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频处理器产品知识介绍



为什么要音频处理器？



扩声系统流程



扩声系统架构



数字音频处理器



一体化设计



简化传统架构&对比



4、   P系列（带功放2*150W）      5、    AM系列(带无线话筒和功放)

处理器分类



AFC  AEC   ANC



特色&优势



音频处理器产品介绍？



处理器——A系列

l A 44（S/A/N）

l A 88（S/A/N）

l A 1212（S/A/N）

l A 1616（S/A/N）

l GPIO：输入输出共8个

l RS232/RS485:  1个 

l RJ45控制接口：1个

l USB接口：1个(录播) 

l 幻象供电（每路输入）：48V

l S =反馈   A =反馈+回声  N=反馈+回声+噪声 



l 145W数字功放接口：2个

l RS232:  1个 

l RJ45控制接口：1个

l USB接口：1个 

l 幻象供电（每路输入）：48V

l 后缀定义:S =反馈   A =反馈+回声  N=反馈+回声+噪声

l P44    （S/A/N）

l P84    （S/A/N）

l P88    （S/A/N）

l P1208（S/A/N）

l P1212（S/A/N）

l P1616（S/A/N）

处理器——P系列



教学阵列麦克风



处理器——AM系列

l 145W数字功放接口：2个

l RS232:  1个 

l RJ45控制接口：1个

l USB接口：1个 

l 幻象供电（输入1/2除外）：48V

l 后缀定义:S =反馈   A =反馈+回声  N=反馈+回声+噪声 

l AM44 （S/A/N）

l AM84 （S/A/N）

l AM88（S/A/N）

l AM1208 （S/A/N）

l AM1212（S/A/N）

l AM1616（S/A/N）



接口机

控制面板

P5P2 P3P1



音频处理器软件功能？



安装环境：Window xp/window 7/windos 8/windows 10

安装补丁：Microsoft .Net Framework3.5或以上

版本（控制面板-打开或关闭Windows功能- 

Microsoft .Net Framework3.5.X）

1、菜单栏和工具栏：菜单栏包括各项功能菜单 

2、处理器参数控制区：可拖动或滚动鼠标显示隐藏部分，支持复

制/粘贴功能。

3、流程控制区：音频数据流程图，可点击图标对每个处理的参数

进行详细设置。

4、输入/输出通道快速控制区：显示每个通道的电平和增益，以及

各个处理器的快速启用/关闭按钮， 支持复制/粘贴功能。

5、设备列表和场景控制区：显示当前的场景以及当前在线的设备

。

6、状态栏：显示当前的连接设备登录用户名、IP、GPIO状态、

场景下载进度。



点击软件界面左上方菜单栏与工具栏中“设置” –“中控命令” 。弹出左方“中控命令生成器“界

面。

中控命令生成器用于处理器与中控设备相连时，生成各个功能模块开启或者关闭所需要的中控代码

。从而实现中控设备通过中控代码对处理器进行操作。

控制命令类型：场景，输入，输出，混音，参数均衡，图示均衡，扩展器，压缩器，自动增益，延

时器，分频器，限幅器。



点击软件界面左上方菜单栏与工具栏中“设置” –“面板设置” 。弹出左

方“面板设置“界面。

“面板设置”用于当处理器连接了TIGER P1 （机械按键式控制面板）。通过

软件对控制面板各个功能按键进行设置。目前最多可串联4组面板。

如左图：

选中面板1，点击启用。

选中面板1按键1的功能设置，功能为“场景”“加载”参数为“场景1”

点击启用



点击软件界面左上方菜单栏与工具栏中“设置”–“设备设置”。弹出左方“设备设置“界

面。点击”用户设置”。

“用户设置”用于添加，删除，修改用户类型与密码。

用户类型分为管理员与用户两种类型。管理员可对软件所有功能进行使用，用户只能控制

输入输出音量进行控制。

点击软件界面左上方菜单栏与工具栏中“设置”–“设备设置”。弹出左方“设备设置“界

面。点击”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用于修改设备名称，方便设备管理。远程重启设备。



点击软件界面左上方菜单栏与工具栏中“设置”–“设备设置”。弹出左方“设备设置“界面。点击”网络设置

”。

“网络设置”用于查看和修改设备的网络地址信息，在对应的位置输入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点击应用按钮即

完成修改。

点击软件界面左上方菜单栏与工具栏中“设置”–“设备设置”。弹出左方“设备设置“界面。点击”串

口设置”。

“串口设置”用于查看和修改当前设备的串口信息，设置完成后点击“应用”按钮即可修改当前设备的串口

信息；如需恢复到默认值，直接点击“复位”按钮即可，设置时各项不能为空。



点击软件界面左上方菜单栏与工具栏中“设置”–“设备设置”
。弹出左方“设备设置“界面。点击”场景设置”。

加载场景：启用当前选中的场景，通常用于场景更换。

另存为：将当前运行的参数以场景的方式另存到PC端。

保存场景：将当前运行的参数保存到选中的场景中。

上传场景：将PC端的场景上传并覆盖选中的场景。

修改名称：修改选中的场景名称。

新建：新建场景。

删除：删除当前选中的场景。

恢复出厂设置：将所有场景配置恢复为默认配置。



菜单栏和工具栏
通道设置

点击软件界面左上方菜单栏与工具栏中“设置”–“设备设置”。弹

出左方“设备设置“界面。点击”通道设置”。

“通道配置”用于通道设置里面可以选择通道是否显示在软件前端和

通道颜色的更换。

点击软件界面左上方菜单栏与工具栏中“设置”–“设备设置”。弹出左方“设备设置“界面。点击”USB录

播设置”。“USB录播设置”用于USB录播模块可以开启自动播放和自动录音功能，以实现插入USB设备时自

动进行播放或录音。录制一小时文件的大小为：600M。 支持FAT32，不支持NTFS。最大支持U盘32G。  



菜单栏和工具栏
录像跟踪

摄像机跟踪用于通道输入信号控制摄像机转动（处理器直接连接摄像头）

指所有的麦克都没有输入时，转动摄像机到默认MIC设置的位置或者发送默
认麦克定义的关联命令。其中带#号表示的为虚拟编号，只能用于设置默认麦
克。

跟踪阈值：指检测到的输入信号必须大于等于跟踪阈值，系统自动启用跟踪
参数。

语言间隙：有效信号的最大可间断时间。如使用麦克风讲话，设置反应时间
为3秒，讲话时中间停顿3S内仍视为该信号持续有效，超过3S，则视为该信
号无效。

切换时间：摄像机切换到某个有效位置需要的最短发言时间。如使用麦克风
讲话时，讲话的时长必须大于“切换时间”，则视为该通道信号有效，然后
摄像机会自动转到设定的位置。

轮发时间：发送摄像头切换命令或自定义命令的间隔时间，如为0表示特殊处
理，只触发一次。



菜单栏和工具栏
录像跟踪

麦克风的编号一般与设备的输入通道对应，即是该麦
克所连接的通道号。其中带#号表示的麦克编号为虚
拟编号，只能用于设置默认麦克。

优先级数越小，优先级别越高，当优先级相同时，按
照触发优先顺序处理；如两个麦克同时讲话，摄像机
自动转动到优先级数小（即是优先级别高）的麦克对
应的预置位或者发送优先级数小（即是优先级别高）
的麦克对应的命令；但如果两个麦克的优先级相同，
则以先检查到的信号为准。预置点、串口号，摄像机地址（摄像机实际物理地址）、协议和摄像机相关

，必须和摄像机的实际连接对应。



摄像机设置是一个摄像机调试界面，一
般在跟踪开始前调试好摄像机位置，最
后该部分的参数将保存在摄像机上。

通过左边上下左右，变倍等参数调整。设置摄像头不
同预置点，并保存。用于对应相对的麦克编号。



菜单栏和工具栏
录像跟踪

自定义命令发送则是用于通道输入信号控制向对应的端口发送相应的自定义
命令。(通过其他中控设备控制摄像头)

麦克风的编号一般与设备的输入通道对应，即是该麦
克所连接的通道号。其中带#号表示的麦克编号为虚
拟编号，只能用于设置默认麦克。

优先级数越小，优先级别越高，当优先级相同时，按
照触发优先顺序处理；如两个麦克同时讲话，摄像机
自动转动到优先级数小（即是优先级别高）的麦克对
应的预置位或者发送优先级数小（即是优先级别高）
的麦克对应的命令；但如果两个麦克的优先级相同，
则以先检查到的信号为准。

当处理器检查到有输入信号时（通常为有人讲话时）
，自动向定义好的串口发送相应的命令，其次也可以
预先设置好命令。如不勾选“启用”，设备就不会自
动发送，但仍然可以点“发送”按钮，将输入框中命
令发送到指定的串口。



菜单栏和工具栏
GPIO

端口输出：即矩阵内部某个参数发生变化时（如静音），引GPIO某个输出管脚的输出电平的发

生变化，从而驱动外部电路。每个输出端口均为OC输出，默认参考电压5V，也可外接小于15V

的参考电压，取默认参考电压时，7个输出端口最大输出总电流为200mA。    音频矩阵内部变

化  -> GPIO管脚电平变化  -> 驱动外部电路。设备输出端口为：GPIO2-GPIO8

端口输入：即外部电路发生改变时导致GPIO某个输入管脚电平发生变化，从而触发矩

阵的某个参数发生变化。端口输入电平大于2V，即识别为高电平；无外接电源时，端

口输入电平最高5.5V，外接12V电源时，端口输入电平最高12.5V；输入电平小于0.3V

即识别为低电平。外部电路状态变化  -> GPIO管脚电平变化  -> 音频矩阵内部变化、设

备输出端口为：GPIO1-GPIO8



输入信号可以是模拟信号，也可以是设备内部产生的测试信号，如果是带Dante的网络版本，则还可
以是网络数字信号；

模拟信号可以通过调节灵敏度来调节输入时可以选择；从24~-27，每3dB一档；越往负数信号放大倍
数越高。

静音：选中时通道静音；

反相：将信号相位进行180度处理。

.幻象供电：用于电容式话筒供电，线输入或非电容式话筒请勿开启，以防烧毁；

测试信号：包括正弦、粉红、白噪声，启用测试信号系统会自动屏蔽模拟输入的信号；

扩展器是根据用户需要增加输入的动态范围。当输入信号小于“阈值”时，扩展器将输入信号按设定的“比率”进行压缩，输出电
平 = 阈值- (阈值-输入电平)/比率；当输入信号大于“阈值”时，则按1：1输出，输出电平 = 输入电平。

直通/启用：扩展器是否开启。

比率：扩展器输入信号动态变化的分贝数/扩展输出信号动态变化的分贝数。

启动时间：小于扩展器“阈值”的输入信号从进入扩展状态到按设定的扩展比输出所需的时间。

恢复时间：输入信号从扩展状态返回到原来的非扩展状态所需的时间。



直通/启用：均衡器功能是否开启。

段直通/启用：该段均衡器是否开启。

中心频率：需要做均衡处理的中心频率。 

增益 ：频率中心点的增益/衰减值。

带宽 ：即该段在中心频率周围的影响范围，数值越大带宽越大，影响范围越大。



压缩器用于减少信号高于用户确定的阈值的动态范围。信号电平低于阈值保持不变。

阀值：信号电平高于该阀值开始降低增益。该点在输入/输出曲线中的拐点。对于峰值停止，要停止设定的阈值刚好低于峰值水平。

比率：输入输出的压缩比值。

启动时间：与该压缩器开始的增益降低处理速度。启动时间越短，信号瞬间变化较大，短时间的增益衰减使听觉不适应。

释放时间：释放时间决定了压缩器的时刻到时刻增益变化。快速释放时间提高主观的水平，而缓慢释放的时间是保持在控制之下的水平
更加有用。

输出推子： 推杆可控制模块的输出增益。如果压缩器减小了信号电平的显著，在输出增益升压可能需要维持感知音量。

数值越大带宽越大，影响范围越大。

自动增益控制是通过改变输入输出压缩比例来自动控制增益的幅度。当弱信号输入时对信号进行放大处理，保证输出声信号的强
度；当输入信号强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对信号进行压缩处理，使声输出幅度降低。自动增益控制的目的是把不确定的电平的信号
达到目标水平，同时保持音量的动态范围。

典型使用场合：比如用户在面对麦克讲话时，会出现嘴与麦克的距离忽远忽近的情况，从而造成输出音量忽大忽小，甚至感觉讲
话断断续续。自动增益就是通过设置阈值，对低于阈值的输入信号按照1：1的比例输出，对于高于阈值的电平则按照比率直接进
行提升，设置好目标电平，声音信号就可以稳定的输出。

阀值：当信号电平低于阈值时，输入/输出比为1:1。当信号电平高于阈值时，输入/输出=比率。设置这个门槛的水平略高于你的输
入信号的噪声比。

目标电平：所需的输出信号电平。



优先级控制PR:可以让优先级别高的通道超越级别低的通道，从而影响自动混音算法。该
控制以 0（最低优先级）和10（最高优先级）之间的数值定义优先级，缺省值为5（标准优
先级）。

如果所有通道的优先级相等，请将所有通道的优先级均设置为5。

示例：将输入1、2通道参与自动混音，并将混音后的信号在第4，5通道输出：
先将自动混音器的输入通道1和2的自动按钮“自动”选中，标识将该通道的信号送入自动
混音器处理，同时启用自动混音器的总开关，有“直通”变为“启用”；

在混音器中“AM/自动混音器”列选择选中通道4和5，表示将自动混音器的处理后的信号
在输出通道4和5中输出。

自动混音器（分享型混音）主要用于自动操作控制传统的混频器具有大量的语音输入时候如何输出理想的结果。

例如一个典型的会议室场景，参会者共十人，每人一只麦克风，如果十只麦克风被同时打开，结果只有一个人在说，
那么输出的效果肯定不理想，因为其他九个话筒拾起了房间隔音，混响等，这些会降低整个系统的输出效果。

通道控制每一通道有一个“自动”键，按下将此通道加入自动混音。

通道静音和推子均为自动增益型，为了对一个信号静音而又防止该信号进入自动混音，请打开“静音”并取消“自
动”。通道推子控制该通道的混音电平和直接输出电平。



矩阵混音的功能主要是对声音信号做矩阵配对混音。

如图所示，矩阵混音是用户根据自己接线和输入输出
的一个匹配窗口。

并且里面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去配置单独的一个完整扩
声通道的增益。



延时器，顾名思义是对声音信号做一个延时输出的处理。
经典场合：
较大的教堂或者阶梯教室等，声音信号从前排喇叭出来到听音区和后排喇叭出来到听音区的时间不
一致，听音者会听到二次声音，如果需要使声音到达的时间一致，则需要用到此功能。
此时根据两者的距离差输入延时器，即可自动算出需延时的时间。

分频器是指将不同频段的声音信号区分开来，分别给于放大，然后送到相应频段的扬声器
中再进行重放。在高质量声音重放时，需要进行电子分频处理。
巴特沃斯、贝塞尔、林克威治-瑞利是三个经典的滤波函数。
1.高频直通/启用：启用和关闭高通滤波器。
2.低频直通/启用：启用和关闭低通滤波器。
3.高通频率：高通滤波的截止频点。
4.低通频率：低通滤波的截止频点。



图示均衡器里有31段频点可单独调节增益，从而达到加强、削弱
某些频点的目的，实现不同效果。
1.直通/启用：均衡器功能是否开启。
2.增益：频率中心点的增益/衰减。
3.平直：将所有频段增益全部恢复0dB的状态。
4.窄带 ：带宽的一种，带宽要低于普通带宽。
5.普通 ：常用的普通的带宽。
6.宽带 ：带宽最高的。

限幅器的主要功能是控制输出的电平值，防止输出电平过高从而烧坏后级设备，起到保护功放和扬声器的作用。
1.直通/启用：限幅器功能是否开启。
2.阈值：限幅的起始电平，当信号高于此限定值时，启动限幅处理模块。
3.恢复时间：当输入信号低于此设定值时，不会立即将声音通道关闭，会依据此设定值延迟关闭时间。在此时间
内，只要有信号高于“阈值”限定值，便能持续声音通道开启。
4.压缩量：经过限幅器处理后的信号与输入信号的差值。



输出端是对输出声音信号处理的最后一个流程，里面我
们只做了两个功能：

反相：即对声音信号做180度的相位反转。

静音：使输出通道的声音信号哑音。

反馈消除是为了解决本地扩声时产生的啸叫现象。其配置也是非常的简单明了。

如图所示，本地麦克风为1-8路输入，在本地1路输出时，分别选中本地输入和本地输出，
反馈消除功能即可开启。

降噪等级：用户可根据现场环境嘈杂度选择相应的降噪等级处理。



流程控制区
回声消除

回声算法是为了解决远端传声时产生的二次回音现象的问题。

如图所示，设备的1路接的本地麦克风，5路接的是远端过来的输入信号，然后通过
我们设备从第5路输出给远端时，就把对应的通道口点亮，回声消除功能即可打开。

回声等级：用户可根据房间的大小产生的回音时间不同而选择相应的等级。

降噪等级：用户可以根据现场噪音情况选择是否开启降噪功能，噪声等级越大对回
音效果影响越大。

噪声消除是为了解决嘈杂环境而影响人声的问题。

如图所示，当我本地麦克风接在设备的1、3、4端口时，从设备的1路输出端口到功放扬声器，
把本地输入和本地输出相应的通道点亮即可开启噪声消除功能。

降噪等级：用户可根据现场的噪声大小选择相对应的降噪等级。











音频处理器方案构建？



实用

可靠

先进

简易

 可满足会议、讨论、讲座、培训、

学术交流、电影播放、卡啦OK

演唱,节目演出多方面的需要。

采用冗余、容错设计，保

证系统的稳定运行。

声音清晰度高，具有良好的传输频

率特性和较低的失真度。

多设备融合成一台设备，简化会议

室管理，可达成人力资源最大化。



一、小型会议室解决方案

      可采用数字鹅颈话

筒或桌面阵列麦克风，

声音还原度好，并且

通过处理器的均衡器

可对每个话筒进行独

立调节，声音自然厚

实。

     采用数字音频处理

器进行音频控制及处

理，将多款设备功能

集成化。配置高质量

音箱，创造让整个会

议室声音清晰，还原

度高。  



主要设备

音频处理器

通过话筒接入，并对接入的声音进行
降噪、回声、反馈抑制等处理，并将
本地声音通过音箱播放出来。

音箱

将音频电能转换成相应的声能，并
把它辐射到空间中。

网络话筒

     采集声音，并能将声音转接化成音
频，传递至下一设备。

1 数字音频处理器 HT-P88S 1

2 壁挂音箱 2

3 高清摄像头 3

4 鹅颈话筒 HT-D62 6

5 阵列话筒 HT-ZM2300 1

6 控制面板 HT-P3 1





二、中型会议室解决方案

      可采用手拉手麦克风，声音还

原度好，并且通过处理器的均衡器

可对每个话筒进行独立调节，声音

自然厚实。

     采用数字音频处理器进行音频控

制及处理，将多款设备功能集成化。

配置高质量音箱，创造让整个会议

室声音清晰，还原度高。  



音频处理器

通过话筒接入，并对接入的声音进行
降噪、回声、反馈抑制等处理，并将
本地声音通过音箱播放出来。

音箱

将音频电能转换成相应的声能，并
把它辐射到空间中。

话筒

     采集声音，并能将声音转接化成音
频，传递至下一设备。

1 数字音频处理器 HT-D88N 1

2 功率放大器 HT-K2000 1

3 10寸壁挂音箱 HT-10R 2

4 POE吸顶音箱 HT-DC6 4

5 POE交换机 1

6 高清摄像头 3

7 手拉手会议主机 1

8 手拉手代表单元 16

9 手拉手主席单元 3

10 控制面板 HT-P5 1

11 时序电源 HT-SR258 1

12 PC 1



三、大型会议室解决方案

      可采用数字鹅颈话筒或桌面

阵列麦克风，声音还原度好，

并且通过处理器的均衡器可对

每个话筒进行独立调节，声音

自然厚实。

     采用数字音频处理器进行音

频控制及处理，将多款设备功

能集成化。配置高质量音箱，

创造让整个会议室声音清晰，

还原度高。  



音频处理器

通过话筒接入，并对接入的声音进行
降噪、回声、反馈抑制等处理，并将
本地声音通过音箱播放出来

音箱

将音频电能转换成相应的声能，并把它
辐射到空间中。

网络话筒

     采集声音，并能将声音转接化成音频，
传递至下一设备

数字音频处理器 HT-D1616N 1

功率放大器 HT-K6000D 2

线阵音箱 HT-L6.5A 2

POE吸顶音箱 HT-DC6 20

POE交换机 2

返听音箱 HT-SN122M 2

高清摄像头 3

网络话筒 HT-DMIC 6

控制面板 HT-P5

时序电源 HT-SR258 1

高清播放机 1

PC 1



       我们通过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别案件的定制化语音识别模型和自定义

关键词识别优化工具，可以有效提升对每个会议内容的语音识别准确率。

自由定制方言语音模型

方言定制原理

1 2

3
4

语音声学特征提取 声学模型与模式匹配

建立语言模型
进行语音处理

 智能化会议语音转写系统能够将与会人员的陈述内容自动实时识别成文字，让记录人员的录

入效率从以往最高每分钟输入120～150个字提升到当前每分钟输入250～350个字，平均大

约能够缩短1倍的记录时长，大大减轻了记录人员的工作压力。

智能音频

四、智能语音转写会议室解决方案



1 数字音频处理器 1 台

2 壁挂音箱 2 台

3 高清摄像头 3 台

4 鹅颈话筒 6 只

5 功放 1 台

6 控制面板 1 只

7 语音识别服务器 1 台

8 会议记录电脑 1 台



系统优势

u 音频方面，使用了先进的音频处理芯片，具有强大的数字音频处理能力。并且可以使用软件通过以太网对

其处理功能进行设置，提供了一种简单、灵活的控制方式。48K采样率能有效还原真实音质，声音效果更

加真实，清晰。

u 视频方面，视频编码支持H264/H265压缩标准，支持720P、1080P超清视频图像传输，500W及以下的

分辨率，2-6路高清视频输出。信号稳定，实时同步。

音视频无损传输、实时、稳定

      设备采用H.323、ONVIF、RTSP、RTMP等标准接口协议，可实现设备与第三方平台或上下级平

台无缝对接。

协议兼容



系统优势
      支持双光盘和硬盘同步直刻，对讯问室现场的音视频信息进行独立备份，

同时可采用网络和外置的USB硬盘备份。当出现意外断电或故障时，录像的内

容不会丢失，保护数据信息安全存储。

设备多重备份

      多画面同屏编辑视窗的数字设定，根据采

用摄像机的数量，对合成画面进行画中画、

三画面、四画面、五画面、六画面、七画面、

八画面任意编辑组合。

多画面自定义合成

      智能化会议语音转写系统

可根据客户的业务需求灵活

扩展语音合成、证照识别、

文档识别人脸识别、声纹识

别、手写识别等功能模块，

完成语音转写、身份认证、

卷宗个人录入等功能。

高拓展性



dante音频处理器？



处理器——D系列

l D0404（S/A/N）

l D0808（S/A/N）

l D1212（S/A/N）

l D1616（S/A/N）

l GPIO：输入输出共8个

l RS232/RS485:  1个 

l RJ45控制接口：1个

l USB接口：1个 

l 幻象供电（每路输入）：48V

l DANTE接口：2个（主备）

l 后缀定义:S =反馈   A =反馈+回声  N=反馈+回声+噪声  D=DANTE





THANK YOU

感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