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台电话录音监控
技术方案介绍

讲解人：



ü各行业对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日显重要(电话热线中心, 服务窗口等)

ü关键部门录音存证需求(报警, 指挥调度, 指令传达, 命令执行等 )

ü重要语音内容的记录存档(审讯录音, 会议录音, 培训录音等)

结论：数字录音成为实现有效监督管理的重要技术工具

分散录音 集中监控

语音监控需求分析



 
现实中我们会遇到要对地理上分散的电话进行录音集中监督管理的需要, 以实现对电话应答的过程
进行监控, 保证应答人员的服务规范并为提升服务质量提供重要客观依据。 
尽管我们已经有了呼叫中心, 但不是所有电话都适合由呼叫中心人员接听, 所以我们同样需要对分散
各地一线服务人员的工作电话进行监控录音。 
  
比如公安部门, 作为110电话呼叫中心的必要辅助, 我们仍然需要在各地街道派出所值班室设置工作
电话, 以实现中心到各地派出所的电话调度以及受理辖区内民众的求助. 这些电话在地理上必然都是
分散的. 根据职能不同, 电话可能分布在一个城市的某个行政区内, 也可能分布在一个市内多个地点
或者省内甚至是分散在全国。这就对传统电话录音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以往简单的录音存证上
升到现在录音实时监控的概念. 
  

分散录音 集中监控

为何录音点会是分散的? 



为何需要集中监督存储? 
 
以公安部门为例, 市局指挥中心、市局内部、省厅、省市委政府等网络用户需要远程监控分局指挥室、
派出所街道值班室等相关单位的工作电话受理情况,  以提高服务质量, 实现对纪律规范执行情况的监督
考核. 本录音监控系统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必要技术手段并为监督工作提供重要客观依据.   
  
集中存储方式技术优势

1) 采用数据集中存储方式, 所有录音数据实时存储在中心服务器上, 数据安全性高, 并可防止被监督点
非授权人员对数据的误操行.  
2) 分散点位只需要安装VLAN录音盒子, 接入专网, 无需计算机. 因此每个点位投资成本小. 不设置节点
端服务器的好处除减少成本支出外, 可以避免以往节点计算机运行故障或感染计算机病毒所产生的人工
维护成本. 
  

分散录音 集中监控



数字语音储存方式简介

o 人类感官世界所体验来自大自然的讯息一般均属于模拟(analog)式，例如气温高
低、声音大小、光线变化等，相对的计算机仅接收或处理二进制的数字(digital)式
信号。当模拟式的语音信号成为计算机的输入讯号时，计算机须通过A/D(模拟转
数字)、D/A(数字转模拟)转换器进行处理，将模拟式的资料转换为二进制的数字
式信号。此类以二进制形式存在于计算机内的语音资料，即称为数字语音。

o 录音设备的采用，近年来已日渐普遍，除了法律规定的用途（例如金融机构电话交
易的录音存证）之外，其它在客户服务方面录音存证的应用亦不在少数。以往所使
用的小型录音机或机械式盘带录音设备，在工商活动日益蓬勃发展的今天已无法达
到快速及完整取得通话录音的要求，取而代之的即是以计算机科技结合上述数字语
音储存技术所发展成功的新一代产品。在计算机科技的基础上，实现大量资料的管
理保存与快速查询能力。

我们的实现方式



o 本系统采用WEB客户端登录技术, 监督人员计算机无须安装软件 
o 1) Web远程登录, 无需各地奔波, 提高监督时效, 减轻监督成本 
o 2) 在线监控电话拨出拨出动态情况, 实时监听任何电话的实时通话内容 
o 3) 可按时间段、电话号码、通话时长、来电去电等组合条件快速查询到指定的历史通话记录

并播放 
o 4) 分级登录权限设置, 指定不同帐号监督不同的电话, 分配不同的权限级别 
o   
o 实践证明, 有效及时的监督可以显著提高被监督人员的业务质量
o     
o 其它应用： 
o 连锁企业集中管理
o 连锁企业分布在各地的营业分支 
o   
o 跨地区机构集中监督 
o 如铁路交通部门, 电力公司…..
o   
o 实现集中录音存储监控需要具备怎样的网络环境? 
o 集中录音存储监控需要依托Intranet或者计算机虚拟专网. 比如公安网, 电力部门专网, 铁路部

门专网等. 带宽一般是从2M-100Mbps.

监督人员如何实现远程监督? 



本系统应用于电台、电话录音

电台录音



VLAN网络型录音系统构架 - 分散录音 集中存储监控解决方案

电话通话录音

振铃3声

开始录音

通过网络
录音存于服务器

电话录音



现场录音

现场声音采集

通过网络
录音存于服务器

服务窗口录音

本系统应用于服务柜台窗口录音



单轨道到多轨道全面解决

产品硬件型号
• VLAN-100 单轨录音

内建扬声器
支持手动控制录音功能
VLAN-100CF支持现场录音

• VLAN-400/400MX 
      VLAN-P400PPT 

4轨录音
400MX型号支持混音功能
支持手动控制录音扩展

      VLAN P400PPT为1U机架式工业级全金
属外壳 ，可内置电台录音接收模块，或外
接专业电台，并可以通过电台PPT信号控
制录音 

• VLAN-164 
单台提供最大64轨录音
模块式升级
支持录音模块热拔插
升级维护不影响其它通道录音 



ØVLAN P400PPT是基于工业标准设计的机架式网络型录音专

用设备，1U标准机架式全金属外壳,单台提供最大4轨道录音（

完全兼容VLAN-400）, 10/100M以太网接口，支持网络堆叠式

升级。

ØVLAN-P400PPT可以直接安装到标准19英寸机架内。录音数

据通过网络直接存储至计算机主机的硬盘或者与之相连的磁盘

库内。

ØVLAN-P400PPT 可选内置电台录音接收模块，实现对讲机通

话的录音。或者电话/对讲机电台组合式并线录音。支持并联专

业电台的发送和接受双向音频，支持电台PPT信号控制录音。

若外接VCU拾音器,可以实现对现场的录音。

体积:400(W)X42(H)X209(D)mm

VLAN-P400PPT



VLAN-100硬件外观介绍



VLAN-400硬件外观介绍

录音盒正面



录音盒背面



VLAN-400网络连接示意图



多轨道录音接线说明

HUB

随机附件：电话线，三通连接器，网线

模拟电话机

电话进线

接电源适配器

RJ45网线

PC 机

VLAN-400

RJ45网线硬件连线示例(VLAN-400)

三通连接器



硬件特性

• 录音  
压缩 IMA ADPCM 32Kbps / u-LAW 
64Kbps / Linear 128Kbps 
输入阻抗 >20K Ohm 
输入范围 -40dBm to 0dBm 
AGC范围 > 40 dB 
来电检测 FSK & DTMF 
监听 实时，网络访问 
录音启动方式 摘机、声音能量、手动 
连接方式 并线 

• 播放
声卡 通过流媒体方式实时播放

• 尺寸  
VLAN-400 
240(W) X 34(H) X 152(D) mm 

      网络  
协议 ARP, IP, UDP, TCP, ICMP, 

      HTTP 
      Sockets 16 max, 支持客户和服务器模式 
      安装配置 HTTP 协议,WEB浏览器 



基于Web技术的解决方案   

Web-based Solution

ü 免除客户端程序安装

ü 授权帐号登录管理 

ü 支持Internet访问

集中监控 VLan Web标准版

产品技术讲解-软件



控制台实时监控电话状态

Web-based Solution

ü 显示拨出号码、来电号
码、录音时间等实时信息

ü 点击任意一个轨道前面
的白色小框可实现对此轨
道的实时监听

集中监控 VLan Web标准版



Web菜单 远程访问设置管理

界面简洁易懂

Web-based Solution

集中监控 VLan Web标准版



Web菜单 远程访问设置管理

Web-based Solution

集中监控 VLan Web标准版



快速查询

ü 多重组合条件查询

ü 录音启止时间、录音长
度、来电号码、拨出号码、
轨道号、座席代码

ü双击控制台轨道号、电
话号码、座席代码可直接
进入录音查询结果播放页
面

集中监控 VLan Web标准版



登录账号管理

ü多级账户，多级管理

ü权限管理，可设置操作人员的功能权限，
包括监听、查询、设置某一路或某几路线路
的监听查询功能等。

集中监控 VLan Web标准版



播放录音记录

集中监控 VLan Web标准版



集中监控 GVL Server

统计图表

❏通话次数统计

❏接听次数统计

❏拨出次数统计

❏通话时长统计

❏平均通话时长

❏振铃次数统计

❏接听通话时长统计

❏拨出通话时长统计



用户操作日志记录，明确责任

ü系统具有完整的操作日志,可纪录每一个有

权限登录的帐号对录音系统的操作日志 。

集中监控 VLan Web标准版



我们的优势

1.实时状态显示：WEB界面实时显示电台、电话当前前录音状态

2.实时监听：实时WEB监控界面支持实时语音监听，支持本地和远程网络

实时监听任意轨道电话的通话内容，不影响录音和正常通话。

3.VLAN录音系统引入了先进的网络技术，支持网络远程WEB管理查询播

放监听录音，而无需将录音文件和数据库下载到本地。

4.录音数据安全性高 ：所有分点录音数据经由网络实时上传到中心录音服

务器，更具安全性，有效防止各录音端设备因人为损坏或硬盘故障而造成

的录音数据丢失或设备无法工作。

5.系统配置信息统一存储在中心录音服务器上，即使前端录音设备损坏或

丢失也不会造成配置信息的丢失。

6.系统告警：系统具备远端电话断线实时告警功能。



7.双服务器冗余备份模式：支持主备用服务器双机冗余备份机制。当主服务器出现

故障，备用服务器自动接管所有录音任务；待主服务器恢复，备用服务器自动交还

录音任务。避免了因服务器故障问题而丢失用户录音数据，确保完整记录用户所有

录音。

8.B/S结构WEB界面管理软件,客户端计算机上不需要安装软件，可以直接通过IE浏
览器以WEB方式访问，服务器程序更新，所有客户端将自动更新。

9.数据恢复：系统具有数据库修复，重建功能。

10.网络嵌入式设计，无需安装驱动，支持热插拔在线扩容。 
11.高品质工艺 ，适用于模拟话机、程控交换机(PBX)、数字话机手柄、固定电台、

车载电台、对讲机、调音台、会议终端、现场录音，丰富的参数设置，适用各类音

频设备 
12. 分散式的录音系统设计大大提高了录音系统的灵活性，录音节点可分布于LAN、

Intranet、甚至是Internet的多个位置，而录音数据经由网络仍可集中存储在中心

录音服务器，便于管理。



功能概括

1.可同时对4~256路电话进行实时录音。

2.系统具有自动增益功能; VLAN网络型录音系统采用自动增益控制（AGC）前置放大，

确保录音的音量适当，使用长途、免提或无线对讲机时，也可以清晰录音。

3.录音启动方式有摘机启动(压控)、声音启动(声控)、手工启动(键控)、软件控制四种启

动方式。

4.自动记录来电号码、外拨号码 ，未接来电号码。

5.各录音轨道可设置不同的系统参数，并可根据轨道实际连接状况单独修改。比如设置

录音工作时间段。各轨道工作时间统一设定可分为全时段工作或分时段工作。

6.单个录音文件的最长、最短录音时间长度可自行设定(以秒为单位)。
7.可本地或远程网络实时监听正在通话中每个轨道的录音内容，而不影响正常录音功能。

8.查询录音文件可按轨道编号、座席名称、录音开始时间、录音结束时间(可设年、月、

日、时、分、秒)、录音类型、录音时长、录音备注等多种条件或组合条件查询录音记录。

可对重要录音记录添加备注，并可设置永久保存，使该条纪录不被正常的回删机制所删

除。



9.统计图表：可对每条轨道的电话录音按通话次数、通话时长等条件进行单日、单周、

单月以及自定义时间段内进行统计，统计的结果自动生成图表显示，并支持将统计结果

导入到Excel与打印。

10. WEB界面访问支持单选或多选重要录音文件转存至本地或其它指定目录。

11.可对选择的录音进行播放、备份、删除。可快进、快退、任意设定播放位置，可循环

重放。录音档在播放时，可任意将短暂的重要录音内容设定为选择区间，作一次播放或

重复播放（片段复读）。

12.录音文件采用国际标准IMA ADPCM WAV压缩格式存储，80G硬盘可录音5800小时

以上。可在客户端电脑声卡上直接播放，支持自动删除指定时长以下的录音。

14.具有分级权限密码管理功能。权限分为：查询、播放、管理员等不同级别设置。 
15.具有录音系统回删功能，当录音存放的磁盘空间达到设定的回删条件时，会自动启用

回删功能，清除用户自定义的一定量的最先录音的资料，以保证系统可以常年不间断运

行。

16.系统具有完整的操作日志,可纪录每一个有权限登录的用户在联机到录音主机时，对

系统的所有操作 。



功能齐全 扩展性强

o 适用于 Windows2000/XP/Server 2003 操作系统环境。  
o 单台服务器支持并发256路模拟电话同时录音。  
o 内建AGC电路增益，适用于电话声音微弱环境。  
o 支持网络查询电话录音以及实时监听。  
o 支持多种国际标准 Windows WAV 编码格式。  
o 支持按照轨道号、通话时长、来电号码、去电号码、振铃次数以及备注等方式

查询录音记录。  
o 录音备份功能支持 DVD-RAM/可移动硬盘/USB硬盘/磁盘阵列/NAS。  
o 系统权限管理和密码保护功能。 
o 客户端二次开发软件接口



客户端二次开发软件接口



上海技声® 成立于2002年，ELETECH ™ 母公司成立于1984年。
我们致力于数字语音事业，为业界提供可信赖的数字语音产品。

我们率先推出的VLAN及VLANSD系列网络嵌入式数字录音系统，实现了分布式录音，中
心集中存储管理的私有云录音存储强大功能。

我们的产品主要应用于铁路运输、公安、电力调度、金融、证券、民航、连锁企业等行业
用户的电话录音、调度录音、电台对讲机录音、现场监控录音等。

上海技声公司目前拥有如下产品：
录音产品：

CallPad™ 系列桌面型数字电话录音机
LogMaster™ 系列、VLANSD™ 系列、VLAN 系列数字录音系统
EDiL ™ 数字界面录音系统
GVL™ 录音云存储平台、VLAN Server Web录音存储平台
VCU™ 高品质现场拾音器

音频播放产品

QuikWave™ 系列工控级数字语音播放模板
DP系列Music-on-Hold专业保留音乐播放器

上海技声简介



典型客户案例



上海技声获各大铁路局高速铁路新调度中心超大容量录音系统项目验收认可
上海铁路局、广州铁路局、成都铁路局、武汉铁路局、北京铁路局新调度中心超大容量录音系统总装机录
音容量超过2000线。该项系统使用了技声高可靠的基于IP的主从热备切换技术。
 
上海技声助力海南省公安厅全省音频督察项目

海南省公安厅全省音频督察项目，合计安装接近1000轨道录音系统。采用分布式
录音，省厅集中存储集中监控的方式。极大的提供的音频督察工作的效率。

上海技声助力新疆、安徽宿州警务督察音频监控系统
新疆公安警务督察项目，合计安装超过500轨道录音系统。采用分布式录音方式，实现集中监控监管。

上海技声在河北省石家庄公安局警务督察项目中胜出
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警务督察项目，合计安装超过600轨道录音系统。采用分布式录音方式，实现集中
监控监管。上海技声已经累计在河北省公安系统中安装超过1000轨道录音系统。

技电公司VLAN录音系统在广播侧录系统标案中胜出 
技电公司今年(2007年)1月份拿到政府通讯单位超过千万台币(约35万美金)，合计440轨(含广播频道)广
播侧录系统标案。此系统的得标有赖于VLAN录音系统的网络架构、远程实时监听及Web-Based主画面提
供的系统操作优越功能 
　 　 
上海技声在武汉市110指挥中心录音系统中胜出
2007年武汉公安局110指挥中心启用全新的接处警系统, 我方作为此次胜出的录音指定供应商, 共提供不
少于160轨道的录音设备, 该系统凭借VLAN网络型设计的优势，实现了独有的双机冗余备份解决方案。

ELETECH获得台北消防机构、日本大型电信企业、印度军方订单
由于本公司录音系统产品已具国际水准，近年来国际市场销售额成倍数增长。
 



通过ISO 9001:2000认证

产品品质认证 信心保证

产品通过出口欧洲和美国的CE及FCC认证



2012～2014年 参加全球专业展览会
技声公司多年积极探索国内国际行业市场 

2013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
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2013.11.16-11.21
展 位 号 ： H A L L : 0 1  
Booth No: 1D66 
中国深圳会展中心

2013 第十六届台北国际安全博览会
展出时间：2013.04.24-04.26
展位号：N1004 
台北世贸南港展览馆

2014德国汉诺威电脑通讯及
事务机器大展

展出时间 2014.3.10-3.14
展位号 Hall 013/ Stand A69 
德国 汉诺威

2012台北国际电脑展
展出时间：2012.6.5-6.9
展位号：H0526,HALL 1/ 2F 
展出地点：台北

2014 第十七届台北国际安全博览会
展出时间：2014.03.19-03.21
展位号：6313 
台北世贸南港展览馆



2006～2010年 ELETECH 参加全球专业展览会



相关产品资料链接地址

http://www.eletech.com.cn/products/gvl.htm

http://www.eletech.com.cn/products/Logmaster.htm

http://www.eletech.com.cn/products/VLanSdSeries.htm



感谢您关注上海技声

电话录音 会议现场录音 无线电台对讲机录音服务柜台录音

www.eletech.com.cn

选择技声 选择专业与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