部署无需进行复杂的布线，只需要提供 IP 接口即可，因此可以保证在很短的时

间内即可 搭建起一个大型的融合调度网络；同时系统的扩容也非常便利，无需对核心设备

做复杂的调 整，只需要在接入点部署终端设备，接入到 IP 网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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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人性化调度界面，简化调度过程  

MDS 多媒体调度系统的调度台采用人性化设计，极大的简化了指挥人员的操作过程， 

同时调度台软件支持多个界面并存，支持一键切换界面，并且可根据用户需求提供定制化的 

显示和操作界面。  

4.7 基于 WEB 的网管，便于远程维护  

MDS 多媒体调度系统内的所有核心设备、接入设备、IP 终端均支持远程 WEB 登录

管 理，管理人员只需要联网登录到相关设备的后台地址即可对设备进行远程管理和维护，

无需 物理连接到设备接口进行本地维护，大大节省了系统管理人员的工作量。  

4.8 支持基于 IP 网络的集中录音/录像  

MDS 多媒体调度系统可实现对系统内所有终端的语音通话录音、视频调度的录像功

能。 录音/录像通过 IP 方式实现，无需进行复杂布线，录音/录像服务器只需要接入 IP 网

络即可 实现对本地和远程所有终端进行录音、录像。录音/录像文件保存在录音/录像服务

器上，可 实现录音/录像文件的记录、存储、转码、播放、检索等操作。  

4.9 提供定制化的开发接口和服务 

MDS 多媒体调度系统提供可定制的二次开发接口，便于系统后期根据用户需求进行灵 

活开发新的业务功能，以及和第三方业务平台集成。我公司强大的开发团队可随时根据

客户的需求提供高品质的开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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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多媒体融合调度特点 

5.1 不同通信设备集中管理 

可以把用户内部使用的所有语音设备、视频设备，包括内部办公分机、调度分机、外线

电话、视频监控设备、可视电话设备、3G 单兵设备、3G 手机等定义到多媒体调度台上，

并按照一定规则（如按照组织架构、按照执行任务类型等）进行分组。指挥人员可通过调度

台上的分组列表快速查找对应的语音、视频终端（或对应的人员）进行指挥调度，而不用关

心对方使用的是什么终端类型。  

指挥人员可在调度台上对所有视频设备和语音设备进行管理和配置，并可实现呼叫、挂

断、 分组、视频转发、视频录制、强插、强拆、监听、代接等音视频的调度功能。 

5.2 多种通信终端统一调度 

指挥人员需要紧急调度某个成员时，直接在视频分组列表里点击对应终端或人员的图

标，即可和指定人员进行语音、视频的调度。调度台支持多窗口显示，可同时调度多个不同

调度终端的 图像显示到调度界面上。  

同时调度平台可实现多种视频会议的业务（触发视频会议、公共会议室等）。如可把需

要参 加视频会议的终端或成员设定在会议组内，一键发起触发视频会议，自动在调度界面

上显示所有 参会人员的图像，可在会议召开的过程中随时追加调度某一路现场监控图像或 

3G 单兵回传的图 像供参会人员观看，其他参会人员可通过远程调度软件参加视频会议；

也可通过可视电话参加视 频会议，可由会议管理人员把主会场或其他会场的图像转发给可

视电话上显示；如参会人员没有 可视调度软件，可通过手机或座机参加语音会议。 

5.3 音、视频一键联动调度 

指挥人员在监视各种视频设备回传的视频图像时，如发现某个图像显示出现异常情况，

可直接在对应的视频窗口上点击呼叫，即可和现场人员进行语音通信，紧急安排处理突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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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可把现场人员的手机、座机、无线终端等各种设备和视频监控设备绑定在一起，实现音

视频联动调度。  

同样，当指挥人员需要紧急和现场人员进行通信时，可直接在‘语音通话列表区域’双击

对 应人员的名称，即可和现场人员进行语音通信，同时视频界面上自动弹出现场视频图像。 

5.4 视频图像远程转、分发 

当指挥人员需要把某一路的视频图像转发给其他远程调度台或者其他可视电话或  3G 

终端共享时，只需要在需要转发的窗口上点击‘转发’按钮，调度台上会自动弹出转发列表，

可把需要接受的用户拖入到‘转发目的端’即可实现把某路视频转发给多个视频接收端共享的

功能。 

5.5 不同类型终端无缝互通 

当指挥人员需要让两个视频设备实现点对点视频通信时，如两个终端是同一型号设备，

可直 接进行视频通信，如两个不同型号的视频设备需要进行视频通信，可由调度台调度两

个视频设备， 然后通过视频转发功能实现两个不同视频设备的视频通信。 

5.6 音、视频集中录制管理 

MDS 系统支持对分机调度过程的录音和视频调度过程的录像。逐个点击需要录像的图

像区 域，所有被选中的图像选择框被打钩，然后点“视频录制”按钮。如果某路视频正在

录制当中， 则该视频图像底边上右边的指示灯亮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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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联系方式： 

黄小磊 

北京鸿博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1330 123 9698 

010-6378 8378 

Huangxiaolei@hongboict.com 

www.hongboi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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