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广播配置基础



一、什么情况下需要做方案配置

•需要实现某个功能、但不知道配置我们什么产品可以达到
•到达现场、比较迷茫、不知道从何下手配置
•拿到现场图纸、不知道如何设计
•拿到招标文件、对产品不熟悉、需要设计支持
•拿到其他用户发给他们的需求清单、不知道如何对应我们的产品



•对单个产品功能熟悉
•对系统组成架构熟悉
•对相关弱电系统了解（综合布线、网络基础、线路传输设备）

二、网络广播配置需要具备哪些知识

•   做好产品方案设计要求了解行业新动态、
对自身产品熟悉、工作仔细







•Cad软件
•流程图设计软件coredraw
•办公软件office（word、excel、ppt）、ps
•EASE、3DMAX、
•沟通、反复沟通

三、方案配置需要用到哪些工具软件



四、如何快速进行网络广播方案配置

•方案模板（配置模板、文字方案模板、行业方案模板、）
•参数图片大全（拉参数、拉图片）
• 素材库（cad、 coredraw、3dmax ）
•日常资源、行业知识积累



五、方案配置步骤

1、了解项目进展、确定方案属于什么类型？

2、沟通获取方案设计的信息、进行有效设计

3、方案的组成

4、招投标文件设计需要注意的关键节点

5、公司的商务控标资质

6、公司的技术控标点



1、了解项目进展、确定方案属于什么类型？你才能知道方案的侧重点

B 招标

C 投标

• 招标
      - 设计标底
      - 挂网招标

• 投标

     -  响应参数

     -  偏离表 

D 询价

• 询价

      - 采购阶段前      A 前期

D 调试

• 调试

      - 签订合同

      - 采购

• 前期

      - 预算

      - 推广



方案分类

标底方案、用于挂网招标
项目根据用户预算做   
方案设计要特点、有可控性  
做标底文件、控标参数

挂网招标后去投标方案
了解清楚招标文件
参数尽可能满足、正偏离
做技术偏离表、投标方案

预算方案、 推广方案
了解用户需求或安装标准  
设计预算方案  
提供讲解PPT

采购前甲方询价
甲方询价
以清单为主
主要在乎价格



2、沟通获取方案设计的信息、进行有效设计

沟通（6）引导客户

（1）设计区域

（5）工程造价

（3）怎样分区

（2）扬声器选型

（4）实现功能

了解用户使用需求时，客服选择的东西不是很合理可以
加以引导，根据项目预算和使用功能对系统推荐加以引
导，尽量不用做多系统，减少工作

了解客户想用的系统架构,根据客服提供预算和用户
使用功能选择合适系统，比如信号分区系统，功率分
区系统，数字系统



校园广播（招标文件   客户口述、手机拍照图纸   现场考察  、需求cad图纸）



楼宇大厦常规设计区域：大厅、走廊、电梯厅、洗手间、地下车库、室外绿化区等



2、沟通获取方案设计的信息

沟通（6）引导客户

（1）设计区域

（5）工程造价

（3）怎样分区

（2）扬声器选型

（4）实现功能

了解用户使用需求时，客服选择的东西不是很合理可以
加以引导，根据项目预算和使用功能对系统推荐加以引
导，尽量不用做多系统，减少工作

了解客户想用的系统架构,根据客服提供预算和用户
使用功能选择合适系统，比如信号分区系统，功率分
区系统，数字系统



音柱

音质、高音单元

安装、避免回声

避免和话筒相对

喇叭选择
确定音箱数量（室内/室外、根据现场、cad、客户口述、招标） 确定扬声器的安装环境；
室外用草地音箱还是音柱，走道用天花还是壁挂，厂房用音柱还是号角





喇叭选择



喇叭设计标准









型号 HT-930S HT-960S HT-990S HT-9120S
频响范围 80Hz-16kHz 80Hz-16kHz 80Hz-16kHz 80Hz-16kHz
灵敏度 91dB 92dB 93dB 94dB
最大声压级 107dB 111dB 113dB±2dB 116dB
额定功率 40W 80W 120W 160W
尺寸(长×宽×高) 230×250×430mm 230×250×665mm 230×250×905mm 230×250×1320mm
重量 8.5kg 13kg 17kg 23kg

（64m  1m 111  2m   105  4m  99  8m   93 16m  87 32m 81  64m  75）

1、电平值（dBu）=20lg（信号电压/0.775）。例，信号电压1.1v，电平值=20*lg（1.1/0.775）
=20*0.1520...=3.0dBu。

2、声压级衰减量与距离的换算：声压级衰减量（dB）=20lg距离。例，离音箱18米远会衰减多分贝声压级
=20*lg18=20*1.255=25.1dB。

3、音箱连续声压级（dB）=音箱灵敏度值+10lg额定功率值。例，一只音箱灵敏度95dB，额定功率400w，连
续声压级=95+10*lg400=95+10*2.6=121dB。

4、电压增益=20lg（输出电压/输入电压）。例，功放输出电压80v，输入电压0.775v，其电压增益为20lg
（80/0.775）＝20*lg103=20*2=40dB。

传输距离每增加一倍，其声压级下降 6dB、功率每增加一倍时，声压级相应增加3dB



壁挂音箱HT-116
喇叭单元 6.5＂×1 , 2＂×1
额定功率 10W
线路输入 70V/100V
灵敏度(1m,1W) 92±2dB
最大声压级(1m) 100±2dB
有效频率范围 160Hz - 18kHz
重量 1.75kg

喇叭布点距离



功放设计(网络广播需要功放么？)

A、*1.2----1.5        B、音源数量      C、区分不同功率



线材选择

网线  超五类或以上
光纤
功率线：RVV/RVS2*  （功率、、线路长度）
电源线







2、沟通获取方案设计的信息

沟通（6）引导客户

（1）设计区域

（5）工程造价

（3）怎样分区

（2）扬声器选型

（4）实现功能

了解用户使用需求时，客服选择的东西不是很合理可以
加以引导，根据项目预算和使用功能对系统推荐加以引
导，尽量不用做多系统，减少工作

了解客户想用的系统架构,根据客服提供预算和用户
使用功能选择合适系统，比如信号分区系统，功率分
区系统，数字系统



音源
功
放

分区一喇叭

分区二喇叭

分区三喇叭

分区四喇叭

分
区
器

分区设计（功率分区）



分区设计（信号分区）

音源 功放 分区一喇叭

分区二喇叭

分区三喇叭

分区四喇叭

音源 功放

音源 功放

音源 功放

音
频
矩
阵



音源 功放 分区喇叭

音源 功放 分区喇叭编码 解码
局域网/
互联网

分区设计（信号分区）



音源1 功放 分区一喇叭

分区二喇叭

分区三喇叭

分区四喇叭

音源2 功放

音源3 功放

音源4 功放

编码 解码

编码 解码

编码 解码

编码 解码

局域网/
互联网

网络广播主机

网络终端

网络前置

网络前置（带点播） 网络功放

网络音箱



•先确定设计的范围；
•如：公共走道，房间等；有无特殊区域；
•项目是按照楼层分区，防火分区，功能分区、特殊区域等；

•每个区域采取对应的分区模式









2、沟通获取方案设计的信息

沟通（6）引导客户

（1）设计区域

（5）工程造价

（3）怎样分区

（2）扬声器选型

（4）实现功能

了解用户使用需求时，客服选择的东西不是很合理可以
加以引导，根据项目预算和使用功能对系统推荐加以引
导，尽量不用做多系统，减少工作

了解客户想用的系统架构,根据客服提供预算和用户
使用功能选择合适系统，比如信号分区系统，功率分
区系统，数字系统





1、广播主机

2、音频采集设备

3、网络广播功能扩展设备

支持手机蓝牙连接播放、支持GPS校时功能











3、方案的组成

设备布局图     广播：扬声器布点；  会议：需要布线的所有设备布局

扬声器点位表   广播：扬声器数量、分区、功放等直观反映；根据平面布点图得来

设备清单       针对项目方案设计选用的设备型号、数量、报价、参数等（标底、标准）；

系统图         针对项目方案设计的系统架构原理和信号流程原理图；cad流程图、实物流程图

方案设计说明   设计思路、对设计项目进行分析，怎么设计、系统选型；设备选型和实现功能效果；

标准模板套用   系统概述、图片参数、售后维修、施工安排

投标文件：     偏离表 设备参数偏离说明、、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的格式填各种表格

讲解PPT        主要针对推广方案和预算方案；用于给甲方进行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