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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 编写目的 

为售后工程师、测试调试人员、维护人员和工程人员管理配置设备提供参考。 

1.2 编写背景 

教育拾音音频处理系统涉及到设备的安装调试和后续维护，对技术人员的要求较高，特

别是涉及到音频效果的调试，因此，一份详细的管理配置工具用以说明软件的使用、业务配

置项的含义是否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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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安装说明 

2.1 环境要求 

 操作系统：推荐使用 Windows 7、Window 10 系统。 

 硬件配置：办公、家用主流配置的 PC。  

 杀毒软件：建议关闭杀毒软件。 

 防火墙：音频录制时关闭防火墙，结束录音再开启。 

2.2 安装方式 

本工具采用免安装方式。 

2.4 首次运行 

2.4.1 IP 配置 

 设备 IP：音频处理设备默认设置为固定 IP：192.168.0.3。 

 本机 IP：软件运行后，默认选择一个本机 IP 地址作为通信端口，如果本机网络无法

与设备通信，可先添加与设备同一网段 IP，并选择此 IP 进行通信。 

2.4.2 系统复位 

如果遗忘了设备的网络设置，可通过 reset按钮复位，设备 IP恢复为：192.168.0.3。 

2.4.3 设备搜索 

直接运行管理软件，通过搜索功能，即可正常搜索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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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使用说明 

3.1 软件界面 

软件界面主要由:“菜单栏”、“工具栏”、“在线设备列表”、“功能标签页”、“功

能操作区”、“状态栏”六个部分构成。 

 

图 3.1  主界面图 

如上图所示，对应标号说明如下： 

1. 菜单栏：包含“开始”和“帮助”两个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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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开始菜单界面图 

如上图所示，开始菜单中包含：“设备搜索”、“音频参数”、“网络参数”、“系

统控制”、“音频录制”和“退出”子菜单，其中“退出”子菜单执行关闭软件操作，“设

备搜索”子菜单执行搜索在线设备功能，其它子菜单功能与工具栏中的对应图标按钮一样，

执行切换功能页操作。 

 

图 3.3  帮助菜单界面图 

如上图所示：帮助菜单中只有一个“使用说明”子菜单，提供打开帮助文档功能。  

2. 工具栏:工具栏提供了带图标的“设备搜索”、“音频参数”、“网络参数”、“系统

控制”和“音频录制”按钮，以及一个本地通信地址选择框，“设备搜索”执行搜索与当

前绑定的地址同一网段的在线设备，并显示搜索结果到在线设备列表。  

3. 在线设备列表:以列表的方式显示当前在线设备信息，包含：IP 地址、SN 码、固件版

本号、开机运行时长（秒为单位）。 

4. 功能标签页：标签页中显示了归类的功能，不同页之间功能相互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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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功能操作区：每一功能页都是一个功能操作区域，可进行业务配置管理。 

6. 状态栏：状态栏提示一些信息，主要显示最后操作的设备 IP。 

3.2 操作逻辑 

管理配置工具对设备的管控，都遵循一样的操作方式，即： 

1. 选中操作设备：要对设备进行管理和控制，必须从在线设备列表中选中一个设备，否

则无法进行任何业务操作，选中设备的方法是直接鼠标左键单击设备列表中设备记录

的任意位置，不支持设备多选。 

2. 业务信息准备：大部分业务在执行前，都需要进行设置，或填写一些信息，称此过程

为业务信息准备，对应的功能标签页呈现了具体的操作界面。 

3. 业务操作执行：业务信息准备完成后，在对应的功能标签页中，点击业务执行按钮，

完成业务操作。 

4. 操作结果确认：业务操作执行后，弹出提示框显示操作结果。 

3.3 操作步骤 

设备的管控操作，从软件启动后，完整的操作步骤如下： 

1. 选择本地接口：软件启动后，默认会选择一个当前 PC 的 IP 地址，点击本地通信接口

选择框，可查看当前 PC 所有的可用 IP 地址，可选择其中之一来切换当前绑定的通信

接口地址，如果设备部署在不同子网，可在 PC 上添加相应网段地址，新加的地址会

自动显示在此下拉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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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本地接口地址选择 

2. 搜索在线设备：这是最常用的工具按钮，点击【 】后，执行搜索与当前绑定的

地址同一网段的在线设备，并显示搜索提示窗口，搜索结束后，提示窗口消失，搜索

结果显示在在线设备列表中。  

 

图 3.5 在线设备列表 

3. 选中操作设备：鼠标左键点击在线设备列表中的设备记录任意位置，皆可选择该设备，

选中时该设备记录背景颜色会变为蓝色，鼠标点击了设备列表之外的其它区域时，变

为灰色，但设备的选中状态始终不变。  

 

图 3.6 选中目标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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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进入业务页面：鼠标左键点击功能标签页的名称来切换功能操作区。  

 

图 3.7 功能标签页 

5. 填写业务信息：执行业务操作前，大部分业务功能都涉及到参数或选项的修改（比如：

音频参数配置、网络配置等功能），进入功能标签页后，需按要求填写对应的业务信

息。  

 

图 3.8 业务参数配置界面 

如上图所示，进入“音频参数”功能标签页后，对音频参数进行修改。 

6. 执行业务操作：业务操作一般以功能按钮的方式提供，点击按钮执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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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业务执行界面 

如上图所示，在进入“音频参数”功能标签后，有“清空面板”、“读取配置”、“写

入配置”等功能按钮，点击“写入配置”按钮后，当前音频参数即写入设备。 

7. 确认操作结果：业务操作结果以对话框形式显示，需要点击确认。  

 

图 3.10 业务执行结果提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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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功能介绍 

4.1 音频参数 

音频参数设置集中在“音频参数”功能页，主要是通过使能/禁能算法、控制音频流路

径和调整算法参数来控制音频的效果，为了提高效率，内置典型的场景的默认设置，基于

实际环境再做微调即可。 

 

图 4.1 音频参数配置界面 

4.1.1 应用场景 

根据实际应用选择一个内置的典型应用场景，会自动的把当前音频参数设置为此场景

下的默认配置，再进行微调就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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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典型应用场景选择界面 

4.1.2 路径选择 

根据项目使用情况进行音频信号路径的匹配选择，界面勾选或者不勾选即可。  

 

图 4.3 信号路径界面 

4.1.3 音量控制 

对音频处理器输入、输出的信号进行增益调节，范围为-18dB~18dB，增益 0dB 表

示不作调节，负表示衰减，正表示增强，绝对值越大，表示相应的调节效果越强。  

 

图 4.4 音量控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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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声参考输入：对应设备上的 AEC-IN 回声输入参考接口，调节此接口的输入增益。 

 回声处理输出：对应设备上的 AEC-OUT回声处理输出接口，调节此接口的输出增益。 

 麦克阵列：对应设备上的 Mic-1、Mic-2 两个麦克阵列接口，调节此接口的输入增益。 

 扬声器输出：对应设备上的 SPK-OUT 本地扬声器输出接口，调节此接口的输出增益。 

 电脑输入：对应设备上的 PC-IN 输入接口，调节此接口输入的音频增益。 

 无线麦克：对应设备上的 WL-MIC 无线麦克输入接口，调节此接口输入的音频增益。 

4.1.4 效果调节 

系统提供了一系列的算法参数设置，可根据现场效果进行调节使用。  

 

图 4.5 算法参数设置界面 

 自动最大增益：控制 AGC 算法能最大增强/衰减的上限，可设置范围为 6dB~15dB。 

 回声抑制等级：控制 AEC 算法的处理等级，可选范围：0~4，0 表示不做处理，值越

大，处理回声使用的资源越多。  

 混响抑制量：选项表示对混响的抑制分贝值，值越大，抑制效果越强，可设置范围为

3dB~18dB。  

 平稳噪声抑制量：选项表示连续噪声的抑制水平，值越大，表示抑制越强，可设置范

围为 3dB~30dB。  

 瞬态噪声抑制量：选项表示突发噪声的抑制水平，值越大，表示抑制越强，可设置范

围为 3dB~30d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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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反馈抑制等级：“抑制等级”选项表示对扩声的抑制水平，选择范围：0~4，0 表

示不做处理，值越大，抑制越强。  

 扬声器低频 EQ：对低频音频均衡进行调节，0dB 表示不调节，负表示衰减，正表示

增强，可设置范围为-18dB~12dB。  

 扬声器高频 EQ：对高频音频均衡进行调节，0dB 表示不调节，负表示衰减，正表示

增强，可设置范围为-18dB~12dB。   

 本地扩声音量：表示扩声处理时对增益进行调节，0dB 表示不调节，负表示衰减，正

表示增强，可设置范围为-18dB~18dB。   

4.2 网络参数 

设置设备端 IP 地址，提供自动和手动两种方式，自组网方式下，可支持点对点互通。 

 

图 4.6 网络参数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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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备地址：设备出厂默认 IP 为：192.168.0.3，部署时，可根据需要设为指定 IP 或

自动获取 IP，两种选其一。  

 自动获取方式，需要网络节点支持 DHCPD，可以分配 IP 地址。 

 手动设置方式，需要注意设置的 IP、子网掩码、网关的正确性，工具目前不对合法性

做检查。 

2. 点对点互通地址：两台设备网络可达的情况下，可设相互置对方的地址来自动发起点

对点的音频互通。 

4.3 系统控制 

远程对系统进行固件升级，远程重启设备，恢复出厂以及对系统日志进行抓取和设置。 

 

图 4.7 系统控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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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备 SN 码设置：可以根据用户使用情况对设备 SN 进行自定义设置。 

2. 固件升级：通过指定升级文件，可升级设备的 APP 软件，升级时，参数配置保存不变，

升级成功会自动重启。  

3. 日志抓取：获取设备上保存的日志文件，可为厂家分析问题提供帮助。  

4. 日志设置：“日志模式”控制日志的输出方式，选择“写入文件”后，所有系统日志

会保存为文件，选择“终端输出”后，日志不可见，“日志等级”控制输出哪些日志

信息，一般保持默认配置即可。  

5. 系统控制：提供远程重启设备和恢复出厂设置功能，可把音频参数配置恢复为出厂推

荐配置（网络参数保持不变），恢复成功会自动重启系统。  

4.4 音频录制 

远程录制设备的音频输入、输出接口信号为 WAV 文件，Mic 阵列录制为多通道文件，

其它接口为立体声，文件以接口前缀+时间命名，该功能供调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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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音频录制设置界面 

1. 保存路径：指定录音文件的保存位置。 

2. 录制音源：对应设备上的音频输入、输出接口，选择要录制的音源。  

3. 日志：录制的状态显示。  

4.5 导入导出 

配置的导入、导出功能，对批量部署设备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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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配置导入导出设置界面 

1. 导出配置：导出当前选中设备的音频参数配置（其它配置无法导出），并保存为指定

的文件名。  

2. 导入配置：指定配置文件，导入到当前选中设备，覆盖当前音频配置（其它配置不可

导入）。 

4.6 业务设置 

工具提供语音分离产品设置的角度设置和平台 IP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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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业务设置界面 

1. 角色模式设置：角色模式有：固定半角模式、固定窄角模式、随机模式。  

2. 平台 IP 设置：输入对接平台 IP 即可。 

4.7 网络发送 

网络发送，提供 RTP 服务，可对服务器 IP 和端口进行匹配设置。 

 

图 4.11 网络发送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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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设备调试 

设备调试主要用于工程安装中的设备调试。 

 

图 4.12 设备调试界面 

1. 自动检测与调试： 

 检测现场安装麦克是否正常； 
 检测扬声器音量匹配情况； 
 检测扬声器失真情况（失真越差将影响互动效果）。 

2. 扩声调试：扩声音量和声反馈抑制调试。 

3. 接口调试：当设备出现异常时，可根据调试步骤进行故障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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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自动增益】Automatic Gain Control 

表 1 自动增益介绍 

阐述 参数配置 效果 

自动调节信号的放大倍数，利用高精度算法

处理声音忽大忽小、或远或近的现象，达到

声音平稳、语调一致的最佳听觉效果。 

连通 打开/关闭 

最大增益 
dB 值越大表示自动调节的增益范围越

广 

最大增益 dB 越大音量会相对增大 

 【回声消除】Acoustic Echo Chancellor 

表 2 回声消除介绍 

阐述 参数配置 效果 

互动教学（对讲）时，完美的自动消除回声干扰，

清晰和流畅的还原对方的声音，可供调节的消除

等级更好的适应不同的使用环境。 

连通 打开/关闭 

抑制等级 等级越高回声消除效果越明显 

1. 当系统出现有漏回声时可适当增大抑制等级； 

2. 等级越高对音质损伤越大，建议中等。 

 【混响抑制】Automatic Reverberation Suppression 

表 3 混响抑制介绍 

阐述 参数配置 效果 

混响就是声音在室内要经过多次反射和吸收，最

后才消失的一种延续现象，特有的声学算法可以

针对混响进行相应的抑制，可针对不同的使用环

境进行不同的效果配置 

连通 打开/关闭 

抑制量 抑制量越大对混响的抑制效果越明显 

1.面积较大的空旷环境可适当增加混响抑制量。 

2.抑制量太高对音质有部分损伤，一般采用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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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声抑制】Automatic Noise Suppression 

表 4 噪声抑制介绍 

阐述 参数配置 效果 

采用特有的频谱特性过滤掉除人声之外的噪声

信号，可针对规律变化的平稳噪声进行过滤，也

可针对无规律变化的瞬态噪声进行削弱，特有的

降噪效果让现场更安静，降噪的幅度可以根据现

场环境进行人性化调节 

连通 打开/关闭 

平稳抑制量 
有规律的平稳噪音（如空调声、风扇声）

抑制等级，等级越高对噪音的压制越强 

瞬态抑制量 

无规律的瞬态变化噪声（如脚步声、碰

撞声）抑制等级，等级越高对噪音的压

制越强 

1.噪声抑制越高对噪声的抑制作用越强； 

2.对噪声进行抑制过程中也削弱了人声，建议针对不同环境适当调节。 

 【声反馈控制】Automatic Feedback Control 

声反馈控制俗称本地扩声。 

表 5 本地扩声介绍 

阐述 参数配置 效果 

声反馈抑制技术很好的解决了本地扩声中

传统的啸叫痛苦，更能很好的保护音频单元

的同时解决了远离音源识别难的问题，低延

时的扩音效果呈现出完全同步的听觉感受。 

连通 打开/关闭 

抑制等级 等级越高环境适应性越强 

扩声音量 调节扩声输出的音量大小 

低频 EQ 调节 调节扩声中低频部分的均衡 

高频 EQ 调节 调节扩声中高频部分的均衡 

1.当现场出现啸叫时可以适当增大扩声等级； 

2.低频 EQ 越高声音越洪亮，而越低声音也会出现浑浊、发闷，调节适可而止。 

3.高频 EQ 越高人声越有力、越清脆，但是越高也会越刺耳，调节适可而止。 

4.扩声音量只针扩声功能有效（如，不会提高 PC输入音量，扬声器音量是整体音量）。 

——————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