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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1.1 产品介绍 

智科通信网络广播终端设备包括两款网络音箱，一款网络号角喇叭和一款网络音柱，分别是：网络吸顶音

箱 SC15，网络壁挂音箱 SW15，网络号角喇叭 SH30 和网络音柱 SL50。SC15 和 SW15 主要应用于室内环

境，SH30 和 SL50 可应用于室外开阔的环境。 

SC15 和 SW15 由高音单元和低音单元双扬声器驱动，频响范围广，适用于高清背景音乐的播放； SH30 由

中频驱动单元驱动，适用于室外环境噪声较大的场所做喊话广播和紧急广播用途。SL50 由四个低频扬声器

和一个高频扬声器启动单元具有灵敏度高，频带宽，赋予声音清晰、透明、富有饱和度的特性，适用于室

外环境的高清背景音乐的播放和喊话广播。 

1.2 产品规格 

 

SC15  规格参数  

扬声器单元 : 5.25 吋低音单元 + 1 吋高音单元  

 

灵敏度  
85dB/1m/1W  

最大声压级  
100dB  

功放   D 类功率放大器 

额定功率  
8Ω   15W 

频响范围  
70Hz~20KHz 

覆盖面参数  
90°H    90°V    30 m² 

音效  单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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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15  规格参数  

扬声器单元 : 5.25 吋低音单元 + 1 吋高音单元  

 

灵敏度  
85dB/1m/1W  

最大声压级  
100dB  

功放   D 类功率放大器 

额定功率  
8Ω   15W 

频响范围  
70Hz~20KHz 

覆盖面参数  
90°H    90°V    30 m² 

音效  单声道  

 

 

SH30  规格参数  

扬声器单元 : 2 吋中频驱动单元  

 

灵敏度  
105dB/1m/1W  

最大声压级  
117dB  

功放   30W D 类功率放大器 

额定功率  
DC: 8Ω 30W 或 PoE: 8Ω 18W 

频响范围  
400Hz ~ 8KHz 

覆盖面参数  
50°H  50°V, 有效距离 70 米 

音效  单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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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50  规格参数  

扬声器单元 : 
4 个 3.25 寸低音单元 + 1 个 25ø 高音

单元  

 

灵敏度  85dB/1m/1W  

最大声压级  
105dB  

功放   D 类功率放大器 

额定功率  8Ω 50W  

频响范围  
100Hz ~ 20KHz 

覆盖面参数  135 度°50m，最大可达 70 米  

音效  单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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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设备基本配置 

2.1 登录配置界面 

广播网关默认通过 DHCP 的方式获取 IP 地址，请确保你的局域网内有可用的 DHCP 服务器（如果 DHCP

获取地址失败将会使用固定 IP 地址：192.168.1.101），同时按下音量音量+和音量-键 5 秒以上将会播报

设备的 IP 地址，在浏览器输入 IP 地址访问设备的 Web 管理界面。 

 

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后即可登录到设备的配置界面 

默认用户名：admin 

默认密码：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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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设备基本信息 

登录成功后将会看到设备的基本信息界面 

 

 

SIP 状态信息： 

• 显示设备当前注册的 SIP 服务器地址，账号和注册状态 

设备信息： 

• 型号  显示当前设备的型号 

• 硬件版本  设备的硬件版本号 

• 软件版本  设备的系统版本号 

• 广播音量  显示设备的当前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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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备注  在此可以对设备信息进行备注，该备注信息将会在浏览器标题中显示如下图所

示，在配置了设备备注后，该备注信息将显示在浏览器标题栏中，方便在多终端管理时区分不通

的终端配置页面 

网络信息： 

• Mac 地址  显示当前设备的 MAC 地址 

• IP 分配方式 设备的网络获取方式，DHCP（动态获取）或 STATIC（静态配置） 

• IP 地址  设备当前的 IP 地址 

• 子网掩码  设备当前的子网掩码 

• 默认网关  设备当前使用的网关地址 

• 主 DNS  设备使用的主域名服务器地址 

• 次 DNS  设备使用的备用域名服务器地址 

2.3 SIP 账号设置 

SIP 账号配置页面用于配置设备所使用的 SIP 服务器地址，账号和密码，如果当前设备需要配合智科

通信的 SIP 融合通信系统使用你还需要开启【连接 SIP 融合通信系统】功能。当前系统支持同时注册最

多三个 SIP 账号。 

点击菜单【SIP 设置】-->【SIP 账号】进入 SIP 账号配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主 SIP 账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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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SIP 账号 1 设置： 

 

备 SIP 账号 2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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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SIP 服务器：SIP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域名。 

o SIP 服务器端口：SIP 信令对应传输协议的端口 

o 用户 ID：服务器提供的 SIP 账号或分机号码。 

o 认证用户：认证的用户名 

o 认证密码：SIP 账号对应的认证密码。 

o 注册超时时间：SIP 服务器协商的注册超时时间，默认为 180 秒。 

o 传输协议：设置传输协议，可选项为 UDP、TCP、TLS。 

o 自动接听：开启/关闭自动接听功能，关闭自动接听后可以选择不同的振铃音。 

o 连接 SIP 融合通信系统：该功能默认为关闭，如果你需要连接和配合智科通信的 SIP 融合通信服务器

一起使用，请开启该功能，只有主 SIP 账号有该选项。 

o 激活：开启后将激活该账号注册到 SIP 服务器和连接到智科通信的 SIP 融合通信服务器（如果开启了

连接 IP 音频管理中心），关闭则会停止该服务。 

2.4 P2P 账号 

P2P 账号配置页面用于为 P2P 呼叫指定一个账号。P2P 呼叫是一种不依赖服务器交互和转发，直接通

过 IP 地址来呼叫被叫终端的一种点对点呼叫方式。 

 
o 用户 ID：  在被叫时需要指定呼叫该号码，主叫时会作为呼出显示号码。 

o 允许匿名呼叫： 开启后允许接收被叫为空或任意用户 ID 的呼叫，默认关闭。 

o 激活：  开启/关闭 P2P 呼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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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音频编码 

配置 SIP 呼叫使用的语音编码。 

点击菜单【SIP 设置】-->【音频编码】进入音频编码配置界面。 

当前系统中提供 G.722、G.711ulaw、G.711alaw、Opus 四种音频编码。 

2.6 SIP 高级设置 

配置 SIP 协议的一些高级参数 

点击菜单【SIP 设置】-->【SIP 高级设置】进入 SIP 高级设置界面 

o 本地端口： 配置用于 SIP 协议通信的本地端口 

o RTP 开始端口： SIP 会话中使用的 RTP 流端口范围最小值 

o RTP 结束端口： SIP 会话中使用的 RTP 流端口范围最大值 

o RTP 超时时间： 在指定时间内没有收到 RTP 流通话将会被挂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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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高级配置 

3.1 音量控制 

设置当前设备所使用的音量。 

点击菜单【高级配置】-->【音量控制】进入音量控制配置界面。 

 
 

 扬声器音量 设置广播终端的音量，默认音量为 7，设置范围 0～9。 

（*以下功能适用于硬件版本为 Ver1.1 的 SC15 和 SW15） 

 MIC 自动增益  系统会根据环境自动调整麦克风增益，关闭后能调节麦克风音量。 

 麦克风音量：  设置麦克风的音量，默认音量为 7，设置范围 0～9。 

 自动增益最小音量 设置自动调整增益范围最小值 

 自动增益最大音量 设置自动调整增益范围最大值 

注意：在 POE 供电模式下建议扬声器音量设置不要超过 7，否则可能会导致设备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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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联动设置 

该页面用于配置安防联动相关的配置参数，如：对讲按键，数字电平输入，干接点输入等相关功能配

置，点击菜单【高级设置】-->【联动设置】进入联动设置配置界面。 

对讲及拨号（*适用于硬件版本为 Ver1.1 的 SC15 和 SW15） 

 
• 对讲号码：配置安防对讲设备按键响应的对讲号码 

• 线路：可以选择对应线路的对讲号码（注：在使用 P2P 账号呼叫时，请在号码中指定呼叫终端的

IP 地址,格式如：101@192.168.12.252） 

• 再次按键结束通话： 在发起对讲呼叫后，可以通过再次按键结束呼叫或通话 

 

触发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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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DTMF 触发：开启通过 DTMF 信号触发输出口状态的改变（开启后，在通话中时，对方按下设定

DTMF 触发号码将触发，目前 X10 仅识别 RFC2833）。 

o DTMF 触发号码：设置 DTMF 触发需要使用的按键。 

o 通话状态触发：开启后，将在通话状态改变时触发输出接口状态的改变。 

o 触发事件：设置对应的通话状态，可以选择【呼出】、【呼入】、【呼入/呼出】，【应答】和

【挂断】 

o 输出口设置用于设置安防对讲终端的输出接口（NC/NO）配置操作，该接口通常连接格式控制器

件，如电锁等，输出为干接点信号（开关信号） 

o 触发类型：可以选择【开启】、【快闪】、【慢闪】 

o 模式：可以选择【延迟复位】、【应答复位】和【挂断复位】三种模式 

 

3.3 组播设置 

该页面用于配置广播终端的组播功能参数设置，最多可以配置同时监听 9 个不同等级的组播地址，高级别

的音频流总是会打断低级别的音频流播放。 

点击菜单【高级设置】-->【组播设置】进入组播配置界面。 

 

 
 

• 优先级：  提供 1 - 9 优先级，1 为最低，9 为最高 

• 组播地址： 组播地址范围为 224.0.0.0 - 239.255.255.255 

• 端口：  组播端口范围为 2000 - 65535 

• 名称：  为该组播地址自定义一个业务名称。 

• 继电器触发：     可以选择【不启用】【开】【快闪】【慢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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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语音设置 

设置当前系统使用的语言。 

点击菜单【高级设置】-->【语音设置】进入语音设置配置界面。 

 

该语音设置主要用于设备在播报 IP 地址时所使用的语音，当前只提供中文和英文两种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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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系统设置 

4.1 网络设置 

SIP 广播网关出厂默认使用 DHCP 动态获取 IP 地址。通常情况下只要设备所在网络中的 DHCP 服务器

工作正常，若用户需要设置广播网关使用静态 IP 地址可取消“动态获取 IP”的选项并手动设置静态 IP，

同时按下音量+和音量-键 5 秒将会播报设备的 IP 地址。 

点击主菜单【系统设置】-->【网络设置】进入网络配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4.2 时间设置 

设置广播设备的系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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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时间：显示当前设备的系统时间。 

 NTP：使用 NTP 方式获取时间。 

 NTP 服务器：获取时间使用的网络时间服务器。 

 时区：设置设备使用的时区。 

注意：当前设备没有提供单独的电池供电用于存储时间，所以只提供网络获取时间一种方式，但

是错误的系统时间并不会影响设备的正常工作。 

 

4.3 修改密码 

修改当前设备的登录密码。 

点击菜单【系统设置】-->【修改密码】进入密码修改配置界面。 

 
 旧密码   输入 admin 账户旧的登录密码。 

 新密码   输入要使用的新密码。 

Web 管理界面默认的出厂用户名为 admin 不能被修改，默认的密码为 admin 可被修改以提高广播网

关设备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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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固件升级 

该界面用于上传系统升级固件。 

点击菜单【系统设置】-->【固件升级】进入系统升级页面。 

 
 当前版本  显示当前系统所使用的版本。 

 更新时间  显示设备上一次系统更新的时间。 

 恢复出厂设置 指定在升级时是否需要进行恢复出厂设置的操作。 

 固件        点击选择升级当前设备需要使用的固件。 

4.5 重启和重置 

通过该界面可以操作重启系统或恢复到默认出厂配置。 

点击菜单【系统设置】-->【重启和重置】进入重启重启控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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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在广播网关的 Web 管理界面对设备进行不断电重启。重启需要的时间大概为 10 秒左右，重

启完成后刷新页面即可重新登录。 

若需要对广播网关进行恢复出厂设置操作，可以通过 Web 管理界面完成也可以通过长按设备的 RST 键

5 秒以上直至听到语音提示：“恢复出厂设置，设备即将重启”后完成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出厂设置将抹

除所有用户设置，请谨慎操作。 

恢复出厂设置后用户可同时按下音量+和音量-键 5 秒将会播报广播网关当前的 IP 地址，用户使用新的

IP 可登入恢复出厂设置后的设备 Web 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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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统维护 

5.1 诊断 

可以通过设备 PING 其他网络设备来跟踪网络路由。 

 

5.2 网络抓包 

网络抓包功能采用 Linux 系统中强大的网络数据采集分析工具 TCPDUMP，该工具可以将网络中传送的

数据包完全截获下来用以分析遇到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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