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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圳国威电子有限公司介绍

深圳国威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1 年 7 月,是全球著名的程控交换机研发,生

产,销售厂家.是国威商标品牌的创始者与拥有者.主营国威模拟,数字,IP 交换

机,语音网关,IP 电话机及各种电话机,集团在深圳国威路 3038 号国威大厦，在

梅州设有分厂，2009 年 10 月在观澜设立分厂。

公司主要从事开发、设计及制造符合国际认证标准的电讯产品：主要包括程控

交换机，IP 交换机，IP 电话机，IAD，移动手机、数码无线电话、有线电话、电

话答录机以及其他电讯产品零配件等近百种类型。产品远销在欧美大陆。

公司拥有 30000 平方米的厂房和综合的制造设备，包括先进的模具制造、塑胶

制造、丝印系统和高度自动化的 SMT 系统；拥有 30 多条交换机、无线、有线电

话机的生产线和多条手机生产线，以及具有全面电子兼容测试能力的高素质的工

程实验室。公司拥有一支技术力量雄厚的研发队伍，有先进的物流、生产和后勤

保障系统。

公司产品技术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公司拥有所有产品的自主知识产权，具有

很强的核心竞争力。公司集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努力探索现代化管理途径，

积极寻求国际标准认证，先后通过了 ISO9001、ISO14001、SA8000 等国际标准体

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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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威 HB3000 数字 IP 程控交换机语音运用场景及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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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威 HB3000 数字 IP 程控交换机通信设备参数：

1：主机采用双核 ARM 高性能 CPU 铁壳机架式、单框支持 384 内外线混插模块、

支持 2000IP 注册用户、300 语音并发、16E1、最大级联支持 2688 路模拟语音用

户、支持双主控冗余热备、双电源热备、支持热插拔。

2：支持：SIP、UDP、TCP、PSTN、IMS、NGN、RFC2833、Inband 等协议。

3：支持：G.711a/u、G.726、G.729 等音频编解码。

4：支持：H.261、H.263、H.264、T.30、T.38、等视频编解码，支持传真、语音

视频通话。

5：支持 FXO、IMS、NO.1、NO.7--TUP、SS7-ISUP、PRI、E&M、VOIP、Q.SIG 等信

令中继接入，支持信令跟随。

6：支持 1个 WAN 口，2个 LAN 口，1个 Console 口，支持路由器功能，路由并发

带宽可自由调整，并预留 PON 的 GPON 光钎口模块插槽，用于扩展运营商的光钎

对接，具备 RUN、LINK、PWR、LOS、PESET 系统运行指示灯运行情况显示功能，。

7：支持 16 时隙可配置为传输数据和传输信令 2种模式,支持动态抖动缓冲区（J

ITTER BUFFER）语音侦测（VAD）回音消除舒适背景噪音生成（CNG)。

8：支持系统运行中，CPU、内存占用超过设定警戒阀值、系统备份失败、拨号异

常、数据库连接失败、长时间未收到录音文件等，系统自动向预设邮箱推送邮件

警报功能，确保系统良性运行。

9：支持所有的外线、内线都具备录音功能，并通过系统可快速的查询外线或者

分机的录音文件，并具备年报、季报、月报、日报的语音通话录音分析系统。

10：支持 32 方免费电话会议系统，会议系统具即时会议、会议桥等功能，最大

可扩展至 128 方。

11：支持基于椭圆曲线的 RTP 媒体双向加密技术，内核与硬件的 QoS 设计，通过

硬件设计提供最佳的流量和队列控制机制，保障语音数据包的传输优先级别。

12：电源：AC 100V ～240V 50/60Hz。

13：功耗：300W。

14：重量：30KG。

15：尺寸：443mm x360mm x 189mm

16：语音业务包含：语音业务：电脑管理、录音业务、呼叫中心坐席、PMS 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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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计费业务、语音叫醒、语音信箱、彩铃业务、灾难逃生、ACD 队列、一号

通、IVR 语音导航、本机号码查询、主叫号码识别显示、主叫号码显示限制、无

条件呼叫前转、遇用户忙呼叫前转、遇无应答呼叫前转、盲转、询问转、呼叫等

待、呼叫保持、呼叫驻留、三方通话、拍叉权限、缩位拨号、呼叫限制、分机组

限拨、黑名单、白名单、通话限时、免打扰、话机登出、同组代答、指定代答、

立即热线、延时热线、同振业务、顺振业务、一机多号、中继专用、群呼。等语

音业务。

四：设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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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System(数字 IP 系统框架）

系统有效的将数字机模拟用户与 IP 系统用户完全融合、集中统一管理、通

信。共享模拟、数字、IMS 等中继分配资源，为用户提供一体化的服务。

SSW Board(主板）

Marvel(USA)双核四总线高性能 CPU,512M 内存，Falsh 512M,配置网络处理

器，线路路由转发,提供双主控、双电源热备，一个语音系统瘫痪，自动检测切

换至备用语音系统，确保语音随时畅通，具备数字 IP 无阻时隙交换功能、具备

支持内存，管理平台接入，满足呼叫控制，追踪和数据管理，具备保存正处于通

话中的端口的信息。

MRU Board(媒体资源版）

Qos 内核设计及椭圆曲线的 RTP 媒体双向加密技术主板，防攻击，协调将语

音时隙、加密、解密传送至各业务板卡，具备数据收集和发散功能。

EXP Board(用户扩展版)

配合系统语音数据库采集用户信息系统，为系统提供语音信号 TDM<->IP 的

相互转换管理，IP 语音压缩，提供各种音源及 DTMF 检测，对系统结构进行系统

管理、判断、并为用户提供输入、输入信息。

BKP Board（母版）

连接单元，带数字时分交换矩阵的操作系统的底层板，用于连接、控制单框

用户板、中继板、电源板等板卡，提供系统融合。

POWER Board（电源板）

采用磁圈变压、气体放电管等先进的技术，稳定性达到工业级，为系统提供

稳定的电压供电，确保系统稳定的运行。

五：设备优势

先进性：

国威 HB3000 采用先进的 VoIP 融合数字交换机技术，作为下一代的 VOIP 语

音技术正逐步取代传统的电路交换方式，是未来语音行业发展的方向。

易部署：

对于分支机构较多的企业，国威 HB3000 系列的可以进行统一配置，实现内

部互联互通组网，通话效率更高、通话高保密，交流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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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扩容

HB3000，可通过 VOIP 扩容 IP 用户，也可以通过级联方式，扩展模拟用户，

还可以通过语音网关方式，将 IP 转化成模拟用户。对没有部署模拟线路的语音

点位，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通过 IP 话机连接，完成扩容。

易操作

国威 HB3000 系列基于 WEB 话务台，电脑网页智能傻瓜式的调试，可远程升

级至最新版本，预防被盗打，被监听泄密。

易省钱

国威 HB3000 系列模块化的设计，方便以后的扩展，节省了企业日后升级的

费用；基于 IP 架构设计，降低了企业一次性投资的费用；日后的管理维护简单，

降低了企业的 OPEX（即资本性支计算公式。CAPEX=战略性投资+滚性投资和 CAPEX

（即运营本。计算公式:OPEX=维护费用+营销费用+工本(+折旧)）。

易融合

国威 HB3000 系列系统支持多种协议和编码方式，具有多种接入方式，符合

中国 IP 电话网关设备技术要求和互通规范，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大大方便了客

户的组网和升级；能与多家设备供应商的设备连接可与主流厂商的软电话、IP 电

话、VoIP 网关、软交换设备、IMS 核心网互联互通；良好的互通性，可与公共电

话网、GSM、CDMA 互通，通话质量清晰。

高保真

国威 HB3000 系列有效地压缩了语音带宽，保证语音质量，节约带宽资源。

六：设备功能

开机自检测冗错功能：

本系统具有强大的自检测功能，能自动测试各部分硬件的故障，并能自动屏

蔽损坏的模块，方便用户随时了解系统的使用情况，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

必要时还可以通过PC管理软件进行检测，方便维护及检修。

IVR导航

系统支持无级数限制、无时间限制的企业IVR导航，支持对不同特殊行业的各

种复杂的语音导航疏导。例如（欢迎致电****，**请按 1、**请按2、**请按3.......

查号请按0，转人工总机），按1进入**后，又可以按场景分类，比**请按1、**

http://www.so.com/s?q=%E8%90%A5%E9%94%80%E8%B4%B9%E7%94%A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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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2......可以做到细分导流，为用户提供最优的导航路径，提高用户单位的工

作效率。

全局录音系统

专业级录音系统，支持管理者在后台录音语音文件的播放、查询、文档导出，

等管理工作，为用户管理者提供完整系统录音文件，系统提供录音系统用户的所以

通话录音，系统并自动整理、分类出年报、月报、日报等文件，帮助管理者分析问

题，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管理。采取服务器版本的录音系统，具备不可移动性与保密

性，是法律认可的有效文件，可以留下有力的通话证据，最大限度的防止扯皮事件。

支持录音文件以邮件的方式，推动给指定领导。

电话会议系统

系统默认32方免费的会议系统，支持召集式预约会议、召集式立即会议、主

席召集式会议、自行接入式会议，会议系统可扩容至128方。

语音信箱系统

因用户不方便接听电话，或者无人接听，主叫客户可对其语音留言，被叫客户

使用带语音留言提示灯的话机终端，可以接收，听取语音留言，避免遗漏重大工作

事件。

叫醒服务：

可通过分机自设、总机设置或 PC 设置的方式设置叫醒，可自录叫醒语言，

支持单个叫醒、团队叫醒、最大支持 400 路叫醒并发。

对接酒管系统

系统采用 TCP 方式对接酒店 PMS 系统，之间的消息采用文本方式

传输，采用一种简单的"key: value"协议用于已连接的管理客户端和 IPPBX 之间

的信息传递。数据流格式为 key: value，由\r\n 分隔，空行（连续两个\r\n）

代表结束。注意：字符串区分大小写，key 与 value 之间除了有字符“：”外，

“：”后还有一个空格，还有\r 值为 0x0d，\n 值为 0x0a 。所有涉及中文的配

置都转换成 utf8 格式后发送。

无阻塞通话：

本系统全绳路通话，分机板、外线板、主板均配有多个收号器，发号器，系统

采用分布式控制结构，保证所有用户有效使用语音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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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音检测：

本系统具自动检测中继忙音信号功能，当外线用户挂断电话后，系统能立即检

测到中继忙音，而对相应中继拆线并释放中继线路，以此防止中继线一直占用，

无法再次使用问题。

语音及显示报号：

本系统具有使用语音或用来电显示的方式查询分机号码，方便系统的安装维

护，同时也可以查询系统的版本、系统时间。

内部及二次来显功能：

采用全新的来电显示控制技术，可实现内部拨打来电显示，外部来电可准确接

收，兼容 FSK/DTMF 双制式，可任意传送到各振铃分机，包括转移，来电号码同

时发送到 PC 控制软件进行显示保存。

灾难逃生：

为用户提供具备权限的总机输入代码后，本系统内所有分机分机振铃，分机提

机后，将听到系统推送的“这是紧急警报，请全体人员立即安全疏散”的预录语

音（可自录），减少火灾、地震等灾难来临时造成的人员伤亡，特别适合酒店、

井矿、金融等人员集中的场景。

自动呼叫转移（外转外）：

分机可以设置离位（直接）、遇忙、无人接听转移到其他分机、其他外线座机、

指定手机上，确保用户不会漏接重要电话。

人工转移功能：

内外线均具有转移功能，具有直接转、征询转等功能，可以转移到分机，也

可以转移到分机组，也可以转移到外线上。

强大的 PC 控制软件：

本系统能实时显示系统各分机的工作状态,显示外线工作状态,包括打入打出,

能实时将打入的电话号码显示并记录,系统还可对打入打出的电话号码进行灵活

管理。

灵活的设置方式：

本系统可以通过编程分机进行设置也可以通过 PC 管理软件进行设置，编程

分机设置均具有单个或批量的设置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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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总机功能：

总机有保留、代接、代拨、经理秘书，本 IP 系统可以配置无个数限制总

机，配合总机的遇忙离位转移功能，能满足不同的需求、总机还具有编程设

置、强插、强拆等功能。

灵活的分机号码设置（弹性编码）：

本数字 IP 系统可以设置 2至 32 位不等位分机号码，并存。

分组功能：

本系统可设置多至 32 组外线组或分机组，供分机呼叫、外线呼入、呼出、

转移等使用。

日夜服务功能：

系统内置实时时钟，可根据需求对日夜呼出等级、呼入分机、呼出外线权

进行自动切换，具有午餐时间及周末(含周六周日)模式的设置。系统也具有

通过总机人工操作切换的功能。

多种呼入值班模式：

包括人工齐振模式、人工轮询振模式、人工排队振模式、本机彩铃模式、

呼叫中心（平均话务）模式、电脑话务员等值班模式。各种模式还具有灵活

切换的功能，如电脑话务忙时自动转换成其他人工值班模式。

多种拨打外线模式：

除直接出局、间接出局拨打外线，还具有选择外线，预约外线，自动路由、

自动转移外线等模式拨打外线的功能。系统在任意模式下均支持话机自动重

拨功能。

多种拨打分机方式：

除直接拨打分机号码外，还具有快速拨 0到总机，拨单键号到分机（或

分机组）、预约拨打分机、拨打分机组等功能。

单键拨号导航：

内部呼叫及电脑值班拨号均可以采用单键拨号方式，也就是可以设置除出

局、分机等特殊字头外的单键号码能对应某个分机或分机组，拨号时仅需拨

一个号码就可以。

代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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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其他分机响铃可通过本机代接，不必到响铃分机上接听，有多种代

接方式，包括代接分机、代接外线保留、代接特定外线，可以满足各种需求

分机限制功能

系统可设置限制分机拨打外线的等级、拨打外线的时间，限制分机拨打

某些外线，限制分机代接，限制分机不可以拨打内部分机、不可以转移

等权限，也可以设置分机免打扰等，同时分机具有分机密码锁功能，在

不使用情况下将分机锁定。

三方通话：

用户可通过系统进行两分机一外线的通话，也可通过外线呼入再转另一

条外线呼出，进行两外线一分机（包括两外线单独通话）的操作。

外线通话灵活切换：

在与外线通话过程中有其他外线或门口机及分机呼叫，均可用简单的操

作将现有的外线进行保留，并自动代接其他呼叫进行通话。

缩位拨号功能：

本系统可预存公共外线号码，分机无需记住外线号码，只要记住外线号

码代号就能快速拨打外线号码。

随身密码：

本系统可设置密码账号，对应不同的等级，使用随身密码在任意分机拨

打出去的电话均记录在此个人随身账号上。

分机热线功能：

任意分机可以设置提机自动拨打总机。

电话路由选择功能：

系统能根据设置灵活地自动采用最优资费的外线，这样可以同时使用不

同运营商的中继外线，从而可以大大节省电话费用，系统最大可以设置

4组特殊中继一组普通中继，每特殊中继通过 16 组 8 位字头进行判断。

IP拨号功能：

可以设置四组不同的长途 IP 号码对应不同的外线号码或中继线（配合

路由功能），极大方便用户的使用。

断电记忆：



深圳国威电子有限公司

www.hb-voice.com13

系统遇上停、断电，本机所设定的原有功能保持不变，再次通电后，不

必再重复设定，即可按原来设定的功能来使用。

远端维护功能：

本机支持远端维护，进行远端编程﹑检测及维修，方便用户安装、调试，

使用户得到及时有效的服务。

超强的防雷功能：

内外线接口均具有完善的防雷电路，并提供地线接口。

强大的 IP 语音配置、语音业务管理系统，为用户解决各种复杂的语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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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 ACL 访问控制、ARP 防攻击、入侵攻击保护、认证接入等安全策略管理系

统

多种结构的网络配置，为用户解决各种复杂环境下的语音配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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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 WEB、SNMP、TR069 网管系统，帮助客户解决各种复杂的网络环境下的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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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原厂生产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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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原厂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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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威中文商标注册



深圳国威电子有限公司

www.hb-voice.com20

国威英文商标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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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设备认证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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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国家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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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国家工信部认证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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