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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航互联透传 SBC 产品 

vSBC-5000 

 

简介 

毅航互联透传 SBC-5000（简称 vSBC）提供类似 IMS网络 A-SBC和 I-SBC的功能，用于网络拓扑隐

藏、NAT 穿透、内外网隔离、VoIP 安全和广域网组网等场景，也可以用于协议转换、SIP 信令整形、

视频会议、WebRTC接入等 SBC场景。 

 

毅航互联 vSBC 支持双机主备冗余功能（HA），主备切换不影响通话，现有通话不会中断，满足

运营级要求。 

 

毅航互联 vSBC支持话单，可用于计费等运营场景。 

 

毅航互联 vSBC是纯软件实现，可部署在专用服务器、通用服务器、虚拟机(VMware、KVM、VirtualBox)

和云平台(阿里云、腾讯云、百度云、华为云等)。 

 

毅航互联 vSBC 具有高性能和大容量的特点。呼叫：500 呼叫/秒，5000 并发。注册：500 事务/

秒，5000 并发。 

 

毅航互联 vSBC不执行媒体的编解码转换，并且采用内核包转发，具有极高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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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规格表 

容量 

• 代理注册用户数量：5000 

• 本地注册用户数量：5000 

• 注册速度：500注册/秒 

• 并发呼叫数量：5000 

• 呼叫速度：500呼叫/秒 

安全 

• 拓扑隐藏 

• 内置防火墙 

• 基于VLAN的网络物理隔离 

• 防DOS攻击    

• 注册流控  

• 呼叫流控  

• 黑白名单  

• ACL 

•加密和鉴权：TLS, DTLS, SRTP, HTTPS, SSH, client/server SIP Digest 

 

互操作 

• SIP B2BUA 

• 3xx redirect, REFER, PRACK, session timer, early media, delayed offer 

• SIP over UDP/TCP/TLS/WebSocket/SCTP, IPv4/IPv6 

• SIP头操作：增加/删除/替换 

• RTP/SRTP/DTLS媒体的相互转换 

• WebRTC网关功能：WebRTC和SIP网络的相互转换。Supports WebSocket, Opus, VP8 video coder, 

lite ICE, DTLS, RTP multiplexing, secure RTCP with feedback 

• NAT穿透：本端/远端NAT穿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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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 

• HA：1+1主备 

• 动态网络路由 

• SIP中继冗余和负荷分担 

 

路由 

• 内置路由引擎  

• 支持多种路由策略  

• SIP中继路由支持主备、负载均衡  

• 基于路由的号码变换  

 

维护 

• 远程升级  

• WEB管理  

• 配置导入导出  

• 告警  

• 日志  

• 统计  

• SNMP  

 

最小要求 

• intel至强CPU，4核  

• 内存：4G 

• 网口：2 x 1G 

• 硬盘：20G 

• 操作系统：centos 7.5 64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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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场景 

1、网络拓扑隐藏/负载均衡 

当客户有多个基于 SIP 的软交换服务平台时，可以使用毅航互联 vSBC 在前端做负载均衡。如下图： 

 

在 vSBC 上可以配置各个软交换服务器的容量和转发规则（均衡、优先级、主被叫号码等）。 

vSBC 和软交换间可以配置 Register/OPTIONS作为心跳检测，在心跳丢失时，可以自动将此软交

换从均衡表中删除。 

在 vSBC 上可以手动管理软交换，便于后端软交换的扩容、停机维护等操作。 

由于信令和媒体都由 vSBC 转发，在外部只看到 vSBC的 IP 地址，从而隐藏了内部的网络结构。 

 

2、NAT 穿透 

为了安全，客户内外网间存在网络防火墙，这会导致 SIP 信令和媒体被防火墙更改，此时可以采

用毅航互联 vSBC 执行 NAT 穿透处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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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存在连毅航互联 vSBC都隐藏在防火墙（云平台部署的常见情景）后，需要做更加复杂的防火

墙穿透的情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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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域网组网 

可以使用多套毅航互联 vSBC，将地域分散的各个分支机构组成单一的通信网。也可以利用 vSBC

将远程座席连接到呼叫中心平台。如下图： 

 

 

 

加密通话 

毅航互联 vSBC 同时支持 SIP/TLS/SRTP 和 SIP/UDP/RTP，因此，可以在现有平台间插入加密通

话功能，避免通话在网络上很容易被窃取和监听。 

在远程职场的情况下，业务呼叫必须经过广域网，存在网络泄密的可能性，如果做远程职场采用

加密通话，就可以避免此类情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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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TE 视频 

毅航互联 vSBC 同时支持音频和视频的转发，因此，可以用于对接 VoLTE，提供注册、音/视频

NAT 转发等功能。 

 

视频会议 

毅航互联 vSBC不光支持音频和视频的转发，还可以支持其他基于 UDP 的协议转发：比如 BFCP

协议、MSRP 协议。因此，它也可以用于视频会议的场景，解决视频会议中的 NAT 穿透、组网、负载

均衡等问题。 

 

WebRTC 一键呼叫 

毅航互联 vSBC支持 SIP over websocket、SRTP/DTLS 和 ICE，完全满足 WebRTC的要求。同时，

vSBC 也支持传统的 SIP/RTP，可以在WebRTC 和传统 VoIP 网络间作相互换。 

如下图，客户很容易在 web中提供基于 webrtc 技术的界面，完成一键 click呼叫，email嵌入呼叫，

短信嵌入呼叫等功能。 

 

 

 

WebRTC 座席 

传统座席电话不能够嵌入 web或者采用插件嵌入，将座席界面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不便于座席

的单点登录等管理。采用WebRTC技术，将座席界面完全融合到 web中，很容易实现单点登录，座席

移机等功能，简化了座席的管理。 

毅航互联 vSBC 支持基于 SIP over websocket 的座席代理功能，将 WebRTC 座席转换为标准 SIP

注册到原有系统中，并可以执行 WebRTC 和标准 SIP 间的信令和语音的相互转换，让原有呼叫中心系

统不需要结构上的调整。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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