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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思科应急通讯系统，是在紧急事件和灾害处理时，为用户提供一个可承载语音、数据和图像的统

一的通信系统，即使是最困难的条件下，思科的应急响应通讯解决方案也可提供即时、安全、任

何时间与地点的移动通信。当灾难发生后，通过思科应急响应系统可提高快速响应能力，在复杂

情况下保证通讯的有效性和连续性，提供现场机动指挥所需技术和设备保障，包括整合式通讯和

高效率的协作，具有反应快速，开设方便等优点。

思科应急通讯系统通过卫星信道，为灾害地区提供快速的多路电话语音应急服务，可作为目前灾

难救助工作的强有力组成部分。思科应急通讯系统采用了卫星线路来提供数据、语音、无线服

务，因而不受限于本地通信网络结构。并且该系统可以通过车载或便携式小型发电机或不间断电

源（UPS）来提供电源，因而即使出现重大事故时，依然可以通过此系统提供服务。

思科应急通讯系统是完全基于IP并且建于屡获奖项的CISCO ISR集成服务路由器平台。 该平台给

公共安全、消防、运输及企业分支机构提供移动数据、语音、视频服务。思科应急通讯系统采用

最新技术，为你提供了简单、可靠、动态可扩展的高效解决方案。

从目前应急通讯市场的现状来看，应急通讯市场的发展空间还很大，各政府部门，包括国土资源、

应急办、民政部、公安、消防等，以及许多行业部门，例如电力、石油、铁路、安检、水利、煤碳

等都有强烈的应急通讯需求。思科应急通讯解决方案将会在这些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本白皮书将介绍思科应急通讯系统，包括系统的体系架构、业务单元划分、实现的功能以及系统

部件等，在满足应急通讯需求方面，该系统都有哪些显著优势。 



思科应急通讯系统体系架构
思科应急通讯解决方案，分为如下四个主要组成部分：

1-应急工作小组，2-指挥车应急通讯，3-指挥中心应急通讯，4-应急通讯链路/回传。

"应急工作小组"，这部分主要解决应急现场的综合通讯（各种语音通话，数据传输，以及视频/
图像采集传输）需求，并根据不同的现场环境，有可能与"应急指挥车"之间通过无线桥接、临时铺

设光纤等手段进行互联，也可能是借助卫星链路与后方（"应急指挥车"、"后方指挥中心"）保持互

联。

"指挥车应急通讯"，一定程度上是前方的指挥中心，在灾难/紧急情况发生后迅速赶赴现场，并

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派遣应急小组携带"应急工作小组"等设备深入一线实施救援，同时"应急指挥车

"将根据现场环境，通过卫星、无线微波链路、光纤/VPN等可用通讯手段，与"后方指挥中心"迅速

建立通讯连接。"应急指挥车"由于机动灵活性出众，在例如通讯基础设施中断造成"后方指挥中心"
不能正常运转的极端特殊情况下，"应急指挥车"会成为临时指挥中心。在通讯恢复正常后，"应急指

挥车"与"后方指挥中心"可以通过视频/音频会议等协同手段，统一协调资源和行动部署。

"指挥中心应急通讯"，是应急指挥的大本营，不仅要和"应急工作小组"、"应急指挥车"之间保持

及时通讯（语音/视频/数据），还要进行相关的信息汇总、数据处理等工作，以及与后台的数据中

心各个业务系统、办公系统、综合信息发布系统的互联。

"应急通讯链路/回传"，考虑到紧急事件发生时的各种因素，卫星资源可能是最可信赖的应急通

讯链路。传统的应急通讯，可能在现场为每种不同应用分别分配卫星通讯资源（比如水流监控，

卫星电话，现场移动电话基站等，可能都需要分别申请卫星资源），链路没有充分利用且缺乏协

同、联动、共享的能力。在思科提供的这套解决方案中，我们将现场需求进行综合分析整理，统

一协调卫星通讯链路资源给现场的及时通讯（语音/视频/数据），以求达到最大程度利用有限的卫

星资源。

白     皮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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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应急通讯系统业务单元划分 

（一）应急工作小组

这一部分包括的功能有：

 ● 现场语音通讯

  包括支持有线IP电话（现场应急指挥所）、无线IP电话（现场应急人员随身携带并通 
  过现场WLAN/WiFi信号覆盖实现语音通讯/对讲功能）的统一话音交换平台，其他的模 
  拟/数字对讲机系统、集群通讯系统与IP电话系统的互通。

 ● 文字信息发布

  包括收发传真，在IP话机上实现消息（在现场或后方电脑上编辑文字信息）推送并在I 
  P话机上自动广播的服务。

 ● 视频监控

  包括数字摄像头（可以提供以太网直接供电服务），模拟摄像头编码器以太网连接，无 
  线摄像头通过现场WLAN/WiFi信号覆盖实现图像回传，亦或较远距离处有线摄像头通过 
  无线桥接实现图像回传，以及现场笔记本电脑通过USB摄像头捕捉的实时图像/图片。

 ● 数据交换

  包括现场笔记本电脑采集的数据、图片，以及传感器、测试仪表等捕捉的数据的收集 
  回传。通常情况下，现场的各种数据终端通过解决方案中提供的以太网交换功能实现 
  安全/便捷的互联互通。如果外设（IP电话、数字摄像头等）需要以太网供电，可以直 
  接从以太交换模块的PoE功能中获取电能；还可以通过方案中提供的WLAN/WiFi覆盖 
  服务，将具备WiFi能力的无线客户端连接起来。还可以通过无线桥接、无线网状网 
  （mesh）功能将无线覆盖范围进行扩展。

 ● 其它服务/外围支持设备

  比如现场的GPS设备可以提供及时准确地定位服务，并通过思科ISR路由器上的应用扩 
  展编程接口，将现场的位置回传到后台并与GIS等应用进行集成。 

另外，为了解决应急现场通讯器材的运输、存放、供电等问题，还需要结合实现上述功能所需设

备的尺寸、耗电等，设计必要的保护箱、现场发电设备等。在本方案中也进行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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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挥车应急通讯包

"应急指挥车"，可以看成是"后方指挥中心"在前方接近现场的延伸，也同时可能兼有"应急现场通讯

"的功能--在某些情况下，以指挥车为中心，向外围进行扩展，完成应急现场的各项工作。麻雀虽

小，"应急指挥车"功能却不少，它将集成现场通讯、应急指挥两项主要功能。上面已经概括了现场

通讯的各项功能，下面将应急指挥的重要通讯功能做一归纳整理。 

高级语音通讯功能

除了基本语音通讯交换功能外，在"应急指挥车"内应该包括若干高级语音通讯功能：如电话会议

（连接车内、现场、后方的各种话机终端），视频会议（车内的高级视频终端-比如思科网真系

统，后方的网真系统、其它视频终端等-如后方现有的普通视频会议系统，前方笔记本电脑上的

USB摄像头，等等），语音留言服务器，其它服务功能（如现场编辑文字、推送到IP话机进行广

播的后台服务器）等。

不同的对讲系统/不同类型语音客户端的互联

另外，作为一个指挥中心，需要协调、互联各个部门的不同通讯平台，将独立的无线对讲系统或

双向语音通信系统与其他语音、视频和数据网络相集成，支持多个网络、多个运营流程或多个机

构之间的协作。这样能够大幅度地提高通讯效率，特别是在应急通讯这样的"与时间赛跑"的情况

下！

另外，这个语音互联平台还具备将IP电话、模拟市话、无线手机和基站、移动设备、计算机等终

端设备集成的能力。紧急事件发生后，为了使更多的有关方面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了解现场的情

况并果断采取措施，需要在传统的对讲系统（无论是公用频段还是私密频段）的基础上，借助普

通电话公网、手机通讯、VoIP网关等其他的有效通讯手段实现一体化集成，这样可以大大缩短信

息共享、沟通的延迟，加速问题处理的速度。 

网真会议系统

 
无论是在在质量和环境因素、操作的简便性以及可靠性方面，传统的视频会议系统都无法与思科

网真系统相比，思科网真系统结合了真人大小的视频图像、超高清晰度和CD质量的立体声音频以

及环境条件，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面对面"体验。用户会感觉与对话方共处一室，坐在同一个"虚拟会

议桌"旁，能看到对方，与之交流，甚至越过其它会议参与者互相交谈，完全象面对面坐在一起一

样。 使用户能够有效地与前锋指挥中心伙伴和同事联系交流，从远程象面对面会议那样自然有效

地交流，使现场指挥车能够有效地与后方指挥中心进行高质量的、稳定的，面对面会议。

（三）指挥中心应急通讯包

后方指挥除了设置上述"应急指挥车" 上的基本/高级通讯功能并根据规模适当扩展，各职能单位不

同的通讯/对讲系统的互联互通之外，还涵盖了与最终客户的数据中心互联的应用接口。"后方指挥

中心"本身是服务于特定应用的中心，数据处理主要集中在应急事件的相关数据的收集、整理、保

存，具备了数据中心的基本特征与组成部分。同时应该与互联网、PSTN、最终客户的内网数据中

心、特定应用/服务器之间、客户的相关协作单位，建立可靠的接口。

为了对公众提供必要的相关服务，应该建立对外信息发布的门户，建立应急通讯呼叫中心或与客

户的现有呼叫中心相连（数据、语音等相互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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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应急通讯系统构架

 

思科应急通讯系统优势
 ● 快速恢复通讯，保证业务连续性

  ■ 10分钟即可建立通讯

 ● 集成度最高的应急通讯系统，可以实现多种业务高度集成（有线、无线、模拟、数 
  据、LMR、语音、视频）

 ● 高性能的基于IP技术的宽带卫星通信系统，提供优质卫星资源。

  ■ 卫星天线越来越小，机动性和灵活性越来越高，无时间、空间、地域的限制，卫星 
   通信已经成为应急通信的主要手段

 ● 语音业务丰富、灵活

  ■ 对讲系统与IP电话互通、不同对讲系统之间实现互通，支持多种通信终端互联互 
   通，有效保护和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

 ● 使用简单方便，灵活部署，无需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响应及时

 ● 系统核心硬件统一来自思科公司，稳定、安全、可靠，提供及时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 建设成本低，开放性平台，便于升级、扩展

 ●  平战结合

  ■ 卫星带宽资源分级、分时，灵活实用，降低总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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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应急通讯系统主要功能
 ● Internet 接入并提供TCP/HTTP加速—Cisco 思科应急通讯系统是采用卫星线路做为广 
  域网的链接方式。根据天线的大小，卫星的调制方式，广域网的下行速率最高可以达 
  8Mbps，上行速率可以达到2Mbps。思科应急通讯系统中的广域应用加速模块支持 
  TCP和HTTP的加速，从而有效提高了在高延迟的卫星线路上的效率。

 ● 提供有线及无线的IP语音服务—思科应急通讯系统可以通过内置的局域网模块连接多 
  达几十门思科IP电话机，单一节点内置的无线局域网模块可以支持802.11b/q并支持最 
  多16门IP无线局域网手机 ，如思科的7921系列。

 ● 支持模拟电话及传真能力—模块电话及传真均可CISCO上的采用FXS接口进行连接， 
  电话可以支持H.323或SIP方式的信令。

 ● 思科网真系统可提供真人大小的视频图像，超高清晰度和CD质量音效，创造了一种独 
  特的“面对面”体验的视频会议。

 ● 采用CISCO CME 进行本地呼叫控制—Cisco CME是一种可以内置在思科的路由器中的

  软件并提供呼叫管理及控制。CISCO CME可以做为小型用户程控交换机、集团电话来 
  使用并且最多可以支持240门电话机。

 ● 支持多达50个本地语音信箱—思科应急通讯系统 集成了Cisco Unity®Express   
  voicemail 功能（采用AIM模块）。思科应急通讯系统单一节点提供了12个语音信箱功 
  能，可以提供升级到50个。

 ● Wi-Fi语音数据功能— 内置的802.11a/b/g 基站提供了安全的无线的语音、数据网络功能。

 ● 简化的网络管理及无线城域网功能。

 ● 陆地移动无线电通信功能（对讲机）— 可以将现场的对讲系统与中央指挥部的IP电话 
  以及对讲系统快速互联互通。

 ● 基于IP的视频监控可以将前方视频图像灵活地回传或切换到任何IP可达目的，实现有 
  效地应急协同

 ● 网页缓存及视频内容分发—透明的网页缓冲有视频分发功能可以极大的提供网络的使 
  用效率，也同时提高了访问者的住处交流感觉及速度。 

 ● 语音服务选项

  Cisco IMICS 通过CME提供了本地语音交换及管理功能，并能过通过以下方式与运营 
  商互联

 ● 采用H.323中继方式与PSTN相连

 ● 通过H.323方式与企业总部的Cisco Unified CallManager 相连

 ● SIP中继到电信、网通等运营商的软交换平台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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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应急通讯系统部件功能与组成 

1 统一通讯 UC IPPhone

思科统一通讯系统可以保持工作组之间随时随地地互相联系，通过电话会议、语音邮箱等技术让

他们可以开展有效的沟通与合作，精简业务流程。

2 IPICS对讲系统

思科®IP通信互操作性解决方案（IPICS）是业界领先的基于智能网络的系统，能够将分立的PTT
无线通信系统与其它语音、视频和数据网络集成在一起。它能够根据需求，快速、轻松地支持多

个网络、多个运营流程或多个机构之间的协作。思科IPICS基于切实可行的IP标准，能够提供灵

活、动态、安全的通信互操作性和应用平台，以实现实时信息共享，改善日常企业运营，并有效

执行紧急安全管理。思科IPICS的目标是在适当的时候用适当的格式为适当的人提供适当的信息。

3 WiFi
可以通过思科ISR WiFi服务模块或是其它室外AP（包括Mesh），进行基于业界802.11a/b/g/n等标

准的无线覆盖延伸。

4 应用加速 WAAS

是一个功能强大的新型应用加速和广域网优化解决方案，适用于分支机构，能够提高在广域网

（WAN）环境下运行的所有基于TCP的应用的性能。借助思科WAAS，企业能将昂贵的分支机构

服务器和存储整合到集中管理的数据中心，同时仍为远程用户提供类似局域网的服务水平。

5 视频监控与视频采集

思科应急通讯系统有成熟的视频监控和视频采集功能，通过监控终端直接连接摄像机

并能够远程控制。

6 集成调度系统

思科应急通讯系统可集成第三方调度系统，灵活实现话路间调度，在保证可靠性、可扩展性下，

满足流程变化以及快速部署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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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应急通讯解决方案产品包
思科应急工作小组（下面简称为单兵）

1单兵最简包

实现功能：语音+数据

适用场景：应急工作小组最简包作为思科应急通讯解决方案中最小单元，适合移动车无法到达地

方部署，可通过人力搬运，亦可空投。同时也可与移动车辆一同配合使用，比如在急指挥车中配

备一套应急工作小组最简包，可进一步延伸功能覆盖区间，或是在交通便利的城郊，用小型车载

（例如警车等）取代人工携带达到快速部署的目的。

无论是应急工作小组最简包还是应急工作小组增强包，都具备便携性强，机动灵活的特点，适合

偏远地区如石油开采、地质勘探、林业火灾监控、江河上游水文考察等需求。

设备组成

2 单兵最简包WiFi扩展

实现功能：语音+数据+室外AP（可选）

适用场景：适合移动车无法到达地方部署，可通过人力搬运，亦可空投。在具备最简包功能基础

上，增加室外AP功能，可用于无线扩展与覆盖延伸（如无线覆盖、无线网桥等）

设备组成

产品 部件

应急通讯多业务平台 语音交换模块

CallManager简化版

数据通信以太网口

用于IPPhone供电以太网交换模块

无线接入模块

室外无线接入设备 室外AP一台

IP电话终端 有线IP电话终端两部

无线IP电话终端两部

附件 机架式机箱一个

终端箱一个

产品 部件

应急通讯多业务平台 语音交换模块

CallManager简化版

数据通信以太网口

用于IPPhone供电以太网交换模块

无线接入模块

IP电话终端 有线IP电话终端两部

无线IP电话终端两部

附件 机架式机箱一个

终端箱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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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急工作小组增强包

实现功能：语音+数据+IPICS
适用场景：适合移动车无法到达地方部署，可通过人力搬运，亦可空投，在具备最简包功能基础

上，增加IPICS协同工作功能，使得对讲机与IP电话自由通讯。通常情况下，不同电台频率间不能

通讯，而通过IPICS协同控制不但可以实现不同频率电台间的通话，而且还能根据用户的需要实现

任意IPPhone与对讲机间语音通讯。

设备组成

4 单兵增强包WiFi扩展

实现功能：语音+数据+IPICS+AP
适用场景：适合移动车无法到达地方部署，可通过人力搬运，亦可空投。在具备增强包功能基础

上增加IPICS使得对讲机与IP电话自由通讯，同时通过增加的室外AP可用于无线扩展与覆盖延伸

（如无线覆盖、无线网桥等）

设备组成

产品 部件

应急通讯多业务平台 语音交换模块

CallManager简化版

数据通信以太网口

用于IPPhone供电以太网交换模块

无线接入模块

无线接入设备 室外AP一台

IP电话终端 有线IP电话终端四部

无线IP电话终端两部

协同工作单元 协同工作服务器一台

协同工作软件一套

对讲机六部

附件 机架式机箱一个

终端箱一个

产品 部件

应急通讯多业务平台 语音交换模块

CallManager简化版

数据通信以太网口

用于IPPhone供电以太网交换模块

无线接入模块

IP电话终端 有线IP电话终端四部

无线IP电话终端两部

协同工作单元 协同工作服务器一台

协同工作软件一套

对讲机六部

附件 机架式机箱一个

终端箱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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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挥车应急通讯

实现功能：语音+数据+IPICS+AP+TP500
适用场景：适合移动车可到达区域部署，例如电台转播车、电力救援车等。IPICS使得不同电台

讲机间以及对讲机与IP电话自由通讯，室内AP满足移动车内部无线通讯需要，同时室外AP可用于

无线扩展与覆盖延伸（如无线网桥等），应急通讯调度系统可灵活实现话路间调度。同时思科网

真TP500型号可满足高清晰视频会议需要，前线应急车内指挥员与后方指挥中心进行近乎面对面

效果的沟通与决断，不会因为平时面对面沟通习惯的改变而引起沟通不畅。

设备组成

产品 部件

应急通讯多业务平台 语音交换模块

CallManager简化版

数据通信以太网口

用于IPPhone供电以太网交换模块

无线接入模块

无线接入设备 室外AP一台

室内AP一台

IP电话终端 有线IP电话终端两部

视频IP电话终端两部

无线IP电话终端四部

协同工作单元 协同工作服务器一台

协同工作软件一套

对讲机六部

调度系统 协同工作服务器一台

协同工作软件一套

网真系统 TP500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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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挥中心应急通讯

实现功能：语音+数据+IPICS+TP3000
适用场景：后方指挥中心位于卫星主站以及固网线路可到达楼宇内，IPICS使得对讲机与IP电话

自由通讯，TP3000可满足高清晰饰品会议需要，并可根据需要指挥中心屏幕可切换不同前方移动

指挥车

设备组成

产品 部件

应急通讯多业务平台 语音交换模块

CallManager简化版

数据通信以太网口

用于IPPhone供电以太网交换模块

无线接入模块

无线接入设备 室外AP一台

室内AP一台

IP电话终端 视频IP电话终端十部

无线IP电话终端十二部

协同工作单元 协同工作服务器一台

协同工作软件一套

对讲机六部

调度系统 协同工作服务器一台

协同工作软件一套

网真系统 TP3000一套

网真多点视频交换机一台

会议电话系统 MeetingPlace 7.0 (for video conference and Web 
conference, audio conference)一套

CallManager 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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