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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本章将为你介绍本软件的主要功能及安装的平台和容量

阅读本章后你将了解本软件的主要功能和兼容的系统平台

1.1 产品介绍

SIP 融合通信控制平台软件是一个客户端软件，是一款图形化操作界面的综合业务控制软件。通过与【SIP 融合通信系统】对接，可

以实现一键广播，背景音乐播放，电话会议管理，应急对讲，视频联动等功能。可广泛应用于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工

业，智慧社区等行业的通信应用场景。

该客户端软件可以安装在以下系统平台：Windows 操作系统、苹果Mac OS操作系统以及基于Linux 内核开发的系统平台。依赖

该软件强大的兼容性，可以将其灵活的部署到不同的操作系统平台。

1.2 产品规格

终端状态 空闲，使用中，异常，离线
同一分组显示终端数 无限制
显示分区数量 无限制
可创建播放列表数量 无限制
广播任务数量 无限制
音乐播放器同时播放列表数量 15（基础包）
视频联动窗口数量 4
TTS 文字转语音文字长度 1500 字

操作系统要求

Windows 7 及以上版本

苹果 Mac OS 10.10 及以上版本

Ubuntu 12.04 及以上版本

Fedora 21 及以上版本

Debian 8 及以上版本

1.3 安装说明

SIP 融合通信控制平台安装包下载链接如下。

Windows 版：
http://bc.zycoo.com:8050/share/bl37n9ua
苹果 MacOS 版：
http://bc.zycoo.com:8050/share/ahrMP5Fl
若需要 Linux 版本请联系智科通信销售人员或代理商。

http://bc.zycoo.com:8050/share/bl37n9ua
http://bc.zycoo.com:8050/share/ahrMP5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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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控制台基本应用

本章将会为你介绍控制平台软件的常用功能和使用方法。阅读本章后你将了解如何通过控制平台软件去操作和控制终端设备

2.1 登录控制平台

当完成对融合通信系统的配置后，我们就可以使用操作员账号登录控制软件了。

STEP 1 - 双击桌面上的 IP Audio Dispatch 图标，运行SIP 融合通信控制平

台程序。

IP Audio Dispatch图标

STEP 2 -运行程序后，将会看到登录界面（如图右所示）。输入正确的服

务器地址，操作员账号及密码，登录控制平台。

智科 SIP融合通信控制平台登录界面

2.2 功能模块简介

智科 SIP融合通信控制平台控制台界面

登入过后，将进入 SIP 融合通信控制平台

的控制台主界面，如右图所示。

操作控制平台界面模块说明：

区域①：主菜单区，分别有控制台，音

乐，会议，任务和告警列表。

区域②：调度和广播控制菜单选项。

区域③：终端设备分类和分组查询

区域④：终端设备显示控制区域

区域⑤：显示当前系统时间和操作员信

息

区域⑥：自定义控制平台软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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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⑦：视频联动显示区域

区域⑧：选择缺省主控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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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设备分类和分组

控制台界面最上方红色框部分，为设备类

型分类，如右图所示。

控制台界面--设备分类示例

例如，点击“广播”图标，可显示当前分组

中的所有广播设备。

控制台界面--广播分类示例

设备类型菜单下方，为广播分组，选中一

个分组可显示当前分组的所有终端设备。

控制台界面--设备选择，查找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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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设备选择,查找和过滤

控制台界面右上方为全选，设备状态过滤

和查找菜单。

控制台界面--设备选择，查找和过滤

例如，点击【全选】，可将当前设备显示

区域中的所有设备选中。

控制台界面--设备全选示例

例如，点击“查找 1006”，会在主控界面上

显示设备 1006。

注：再次点击查找图标后，可恢复当前分

区所有设备的显示。

分别点击【空闲】、【使用中】、【异

常】和【离线】按钮可以将显示区域中对

应状态的设备过滤并显示出来。

控制台界面--查找 1006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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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选择主控话机

控制台界面右侧下方为当前 SIP 融合通信

平台操作员的主控话机，每个操作员可以

有一个或多个主控话机。如右图图所示。

控制台界面--选择主控话机示例

当操作员登录时，默认左侧话机为操作员

的主控话机（外呼时默认使用的话机）。

操作员可以调整自己的默认主控话机，只

需点击选中另一个话机即可修改默认主控

话机。

主控话机接听来电时的优先级为：左侧话

机高于右侧话机。如果有来电呼叫操作员

的任意主控话机号码时，优先级高的话机

会优先响铃（如振铃策略为【同时振铃】

时，所有的主控话机将会同时振铃）。

控制台界面--选择默认主控话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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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调度功能

2.3.1 呼叫功能

首先选择要呼叫的话机设备，然后点击

【呼叫】按钮。

控制台界面--呼叫功能示例

发起呼叫成功后，此时选中的默认主控

话机将会振铃。

控制台界面--主控话机振铃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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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话机摘机后，将对选中话机发起呼

叫，建立起呼叫连接后，被叫和主控话

机都处于使用中的状态，如右图所示。

若想停止呼叫，或者是结束通话，可以

点击选择通话双方任意一方，然后点击

停止按钮即可停止呼叫或结束通话。

控制台界面--建立通话示例

2.3.2 对讲及视频联动功能

选中要发起对讲呼叫的对讲设备，点击

【对讲】按钮即可发起对讲呼叫。

控制台界面--对讲及视频联动示例

对讲通话建立后，若对讲终端带摄像头或

关联了IP 摄像头，在右侧视频联动窗口会

显示对方摄像头获取到的实时视频画面，

实现视频联动。

控制台界面--对讲及视频联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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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强插功能

强插功能用于某些用户在通话或对讲过程

中，操作员强行加入通话形成临时三方通

话。选择通话双方的任何一方，点击【强

插】按钮。

控制台界面--强插示例

此时会完成强插功能，实现三方通话。 控制台界面--强插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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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强拆功能

强拆功能用于某些用户在通话或对讲过程

中，操作员可强行与某一方的用户建立通

话，并将另一方拆线。选择要通话的目标

设备，点击【强拆】按钮。

控制台界面--强拆示例

主控电话响铃并摘机后，将建立与选中的

目标号码的通话，并将另一方挂断。

退出强插通话方法:

1. 直接挂断主控话机；

2. 选中主控话机号码，然后点击停止按

钮即可。

控制台界面--强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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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监听功能

监听功能用于某些用户在通话或对讲过程

中，操作员可以监听用户的通话内容。操

作员可选中正在通话中的任意一方，然后

点击【监听】按钮。

控制台界面--监听示例

主控话机响铃并接听后，则开始监听双方

的通话内容，监听过程中被监听的两方通

话不会有任何影响，并且双方都不会听到

SIP 融合通信平台用户主控话机端的声

音。

若要停止监听，则直接挂断主控话机或选

中主控话机号码然后点击停止按钮即可。

控制台界面--监听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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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密语功能

密语是监听功能的另一种形式，SIP 融合通信平台用户在监听的同时可以与其中一方通话，另一方将不能听到SIP 融合通信平台用户

的谈话内容，例如，A 与B在通话过程中，SIP 融合通信平台用户发起与A 的密语功能，此时用户可听到A 与B的通话内容，并且

可以对 A说话，B则不能听到SIP 融合通信平台用户的声音。

操作方式为，操作员选中需要进行密语的

通话参与者的设备，然后点击【密语】按

钮。

控制台界面--密语示例

密语监听建立成功后，原通话双方的通话

继续进行，SIP 融合通信平台用户可以与

选中的通话放进行密语。

若要停止密语监听，直接挂断主控话机或

选中主控话机然后点击停止按钮即可。

控制台界面--监听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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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广播功能

2.4.1 音乐播放

操作员可以通过控制台操作指定的广播终端播放指定的音乐列表。

首先选中需要播放音乐的广播终端，然后

点击【播放】按钮。

控制台界面--音乐播放示例

然后选择你要播放的列表，并点击【提

交】按钮即可开始音乐播放。

控制台界面--音乐播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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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选中的广播终端将会同步播放选中的

音乐列表。

控制台界面--音乐播放示例

2.4.2 喊话广播

操作员可以通过控制台发起一键喊话广播。

操作员可以通过控制台发起一键喊话广

播，首先选择要喊话的广播设备，然后点

击【喊话】按钮。例如：我们对【分组

一】的所有广播设备进行喊话。

控制台界面--喊话广播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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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选中的广播终端显示为喊话状态，

即表示已经连接成功，操作员可以通过主

控话机开始喊话广播了。

控制台界面—喊话广播示例

2.4.3 一键告警

在控制台界面，选择要发起一键告警的广

播设备，点击【告警】按钮。

控制台界面—一键警告示例

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告警的类型后即可

对选中的广播终端发起告警。

控制台界面—一键警告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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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发起后，用户将会在 SIP 融合通信平

台右上角收到告警提示消息。

若要停止告警，可选择告警中的设备，并

点击停止按钮，即可停止告警。

控制台界面—一键警告示例

2.4.4 电话会议

操作员可以通过控制台发起临时电话会议，会议终端可以是电话机，对讲终端和广播终端。会议建立后，操作员可以通过控制台

对会议进行控制。

首先选择要进行电话会议的终端设备，

并点击【会议】按钮。

控制台界面—临时会议示例

在临时会议创建成功后，会自动跳转到

会议管理界面。若要邀请更多的终端设

备进入会议，可点击【邀请】按钮。

控制台界面--临时会议邀请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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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邀请的终端号码后点击提交。 控制台界面—临时会议邀请示例

邀请完成后，新加入的参会者将同时显

示在会议控制窗口。

控制台界面--临时会议邀请示例

若要将某个参会者移除会议室，可点击

选择后，点击移除按钮。

控制台界面--临时会议移除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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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指定临时电话会议可点击会议 ID 后

的【删除】按钮。

会议结束。

控制台界面--临时会议关闭示例

2.4.5 音量控制

在控制台界面，可实现背景音乐及告警的广播音量控制

首先选择要控制的广播终端（一个或多

个），再点击【音量】控制按钮。

控制台界面--音量控制示例

在弹出对话框中即可调整选中的广播终

端的音量。

移动音量调节控件的滑块以调节音量。

控制台界面--音量控制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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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高级功能

本章将会为你介绍控制平台软件的高级功能使用方法。阅读本章后你将进一步的了解如何使用控制平台软件的高级

3.1 音乐

3.1.1 音乐库

若要播放音乐，用户首先需要在音乐

库里上传音乐文件。点击控制平台的

主菜单【音乐】--> 【音乐库】进入

音乐库菜单。

音乐库管理界面

用户可以通过上传，文字转语音，录

音三种方式生成音乐库中的音频文

件。

通过点击或将文件拖拽到如下图所示

的菜单区域进行上传，上传的音乐文

件格式需为MP3 格式，码率范围从

64Kbps 至 320Kbps，单个文件建议

不超过 10MB。

SIP 融合通信平台支持批量上传 MP3

音乐文件，但是建议单次上传的文件

数量不超过 50 个。上传的 MP3文件

将从用户本地电脑上传至 SIP 融合通

信系统。

音乐库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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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完成后，用户可以在控制平台对

文件列表进行管理，如修改文件名，

删除已上传的音乐文件等。上传后的

文件列表及文件操作选项如下图所

示。

音乐库管理界面

3.1.2 播放列表

音乐文件上传至音乐库之后，用户还

需要创建播放列表，点击主菜单【音

乐】-->【播放列表】进入音乐列表

界面，点击【+】按钮创建新的音乐

播放列表。

音乐库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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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自定义的音乐列表名称后，选择

需要加入该播放列表的音乐文件，点

击【提交】按钮即完成播放列表创

建。

音乐库管理界面

播放列表创建成功后，用户可对列表

进行编辑修改和删除操作。

除此之外，用户还可以对播放列表中

的音乐文件顺序进行排序操作，用户

只需对文件进行上下拖拽即可完成重

新排序。在播放音乐时，若播放模式

为顺序播放，则该播放列表中的音乐

顺序即为播放顺序。

播放列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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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播放器

播放列表用于管理和控制播放列表当前播放的内容。

点击主菜单【音乐】-->【播放列表】进

入播放列表控制界面

在播放列表控制界面里不仅可以管理播放

列表，还是一个音乐播放器。

播放列表界面

• 通过点击列表左侧的【列表1】，

【列表2】菜单可以选择控制不同的音

乐列表。

• 通过拖拽列表中的歌曲名可以调整歌

曲的播放顺序，点击歌曲名后的【播

放】按钮可以播放指定歌曲。

• 通过列表下面的控制按键可以控制歌

曲的播放和设置播放模式

本地试听当前播放内容

上一首：播放列表中的上一首音乐

暂时：暂停当前播放列表

下一首：播放列表中的下一首音乐

顺序：当前列表顺序播放

乱序：当前列表乱序播放

单曲循环： 当前音乐单曲循环播放

同样在播放器界面我们可以管理正在播放

指定列表的广播设备，在播放器菜单下，

选择一个播放列表，然后在右下角点击设

备按钮。

播放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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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广播设备列表中选择将要播放音

乐的设备，然后点击【播放】按钮即可开

始音乐播放任务。

播放器界面

在音乐播放的过程中，用户可将某些新的

设备加入到播放任务中，或者是将某些正

在播放音乐的设备移除播放任务。

播放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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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告警库

告警库的设置在音乐菜单下，操作员可以像上传音乐文件一样将本地电脑的告警音频文件上传至告警库中。

点击主菜单【音乐】-->【告警库】进入

告警库管理界面

告警库管理界面

上传成功后，亦可以像管理音乐文件一样

对告警音频文件进行编辑或删除的操作。

告警库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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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告警列表

通过告警库上传告警音后，操作员还需进入告警列表菜单设置告警事件关联的告警音。

点击主菜单【音乐】-->【告警库】进入

告警库管理界面。

告警列表界面

SIP 融合通信系统中预先默认设置了一系

列告警事件列表，用户可对这些紧急事件

对应的告警音进行修改。通过【编辑】按

钮可以修改对应的告警内容。

只有在【启用】相应的告警事件后，该告

警图标才会在控制台显示。告警事件设置

完成后，操作员即可在控制台界面发起一

键告警。

告警列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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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广播任务

SIP 融合通信平台操作员可以在任务菜单下创建触发广播任务。广播任务的类型包括：即时任务、定时触发任务、号码触发任务。

进入广播任务管理界面后，点击【新建

任务】按钮

广播任务配置界面

3.2.1 即时任务

即时任务即马上启动任务。输入任务名

称，选择任务类型为【即时任务】，点

击【下一步】。

即时任务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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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广播类型可选择音乐、文字转语

音、采播、告警四种。

此处以音乐为例，用户需选择音乐源

（播放列表），设置播放策略（播放顺

序），以及音量，然后点击【下一

步】。

及时任务配置界面

选择要播放的终端设备，点击【提交】

即可完成。

即时任务设置完成后，点击提交任务则

开始执行。执行完毕后，该即时任务则

结束了。

及时任务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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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定时任务

定时任务及通过时间作为触发条件启动任务。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任务名称，并

点击选择【时间触发任务】，再点击

【下一步】。

定时任务配置界面

1）单次定时任务

在步骤 2 中，选择【单次】，并依次选

择任务执行的日期、时间，并点击【下

一步】。

单次定时任务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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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选择广播类型、音乐源、播放策

略，音量等选择项之后，点击【下一

步】。

单次定时任务配置界面

然后，选择要播放的终端设备，点击

【提交】。

单次定时任务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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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时循环任务

在设置定时任务时，步骤②需要选择

【循环】选项，然后选择执行任务的时

间范围后点击【下一步】。

日期：执行任务的日期范围（为空表示

无日期限制）

时间：执行任务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重复：是否需要在一天内重复执行，可

以提供两种重复播放模式

模式一：

重复频率（秒）：指定时间播放一次

播放时长（秒）：每次播放的时长

例如重复频率120秒，播放时长80秒，

则在开始和结束时间范围内每120秒播放

一次，每次播放80秒，静默40秒后开始

新的播放，以此循环。

模式二：

间隔时间（秒）：每次播放完成一个

播放列表的间隔时间

例如间隔时间1800秒，则在开始和结

束时间范围内每间隔半小时完整播放一

次播放列表中的内容

循环定时任务配置界面

然后，选择广播类型、音乐源、播放策

略，音量等选择项后，点击下一步。

循环定时任务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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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执行定时广播任务的的终端，再

点击提交即可。

循环定时任务配置界面

3.2.3 号码触发任务

号码触发任务及通过拨打特定的功能码作为触发条件启动任务。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任务名称，并

点击选择【号码触发任务】，再点击

【下一步】。

号码触发任务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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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自定义的触发号码，该号码可以为

任意数字号码，用于在IP 话机或其他SIP

终端上拨打并触发广播。配置完成后，

点击【下一步】。

号码触发任务配置界面

然后选择广播类型、音乐源、播放策

略，音量等选择项后，点击【下一

步】。

号码触发任务配置界面

选择要广播的终端设备后点击提交。

备注：号码触发任务需要拨打功能码加

触发号码来触发。例如，本例中的触发

号码为 0001，号码触发广播的启动功能

码为*11，所以拨打号码*110001 则执行

该号码触发任务；若要结束任务，可使

用结束功能码*12 ，即主控话机拨打

*120001 即可停止此任务。

号码触发任务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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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广播类型

在设置触发广播任务时，用户都需要选择广播类型，即触发任务用于广播的音频源，音源可选择音乐，文字转语音，采播和告警。

3.3.1 音乐

触发广播任务若选择的广播类型为音乐，则在用户定义的条件被触发时则播放音乐，音乐的来源同样是音乐菜单下用户自定义的

播放列表。

3.3.2 文字转语音广播

智科 SIP 融合通信系统集成了科大讯飞文字转录音引擎。

用户只需将文字输入到内容里，然后点击

转换即可将文字内容转化成可以用于广播

的音频。

次数：指定该段语音的播放次数，-1为无

限次

文字广播配置界面

转换成功后，可点击试听。 文字广播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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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听中，用户可点击播放/暂停按钮，可

播放或暂停合成的语音。

注：用户一次最多可输入 1500 个字符，

进行文字到语音的转换。。

试听所听到的语音效果则为最终广播的语

音效果，若用户满意则点击下一步完成文

字转语音触发广播的设置

文字广播配置界面

3.3.3 采播

采播的功能为，操作员通过操作平台预先录制广播内容，然后通过广播任务将采播内容广播。（注：此处要求电脑有录音功能。）

操作员点击【开始】按钮后开始录制采播

广播的内容。

次数：指定该段语音的播放次数，-1为无
限次

采播配置界面



35

点击开始后，开始录音，点击停止按钮

可停止录音。

文字广播配置界面

点击【停止】后，操作员可对录制的音

频内容进行回放，重录和确认，若点击

确认后，录音上传到服务器，此时点击

【下一步】。

回放的过程中，用户需仔细聆听录制的

音频是否满足要求，若不满足要求则点

击重录，若符合要求则点击确认，然后

点击下一步完成任务的设定。

采播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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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告警

在设置触发任务时，若广播类型选择为告警，则在满足该触发任务的条件时，系统将发起告警广播，如即时告警广播，定时告警

广播或者是号码触发的告警广播。

此处用户需选择告警源，以及设置音量，

然后点击下一步以完成任务的设置。

告警任务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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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广播任务列表

在主菜单【任务】菜单下，用户可以查

看所有已创建的广播任务。

用户可对已创建的任务进行编辑和删除

操作。

广播任务列表界面

在今日任务菜单下，用户可以查看所有

当天的定时广播任务，对于未执行的任

务，用户还可以进行临时取消操作，取

消操作只取消当天某个时刻的任务，不

会影响该任务后续的定时循环。

今日任务列表界面

在任务日志界面，用户可通过开始日

期、结束日期、任务类型、广播类型、

任务名称来查询历史任务记录以及执行

的结果。

历史任务日志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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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点击【查看】按钮，查看任务的

详细信息。

历史任务日志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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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告警列表

控制平台主菜单的【告警】包括告警广播记录和终端设备故障告警。

3.5.1 告警广播列表

在告警广播列表菜单下，用户可以查看系统中的告警广播历史记录。

告警事件包括一键告警，触发告警等告警

事件。

告警广播列表界面

可对告警事件进行确认，并添加备注信

息。

告警广播列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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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认】后，操作员将看到告警事件

的详细信息，如告警发生的时间，发起的

用户，告警类型，告警广播的终端等，用

户还可以添加确认该告警事件的备注信

息。

告警广播列表界面

确认完该告警信息后，此记录会存放到告

警列表的末端位置，并显示为已确认状

态，其他未确认的告警事件将在上方优先

显示以提醒用户进行确认。

告警广播列表界面

3.5.2 故障列表

故障列表中列出了系统中终端的所有故障信息。

点击主菜单【告警】-->【故障列表】进

入故障列表界面。

故障列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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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信息即为终端设备出现故障时的上报

信息。

例如设备 1006 出现掉线故障后，SIP融合

通信平台右上角会弹出故障提示弹窗，点

击此弹窗可进入告警信息列表查看详细故

障信息。

设备故障列表界面

故障列表中会显示刚才提示的设备故障信

息。

故障列表界面

若明确了设备的故障原因或者是已经排除

故障，用户可点击【确认】按钮予以确

认。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设备的故障备注

信息，再点击【提交】按钮进行确认这次

故障告警。

确认设备故障列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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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提交的故障信息会排到故障列表的

最末端。点击【备注信息】按钮，可查看

操作员在确认故障时添加的备注信息。

确认设备故障列表界面

用户还可以选择对故障信息进行忽略操

作，点击此条故障信息对应的忽略按钮。

确认设备故障列表界面

点击单次忽略为忽略此次告警，永久忽略

为永久忽略此设备的告警信息。

忽略设备故障界面



1

操作员选择单次忽略后，设备的故障信息

将被标记为已忽略，并且会重新排列到故

障信息列表的末端。

忽略设备故障界面

若操作员选择永久忽略，则设备的当次故

障将会被标记为已忽略，同事将忽略此设

备的以后的所有故障信息，并且该设备将

被添加到忽略列表中。

若要恢复该设备的故障状态监控，请点击

【恢复】按钮取消对该设备的忽略操作即

可。

忽略设备故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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