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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概述 

1.1 产品介绍 

随着移动办公的全面普及，越来越多的客户希望： 

· 在企事业单位办公系统或业务系统中嵌入电话通知或电话报警的功能； 

· 在业务系统中增加互动式电话营销的业务； 

· 在业务系统中增加电话智能处理，减少人工座席的使用或提高人工座席的工

作效率。 

因而越来越多的系统集成商和软件开发商面临扩展电话通知功能模块的需求。 

 

旺通电话通知中间件的目标就是为系统集成商和软件开发商： 

· 提供迅捷方便的电话通知扩展支持，减少开发工作量，降低开发成本； 

· 提供稳定的后台电话通知服务，减少系统扩展电话通知功能的风险； 

 

旺通电话通知中间件使用松耦合方式集成的数据库接口方式，工作模式如下： 

 

 

 



1) 旺通电话通知中间件向客户系统公开一个共享数据库表：通知任务表

(calltask)； 

2) 客户系统需电话通知将接收电话、TTS 通知内容等信息写入“通知任务，并

把该表的是否通知字段设置为“draft”即可； 

3) 旺通电话通知中间件会自动定时轮询“通知任务，查询到未通知的记录后自

动打电话通知出去，针对每一个发送结果记录并更新到通知日志表（calllog）； 

4) 旺通电话通知中间件可以设置最大通知次数，用于避免对方一直未接电话造

成的通知时间浪费； 

 

旺通电话通知中间件工作时的界面如下： 

 

 

旺通电话通知中间件技术特点： 

1. 独立运行程序，运行效率高，运行在 WINDOWS 系列操作系统上； 

2. 采用数据库接口，无需开发复杂的基于 DLL 或 OCX 的代码，只需要把数据

写入和读取到公共数据表即可 



3. 用户系统、数据库服务器、旺通电话通知器可分开部署，操作轻松，且可有

效避免互相影响； 

4. 采用 ODBC 连接，支持大、中、小型主流数据库如 MySQL、SQL SERVER、

ORACLE 等，并可根据客户的需求支持其它类型数据库； 

5. 基于国内领先的彩铃识别技术，高准确率的识别电话接通时间，确保通知的

完整性。  

 

旺通电话通知中间件环境要求： 

操作系统：Windows 2000 、XP 、2003 等 

数据库： MySQL、SQL Server 、Oracle  

二、使用说明 

2.1 准备工作 

1、关闭计算机，安装语音卡到计算机的 PCI 插槽； 

2、连接一分二转接线到语音卡（注意语音卡每个插口就是两个电话接口，

必须用一分二转接线分开，不能直接把电话线水晶头插入到语音卡上）； 

3、使用电话线连接语音卡一分二转接线和 GSM 无线平台； 

4、打开计算机，安装相应的 ODBC 驱动，MySql 的驱动为安装盘内的

mysql-connector-odbc-5.1.11-win32.msi； 

5、安装旺通电话通知中间件：MiddleDialerV??XXXX_Setup.exe，XXXXXX

为电话语音卡编号。 

6、在公共数据库中按照相应数据库建立对应的数据表； 

2.2 数据库配置 

第一次登录时，系统将弹出如下配置窗口 



 

 

填入对应的数据库 IP 地址、端口（MySql 一般为 3306，具体请和数据库管

理员确认）、数据库用户名、密码等内容，然后点击“测试数据库连接”，如

果成功连接则提示“连接测试成功”，否则请和数据库管理员联系并确认。 

 

2.3 通知方式设置 

 点击配置窗口的“通知方式设置”，系统出现如下窗口： 



 

 

1、语音来源：共有两个选项： 

1. 预先录制好的语音文件：如果所有用户通知内容都一样，则可以实现录

制该内容语音并使用该选项，并选择下面的录音文件内容； 

提示：如何录音参见 2.6 章节 录制语音。 

2. Call_Text 字段中的文本转换成语音：如果用户通知内容不一样，则启动

该选项，并设置好对应的 TTS 语音引擎。录音文件：使用各种软件录制

的语音均可使用，请将其另存为 8.000kHz、8 位、Mono(单声道)的 CCITT 

A-Law 格式的 WAV 文件。 

2、电脑语音：TTS 文本转换语音（提示：旺通电话通知中间件仅提供 TTS 的集

成能力，不提供相应的 TTS 引擎，请自行选用合适的 TTS 引擎） 



3、拨一个电话后如果对方“40”秒内还没有接听就挂断，然后拨下一个：其中

的 40 秒可以修改，一般建议为 30-60 秒，太短会有部分用户刚听到电话振铃

就挂断了，太长则浪费时间。 

4、循环通知“30”轮，从第二轮开始跳过已接通的号码：其总的“30”为每号

码最多呼叫次数，“从第二轮开始跳过已接通的号码”的选项可以用来避免用

户被重复通知； 

5、语音通知完毕收集用户按键，据此播放其他业务通知或统计：该功能和“按

键控制”页签联合使用，可以做到“按 1 听联系地址”或调查问卷等。 

6、语音播放完毕挂断后给对方发送短信：当用户接通并挂断后发送短信。 

2.4 工作时间设置 

 点击配置窗口的“工作时间设置”，系统出现如下窗口： 



 

 

1、启用工作时间控制：系统可以提供五个工作时间控制，例如 8 点-12 点，14

点-16 点等。 

提示： 

1、启动工作时间后，请注意旺通电话通知中间件所在计算机的时间务必准确。 

2、设置为 0 点 0 点的工作时间，系统实际上是不工作的。 

 

2.5 按键控制 

点击配置窗口的“按键控制”，系统出现如下窗口： 



 

 

1、按键操作：系统可以提供两个按键操作“放音”、“挂断”，其中“放音”操作

可以指定一个预先录制的好的语音文件（格式要求同上），当收集到对方按该

号码键后，系统即刻播放该语音文件。 

2、仅在语音播放完毕后才检测 ：该选项可以防止用户尚未听完语音而进行的误

操作。 

2.6 录制语音 

 点击主工具栏中的“录制语音”，出现如下窗口： 

 



 
 

 清零：清除已经录制的内容； 

 音量：设置录音音量； 

 录音：开始录音； 

 停止：停止录音； 

 试听：录音后试听刚刚录制的内容； 

保存：把刚录制的内容保存成 wav 文件，该内容可以设置为 2.3 章节中通知

方式的“预先录制好的语音文件”使用的语音文件。 

2.7 设置通知目标 

 所有设置完成后，即可进行通知工作，点击主工具栏中的“选择通知目标”，

出现如下窗口： 



 

 

1. 日期范围：可以设置最近 1、2、3、5、7 天的符合条件的数据； 

2. 通知状态：可以选择尚未进行通知、已经进行通知两种状态任意组合方式的

查询； 

3. 最多显示：设置右侧列表的显示总数，为 200、300、500、1000，默认为 200； 

4. 通知方式：可以设置两种方式： 

a) 按照上述条件自动通知：这种模式下系统按照查询间隔自动查询符合上

述条件的数据，如果有未通知的记录则自动进行通知。 

b) 仅通知右侧选中的数据：手工工作方式，选中该方式后右侧列表出现如

下界面，勾选需要通知的记录即可。 



 

5. 查询间隔：在“按照上述条件自动通知”的通知方式下有效，可以设置 5 分

钟、10 分钟、15 分钟、20 分钟、30 分钟五种间隔，开始通知后，在时钟 5

分钟的整数倍（或 10、15、20、30 的整数倍时，具体看查询间隔设置）时，

系统自动查询公共数据库，查询到符合条件的记录后自动进行通知。 

2.8 开始通知 

 点击主工具栏中的“开始通知”，出现如下窗口： 



 

 

其中， 

 

绿色提示：当前工作状态，例如"电话设备连接成功"\“正在通知”、“没有待通知

电话”等实时工作状态； 

黄色提示：当前的通知模式，主要有：是否启用工作时间控制、通知数据时间条

件、查询间隔等内容； 

 

其中， 

 

线路：语音卡上的电话通道，挑勾表示使用该通道进行工作，否则不挑勾； 

电话号码：该通道正在通知的电话号码； 



当前状态：该通道当前的状态，例如“正在拨号”、“播放语音”、“等待按键”等； 

线路电压：该通道相连电话线的线路电压，一般挂断状态时为 25-48V，接通状

态下为 5-12V，可以根据电压是否异常初步判断线路故障。 

 

三、注意事项 

1. 支持哪些数据库？ 

目前支持 SQL Server、My SQL、Oracle，还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定制增加其

它数据库。 

 

2. 中间件是免费的吗？ 

本中间件不是免费的，根据通知线路多少进行授权注册。没有授权注册的版

本也可以使用，只是有些限制，比如每次全是我们产品的宣传语音。如果您

需要授权注册，请与我们销售人员联系。 

 

3. 是否支持 JAVA 开发？ 

当然支持，您只需要通过 JAVA 来操作我们共享的数据库表即可。对于其它

语言是一样的，只要能够操作数据库就能支持。 

 

4. 集成容易吗？ 

非常容易，您的应用只需要关心我们共享的数据库表内容变化即可。 

 

5. 可以无人值守运行吗？ 

是的，完成可以做到无人值守运行。 

 

6. 是否支持 Linux 或 Unix 系统？ 

目前旺通电话通知中间件只能运行在 Windows 系统环境，如果您的应用是在

Linux 或 Unix 上运行，您只需要把数据库服务部署在 Windows 系统的服务

器上，然后通过数据库共享，在 Linux 或 Unix 上直接操作共享的数据库即可。 



 

7. 中间件运行过程中是否删除记录？ 

中间件运行过程中不删除任何记录，所以时间长了后，会产生大量的记录从

而影响运行速度，需要您负责删除不需要的记录。 

 

8. 如何知道发送任务已经发送完成？ 

提交任务到待发通知任务表后，过段时间查询对应记录的 latest_result，默

认值 draft,电话拨通后，更新为 completed。 

此外还可以查询 called_count，系统每通知一次，该字段加 1。 

 

9. 停止任务表中可以再加入字段吗？ 

我们在 calltask 中仅使用如下字段： 

Id：主键； 

phone：待通知的电话号码； 

latest_result：电话通知状态,默认值 draft,电话拨通后，更新为 completed,

电话拨打失败仍保持为 draft； 

Called_count：呼叫计数,每拨一次递增一次，最大不超过上文中的最大拨打

次数； 

Bymanual：是否拨打选定号码的标识； 

其余字段可以根据业务系统自行添加，也可以设置主子表，把该表业务系统

其他表关联，具体要求请和我们联系； 

 

10. 是否支持 TTS 文本语音自动转换？ 

支持，具体本手册 2.3 章节通知方式设置。 

提示：旺通电话通知中间件仅集成通过微软操作系统调用 TTS 的能力，不提

供相应的 TTS 引擎的任何相关软件，请自行选用合适的 TTS 引擎，推荐使

用 NeoSpeech、捷通华声、科大讯飞等语音引擎，请自觉遵守版权规定，购

买正版 TTS 软件。 

 



四、关于我们 

北京时代旺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由成立于 2003 年的 AMR( Advanced 

Management Research – 先进管理研究 )软件改制而成，公司创始人和主要成员

具有十余年 CallCenter(呼叫中心)、CRM(客户关系管理系统)、PLM(产品全生命

周期系统)等领域的系统分析、设计和应用经验。自公司成立以来，我们先后服

务于山西省网通公司、安徽省电信公司、北京市国家图书馆 、北京市铁通公司 、

天津市网通公司、北京市气象科学研究院、江苏省电信公司、国家广电总局、中

国科学院等众多国家级单位和电信集团，以领先的技术实力、优质的服务深受用

户信赖和好评。 

2012 年初，我们的 AMR 理念( Advanced Management Research – 先进管理研究 )

进一步深化调整为 Advanced Mode Research — 先进模式研究，我们将一如既往

的结合自身多相关领域经验和实践，致力于研究先进商务管理和电话营销管理模

式，并将其植入 AMR 系列软件之中，让客户轻松工作的同时大幅提升经营业绩。 

我们的优势： 

1、十余年从事 CallCenter、CRM、PLM 等领域系统分析、设计和实施等积累的

最佳行业实践经验； 

2、2004 年率先研发的彩铃识别技术至今仍处于领先地位，彩铃识别技术领航者； 

3、致力于把先进商务管理和电话营销模式融入到软件中去，为客户提供“有思想、

有智慧、有效果”的软件。 

4、“先做人、再做事，与客户共同成长”，免费开发小规模需求； 

联系方式： 

总机：010-89758719 

手机：15801082866 

传真：010-89758719 

eMail: sales@telbom.com  

售前咨询 QQ:   670326919 

技术支持 QQ: 1753975213 、358406458 

公司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宏祥鸿高科技企业孵化基地北七家工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