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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在已实现可视通信的 I SDN 多媒体卡上 , 通过芯片的功能复用 ,设计一个驱动程序模型 , 以实现

ISDN 多媒体卡的拨号上网功能。简要介绍了 ISDN 接入因特网的通信协议体系 ,详细探讨了 ISDN D 信道的

呼叫过程 ,分析了拨号上网原理及如何与 Windows 系统的远程访问服务结构相结合。给出了一个基于 NDIS

标准的 ISDN 多媒体卡的小端口驱动程序的设计与实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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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DN 即综合业务数字网[ 1] , 它以迅速 、准

确 、经济 、有效的方式提供各种通信网络中的现有

业务;同时 ,它将通信和数据处理结合起来 ,开创

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业务 。

目前 , ISDN 的业务主要分为承载业务 、用户

终端业务和补充业务三类。其中 ,承载业务是指

ISDN 网络提供的信息传送业务 ,它提供用户之

间的信息传送而不改变信息的内容 。例如拨号上

网 、可视电话等 ,用到的都是 ISDN 的承载业务。

相对于传统使用的局域网接入和通过模拟电话线

利用 Modem 拨号接入两种方式来说 , ISDN 利用

现有电话网的用户线 ,访问速率可达 128kbit/ s ,

是Modem 拨号上网速率的 2倍以上 ,因此 ,通过

ISDN 接入 Internet是一种极具吸引力的选择。

本文主要研究如何在已经实现可视电话的

ISDN 卡上扩展拨号上网的功能 ,在Window s 系

统的远程访问服务(RAS)分层结构下 ,编写满足

NDIS 标准的内置 ISDN 卡驱动程序。最终 ,通过

ISDN 卡既可以打可视电话又可以拨号上网 。

1　ISDN 网络通信协议与拨号上网
原理分析

1.1　ISDN 网络通信协议

根据 B信道的数目 , ISDN 可分为 BRI 2B+

D基本速率接口和 PRI 30B+D 一次群速率接

口。本文所研究的重点是基本速率接口(2B+D)

的窄带 ISDN ,它通过两个 B信道传递数据 ,一个

D信道传递控制信令。

下面简要介绍各信道的协议。

D信道的作用主要是信令交互 ,实现呼叫的

建立与管理。国际电信联盟(ITU)对 D信道制定

的标准协议分为物理层 、数据链路层 、网络层三

层。

对于 B信道 ,由于和 D信道复用在同一条线

路上 ,因此在物理层 ,B信道采用的也是 I.430协

议;但是在物理层以上 , ISDN 提供多样的服务 ,

不同的服务采用不同的协议。对拨号上网而言 ,

数据链路层采用 PPP 协议和 MP 协议 ,传输层 、

网络层采用 TCP/ IP 协议 。 ISDN 拨号上网层次

协议原理如图 1所示 。

1.2　NDIS与拨号上网驱动程序的原理

为了便于用户开发网络设备驱动程序 ,Win-

dow s提供了网络设备驱动接口规范[ 2] NDIS(net-

work driver interface specification),它描述了网络

接口卡(N IC)驱动程序与下层网卡物理设备 ,上

层传输驱动程序与操作系统之间通信的接口规

范。

当开发者按照 NDIS 标准编写 ISDN小端口

驱动程序后 ,就可以利用Window s远程访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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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 Internet。NDIS 小端口驱动程序实现原理

参见文献[ 3] 。

　　当用户选择 ISDN 线路进行拨号后 , ISDN拨

号程序通过 TAPI 接口发呼叫命令 ,经 NDISTAPI

转化成与呼叫相关的形如 OID_TAPI_XXX的查询

命令 ,发往 NDIS小端口驱动程序 ,用于控制 B信

道物理链路的建立。小端口驱动程序接收上层来

的NDISWAN 查询和 TAPI 来的查询命令 ,进行正

确响应。当线路状态发生变化时 ,立即通知上层拨

号程序 ,直至物理线路连通 ,这时 ,PPP数据包开始

通过NDISWAN 发往 B 信道 ,控制逻辑链路的建

立。当逻辑链路建立后 ,用户就可以通过Windows

各种网络应用软件对 Internet进行访问。

2　ISDN 卡拨号上网功能的实现

设备驱动程序是操作硬件的底层软件 ,它向

上提供与硬件无关的用户接口 ,向下直接进行 I/

O 、DMA 、中断和内存访问等操作[ 4] 。NDIS规范

作为网络设备的接口规范 ,它对于中断 、内存访问

及硬件资源获取都有规定。 ISDN 卡作为一种特

殊的网卡 ,应遵循 NDIS NIC小端口驱动规范 ,它

与一般网卡驱动程序的不同主要是由 ISDN 卡的

特性所决定的 。

2.1　硬件结构

本文的目标是要在已经实现了可视电话的

ISDN 多媒体卡的硬件基础上支持拨号上网的功

能。原可视电话 ISDN 卡采用 BT848芯片实现

复合视频信号的采集 、编码 ,并作为 PCI 控制器

与PC I总线进行数据传输。另外该卡还采用了

ISDN 接口芯片和音频压缩芯片 ,分别实现 ISDN

通信控制和语音压缩编码 ,它们通过 24位 GPIO

口与 BT848进行数据交互 。为了扩展该卡的上

网功能 ,将原用于音频压缩的芯片用于 B信道的

数据传输 ,实现了单一芯片在功能上的复用 。

2.2　ISDN 呼叫控制过程分析

ISDN B信道的呼叫建立过程遵循 Q.931协

议
[ 5]
。Q.931是在 D信道的物理链路层已经建

立的情况下 ,通过在 D信道上发送 Q.931协议包

从而达到对 B信道的链接 、监测和管理 。在呼叫

双方通过 ISDN 建立链接的过程中 ,主叫和被叫

两方各自经历了呼叫的不同状态。下面以主叫方

A 和被叫方B 为例介绍呼叫过程。 ISDN 呼叫控

制的状态迁移如图 2所示 。

　　当通信开始时 ,呼叫双方 A 与B 呼叫状态都

处于空闲状态。

请求连接时 , A 发出 Setup帧 ,此时 A 的状

态变成呼叫开始状态 。收到交换机发出的 Pro-

ceeding 帧后 , A 的状态就变成了呼叫进行状态。

交换机从 Setup 帧中解析出被叫方 B 的电话号

码 ,向 B 所在地的交换机发出连接请求 。B 所在

地的交换机收到连接请求后 ,向 B 发出Setup帧。

B 方收到 Setup帧时 ,首先检查其中的承载

能力等一些信息 , 当这些通过验证后 , B 发出

Alerting帧 ,同时 B 的状态变成呼叫到来状态 , B

开始响铃。当用户摘机后 , B 的状态变成连通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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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状态 ,同时向 A 发出Connect帧。

当 A 收到 Alerting 帧后 ,其状态变成对方响

铃状态 。随后 ,当 A 收到了 Connect 帧后 , A 得

知线路已连通 ,变成连通状态 , 同时 ,发出 Con-

nect_Ack帧 ,确认连通请求 。当 B 接收到 Con-

nect_Ack帧后 ,其状态达到连通状态 。

至此 ,就建立起来了呼叫方和被叫方之间 B

信道物理链路 。这之后将在该链路上传递 B 信

道的协议应答 ,建立逻辑链路 ,然后就可传递用户

的有效数据了。当用户通过 B 信道传输数据时 ,

D信道一直在监测线路状态 。

由于通信的任何一方都能释放物理链接 ,下

面仅分析 A 主动释放连接时状态的变迁。若 A

要求主动释放链接 ,它将发出 Disconnect 帧 ,此时

其由连通状态变成释放请求状态 ,等待对方的响

应;被叫方 B 收到 Disconnect帧后 ,它获知 A 要

求挂断线路 ,于是向 A 发出 Release 帧 ,对 A 的

释放请求给出响应 ,同时 B 的状态变成被动挂断

状态。 A 收到 Release 帧后 ,它确认 B 已经收到

了释放请求 ,现在可以释放线路 , 于是发出 Re-

lease Complete 帧 , A 的状态变成空闲 。当 B 收

到 Release Complete 帧 ,得知线路已断开 , B 的状

态即恢复到空闲状态 。

至此 ,一次完整的通信过程结束。

2.3　ISDN 线路管理的实现机制

本文采用的 ISDN接口芯片能够接收两种数

据:透明数据流和 HDLC数据 。透明数据流即线

路上传输的所有数据 ,包括垃圾数据等;HDLC数

据即满足 HDLC 帧结构的数据。由于在上网时 ,

数据是时断时续的 ,在线路上可能存在垃圾数据 ,

因此为了获取有效的上网数据 ,需要将硬件芯片

设置成接收HDLC数据的模式 。 ISDN 硬件接口

如图 3所示。

HDLC_A

HDLC_B

HDLC_C

→

→

→

※

※

※

S
接
口
→※

ISDN

网络

图 3　ISDN 通信终端结构图

Fig.3　The Structure of ISDN

　　在图 3中 , HDLC_A 用于 D通路传输信令信

息的 LAPD帧处理 , HDLC_B和 HDLC_C 分别用

于两个 B通路上传输 IP协议包的 PPP 链路层帧

处理 , S接口负责完成 ISDN 的 S 接口的硬件处

理 ,一端与 ISDN 网络接口 , 另一端为终端提供

2B+D的字节接口 。

对于 ISDN上网 ,软件实现的关键是将各种

通信协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系统设计结构如图

4所示。

拨号程序

←
ISDN 线路管理与
拨号软件的接口

↑

信令协议

LAPD协议

I.430协议

→

※

※

事件调度

←

事件队列

←

定时处理

→

PPP
封装处理

↑

D 信道 、
B 信 道
通信 中
断处理

图 4　系统结构图

Fig.4　The Skeleton of Driver

　　对于 D 信道处理 ,如图 4 中箭头所示 ,各协

议实体 、定时处理和 D 信道通信中断处理把发生

的事件放入事件队列中 ,事件调度从事件队列中

取出事件 ,调用相应的协议实体处理 。各协议实

体可以向定时处理申请定时服务。以事件队列为

核心 ,由事件调度负责各协议实体同时运行 ,共同

完成多层协议处理。

对于 B信道处理 ,重要的是通过 PPP 封装处

理实现 PPP 数据封装。当 B信道物理链接建立

后 ,驱动程序通过 B信道通信中断处理将已封装

的 PPP 数据发送到 B信道上。

2.4　ISDN线路管理与拨号软件的接口设计

拨号程序对 ISDN卡的线路控制请求通过电

话应用程序接口 TAPI 转换成 TAPI 的相应命

令 ,操作系统再将这些命令转化后 ,会向 NDIS 发

出形如 OID_TAPI_XXX的查询消息(如对于拨号

操作 TapiM akeCall ,Window s会向驱动程序发出

OID_TAPI_MAKE_CALL 的查询消息)。在驱动

程序里需要处理许多这样的消息。

拨号上网时 ,线路的处理过程如下 。

1)选择 ISDN 线路 ,开始拨号。拨号程序用

TapiOpen函数打开所选线路 ,每个线路对应一个

呼叫 ,每个呼叫都有对应的呼叫状态 。线路打开

时 , 线路的呼叫状态初始化为 LINECALL-

STATE_IDLE。然后通过 TapiM akeCall函数进行

呼叫 , Window s 向驱动程序发出 OID_TAPI_

MAKE_CALL 的查询消息 ,驱动程序响应这个消

息 ,向 D信道上发出封装成 Q.931消息的 Setup

帧 ,同时线路的呼叫状态转变成 LINECALL-

STATE_DIA LING ,并通过系统提供的指示函数

NdisM IndicateStatus告知拨号程序目前线路的呼

叫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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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isM IndicateStatus的调用形式如下:

　NDIS_TAPI_EV ENT CallEvent;

　NdisMIndicateStatus(

M iniportAdapterHandle ,

NDIS_STAT US_TAPI_INDICATION ,

&CallEvent , sizeof(CallEvent));

其中 ,

CallEvent.ulM sg =LINE_CALLSTATE;

CallEvent.ulParam1 = CallState;/ ＊需要指

示的呼叫状态(如 LINECALLS TATE_DIALING

)＊/

2)线路的呼叫过程。D 信道的信令交互严

格遵循 Q.931协议 ,对于收到的不同的 Q.931消

息 ,应通过 NdisM IndicateStatus向拨号程序指示

响应的呼叫状态 。当收到 Callproceeding 帧时 ,向

上指示 LINECALLSTATE_PROCEEDING状态;

当收到 Connect 帧时 , 向上指示 LINECALL-

STATE_CONNECTED状态 。

3)当呼叫状态变成了 LINECALLSTATE_

CONNECTED时 ,表示 B 信道物理链路已经连

通 ,可以传输数据包了 。拨号程序获知这个状态

后 ,会立即向驱动程序发送 PPP 数据包。

4)在呼叫的整个过程中 ,若收到 Disconnect

帧发现对方要求断开线路 , 驱动程序就将

LINECALLSTATE_DISCONNECTED 呼叫状态

通知拨号程序 ,拨号程序得知后 ,将立即结束此次

呼叫 。

2.5　B信道的逻辑链路建立与数据传输

当B信道物理链路连通以后 ,就需要在 B信

道上建立逻辑链路以传递数据 。对于拨号上网而

言 ,B信道数据链路层协议用到的是 PPP 协议[ 6]

(包括 MP 协议)。

PPP 协议是提供在点到点链路上承载网络层

数据包的一种链路层协议 。PPP 定义了一整套的

协议包括链路控制协议(LCP)、网络层控制协议

(NCP)和验证协议(PAP 或 CHAP)等。

要能够在 B信道上传输可靠的数据 ,必须通

过 PPP 协商 。在拨号上网完成了物理线路的连

接基础上 ,从开始验证密码到验证通过 ,能够正常

上网 ,期间经历了如下过程。

1)PPP 在建立链路最初 ,首先进行 LCP
[ 7]

(链路控制协议)协商 ,协商内容包括工作方式(是

PPP 还是 MP)、验证协议(PAP 或 CHAP)和最大

传输单元等 。对于 ISDN 而言 , 由于支持 2B 上

网 ,所以应支持将两个 B信道捆绑以实现 128K

的最大速度 ,因此必须采用 MP。 LCP 通过协商

后 ,双方即完成 B信道链路层通信能力的交互。

2)密码验证阶段。LCP 协商结束后 ,通信双

方根据协商的验证协议发送验证数据包 ,此时拨

号程序将提示用户“正在验证用户名和密码” 。目

前验证协议大多采用的是 PAP 协议 ,PAP为两次

握手验证 ,口令为明文 。PAP 验证过程为:首先 ,

被验证方发送用户名和口令到验证方 ,然后 ,验证

方根据用户配置查看是否有此用户以及口令是否

正确 ,再返回不同的响应 。响应都需将验证结果

告知拨号网络 。如果通过了验证 ,PPP 进入下一

步 NCP(网络控制协议)阶段;如果不能通过验

证 ,拨号网络则会提示用户密码或用户名不正确 ,

拨号将终止或提示重拨。

3)如果通过了 PAP 验证阶段 , 则进入了

NCP协商阶段 , NCP 协商支持 IPCP
[ 8]
(IP 控制

协议)协商 ,主要是协商动态 IP 地址 ,拨号上网的

IP 地址是由 ISP 服务商动态提供的。

4)IP 地址分配后 , 就可以传输 IP 数据包

了。TCP 协议封装在 IP 数据包里 ,由于 TCP 是

面向连接的 ,所以必须和 ISP 通过三次握手建立

TCP 连接。如果应用层的协议是 HT TP 协议 ,则

需和 ISP 服务器的 80号端口建立连接 ,如果应用

层的协议是 FTP 协议 ,则需和 ISP 服务器的 21

号端口建立连接。

通过以上过程 , B信道的逻辑链接建立起来 ,

就可以利用各种网络软件快速访问 Internet了。

3　结　语

本文根据拨号上网的原理和 ISDN通信的机

制 ,实现了 ISDN 卡拨号上网功能 ,且能根据需要

进行 1B和 2B通信能力的切换 ,达到 64kbit/ s和

128kbit/ s的通信速度 。由于本文所讨论的 ISDN

卡是一种支持可视通信服务的硬件设备 ,本文实

现了设备的上网功能 ,使得该设备既能用于 IS-

DN 上网 ,又能拨打可视电话 ,更好地体现了 IS-

DN 综合业务的能力 ,有着较为广泛的应用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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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SDN can supplied a point_to_point digital connection that can be used to carry multi_

traf fic including both audio and non_audio signals and perfo rm many operat ions such as dialing to

access the Internet , and video phone especially.In this paper , the special driver model for a video

phone ISDN card , which hardware w as designed for multiplexed mult ifunction , to access the In-

ternet is developed.The related ISDN netwo rk communicat ion pro tocols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ISDN multimedia terminal card accessing the Internet under the scheme of

M S_Window s RAS (remote access sy stem)is analyzed.In the structure of RAS , the call control in

the line is managed by TAPI (Telephone API), and the data t ransport is achieved by transpo rt

drivers.NIC (Netwo rk interface card)drivers must complete four functions:to complete the pro-

tocols Q.931 and Q.921 in ISDN D channel and control the communicat ion in physical channels;

to receive or send data in B channel;to function the interface with TAPI and the management of

link layer;to act as the interface w ith transport drivers by WAN function library and NDIS func-

tio n library.A minipo rt driver based on NDIS(network driver interface specification)for the IS-

DN multimedia card ,which enables the card to function as an ISDN modem and a multimedia ter-

minal simultaneously , is developed and the design guide and implementation details are repo 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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