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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声明 

 

本文档的内容将做定期性的变动，且不另行通知。更改的内容将会补充到本手册中。 

除特别声明外，此文档所用的公司名称、个人姓名及数据均属为说明的目的而模拟。 

文档的版权属杭州维卡科技有限公司所有，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 

本文档所含的任何构思、设计、工艺及其他技术信息均属本公司所有，受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律的保护。 

    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全部或部分复制本书内容，或者

以其他任何方式使第三方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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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VMS 软件系统介绍 

 1.1  系统简介 

     VMS 系统基于最新的技术，包含全部通讯和媒体处理功能。 

     通讯功能：包括对各种接入的支持（数字接入 E1/T1，模拟接入中继、用户、高阻和 

               VOIP 接入），支持 SS7、SS1、ISDN  PRI、SIP、RTP、H.323 等信令，及对 

               各种信道任意交换的支持。 

     媒体处理功能：包含多种语言媒体处理功能，主要有会议、语音录放、格式交换、音 

               频产生，后续将支持视频媒体处理功能。 

    

第二章  安装与卸载 

2.1 安装、卸载步骤 

2.1.1 安装步骤 

1、先将安装包.rar 解压，然后点【 】，进入安装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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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3.1-2 

备注：如果已经安装过 Microsoft.NET Framework 4 Client Profile 框 

     架，再次安装时，无需安装，安装程序直接跳过几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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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3.1-3 

 

图 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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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5 

 

图 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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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7 

安装后，单击快捷键【 】，直接进入系统。 

2.1.2 卸载步骤 

方法一 

步骤一、在 windows 中，单击【开始】-->【控制面板】-->【添加或删除程序】，弹出“添 

        加或删除程序”窗口。 

步骤二、卸载 VMS 软件 

        选择【VMS】，单击【更改/删除】中的【删除】，则 windows 将自动卸载 VMS 

        软件。 

 

图 2.1.2-1 

步骤三、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是】。 

 

图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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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  

单击【开始】——>【所有程序】——>【VMS】——>【 】,在弹出的对话

框中，单击【是】。 

 

图 2.1.2-3 

第三章 主程序界面 

3.1 设备 

打开配置工具：单击快捷键【 】，直接进入系统。 

 

图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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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菜单栏 

 
                                     图 3.1.1 

3.1.1 新建 

   新建一个 xml 文件并对该文件进行配置。配置完成后可通过文件上传更新交换机中的

配置文件。 

 

图 3.1.1-1 

 

3.1.2 打开配置文件 

      选择一个配置文件对其进行打开如图 3.1.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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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1.2-2 

  

3.1.3 另存为 

     将配置完成的配置文件存放到其他位置。 

      

图 3.1.3-3 

 

3.1.4 配置文件上传、下载 

   系统中修改相关信息后，单击设备 后，才可上传、

下载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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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最近打开 

    打开系统后，在【最近打开】中可预览到之前建立的系统信息。 

 

图 3.1.5-1 

3.1.6 关闭 

      关闭本系统。 

3.1.7 主界面 

打开配置文件后界面如图 3.1.7-1 所示： 

 

图 3.1.7-1 

     打开配置文件后，VMS 系统包括：设备、插槽、DSP 列表、语音通道属性、PCM 链路、

ISDN 信令、SS7 链路组、Mtp3 列表。 

 

 3.1.8 设备属性 

      点击 ，进行对设备属性的详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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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8 

 3.1.2 添加设备 

右键点击 ，出现“新增设备”，（如图 3.1.2-1） 

 

                                   图 3.1.2-1 

点 ，出现添加设备的相关信息，（如下图 3.1.2-2） 

 
图 3.1.2-2 

 设备名称：设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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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型号：设备型号。 

 设备 IP 地址：访问设备 IP 地址。 

 设备端口号：访问设备的端口号。 

 主控板 DSP 数：设备上主控板的 DSP 数量。 

    填写设备信息后保存该设备,设备新建的时候会自动在 0 号槽添加主控板。其他槽为空。

（如图 3.1.2-3 所示） 

 

图 3.1.2-3 

3.2 关于设备 

      单击设备，弹出设备图，选中功能槽点击右键，可插入数字板（DSI）、模拟板（ASI）

两种功能板。主控板在新增设备时，自带添加。 

    
                                     图 3.2-1 

3.2.1 设备信息      

      设备信息包括：设备属性、插槽属性。 

      【设备属性】中查看设备名称、设备类型、设备 IP 地址、设备端口号、设备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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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板版本号。 

      【插槽属性】中查看各插槽所插入的功能板名称、类型。 

 

图 3.2.1-1 

3.3 工具栏 

 

图 3.3-1 

  ：连接设备（在打开配置界面后配置完成或未配置之前链接到设备，链接成功后

可从交换机下载配置文件） 

    ：保存当前修改 

   ：启动 VMS 系统所有单元，对应菜单是“操作”--启动所有单元 

   ：停止 VMS 系统所有单元 ，对应菜单是“操作”--停止所有单元 

 

           停止单个模块           

           该功能将停止用户单个指定的处在启动状态的 SPMC 模块。 

           操作方法： 选择一个 VMS 模块，右键单击“停止”即可。    

   ：刷新所有主控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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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配置 

单击图标 ，弹出下图界面，在此界面中，可修改设备配置、时钟配置、用 

户属性配置、收号规则配置等相关信息。 

 

 图 3.3-2 

    ：关闭系统，即推出 VMS 配置工具系统。 

3.4 设备插槽添加 

 由上而下的顺序，第 0 个槽位为主控板槽位（固定），其他 6 个槽位可任意为 DSP 资源

板、模拟板、数字板，右键点击插槽，可启动、停止、重新启用、删除、添加交换机的功能

板。 

 

图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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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添加功能板 

    添加方法一（树菜单节点添加）： 

添加方式：右键未安装的树菜单节点，选择弹出菜单中的功能板类型（如图 3.4.1-1）。

会添加一个对应的插槽。 

     数字板的添加，步骤如下： 

 

                                    图 3.4.1-1 

      选择需要添加的功能板，单击【下一步】 

 

图 3.4.1-2 

      在弹出的对话中，输入功能板名称：数字板，选择 Pcm 数量，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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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3 

     选择【语音 DSP 个数】和【信令 DSP 个数】后，单击【完成】。 

 

图 3.4.1-4 

      模拟板的添加，步骤如下： 

  

图 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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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功能板名称为模拟板，直接单击【完成】。 

   

图 3.4.1-6 

 

添加方法二（图形化界面添加）： 

 添加方法：由上而下的顺序，第 1 个槽位为主控板槽位（固定），其他 6 个槽位可任意 

插入数字板、模拟板、DSP 板。 

 

图 3.4.1-10  5U 界面图 

 添加方法如添加方法一类同。 

3.5 主控板 

基本属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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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5-1 

3.5.1 插槽属性：槽的名称。 

3.5.2 操作按钮 

1、 启动按钮：当设备链接后，主控板如果未启动可以点击启动按钮来启动功能表（当

主控能板已经启动或设备未链接时，启动按钮不可用） 

2、 停止按钮：当设备链接后，主控板已经启动可以点击停止按钮停止设备。（当主控

板已经停止或设备未链接时，启动按钮不可用） 

3、 重新启动：当设备链接后，主控板如果已经启动可以点击重新启动按钮来重启功能

板（设备未链接时，启动按钮不可用） 

 DSP 列表 

      

                                  图 3.5.2-1 

3.5.3 DSP 属性修改： 

1、 单击系统菜单栏中的 DSP 列表，右侧属性框显示 DSP 的基本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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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SP 属性现在可更改服务槽位和服务时隙数（主控板最多两个 DSP，第一个 DSP服务

于 1、2、3、4 插槽，第二个 Dsp 服务于 5、6 插槽）。 

3.6 数字板 

    数字板包括：基本属性、DSP 列表、PCM 列表 

   

                                     图 3.6-1 

 

     数字板界面 

 

      

                                     图 3.6-2 

3.6.1 插槽属性：插槽名称。 

3.6.2 操作按钮 

1、 启动按钮：当设备链接后，数字板如果未启动可以点击启动按钮来启动数字板（当

数字板已经启动或设备未链接时，启动按钮不可用）。 

2、 停止按钮：当设备链接后，数字板已经启动可以点击停止按钮停止设备。（当数字

板已经停止或设备未链接时，启动按钮不可用） 

3、 重新启动：当设备链接后，数字板如果已经启动可以点击重新启动按钮来重启数字

板（设备未链接时，启动按钮不可用） 

 DSP 列表 

    单击数字板中【DSP 列表】，弹出下图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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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6.2-3 

     单击【添加 DSP】,弹出下图对话框，在对话框中，选择【插槽号】、【槽中位置】、【Dsp 

 类型】后，单击【确定】。 

 
图 3.6.2-4 

 插槽号： 

 槽中位置： 

 DSP 类型： 

 

1、分配 PCM：首先选择需要分配的位置，单击按钮【分配 PCM】，弹出位置选择，可任

意选择位置。 蓝色代表 DSP 资源已分配，绿色代表 DSP 资源未分配，红色代表选中当前 DSP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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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6.2-5 

2、分配插槽：首先选择未分配的位置，单击【分配插槽】按钮，选中的位置弹出的插

槽。蓝色代表 DSP 资源已分配，绿色代表 DSP 资源未分配，红色代表选中当前 DSP 资源。 

 

图 3.6.2-6 

3、取消分配：首先选中要取消的 DSP 资源位置，单击【取消分配】按钮，即可重启分

配 PCM 和插槽。蓝色代表 DSP 资源已分配，绿色代表 DSP 资源未分配，红色代表选中当前

DSP 资源。 

          

图 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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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M 链路列表 

1、 PCM 链路包含：编号、位置、pcm 状态、所属链路组、信令状态、参考时钟输出、阻

抗、E1/T1、CRC4、增益、信号发送、远端环回、本地环回。 

 

图 3.6.2-8 

 

基本属性有以下内容： 

 E1/T1： 

 线路阻抗： 

 环回类型： 

 外拨超时时间： 

 回铃超时事件： 

 线路接收增益： 

 开启 CRC4 校验： 

 打开线路信号发送： 

 

信令属性有以下内容： 

 信令类型： 

 服务的 ISDN 信令： 

 服务的 MTP3： 

 所属 SS7 链路组： 

 CIC 号码： 

 信令时隙号码： 

 将第 16 时隙作为语音： 

 

2、 单击【基本属性】中【新增】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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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6.2-9 

3、弹出下图对话框，选择【槽号】、【位置】、【信令】、【开启 CRC4 校验】后，单击【确 

   定】。 

 

图 3.6.2-10 

 4、查看列表信息，列表中，可查看到所添加的 PCM 相关信息，PCM 列表以颜色来区分 PCM 

    的状态（灰色:未启用，红色：告警，蓝色：正常使用中） 

 

                                     图 3.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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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属性修改   

选择需要修改的 PCM 链路，单击【基本属性】，可修改 PCM 链路的线路阻抗（75 欧姆或

120 欧姆）、环回类型（不环回、本地环回、远端环回）、外拨超时时间、回铃超时时间、线

路接收增益、开启 CR4 校验、打开线路信号发送等属性。 

 

图 3.6.2-12 

 

  信令属性修改 

     选择需要修改的 PCM 链路，单击【信令属性】，分别为话路、ISDN、SS7。 

     1.修改话路信令属性 

       话路信令属性只可修改【所属 SS7 链路组】、【CIC 号码】、【第 16 时隙作为语音】等 

       属性。  

       属性修改完成后，单击保存按钮,即修改成功。 

       选择 PCM 的属性单击恢复默认后点保存，该条 PCM 的属性都恢复默认。 

  

图 3.6.2-13 

     2.修改 SS7 信令属性 

       SS7 信令属性只可修改【所属 SS7 链路组】、【服务的 Mtp3】、【信令时隙号码】等属 

       性。 

       属性修改完成后，单击保存按钮,即修改成功。 

       选择 PCM 的属性单击恢复默认后点保存，该条 PCM 的属性都恢复默认。 

       

                                   图 3.6.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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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修改 ISDN 信令属性 

       ISDN 信令属性只可修改【服务的 ISDN 信令】属性。 

       属性修改完成后，单击保存按钮,即修改成功。 

       选择 PCM 的属性单击恢复默认后点保存，该条 PCM 的属性都恢复默认。 

       

                                      图 3.6.2-15        

   3.7 模拟板 

 

图 3.7-1 

基本属性/操作 

     单击【基本属性】，查看版本信息、基本信息，可修改槽的名称，修改后，系统将自动

保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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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7-2 

 

 【分配时隙块】/操作   

 

图 3.7-3 

3.7.2 插槽属性：插槽名称可以进行修改，修改后鼠标点击其他行会自动保存属性 

3.7.3 操作按钮 

1、 启动按钮：当设备链接后, 模拟板如果未启动，可以点击启动按钮来启动模拟板（当

模拟板已经启动或设备未链接的时候启动按钮是不可用的） 

2、 停止按钮：当设备链接后， 模拟板已经启动可以点击停止按钮停止设备。（当模拟

板已经停止或设备未链接的时候，启动按钮是不可用的） 

重新启动：当设备链接后，模拟板如果已经启动，可以点击重新启动按钮来重启模拟板（设

备未链接的时候启动按钮是不可用的）              

3.8 语音通道属性 

语音通道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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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8-1 

基本属性有以下内容： 

DTMF 配置 

 是否过滤双音频(DTMF)中 ABCD 码： 

 双音频(DTMF)发送持续时间： 

 双音频(DTMF)发送间隔时间： 

 双音频(DTMF)接收灵敏度： 

拨号配置 

 外拨时拨号超时时间： 

 外拨时拨号后无声时间： 

 外拨最大回铃时间： 

录音配置 

 非可发送的 DTMF 等待时间： 

其他配置 

 当铃流时间大于此时间时认为有铃流： 

 当铃流消失时间大于此时间时认为没有铃流： 

 检查到回铃音： 

 模拟通道进入振铃状态需要的铃声数： 

 内线模块检测话机 Flash 闪断时间： 

 指定通道监测振铃的灵敏度： 

线路电压配置 

 断线判断电压： 

 断线延迟时间： 

 忽略电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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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挂机滤波时间： 

 摘机判断电压： 

线路能量配置 

 设置指定通道无声过滤判别时间： 

 声控灵敏度： 

信号配置 

 回铃音节拍： 

 忙音周期： 

 默认发送信号音频率 1： 

 默认发送信号音频率 2： 

 最小忙音返回计数： 

3.8.1 恢复默认值 

     点击恢复默认值按钮，所有属性值恢复成初始化。 

 

          图 3.8.1-1 

 

3.8.2 属性值修改 

修改属性的值，程序就会自动保存修改后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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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2-1 

 

3.8.3 属性值修改 

     选择修改的属性，可在下面的列表添加属性值。程序优先使用列表的属性值 

 
图 3.8.3-1 

3.9 PCM 链路 

 PCM 链路界面 

 

图 3.9-1 

基本属性有以下内容： 

 E1/T1： 

 线路阻抗： 

 环回类型： 

 外拨超时时间： 

 回铃超时事件： 

 线路接收增益： 

 开启 CRC4 校验： 

 打开线路信号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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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令属性有以下内容： 

 信令类型： 

 服务的 ISDN 信令： 

 服务的 MTP3： 

 所属 SS7 链路组： 

 CIC 号码： 

 信令时隙号码： 

 将第 16 时隙作为语音： 

 

3.9.1 新增 PCM 链路 

鼠标单击【新增】按钮，如下如所示： 

 

图 3.9.1-1 

 

 

 图 3.9.1-2 

1、 右键单击后会弹出 PCM 添加窗体。（如图 3.8.1-2） 

a) 选择所需添加 PCM 的插槽。 

b) 插槽选择后再选择对应插槽中的位置。（一个插槽有十六个 PCM 链路，如果添加了十 

六个 PCM 链路后，那么该插槽就无法添加新的 PCM 链路） 

c) 然后进行信令与同步方式的选择。点击【保存】后保存该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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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修改属性 

选中要修改的记录 可下面各属性,点击保存按钮。如下图所示： 

 

图 3.9.2-1 

 

3.9.3 恢复默认值 

选中要恢复默认值的记录，点击恢复默认值按钮。如下图所示: 

 

图 3.9.3-1 

 

3.9.4 删除 PCM 链路 

选中需要删除的记录,点击删除按钮。如下图所示: 

 

 

图 3.9.4-1 

3.10 ISDN 信令 

ISDN 信令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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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10-1 

基本属性有以下内容： 

 名称： 

 信令类型： 

 主叫号码编号方案： 

 被叫号码编号方案： 

 主叫号码模式： 

 被叫号码模式： 

 语音编码： 

 通路识别模式： 

 默认主叫号码： 

 底层兼容性参数发送： 

 高层兼容性参数发送： 

 隐藏主叫号码： 

 通路识别信息单元发送: 

 被叫号码中的"#"转换为"发送完全"标志： 

 

3.10.1 新增 ISDN 

单击 ISDN 信令中的【新增】按钮。如下图所示： 

 

图 3.10.1 

3.10.2 修改 ISDN 

选中要修改的记录 可下面各属性,点击保存按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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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2 

 

3.10.3 恢复默认值  

选中要恢复默认值的记录，点击恢复默认值按钮。如下图所示: 

 

图 3.10.3 

 

3.10.4 删除列表 

  选中需要删除的记录,点击删除按钮。如下图所示: 

 
图 3.10.4 

3.11  SS7 链路组 

SS7 链路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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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1 

基本属性有以下内容： 

 名称： 

 服务的 MTP3： 

 信令类型： 

 OPC: 

 DPC: 

 默认主叫号码： 

 主叫号码模式： 

 被叫号码模式： 

 自动发送 ACM 类型： 

 主角类型： 

 被叫类型： 

 发送用户空闲 ACM 消息: 

 主叫号码长度为奇数时追加'F': 

 被叫号码长度为奇数时追加'F': 

 

3.11.1 新增 SS7 链路 

      单击 SS7 链路组中的【新增】按钮。如下图所示：  

 

图 3.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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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修改 SS7 链路 

选中要修改的记录 可下面各属性,点击保存按钮。如下图所示： 

 

图 3.11.2-2 

 

3.11.3 恢复默认值 SS7 链路 

选中要恢复默认值的记录，点击恢复默认值按钮。如下图所示: 

 

图 3.11.3-1 

 

3.11.4 删除 SS7 链路 

选中需要删除的记录,点击删除按钮。如下图所示: 

 

图 3.11.4-1 

 

3.11.5 分配链路 

       单击【分配链路】按钮，可单选/多选链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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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5-1 

 

   备注：当 SS7 链路组分配链路以后，列表右边才显示所属 PCM 链路列表，SS7 

只服务于 PCM。 

 

图 3.11.6-1 

3.12 Mtp3 列表 

    单击系统菜单栏中 MTP3 列表，MIT3 列表包括编号、MTP3 名称、OPC、DPC。 

3.12.1 新增 MTP3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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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1-1 

 

基本属性有以下内容： 

 名称： 

 OPC: 

 DPC: 

3.12.2 新增 MTP3 

     单击【新增】按钮，如下图所示： 

    

 

        
图 3.12.2-1 

 3.12.3  修改 MTP3 属性 

       选中要修改的记录 可修改 OPC/DPC、名称等属性,点击保存按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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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3-1 

 3.12.4 恢复默认值 

       选中要恢复默认值的记录，点击恢复默认值按钮。如下图所示: 

       

 
图 3.12.4-1 

 

 3.12.5 删除 MTP3 数据 

选中需要删除的记录,点击删除按钮。如下图所示: 

 

 

图 3.12.5-1 

   

        备注：当 SS7 信令选择了所服务的 MTP3 时，列表右边才显示所属 SS7 链路组，MTP3 

只服务于 SS7 信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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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