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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线电话计费系统 

用于直拨电话计费，适用接入网、直拨电话和虚拟网的计费。 

可进行权限控制（指市话、国内长途、国际长途、IP电话、专网电话的拨打权限）、限

拨局向（特服台的锁断或打开、特殊局向限制）；使用密码功能，电话可直接计费到人，电

话拨打权限因人而异；押金控制功能，可为每个人或部门设置押金，使单位更直接有效地控

制电话使用。 

1．计费方式 

本系统适用于以下任何一种计费方式： 

  1．延时计费：以主叫摘挂机作为计费时长； 

  2．反极计费：被叫摘机时邮电局提供A.B线极性反转作为起始时间，主叫挂机作为话终

时间（标准计费）。 

2．基本功能 

1．实时打印：可实时打印每次通话的结算单据；单据打印可选择系统提供的单据格式、印

刷单据格式或自定义格式。可选择打印或不打印市话、网话、国内长途、省内长途、国

际长途、专网长途、专网本地、信息台等；可选择计费或不计费市话、网话、国内长途、

省内长途、国际长途、专网长途、专网本地、信息台等； 

2．话单管理：可增加、修改、显示、重算、打印任一话单，并可显示或打印任一时间段内、

任一流水号范围内所有通话情况明细及合计计费资料； 

3．附加费服务费：对市话、网话、国内长途、省内长途、国际长途、专网长途、专网本地、

信息费率、IP国际、IP国内分别设置附加费、服务费。可按每次、每分钟、百分比。 

4．费率管理：可随时增加、修改、或删除各种费率（市话、网话、国内、国际、专网长途、

专网本地、信息费率、IP国际、IP国内等），分类显示或打印费率表；修改完费率后可

有选择地重算话单。 

5. 分时段优惠：满足各电信公司不同时间段优惠计费的要求，随时进行费率设定及修改。 

6．合同管理：将部门下所有分机定义在一个合同号中，按合同号进行统计结帐，满足各单

位按部门结算管理的要求； 

7．分组管理：将分公司、分厂或部门下所有合同定义在一个组号中，按组号进行统计结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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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多级结算管理的要求； 

8．统计结算：按分组号、合同号、电话号预先浏览或打印日累计、月累计、跨时间段累计(按

任意时间段进行统计)的财务统计报表，其内容包括：通话次数、国际长途费、国内长途

费、市话费、网话费、信息费、IP国际、IP国内、附加费、月租费、总计等；优化统计算

法使统计速度大大提高。 

9．查询：根据分组号、合同号、电话号查询任意时间段内的话费合计资料、明细资料、分

类资料（如本地话费明细、长途话费明细），还可根据被叫号码查询、错误话单查询、超

长话单查询，同时系统提供快速查询功能。 

10．口令：系统实现操作员分级管理，设有一个超级用户口令及多个自定义普通操作员口令，

操作员对系统在任何时刻的修改系统均有记录（要求口令保密）。超级用户口令有权查看

其它口令，操作员可更换自己的口令。 

11．号线管理：辅助管理电话号码、房间号码、配线位置、用户资料等，提供任意字段查询

功能。 

12．用户档案查询：提供分组表、合同表、电话号码表多级相互查询功能，例如通过合同号

可查询它包括的电话号码列表或查询它属于那一个组。 

直线计费系统除拥有基本功能外还拥有以下功能： 

    权限控制：对每部单机或个人（密码方式）的拨打权限进行设定。（如：只可打市郊；

可打市郊及特服；可打市郊、特服及国内长途；可打市话、郊话、特服、国内及国际长途等） 

    押金控制（话费预存）：对某部话机或某个人进行押金控制，当话费超出押金时，该

电话或该使用者无法拨打电话。每个电话可选择定额累加、定额不累加、到期关机等方式。 

    密码管理：为每位电话使用者分配一个密码，可以漫游，在拨打电话时采用0＋密码

＋电话号码方式。通过密码的设定，可以达到两个目的：1.电话计费到人；2.每个人拨打电

话的权限不同。对每个帐号和密码进行管理，管理员及用户可修改密码。 

     1．可设定市话是否计费，拨打市话需不需密码； 

     2．可设置禁拨局号，禁拨无数个特服号、声讯台及收费电话； 

     3．可选择是否使用密码，密码方式与直线方式可以互换； 

     4．经设定，密码可以在指定话机上使用（电话计费到话机或部门)，可以在任何话机

上使用； 

     5．在用户拨打第一个电话后，在一定时间内，不用密码可连续拨打下一个电话，且时

间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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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可选择是否使用押金功能； 

     7．防偷打电话； 

     8．防偷试他人密码。 

3．WIN9X/98/2K/NT/XP版软件特色： 

1．漂亮、操作性强的用户界面，采用流行办公软件桌面设计，提供鲜明的图标，简便易用。 

2．更加细致、全面的数据管理及统计打印功能。 

3．操作易懂易学，管理员可轻松管理整个系统。。 

4．提供SQL数据查询语言窗口，具备一定计算机基础的用户，可在其上输入命令或编制简单

程序，达到满足特殊需要的目的。 

5. 彩色图象分析每月用户话费情况、通话次数及各类话费比例等，列举话费前十名用户的

话费统计详细资料。 

6．适用于网络化管理的收费及预收费功能。 

7. 对直拨电话的实时监控功能等。 

8．支持桌面数据库DBASE，PARADOX，FOXBASE等，支持关系数据ORACLE、SYBASE、MS SQL SERVER、

INFORMIX等，支持标准关系数据查询语言SQL。 

9. 本系统还提供远程维护。（管理员无需操作即可使整个系统正常运行） 

10．计费系统数据库支持，电信帐务管理、OA系统等。 

二、WEB话费查询系统 

1．系统功能： 

（1）提供6个月的历史话费总帐信息及详细话单查询。根据分组号、合同号、电话号查询任

意时间段内的话费合计资料、明细资料、分类资料（如本地话费明细、长途话费明细），还

可根据被叫号码查询、错误话单查询、超长话单查询，同时系统提供快速查询功能。 

（2）提供实时欠费查询。 

（3）提供多种查询手段（如按合同号、电话号码进行查询等）。 

（4）提供总帐及分项帐查询。 

（5）具备密码管理机制。 

（6）对用户查询可设保密级别（如限制本机查询等）。 

（7）具备相应的查询业务统计功能。 

2．WEB话费查询系统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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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70话费查询/催缴/计费密码维护系统  

1．170话费查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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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户通过拨打特定号码“如170”，按语音提示输入密码，查询自己话费； 

2. 多路同时工作，4路、8路、16路可选； 

3. 保密功能：密码由用户自己设定，防止他人查询； 

4. 查询功能：查询本月、本年度前几个月话费总额、分项金额（如长话费，信息费）、长

途明细话单； 

5. 提供6个月的历史话费总账信息及详细话单查询； 

6. 提供实时欠费查询； 

7. 提供多种查询手段（如按合同号、电话号码进行查询等）； 

8. 提供总账及分项账查询； 

9. 对用户查询可设保密级别（如限制本机查询等）； 

10. 可分别选择主叫号码和被叫号码语音查询； 

11. 可查询国内外长话、港澳台长话、市话、特市、局话等。 

2．话费催缴系统 

1. 可对按月收费的用户在固定的收费时间内催交对按预付金的用户在预付金余款小于催

交下派时催交； 

2. 多路同时工作，4路，8路，16路可选； 

3. 特殊电话不催交，催交结果记录备案； 

4. 与龙人计费、监控、收费、查询等系统组网，可实现话费综合自动化管理；可分办公、

住宅等不同类别的电话，在不同时间催交； 

5. 与计费账务系统联接，自动生成催缴电话队列，实时判断用户欠费情况，更改催费数据，

保证催费的正确性； 

6. 可灵活设置催缴时间、次数和催缴范围，设置催缴起止时间，区分住宅用户与单位用户

的催缴时间段； 

7. 能正确识别话路状态（忙音、无应答、通话等）； 

8. 可对欠费大户设置按金额催缴； 

9. 能按局向动态分配催缴流量，提高用户接通率； 

10. 方便处理特殊用户催与不催处理； 

11. 方便设置无人应答、响铃次数和应答语音播放次数； 

12. 自动处理被催电话每天最多被催通一次； 

13. 多次催未被催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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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费时通知用户欠费金额；  

3、电话密码维护 

 用户随电话语音提示修改自己的密码。 

四、网络版电话计费系统 

可在任意计算机上维护计费数据，并可查询、统计、打印等。 

五、安装及售后服务 

1．安装 

我方负责软件的安装，整理线路，安装完毕后进行配密码、建合同、设费率等操作。 

2．测试和验收 

    安装调试完成后，由我方提交验收测试方案，经贵单位认可后作为测试验收的依据。 

    测试方案包括：各项软件的功能测试和试运行、网络运行、数据库系统运行、网络与交

换机互联、管理服务软件操作运行。测试方案经贵方确认签字后，由贵方组织双方人员共同

验收。 

    我方负责技术方案和技术指导、检查和监督设备的测试，如现场测试的结果不能满足合

同文件的规定或不能确保网络运行，由我方免费更换设备直到验收通过。 

功能验收合格后，经一个月的试运行，由贵单位签署验收合格证书。在试运行期间若发

生设备影响系统运行等较大的故障，我方会立即处理，并且在故障排除后试运行重新开始。 

3．工程期内的服务 

软件：提供安装调试，配合用户测试验收，及时解决在工程安装和试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严格保守商谈过程中接触到的有关用户的商业秘密。 

培训：按本方案第6部分条款提供培训。 

4．保修期内的服务 

软件保修期限和服务 

保修期：  1年 

软件服务：保修期内的所有服务均为免费服务 

1．提供详细的《操作说明书》； 

2．提供管理员级的《维护手册》； 

3．随时提供远程维护服务； 

4．在保修期内，可免费对设备进行维修、更换； 

5．用户的资料全部输入用户档案管理系统，我公司定期回访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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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全年随时向用户提供电话服务，对用户提出的问题，本公司承诺在二十四小时内作出反

应，为用户提出解决方案； 

            7．若运行中出现影响系统运行的较大的故障，我方承诺在接到用户通知后十六小时内派技

术人员赶往现场。 

 8. 免费赠送16线直线计费板一块，万一出现问题可随时跳线跳走。 

5．保修期外的服务 

1． 现场出现问题时，可以通过 Modem 拨号进入我所服务热线，由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免

费直接操作用户的微机，进行虚拟现场服务，诊断并修复故障；随时提供免费电话咨询服务，

由专业技术人员热情解答的一切疑问和难题。此服务为终生免费。 

2． 对于需现场服务的情况，由我方派出技术人员赶往现场，在故障排除后向用户收取一定

的维修费用（主要为人员差旅费）。 

3． 终生提供免费远程维护服务。 

六. 现场培训 

培训对象：操作系统的具体使用者 

培训时间：二天 

培训内容：1、具体业务岗位的系统操作及常见问题的处理。 

2、 对应岗位的数据维护及相关网络知识。 

3、 对线路维护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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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系统报价 

报价 

一、直线计费系统 

配置                     数量           合计             备注           

                                                                                    

1) 网络版电话计费软件        1 套   000.00 元           免费 

（SQL Server2000）                          

2）     WEB 话费查询系统软件    1 套   000.00 元          

3）  客户端计费管理            3 套   000.00 元         免费 

4)  号线管理       1 套         000.00 元   免费 

4)       软件狗                    2 只         000.00元 

5)       直线计费板（16线）    21块      000.00元 

6)   电缆线（16线）           21条          000.00元 

7)   工业计算机（14槽）    2台      000.00元 

8）      远程维护软件     1套            000.00元     免费 

9)       安装调试                          000.00元 

                                                                                    

总计  RMB：000.00元 

注：免费赠送16线直线计费板一块，万一出现问题可随时跳线跳走。 

二、电话语音查询、密码维护系统（用户选择配置） 

配置                        数量           合计           备注           

                                                                                    

1)       语音卡                       1 块      000.00 元 

2)       话费查询密码维护管理软件   1 套     000.00 元 

                                                                                   

总计 RMB：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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