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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局设备保修 Call Center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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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客户呼叫中心(call center)的基本原理 ,分析了供电局设备保修的具体需求 ,提出了一个电力设

备保修联动系统的解决方案。实践表明 ,该系统很好地解决了设备保修和用户投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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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适合中小企业使用的客户呼叫服务系

统不多 ,而大型客户呼叫服务系统由于造价昂贵

而无法让大多数中小企业接受 。更重要的是 ,客

户呼叫服务系统涉及通信 、计算机 、数据库 、企业

客户服务流程的综合应用 ,一般的中小企业难以

构建自身的客户服务系统。针对这种情况 ,本文

提出了适合中小企业的基于Windows平台的 Call

Center解决方案 。

1　供电局设备保修系统设计

1.1　Call Center简介

Call Center因其应用范围一般在客户服务领

域 ,有时也称为客户呼叫中心或客户服务中心。

其解决方案是通信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互联网

技术 、CTI 技术(computer telephony integration)、数

据库技术相结合的一体化综合增值业务服务平

台。它将电话服务功能 、传真服务功能 、计算机联

机服务功能和人工座席服务功能无缝地结合于一

体 ,同时把分散在交换机房 、计算机房 、业务处理

室等处的对外服务功能集中起来 ,为客户提供各

种交互式服务 。Call Center能够在一个平台上集

中受理客户的咨询 、查询 、投诉 、建议 、业务申请 、

业务办理等 ,将服务延伸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全面

提高服务水平。

目前 ,呼叫中心建立有两种典型方案 ,即板卡

方案(基于语音卡的呼叫中心)和排队机方案(基

于ACD交换机的呼叫中心)。

1)板卡方案就是通过专用的计算机语音板

卡提供传统交换机的功能 ,构建呼叫中心系统。

将用户的电话与后台的座席人员接通 ,进行电话

交流 ,再结合外部的计算机网络实现各种应用系

统的需求 。

2)ACD方案的核心思想是在专用交换机及

ACD的基础上扩展路由和统计功能 ,用 CTI技术

实现通信和计算机的功能结合 ,再配以必要的语

音和数据库系统 ,从而以强大的通信和计算机功

能满足呼叫中心的要求。该方案可以在结构上清

晰地区分计算机系统和通信系统 , CTI 服务器是

协调控制两者的连接设备 , 保证座席和 IVR

(interactive voice response ,交互语音应答)可以充

分利用数据资源和呼叫处理资源。

第一种方案成本较低 , 增加新的资源和业务

也非常容易 ,但系统规模受到限制 ,一般较适合于

中小型的 Call Center系统;第二种方案一般较适

合经济力量比较强的大型企事业单位构造综合性

呼叫中心 。

1.2　系统的设计目标和需求分析

在目前的电力系统中 ,企业和用户的联系绝

大部分仍局限在电话交互方式上 ,用户必须记忆

繁琐的电话号码及相关信息 ,而且由于媒体只能

是语音 ,交流形式单一 ,服务不够灵活。为适应社

会对配电可靠性越来越高的要求 ,电力部门必须

解决如下问题:①利用配电故障数据实现故障分

析和故障预测;②科学地提高配电设备故障维修

的快速响应能力 ,规范配电设备故障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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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科学合理地调配资源 ,降低排障费用 ,使配电

设备管理达到新的高度;④实现各部门的协同操

作 ,提高工作效率;⑤提高服务质量。

为解决上述问题 ,电力部门选择了一个性能

卓越 、运行稳定的Call Center系统。同时 ,随着网

络技术的快速发展 ,选择一个完全将语音与数字

化信息高度融合的通信系统就显得更加重要 。

根据供电局实际的需求 ,并结合两种方案的

优点 ,本文提出了一套功能强大 、体积小 、投资少

的Call Center解决方案 ,其特点如下 。

1)使用计算机语音板卡 ,提供传统交换机的

功能 ,实现成本较低 , 增加新的资源和业务也非

常容易;

2)配备语音数据库系统 ,把每次通话的语音

都保存在数据库中 ,同时把语音都转换成配电故

障数据;检修人员可以方便地查询和播放以前的

录音 ,还可以利用配电故障数据实现故障分析和

故障预测;

3)IVR功能可以提供自动的语音导航服务 ,客

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适当的服务种类 ,获取相应的

信息和问题解答 ,减少人力资源的使用;

4)采用基于客户/服务器模式 ,保证系统通

信的稳定性。

1.3　呼叫中心的应用模型

Call Center 电力设备保修联动系统的总体拓

扑构成如图1所示。本呼叫中心包括通信及呼叫

分配子系统 、IVR自动语音应答子系统 、CTI综合

服务子系统 、录放音服务子系统 、人工座席子系

统 、系统管理及数据库子系统等6个部分 ,其功能

如下 。

图 1　系统总体拓扑构成

Fig.1　Framework of the System

1)通信及呼叫分配子系统基于计算机板卡电

话语音接入方式 ,负责接入用户从 PSTN网拨入的

电话请求 ,完整地接受客户的呼叫 ,记录客户呼叫

的服务号码及其使用的电话号码 ,交给全交换系统

进行呼叫号码判断。全交换系统将客户呼叫号码 、

客户电话号码交由业务分配系统进行分析 ,并将其

分配到 IVR自动语音应答设备或人工座席上。

2)IVR自动语音应答子系统提供自动的语音

导航服务 ,客户可以在普通的电话上通过按键输入

其服务请求信息 ,从该系统中获得预先录制的数字

或合成语音信息 ,并且可以进行录放音的选择。

3)CTI综合服务子系统使用语音处理卡来模

拟交换机和ACD的功能 ,系统中的 CTI 服务器是

一台与 PSTN网相联的计算机 ,也称为 Call Center

服务器 ,它实现计算机对整个呼叫中心的全面管

理。

4)录放音服务子系统完成并管理座席的录

音和放音 。多通道语音记录设备用于对整个客户

服务中心服务过程的录音 ,以便形成语音凭证 ,以

用作日后的员工考核 、事故责任追查 、客户争议仲

裁证据等 。其中电话语音卡在 Call Center 中的主

要作用是完成信息的转换 ,包含将语音文件转换

为语音信号 ,通过现有的电话网络播出以及将电

话语音信号转换为语音文件来存储 。系统选购的

是东进 D160A PCI 8T8U型语音卡作为 CTI 服务

器的核心部件 ,它是一种中低档的电话语音卡 ,能

够提供 16个语音处理通道 、8路内线 、8路外线 ,

并提供模拟用户线路接口 。

5)人工座席子系统分为普通座席和班长座

席 ,该子系统负责对座席人员进行管理 ,包括人员

登记 、权限管理等 ,也有对其进行服务监督考核的

手段。它们各配置一台 PC 、一部电话 ,电话与 PC

在人工座席上实现逻辑上的集成 。在座席的 PC

上 ,不仅运行了电话应用程序 ,而且还具有完整的

业务功能 ,可以为客户提供业务方面的服务 。

6)系统管理及数据库子系统提供了一整套

权限管理 、状态监控和各种统计等手段 ,可以对多

种系统数据进行分析 ,如有多少呼叫已被处理 、中

继的忙闲状况等。数据库主要用来保存客户常用

的信息及客户的资料 、客户服务的历史记录等数

据 ,以及呼叫中心的各种资源信息 ,便于业务代表

在为客户服务时查询 。本文的数据库平台选择

Windows NT 平台下的 MS SQL Server数据库。

2　供电局设备保修 Call Center系统

的实现

　　系统使用 V C++ 6.0 进行设计 , 运行在

Windows 95/98平台上 ,采用以计算机为中心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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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端/客户端的结构 ,运用模块化的设计思想进行

功能划分和具体程序实现 。

2.1　模块划分

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 ,本系统具体分为服务

端和客户端两个主要模块 。为了使二者能够协调

同步 ,共同完成项目的需求 ,合理地协调各部分的

功能和资源 ,具体功能划分如下。

1)服务端包括客户来电处理模块 、呼叫处理

模块 、录放音模块 、挂机处理模块(用户挂机)、

DTMF/FSK 处理模块 、服务端登录处理模块 、监控

界面 。

2)客户端包括呼叫响应处理模块 、挂机处理

(包括用户挂机和座席挂机)、录放音控制处理模

块 、客户端注册处理模块 。

2.2　工作流程分析

系统开启后 ,客户端首先进入客户端注册处

理模块 ,向服务端发送登录消息 ,等待服务器端的

连接请求。当收到服务器端的连接请求后 ,进入

呼叫响应处理模块进行线路连接 ,实现接线员和

投诉用户间的信息交互。

服务端收到客户端登录消息后 ,进入服务端

登录处理模块 ,然后等待投诉用户呼入 。当有投

诉用户呼入时 ,服务端根据客户端是否已满 ,将用

户的请求转入自动服务 ,或连接投诉用户和客户

端进行投诉处理 。具体流程细节如图 2所示。

图 2　系统流程图

Fig.2　Flowchart of the System

服务端是 Call Center 的核心部分 ,并涉及语

音卡硬件编程 ,其实现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

Call Center系统的稳定性。这里仅介绍服务器端

的相关实现。

2.3　服务器端程序的设计

虽然Windows是消息驱动的 ,但由于语音卡

提供的处理机制是基于查询方式的 ,所以软件设

计时也被迫使用查询方式工作 。服务器端每0.1s

运行一次系统的控制函数 ,根据不同的状态 ,系统

各个模块作相应的总体处理。伪代码如下:
　　for(int i=1;i<8;i++)

{

　CheckPlayOver(i);//检查播放是否结束

　CheckRecordBufferFull(i);//检查记录缓冲区是否

已满(最大是 10M)

　CheckOutLineHangUp(i);//检测外线挂机 , 此时 i

表示外线号

　CheckInLineHangUp(i);//检测内线挂机 , 此时 i 表

示内线号

　CheckConnected(7);　　//检测管理线是否接通

switch(m_OutLine[ i] .m_nState)

{

　case STATE_FREE:

CheckCalling(i);//检测是否有外线呼入

break;

case STATE_SEAT_DISTRIBUTE:

CallingInit(i);//对呼入的外线进行初始

化

break;

case STATE_WAIT_SELECT:

SelectSevice(i);//自动应答 ,则检测按键

break;

case STATE_WAIT_CONNECTED:

CheckConnected (m_OutLine [ i ] . m_

nInIndex);

　　　　//检测是否内线接通

break;

}//end switch

　　　}

3　结　语

根据本文方案设计的系统实现了配电故障的

投诉管理 、报修单流转 、维修任务检查 、信息查询 、

录音监听和故障信息存档等配电故障业务数据的

自动化处理 ,并在武汉供电局的“110配电故障联

动报修系统”中得到了使用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 。

本文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针对电力系统 ,在

系统的推广中 ,可以不断地修改和完善系统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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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可以加入 Fax 的处理卡等 ,使系统具备传真的

处理;而且在本系统的基础上 , 可以考虑结合

VoIP 技术 ,在后台的处理中大幅度地降低企业的

运营成本。同时还可以结合 Internet技术 ,使系统

具有WWW的访问能力等。本系统可以与可视电

话技术相结合 ,从而构成多媒体的呼叫中心 ,使本

系统向最新的大型综合性呼叫中心转变 。

参　考　文　献

1　Bates R J , Gregory D W.最新语音和数据通信手册.前

导工作室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 1998

2　Keiser B E , Strange E.数字电话与网络集成.鲍明忠

译.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 , 1999

3　毛　顿 ,陈　平.呼叫中心全媒体化的技术融合.计算

机时代 , 2001(2)

4　王　晨 ,张毅谨 , 宋俊德.发展呼叫中心的五项关键技

术.现代电信科技 , 2000(6)

5　叶　飞 ,傅海阳.呼叫中心的技术研究和方案实现.电

力系统通信 , 2001(6)

6　胡瑞敏 ,张晋东 , 边学工 ,等.武汉市供电局 110 联动报

修计算机系统管理.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学报 , 1999 , 24

(4):358～ 361

第一作者简介:黄晓杰 ,硕士生。现主要从事计算机集成应用、视

频处理方面的研究工作。

E-mail:hworld21st@yahoo.com.cn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all Center in the Power Supply

Bureau Management System

HUANG Xiaojie
1　YU Zhanwu

1　ZHANG Jindong
1

(1　Center of Multi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 Wuhan University ,

129 Luoyu Road , Wuhan 430079 , China)

Abstract:The basic principle of call center is introduced.After analyzing the practical needs ,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feasible solution of the power supply bureau management system.Practice shows that the

system can measurably re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power device maintenance.

Key words:call center;CTI;IVR

About the first author:HUANG Xiaojie , postgraduate , majors in CTI applicat ion and video processing.

E-mail:hworld21st@yahoo.com.cn

(责任编辑:　平子)

(上接第 243页)

uncertainty within a polygon.Through Monte Carlo simulation method , the number of different color

pixels can be controlled consistently with the proportion of corresponding attribute class.

Key words:Monte Carlo method;map design;spatial uncertainty;visualization;cartographic animation

About the author:AI Tinghua , Ph.D , his major research orientation is map generalization and spatial data mining.

E-mail:aith@wuhan.cngb.com

(责任编辑:　晓平)

281　第 3期 黄晓杰等:供电局设备保修 Call Center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