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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1.1 产品介绍 

智科通信 SIP 广播网关 X 系列（X10 和 X30）是多功能的 IP 音频转换设备，可以将 IP 语音转换为模拟

音频信号用以双向 IP 语音通信或 IP 音频广播用途。 

X 系列 SIP 广播网关提供了两组双声道的音频输出接口，其中一组输出功率为 40 毫瓦，可用于接入话

机手柄，耳机或外置功放设备，另一组的输出功率为 10 瓦，可支持接入一组无源音箱。两种工作模

式可在 Web 管理界面根据实际应用场景选择其中一种工作模式。 

SIP 广播网关除支持基于 SIP 协议的双向语音通信和喊话广播外，还支持基于流媒体协议的音乐或其他

音频文件的广播功能。当应用场景中需要进行双向语音通信时，可通过设备提供的麦克风输入接口接

入麦克风实现双向通话。 

除语音通信外，X 系列 SIP 广播网关还支持接入传感器，声光报警器，门磁等外围设备，实现一些自

动化控制、安防等功能。 

1.2 产品规格 

X10 主要技术参数 
 

音频输出 
2*10W, 8Ω SPK +  
3.5mm耳机输出接口  

 

 

音频输入 3.5mm麦克风输入接口 

按键 2枚一键拨号键 

按键 LED 2个 LED按键指示灯 

协议 流媒体，SIP（RFC3261） 

语音编码 G.711(a, u), G.722, G.729等 

电源 PoE（IEEE802.3at）或直流 12V-3A 

继电器开关 支持开关量信号输入和输出 

网络 ETH0+ETH1 10/100Mbps 

工作温度： -20°C ~ +5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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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0 主要技术参数 
 

音频输出 
2*10W, 8Ω SPK或 2*40mW,  
16Ω HEADSET输出  

 

 

音频输入 驻极体电容麦克风 

按键 2枚一键拨号键 

按键 LED 2个 LED按键指示灯 

协议 流媒体，SIP（RFC3261） 

语音编码 G.711(a, u), G.722, G.729等 

电源 
PoE（IEEE802.3at）或直流 12V-3A 
或 24V-1.5A 

继电器开关 支持开关量信号输入和输出 

网络 ETH0+ETH1 10/100Mbps 

工作温度： -40°C ~ +7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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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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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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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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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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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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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网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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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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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菜单【SIP 设置】-->【SIP 账号】进入 SIP 账号配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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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SIP 服务器  SIP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域名。若服务器的 SIP 端口非默认的 5060 端口则需要

在 IP 或域名后指明端口号，例如“192.168.12.87:5666”。 
o 用户 ID   服务器提供的 SIP 账号或分机号码。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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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秒。 
o RTP 起始端口   本地 RTP 流使用的起始端口，一般情况下无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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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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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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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置】-->【联动设置】进入安防设置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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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讲及拨号 

o 对讲线路 1 号码   配置 key1 按键响应的对讲号码。 
o 对讲线路 2 号码   配置 key2 按键响应的对讲号码。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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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设置 

设置安防对讲设备输入接口（D_IN）配置操作，该接口通常可连接各式传感器，输入数字高低电平信

号。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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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输入检测  开启数字高低电平信号输入检测功能。 
o 触发模式  选择使用上升沿/下降沿（及高电平/低电平）触发。 
o 触发拨号  开启触发拨号，如果你需要在信号触发时拨打一个号码。 
o 触发号码  在触发拨号时呼叫的一个号码。 

例如：设定触发模式为下降沿，当输入口电平由高到低变化时触发。 

输出设置与触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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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图所示 

 
o 持续时间 在安防对讲设备上提供了 NO（常开）/ NC（常闭）两个接口，

该选项用于配置接口状态改变时的持续时间触发设置。 
o 输入触发  开启后，当接收到数字电平信号时触发输出接口状态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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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入】、【呼出】、【挂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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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SIP 高级配置 

3.1 音频编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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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x 四种音频编码。 

3.2 SIP 通话设置 

配置呼叫应答方式，应答方式可设置为自动应答和延时应答。 

点击菜单【SIP 设置】-->【SIP 通话设置】进入 SIP 通话设置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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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自动应答 设置应答方式为自动应答，开启后所有的呼叫将直接自动应答。
关闭后将采用延时应答的方式或判断 SIP 请求的头域中是否有自动应答的标签。 

o 自动应答延时 当关闭自动应答后该功能生效，默认延时时间为 2 秒。 
o RTP 超时时间 在通话异常时，如果超时时间内没有收到 RTP 流，通话将自动

挂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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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系统高级配置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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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扬声器音量   设置广播网关的音量，默认音量为 7，设置范围 0～9。 
l 麦克风音量   设置广播网关的输入音量，默认音量为 5，设置范围 0～9。 

4.2 时间设置 

设置广播网关的系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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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当前时间  显示当前设备的系统时间。 
l NTP    使用 NTP 方式获取时间。 
l NTP 服务器  获取时间使用的网络时间服务器。 
l 时区   设置设备使用的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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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旧密码   输入 admin 账户旧的登录密码。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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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语音设置 

设置当前系统使用的语音。 

点击菜单【系统设置】-->【语音设置】进入语音设置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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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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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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当前版本  显示当前系统所使用的版本。 
l 更新时间  显示设备上一次系统更新的时间。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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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固件   点击选择升级当前设备需要使用的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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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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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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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