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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费系统介绍

1.1 计费简介

计费系统基于 CentOS 6.5 X64 系统，支持后付费、预付费、卡号计费、网

关计费，费率定义，话单查询和统计，单台计费系统支持多台语音设备对接计费，

支持多企业计费，系统采用 web 浏览器登录管理。

1.2 话单管理

支持话单详细记录，话单统计功能。支持话单和报表导出 Excel 表格。

1.2.1话单记录

话单管理>>话单记录，默认显示最近话单记录，可对话单进行搜索、和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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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单搜索条件，可根据条件进行组合搜索。

1.2.2企业话单统计

按照企业统计市话、国内、国际通话时长、总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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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用户话单统计

按照企业用户统计市话、国内、国际通话时长、总金额。

1.2.4网关话单统计

按照网关用户统计市话、国内、国际通话时长、总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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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设备管理

对接计费系统的语音设备管理，语音设备分机号码资源管理，对被叫号码话

单标准化处理。

1.3.1设备管理

管理开通计费的 IPPBX 设备。

1.3.2分机管理

管理 IPPBX 计费的分机号码。支持批量导入和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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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路由前缀管理

对特殊被叫号码号首做规范处理。在设备级联场景下，下端设备被叫号码生

成的话单如果带有前缀 9或 0，需要将路由前缀做规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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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计费管理

设置费率组，费率，号码归属地数据管理。

1.4.1费率组管理

可设置不同的费率组，用在不同企业可绑定不同的费率组。

1.4.2费率管理

Local 为默认市话费率，inter 为内部通话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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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计费账号

计费账号管理有企业账号、用户账号、网关账号管理。用户账号和网关账号

为二级账号，归属于指定的企业账号。

1.5.1企业账号

创建企业账号，为企业账号分配费率组，企业账号充值管理。支持账户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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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用户账号

用户账号管理，支持批量导入导出。

1.5.3网关账号

网关账号，按照语音网关中继计费。

1.5.4充值记录

记录对企业账户、用户账号、网关账号充值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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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志

1.6.1登陆日志

记录系统用户登录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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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操作日志

记录系统用户操作系统的日志。

1.7 系统管理

1.7.1系统信息

显示软件版本、存储空间、资源占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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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话单管理

系统存储话单时长 6个月。支持手动备份话单。

1.7.3计费接口设置

计费对接的端口和账号、密码配置。

1.7.4系统账号管理

系统管理员管理，修改密码，添加新的管理员账号。



16 / 49

2 计费系统安装

2.1 安装准备

项目 项目 说明

硬件 U盘 大于 1G
PC电脑 Windows系统，制作 U盘引导盘

计费服务器 安装计费系统

刻录软件 UltraISO 9.5.5.2960.exe
操作系统 CentOS-6.5-x86_64-minimal-Offi

ceTen-20160830.iso
MD5：
dfbee1bf833835e0d8ddb0faf091c92d

计费软件 otbs-1.0.0.1_RC7.run MD5：
39efbc64cf2f792d2d0629bd585f6a64

2.2 安装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支持 U盘安装和光盘安装，本文介绍 U盘安装。

2.2.1 U盘刻录

（1）电脑打开，插上 U盘，直接运行 UltraISO，点击打开按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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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浏览 ISO 映像文件 CentOS-6.5-x86_64-minimal-OfficeTen.iso

（3）选择好后，点击打开，这样，光盘映像被加载到软件当中，选择启动光盘

菜单中的写入硬盘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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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写入方式采用默认 USB-HDD+， 然后点击写入。

（5）选择完毕后，就开始直接写入 U盘。制作完毕后，会显示刻录成功的提示。



19 / 49

2.2.2 U盘启动

将制作好的可启动 U盘插到计费服务器上，然后，进入 BIOS 进行调整第一

引导顺序，因主板不同，BIOS 多少有点区别，以往用光盘装系统，必须调整启

动项为光驱启动，而现在我们要用 U盘装系统，所以要调整为 U盘启动。

下面举例两种不同 BIOS 的调整方法。

（1）第一种：

按 DEL 进入 BIOS，进入 boot 选项卡，选择“hard disk drives"（硬盘驱动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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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1st drive"调整为你的 U盘，如图

如果显示的不是你的 U盘，可以按回车进行选择调整

调整完毕后，反回，然后进入"Boot device prinrity"选项卡，将第一启动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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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的 U盘

最后，按 F10 保存，即可以启动

（2）第二种：

进入 BIOS，首先将第一启动调整为 First boot device 调整为：USB-HDD，

然后，再选择“Hard disk boot prierity"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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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你的 U盘调整为第一个驱动器。通常是按 F10（看操作键功能说明，也有按其

它键）保存退出。

从中可以看到，以上的 bios 选项都各不相同，市场上常见的主要这两种，

调整的选项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把电脑的启动项设为从 USB 设备启动，这样才能

达到从 U盘启动电脑的效果。

2.2.3系统安装

1) 一键自动安装选择第一项： Install system from USB-Auto

2) 根据引导菜单手动选择安装源、手动选择网卡配置网络、手动选择安装

硬盘安装选择第二项： Install system from USB-Manual

 root 系统默认密码 admin

 自动安装下，默认 IP 地址为 192.168.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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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系统时间

安装计费软件前，请检查系统时间是否正确。

{查看目前本地的时间}

date

{查看硬件的时间}

hwclock --show

{设置硬件时间}

hwclock --set --date '2016-01-01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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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系统时间和硬件时间同步}

hwclock --hctosys

{保存时钟}

clock -w

2.4 安装计费软件

WinSCP 或 SecureCRT 工具上传 otbs-1.0.0.1_RC7.run 到系统目录，在

文件目录下输入如下并回车：

sh otbs-1.0.0.1_RC7.run

出现如下界面，安装完成，需重启服务器，立即重启输入 y回车，稍后

手动重启输入 n回车。

2.5 登录计费系统

Web 访问：http://192.168.100.100:8000/otb；默认账号 admin，默认密码 admin,

根据序列号申请 license 许可文件。IP 地址改为实际的 IP 地址。

http://192.168.100.100:8000/o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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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费系统场景配置

3.1 计费类型介绍

 分机后付费：分机在座机呼出权限允许内能先发起通话，通话结束后，

话单发送到计费系统输出话单计费记录。与计费系统连接中断，不会影

响拨打电话。

 分机预付费：分机在座机呼出权限允许内能先发起通话，发起通话时先

到计费系统查询分机剩余金额，分机金额通过费率换算通话时长至少大

于等于 1分钟才能进一步发起呼叫。 与计费系统连接中断，电话将不能

拨打。

 卡号付费：在计费系统为用户分配卡号和密码，用户通过卡号+密码发起

通话时，系统自动到计费系统查询卡号剩余金额，卡号金额通过费率换

算通话时长至少大于等于 1分钟才能进一步发起呼叫。与计费系统连接

中断，电话将不能拨打。

 网关计费：对 SIP 中继 SIP NNI 对接的网关进行计费，支持网关后付费

和网关预付费 2种模式。

3.2 分机后付费场景配置

3.2.1使用场景

 电话账单参考：作为企业级计费系统，企业结算账号和运营商账单对比

参考，IT 管理对每月话单做统计报表给领导阅览。

 电话账单后付费：作为运营级计费系统，与客户采用先通话后付费的月

底结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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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计费系统配置

3.2.2.1添加企业账号

计费帐号管理>>企业计费帐号管理>>添加企业计费帐号

添加企业账号、选择默认费率组。

3.2.2.2添加计费设备

设备管理>>设备管理>>增加设备：

设备序列号：OT2080/2800/3800 取 系统维护>>系统状态>>系统信息 硬件序

列号，IAD 语音网关取产品序列号的前 18 位（IAD 语音网关产品序列号为 32 位）。

设备 IP：语音设备 IP 地址。

注意：计费系统与语音设备建立连接后，如果编辑计费系统设备管理，需要在语音设备重新

加载计费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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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3添加设备分机号码

设备管理>>分机号码管理，添加一个分机号然后导出模版。编辑模版批量导

入分机号码。

3.2.2.4添加计费用户账号

计费帐号管理>>用户计费帐号管理

添加单个或批量导入：用户账号与分机号码做绑定。后付费默认账号金额为

0即可，不用进行账号预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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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5费率设置

费率管理>>费率管理

添加或修改费率，计费周期默认 60 秒，不满 60 秒按 1分钟计费。

Local 为默认市话费率，当市话被叫前缀匹配不到，则采用 local 费率计费。

inter 为内部通话费率，默认费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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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语音设备配置

3.2.3.1计费接口设置

登录语音设备 web 配置界面，语音配置>>增值业务>>计费设置菜单下：

勾选对接计费服务器:

勾选计费接口版本：2.0

计费服务器 IP 地址为：计费服务器 IP 地址

计费服务器端口：计费服务器端口与计费服务器一致，计费服务器默认端口

8012

用户名和密码：与计费服务器一致,计费服务器默认 admin/admin

在计费系统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 >> 设备管理 ，可以查看设备连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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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分机计费类型设置

登录语音设备 Web 管理界面，选择“系统管理>>用户管理>>用户管理>>统一

账户注册”

计费类型选择默认的后付费。

3.2.4分机后付费业务使用

采用分机后付费方式时，主叫用户根据分机权限发起权限允许内的呼叫，呼

叫结束后将话单发送至计费系统，计费系统输出计费话单。

使用业务：用户 A摘机→直接拨打电话。拨打电话受分机呼叫权限限制，不

受计费限制。

3.3 分机预付费场景配置

3.3.1使用场景

 企业电话时长控制：员工有固定的分机，企业管理员对员工拨打电话有

时长控制要求。管理员对分机预先充值一定金额，金额用完以后话机不

能再发起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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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电话超市：用户拨打电话时预缴押金，管理员对指定话机充值，用户

使用该话机进行通话，押金用完，通话结束，押金有余额，管理员根据

话单费用进行找零。

3.3.2 计费系统配置

3.3.2.1添加企业账号

计费帐号管理>>企业计费帐号管理>>添加企业计费帐号

添加企业账号、选择默认费率组。

3.3.2.2添加计费设备

设备管理>>设备管理>>增加设备：

设备序列号：OT2080/2800/3800 取 系统维护>>系统状态>>系统信息 硬件序

列号，IAD 语音网关取产品序列号的前 18 位（IAD 语音网关产品序列号为 32 位）。

设备 IP：语音设备 IP 地址。

注意：计费系统与语音设备建立连接后，如果编辑计费系统设备管理，需要在语音设备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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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计费接口。

3.3.2.3添加设备分机号码

设备管理>>分机号码管理，添加一个分机号然后导出模版。编辑模版批量导

入分机号码。

3.3.2.4添加计费用户账号

计费帐号管理>>用户计费帐号管理

添加单个或批量导入：用户账号与分机号码做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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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充值按钮充值，可批量选择用户进行批量充值：

3.3.2.5费率设置

费率管理>>费率管理

添加或修改费率，计费周期默认 60 秒，不满 60 秒按 1分钟计费。

Local 为默认市话费率，当市话被叫前缀匹配不到，则采用 local 费率计费。

inter 为内部通话费率，默认费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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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语音设备配置

3.3.3.1计费接口设置

登录语音设备 web 配置界面，语音配置>>增值业务>>计费设置菜单下：

勾选对接计费服务器:

勾选计费接口版本：2.0

计费服务器 IP 地址为：计费服务器 IP 地址

计费服务器端口：计费服务器端口与计费服务器一致，计费服务器默认端口 8012

用户名和密码：与计费服务器一致,计费服务器默认 admin/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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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费系统设备管理可以查看设备连接状态：

3.3.3.2分机计费类型设置

登录语音设备 Web 管理界面，选择“系统管理>>用户管理>>用户管理>>统一

账户注册”

需要分机预付费的分机，计费类型选择分机预付费。

3.3.3.3业务前缀码管理

语音配置>>补充业务>>基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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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分机预付费业务使用

采用该计费方式时，主叫用户在呼叫时需实时检查话费余额，如余额不足，

则不能成功呼叫，并播放提示音，且在通话中余额即将用完之前进行提醒。

用户可以通过拨打话费查询接入码，查询话费余额。

预付费采用正常的拨号流程，拨号中 IPPBX 将主叫号码、被叫号码发送至计

费服务器，服务器根据通话类型和分机的用户现有押金计算出是否允许通话，本

次通话允许通话时长，将结果返回给 IPPBX。

使用业务：用户 A摘机→直接拨打电话。分机余额不足于发起通话时，听提

示音“余额不足”。通话中余额不足时，在最后一分钟会听到提示音“警告，电

话将被挂断”

查询本机所属计费账号余额，用户 A摘机→拨“*203”，听到提示音“XX

元 XX 角”。

3.4 卡号计费场景配置

3.4.1使用场景

 工厂电话卡业务：工厂部署公用电话，对员工进行充值发卡。员工通过

卡号和密码使用公共话机拨打电话。

 校园电话卡业务： 学校部署公用电话，对学生进行充值发卡。学生通过

卡号和密码使用宿舍话机或公共话机拨打电话。

3.4.2 计费系统配置

3.4.2.1添加企业账号

计费帐号管理>>企业计费帐号管理>>添加企业计费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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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企业账号、选择默认费率组。

3.4.2.2添加计费设备

设备管理>>设备管理>>增加设备：

设备序列号：OT2080/2800/3800 取 系统维护>>系统状态>>系统信息 硬件序

列号，IAD 语音网关取产品序列号的前 18 位（IAD 语音网关产品序列号为 32 位）。

设备 IP：语音设备 IP 地址。

注意：计费系统与语音设备建立连接后，如果编辑计费系统设备管理，需要在语音设备重新

加载计费接口。

3.4.2.3添加计费用户账号

计费帐号管理>>用户计费帐号管理

添加单个或批量导入，用户账号与卡号做绑定。点击充值按钮充值，可批量

选择用户进行批量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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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导入模版：

3.4.2.4费率设置

费率管理>>费率管理

添加或修改费率，计费周期默认 60 秒，不满 60 秒按 1分钟计费。

Local 为默认市话费率，当市话被叫前缀匹配不到，则采用 local 费率计费。

inter 为内部通话费率，默认费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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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语音设备配置

3.4.3.1计费接口设置

登录语音设备 web 配置界面，语音配置>>增值业务>>计费设置菜单下：

勾选对接计费服务器:

勾选计费接口版本：2.0

计费服务器 IP 地址为：计费服务器 IP 地址

计费服务器端口：计费服务器端口与计费服务器一致，计费服务器默认端口

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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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和密码：与计费服务器一致,计费服务器默认 admin/admin

在计费系统设备管理可以查看设备连接状态：

3.4.3.2分机计费类型设置

3.4.3.2.1内部分机免拨卡号密码

登录语音设备 Web 管理界面，选择“系统管理>>用户管理>>用户管理>>统一

账户注册”

计费类型选择后付费，权限设置为设备内部。拨打外线需要卡号密码，拨打

内线可以直接拨号。



41 / 49

3.4.3.2.2限定卡号业务

登录语音设备 Web 管理界面，选择“系统管理>>用户管理>>用户管理>>统一

账户注册”

计费类型选择卡用户付费。拨打内线或外线都需要卡号密码。如果直接拨打

电话，电话会提示，该话机已启用卡号业务，请拨打*201 拨打电话。

卡用户付费：选择该属性后，分机只能通话卡号和密码鉴权进行拨打电话。

卡用户可以绑定在指定分机上：

不绑定需认证：需要拨打卡号和密码

绑定需认证：指绑定了卡号，但要输入密码

绑定无需认证：绑定了卡号和密码，不用输入卡号和密码

用户持有有效卡号时，能够在任意计费类型的分机拨打电话。

3.4.3.3业务前缀码管理

语音配置>>补充业务>>基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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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4高级配置

语音配置>>基本设置>>软参设置

1) 软参 38：如果勾选，卡用户或者分机预付费用户如果余额不足时也可以

拨打内部分机。

1) 软参 45：若需要简化卡号密码拨号流程，请勾选。

默认不勾选：呼叫流程*201+卡号+密码+电话号码

勾选软参：变化密码拨号流程，呼叫流程*201+卡号+电话号码。注意，使用

该功能，计费软件卡号的密码必须设置为 111111。即系统默认认为所有卡号密

码都是 111111，不需要用户在输入密码。

3.4.4 卡号计费业务使用

借助卡号业务，可以实现分机漫游呼叫，基本呼叫、密码修改、余额查询、

终端绑定的预付费功能。卡号和密码业务在任何分机都可以漫游使用。用户持有

有效卡号可在任何 IPPBX 分机使用卡号拨打电话，卡号具有最高权限，能够逾越

分机权限。

3.4.4.1卡号呼叫

使用业务：用户 A摘机→拨“*201”，听提示音“请输入卡号”。输入卡号

后，听提示音“请输入密码”，输入密码验证通过后，听提示音“请输入电话号

码”。如果卡号余额不足以发起本次通话，播放提示音“余额不足”；如果通话

中卡号余额不足时，在最后一分钟会听到提示音“警告，电话将被挂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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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2卡号修改密码和绑定分机

查询卡号所属计费账号余额，用户 A摘机→拨“*202”，根据提示音输入卡

号和密码后，听到语音菜单：

1) 按 1：修改密码；

2) 按 2：查询余额；

3) 按 3：绑定分机（卡号和密码可以绑定到正在操作的分机上，绑定后，分

机呼叫时系统

自动采用绑定的卡号发起呼叫，省去用户自己拨打卡号密码流程。用于用户

独有的分机）；

4) 按 4：取消绑定。

3.4.4.3卡号权限设置

当需要控制卡号的呼叫权限时候，启用卡号权限控制。默认卡号权限为国际

长途。启用该控制后，通过卡号首位数字来区分卡号呼出权限：国际长途卡号首

位、国内长途卡号首位、市话卡号首位，卡号首位 0~9 可分配到三种权限之下。

例如 9数字在市话卡号下，9开头的卡号只允许拨打市话或内部通话。8数

字在国际长途话卡号下，8开头的卡号可以拨打国际、国内、市话、内部。

设备侧：语音配置>>增值业务>>计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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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网关计费场景配置

3.5.1使用场景

通常使用在运营级计费，适用于 IAD 语音网关产品。

网关账号是指 从中继进来再从中继出去的呼叫用户，即非系统自身分机号

的呼叫，入中继呼叫。下图企业 A使用的是网关账号计费。

3.5.2计费系统配置

3.5.2.1添加企业账号

计费帐号管理>>企业计费帐号管理>>添加企业计费帐号

添加企业账号、选择默认费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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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2添加计费设备

设备管理>>设备管理>>增加设备：

设备序列号： IAD 语音网关取产品序列号的前 18 位（IAD 语音网关产品序

列号为 32 位）。

设备 IP：语音设备 IP 地址。

注意：计费系统与语音设备建立连接后，如果编辑计费系统设备管理，需要在语音设备重新

加载计费接口。

3.5.2.3添加网关账号

网关账号和语音设备上的 sip 中继名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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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4费率设置

费率管理>>费率管理

添加或修改费率，计费周期默认 60 秒，不满 60 秒按 1分钟计费。

Local 为默认市话费率，当市话被叫前缀匹配不到，则采用 local 费率计费。

inter 为内部通话费率，默认费率 0。

3.5.3语音设备配置

3.5.3.1计费接口设置

登录语音设备 web 配置界面，语音配置>>增值业务>>计费设置菜单下：

勾选对接计费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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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计费接口版本：2.0

计费服务器 IP 地址为：计费服务器 IP 地址

计费服务器端口：计费服务器端口与计费服务器一致，计费服务器默认端口

8012

用户名和密码：与计费服务器一致,计费服务器默认 admin/admin

在计费系统设备管理可以查看设备连接状态：

3.5.3.2添加 SIP中继

添加一个 SIP NNI 中继的语音网关，语音配置>>基本业务>>中继设置 ， SIP

中继接口类型当选择 NNI 模式时，可选择

入中继计费类型： 不计费、后付费、预付费 ，默认后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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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中继计费类型为预付费：所有来自该中继的呼叫会触发调用查询该计

费网关账号余额接口，计费系统返回通话剩余时长再判断是否继续通话。

中继启用预付费后，生成的话单中的中继号参数，会写入该中继的名称。

2) 入中继计费类型为后付费：不调用中继余额查询接口。

中继启用后付费后，生成的话单中的中继号参数，写入该中继的名称。

3) 入中继计费类型为不计费：预留接口，目前和后付费处理机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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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网关计费业务使用

3.5.4.1网关预付费

使用业务：对接语音网关下的用户 A摘机→直接拨打电话。拨打电话受网关

账号余额限制，余额不足时，拨打失败。金额充足时通话结束后，账单在网关账

号结算。

3.5.4.2网关后付费

使用业务：对接语音网关下的用户 A摘机→直接拨打电话。拨打电话不受网

关账号余额限制，通话结束后，账单在网关账号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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