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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8530 型

IP 寻呼话筒

使用说明

常州市龙安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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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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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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触电。

·请勿使用指定外的电源电压

使用机器所标识的电压使用机器。

使用高于所标识的电压时，可能会导致火灾或触电。

·请勿刮伤电源线

请勿刮伤电源线，也请勿切割、纽绞电源线。

同时避免电源线靠近发热体，绝对不要在电源线上放置重物，包括机器本身，

否则可能引发火灾或是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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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可能引发火灾或是造成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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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8530 IP 网络寻呼话筒由 IP 网络寻呼话筒、寻呼话筒扩展面板和寻呼话

筒听筒板组成，内嵌自主知识产权的 IPAudio 数字网络音频技术，终端配备了电

源输入接口、SD 卡接口、模拟音频输入输出接口、短路输入输出接口、RJ45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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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接口等。

·专业组合式结构，由寻呼主机、扩展面板、扩展手柄三部分组成；采用 4.3

寸真彩液晶屏，能直观显示对应的快捷分区等信息；带 16 个可编程快捷键，

能一键快捷式呼叫目标终端，操作方便。

·采用高速工业级双核(ARM+双 DSP)处理芯片，启动时间≤3秒。

·内置 3W 大功率扬声器，声音洪亮、失真小；采用可拆卸软管式话筒杆，寿命

更长，维护更方便。

·支持“来电/去电”中/英文双语显示，及未接来电提示。

·内置大容量存储器，可用于存储对讲录音文件、广播用 MP3 音频等；可远程操

作存储器内的文件。

·在广播过程中，操作设备内的音频文件，可实现语音远程播放。

·在用听筒对讲挂机时，具有挂机的选择菜单，方便对讲形式的切换。

·自动检测音频输入输出，方便音频线路的切换。

·可增配带 16 个按键的扩展板，通过双 TFT 真彩液晶屏显示自定义功能，对讲

通话十分快捷。

·具有带听筒的扩展板，摘机挂机自动检测，方便私密通话。

·有以太网口即可接入，支持跨网段和跨路由。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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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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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时尽量避免音频信号线与其它电源及控制线近距离平行布线。

5.各部名称与功能介绍
【前面】



5

①话筒杆

采集现场声音。

②扬声器

内置扬声器，还原远端和本地声音。

③ 键盘

人际交互输入通道，接受指令输入。

④ 听筒

内置扬声器和麦克风，还原远端声音和采集现场声音。

⑤ 显示屏

真彩液晶屏显示整机的登录状态、音量值、分区列表、工作状态等相关信

息。

【操作键盘】

·“紧急”“文件”“信息”“录音”等功能键

“紧急”键：按住“紧急” 键 1秒，可以向全区广播。

“文件”键：通过该键查看存储 SD 卡内文件，按相应位置的 F1-F8,即可播放

该文件。

“信息”键：查看本终端的网络参数、系统参数、软件版本以及液晶屏亮度调

节、按键测试信息。

“录音”键：按该键，进入录音状态。

“监听”键：按该键，进入监听状态。

“广播”键：按该键，进入广播状态，通过 F1-F8 选择相应的分区进行广播。

“音量+”键：播放音频时，按该键音量逐级加大。

“音量-”键：播放音频时，按该键音量逐级减少。

“对讲”键：按该键，进入对讲状态，通过 F1-F8 选择相应目标进行对讲。

“取消”键：按该键，取消操作或返回主界面。

“ ” 键：按该键，实现向左翻页。

“ ” 键：按该键，显示终端列表。

“ ” 键：按该键，实现向右翻页。

“ ”键：该键位于寻呼话筒的扩展面板上，配合双显示屏，按该键可以非常

快捷的与对方对讲通话。

·“F1-F8”键，快捷对讲键

按下对应的快捷键，可快速执行快捷键所定义的对讲目标，实现快速对讲。

“F1-F8”键，在相应的功能键作用下，可以实现第二功能：

在按“文件”键时，可以实现相应位置的音频文件播放。

在按“广播”键时，可以实现相应广播分区的选择。

在按“对讲”键时，可以实现相应对讲目标的选择。

·数字键“0-9”数字键

用于对讲和广播分区选择时的数字输入。

【背面】

①音频输出接口

此接口输出的是已还原了的音频信号，可作为音源至放大器或有源音箱，用

于背景音乐的播放，出厂配置为音频输出。

②音频输入线路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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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接耳机或者其它 3.5(mm)音频输入接口。

③以太网接口

接入跟服务器有关联的网线，以便终端能正常登录。

④短路输入输出接口

短路输入输出接口，以便与外部设备联动，出厂配置为短路输出。

⑤电源输入接口

为本终端提供 12V 输入电压。

6.连接示例

7.操作说明

7.1 终端网络参数设置
将 LA-8530 型终端按照连接示例连接后，开启电源，按“信息”键查看本终

端的网络参数，根据现场使用环境更改本终端的网络参数，方法有两种：

方法一：

按【信息】键，输入密码【123456】，设置好网络参数，按【保存】键。

方法二：

用终端设备扫描工具强制方式，发送网络参数给 8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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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三：

·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直接输入 8530 的 IP 地址，回车后出现认证的的窗口，

用户名和密码都为“admin”，进入 Web 服务界面，在“网络参数”项根据现

场环境设置，其中的端口如没必要请不要修改。

·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

7.2 发起对讲操作说明
发起对讲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实现：

①普通方式：按【数字】键输入对讲终端 ID 号，再按【对讲】键即可以实现

与该目标对讲。

按【取消】键，退出对讲状态，返回主界面。

②快捷方式：可以直接按主板上的【F1】-【F8】键，扩展板的 16 个快捷键，

快捷的与设定的目标对讲。

③触发：对讲中按【触发】键，触发目标终端的短路输出端口 1闭合，5秒后

断开。

④转移：对讲中按【转移】键，对讲目标将自动转移呼叫到映射次序的下一个

终端。

⑤三方通话: 无论发起或是接听对讲状态下，都能发起或接听第三方的通话或

来电，实现三方通话。

 发起三方通话：

按【三方】键，输入【ID】号，按【对讲】键呼叫。

 接听三方通话：

按【对讲】键,接听。

⑥终端快捷对讲设置

 进入浏览器后，在“快捷对讲”项，可以设置键盘与相应终端的对讲映

射关系，以后按该键就可以快捷对讲。

 设置完成后，点“保存”后退出。

7.3 发起广播操作说明
发起广播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实现：

①分区广播：按【*】号键，再按【数字】键输入广播的分区，然后按【广播】

键实现分区广播。

注：需要选择多个广播分区时，分区之间用【*】好间隔。

比如：要选择分区 1，分区 2，分区 3，分区 5，区分 10，就按

“*1*2*3*5*10”，再按【广播】。

②终端广播：按数字键输入要广播的终端号，然后按【广播】键实现终端广播。

注：按数字键然后用【*】间隔出来，然后按【广播】键实现多个终

端广播。

比如：要选择终端 1，终端 2，终端 3，终端 5，终端 10，就按

“1*2*3*5*10”，再按【广播】。

③远程语音投放

在广播过程中，按【文件】键，选择需要播放的音频文件。

7.4 语音文件管理
①用服务软件自带的 WAV 节目制作工具转换好音频文件。

②用 FTP 方式登录 8530 的 IP 地址，用户名和密码都是“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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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投放文件夹：AudioFile.把转换好的语言文件(22K,WAV 文件)上传到

AudioFile 文件夹。

来电铃声文件夹：RingFile， 把转换好的铃声文件(22K,WAV 文件)上传到

RingFile 文件夹；

铃声文件名格式：终端号.wav 例如：终端 1为 001.wav, 终端 23 为

023.wav。

7.5 发起监听操作说明
按【数字】键输入监听终端，再按【监听】键即可以实现对该目标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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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安装说明
①用灰排线（14 Pin）把 LA-8530连接起来；

②把固定片装上，然后用螺丝（M3）固定；

③把话筒杆（对好凹 凸）装上，然后

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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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组装过程中必须断电操作，否则会损坏机器。

10. 外观

尺寸

11.规格、功能部件和参数
功能部件和参数

设备尺寸规格

长度：257.4 毫米

宽度：300 毫米

高度：76.8 毫米

包装箱尺寸规格

长度：550 毫米

宽度：450 毫米

高度：220 毫米

重量规格
净重：1.5kg

毛重：3kg

输入电源规格 DC12V2A

功能部件接口

短路输入输出接口：1个

音频输入接口：1个

音频输出接口：1个

电源输入接口：1个

RJ45 网络接口：1个

SD 卡播放接口：1个

支持的网络通讯

协议
TCP/IP、UDP、ARP、ICMP、IGMP 协议

支持网络速率 10/100Mbps 自适应

音频编码 MP2、MP3、PCM、ADPCM

音频采样 8K～320KHz,16bit

传输位率 10K～192Kbps

12.附属品
电源适配器 DC12V、2A--------------------------1 个

产品说明书、合格证及保修卡--------------------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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