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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预防措施

·在安装或使用之前请务必仔细阅读安全操作指示。

·请遵守警告以及有关安全提示。

·请在阅读完毕后，将本手册置于取用方便之处，以备日后参考之用。

警告

该标志用于，提醒用户本设备的随附资料中包含了重要的操作和维护(维修)说

明。

设置及安装机器时

·避免被水沾湿

请勿将机器暴露于雨天或可能被水或其它液体沾污的环境，否则可能导致火灾。

·请勿使用指定外的电源电压

使用高于所标识的电压时，可能会导致火灾。

使用机器时

·一旦发生异常

在使用中，发现以下异常现象立即切断电源，请与经销商联系。如继续使用，将有可能引发

火灾或是造成触电。

·机器冒烟、或是发出怪味时。

·机器内部被水或异物侵入时。

·机器摔落，或机器外壳破损。

·电源线受损时（线芯外露或断线等）。

·故障时(如不能联网、没有声音等)。
·请勿打开机器内部或改造机器。

·请勿让异物侵入机器内部

请勿让金属类物品或易燃性物体等异物，插入机器的通风口等地方或丢入机器内部，否则将

有可能引发火灾或是造成触电。

·打雷时请勿触摸

为避免触电，雷电时请勿触摸机器、插头等。

·请勿将装有液体的容器或小的金属物体放置于机器上方

若不慎打翻容器，并让液体渗入机器时，将有可能引发火灾。

·请勿打开机器内部或改造机器

机器内部包含高电压零件，一旦打开外盖，或改造机器时，将有可能引发火灾或是造成触电。

一切有关维修和机器内部改造等事项，需由专业人员操作。

·维护保养时或长时间不使用时之注意事项

维护保养时，或机器 10 天或 10 天以上的时间不使用时，为确保安全，请切断电源开关，并

将电源插头拔出。若未遵守本项规定时，将有可能会造成触电或引发火灾。



2.概要

IP 网络音频终端内嵌本公司自主知识产权的 IPAudio 数字网络音频技术，配备了外部

线路输入端口、一路立体声线路输出端口等端口。不但可用作广播寻呼讲话，而且还可与其

它终端实现双向对讲功能。

3.特性

·具有 TFT 真彩液晶屏及控制键。

·采用高速工业级双核(ARM+DSP)芯片，启动时间≤1秒。

·音频线路输出，接驳外部功放实现声音播放。

·强大的远程实时监听功能。

·有以太网口地方即可接入，支持自动获取 IP 地址。

4.使用注意事项

·请将输入缆线远离输出缆线，两者过于靠近时，将有可能会造成干扰。

5.安装注意事项

·附带的电源为本机器专用，请勿使用在本机器以外的装置或使用以外装置的电源来替代

所附带的电源。



6.连接示例

① 电源输入

② 外部音频信号

③ 终端音频信号

7.操作说明

7.1.1终端 IP设置项目说明

进入 IP 设置后，可修改的项目分别为：ID 号、服务 IP、Manual/Auto、本机

IP、网关 IP。各项目的说明如下，

ID 号：标识终端的唯一编号，不能重复。（如，一个系统中有 50 台终端，那么

它们的 ID 号就是从 001 到 050。）

服务 IP：服务器的 IP 地址，通常是安装服务软件所在的服务器的 IP 地址。（如，

192.168.0.8）

Manual/Auto：手动/自动获取 IP 地址。按数字键【1】切换。默认是手动，指

定本机 IP 地址。如果网络上存在 DHCP 服务，可设为自动。

本机 IP：终端本机的 IP 地址，根据用户需要设定。（如，192.168.0.11）

网关 IP：网关的 IP 地址。（如，192.168.0.1）如果不存在网关可直接设服务

IP 为网关。

7.1.2终端 IP设置

按【SET】键，进入密码输入状态：



输入默认密码“123456”，按【OK】确定进入设置界面：

按【↑】或【↓】键可依次移动光标的位置，按【0】－【9】键可修改参数。

设置完毕后，按【OK】键则退出并保存，按【C】键则退出但不保存。如设置正确，

终端会立即登录服务器，液晶屏显示“联机-空闲”；如果设置不正确或者未开启服务器

软件，液晶屏始终显示“脱机”。

7.2自由点播

在“联机-空闲”状态下，按【9/AOD】键，进入“联机-点播”状态，并显示点播

目标

按【↑】或【↓】键翻动菜单，选择所需节目，按【OK】开始播放，按【C】键退

出自由点播。

7.3接收打铃/接收节目/接收采播/接收报警

根据服务软件命令自动运行，无需按键。



7.4广播讲话

1．进入发起采播状态

在“联机-空闲”状态下，按【Broadcast】键，进入“发起采播”状态，如下图：

2.选择分区

按数字键【1】－【0/SET】选择目标分区（以选择 1、2、3区为例），选中的分区

将反白显示，如下图：

上图中为同时选择了 01、02、03 三个分区。如果要选择第 12 分区，则先按【↓】

键将横线移动到第二行，然后按下【2】键即可。如下图：

如需选择所有分区，则再次按下【Broadcast】键即可，如下图：

3.开始广播

按【OK】键开始播放广播提示音，如下图：

广播进行中,如下图：



4.停止广播

按【C】键停止广播，开始播放结束广播提示音，如下图：

提示音结束后，广播停止，如下图：

7.5双向对讲

1.进入对讲

在“联机-空闲”状态下，按【Talk】键，进入“联机-发起对讲”状态，如下图：

2．选择呼叫目标终端

按数字键【1】－【0/SET】选定目标终端的 ID 号，如下图：



3．开始对讲

按【OK】键开始呼叫目标终端，终端屏幕显示正在呼叫中，如下图：

此时目标终端将响铃；如果在目标终端上按【OK】键则开始双向通话，如下图：

如果没有此目标终端或者目标终端网络不正常，则会显示下图：

通话过程中，任意一方按【C】键将停止对讲，如下图所示



7.6脱机功能

在 8520 的“设置”界面，按“VOL+”或“VOL-”可设置其它终端的 ID 和 IP，设

置完毕后按“OK”保存。终端 8520B 能在脱机状态下呼叫这些已设置的终端，并进行双

向对讲（若对方终端也处于脱机状态，对方终端必须也支持脱机对讲功能）。

8.使用中常见问题解答

为何在启动服务软件过程中，出现“终端网络服务（UDP）启动失败”警告？

出现此警告信息，通常是服务器的本地网络连接已断开，将本地网络电缆连接好，退出服

务软件，重新启动服务软件即可。

终端总是显示“脱机”？

1．检查服务软件和主控机是否正常开启。在开启服务软件之前，需先关闭所有防火墙（包

括系统自带的防火墙和其它杀毒软件含有的防火墙）。

2．检查网络连接是否正常。终端通电后，网络端口的绿色指示灯常亮，同时，橙色指示

灯会伴随短暂或急促闪烁，则表示网线硬连接正常。如发现网络端口的绿色指示灯不

亮，则是网络的硬连接出现了问题，检查与终端相连接的网线及交换机，看其有无正

常工作、损坏和接触不良等现象。

3．检查终端的 IP 设置。查看终端的 ID 号、服务 IP、本机 IP、网关 IP 等参数是否设置

正确。

接收打铃/接收节目/接收采播时，终端音频输出时有时无？

出现这种现象，通常是终端存在 ID 号重复和本机 IP 地址冲突(有终端与终端本机 IP 冲突

和终端与网络上的计算机 IP 冲突两种情况)。重新正确设置好 ID 号或本机 IP 地址即可。

9.规格、功能部件和参数

规格

大小

长度：320 毫米(12.6 英寸)

宽度：124 毫米(4.9 英寸)

高度：94 毫米(3.7 英寸)

电源电压

DC9V

功耗

≤5W

包装尺寸

长度：568 毫米(22.36 英寸)

宽度：310 毫米(12.2 英寸)

高度：95 毫米(3.35 英寸)



净重

1Kg

毛重

2Kg

功能部件

接口

电源输入口

话筒输入口

音频输入口

音频输出口

网络输入口

参数

支持的网络通讯协议

TCP/IP、UDP、ARP、ICMP、IGMP 协议

网络芯片速率

10/100Mbps

音频编码

MP2/MP3/PCM/ADPCM

音频采样

22.050kHz～44.1kHz, 16bit

传输位率

16kbps-192kbps

信噪比

>90dB

频响

20Hz-16KHz

显示屏

TFT 1.8’LCD 128x160

10.附属品

DC9V/1.5A 电源------------------1

附录 A. 声明

声明

本公司可能不在所有国家或地区提供文档中讨论的产品、服务或功能特性。有

关您当前所在区域的产品和服务的信息，请向您当地的代表咨询。

本公司提供本出版物，不附有任何种类的（无论是明示还是暗含的）保证，包

括但不限于暗含的有关非侵权、适销和适用于某种特定用途的保证。本信息中

可能包含技术方面不够准确的地方或印刷错误。此处的信息将定期更改；这些

更改将编入本出版物的新版本中。本公司可以随时对本出版物中描述的产品和

/或程序进行改进和/或更改，而不另行通知。


	1.安全预防措施
	2.概要
	3.特性
	4.使用注意事项
	5.安装注意事项
	6.连接示例
	7.操作说明
	 7.1.1终端IP设置项目说明
	7.1.2终端IP设置
	7.2自由点播
	7.3接收打铃/接收节目/接收采播/接收报警
	7.4广播讲话
	7.5双向对讲
	7.6脱机功能

	8.使用中常见问题解答
	9.规格、功能部件和参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