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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文档说明
文档目的：通过介绍产品，使阅读者对产品有详细的认知。

阅读对象：市场销售人员、产品推广人员、客户。

1.2文档内容
章节 内容

前言 章节概括、文档介绍

产品介绍 产品说明

硬件安装 产品上架，硬件使用

系统管理 具体系统管理、及配置

1.3文档变更
时间 变更内容 执行人

2017-06-21 文档创建 邹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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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介绍

2.1公司简介
浙江铭道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简称铭道通信，成立于 2007 年，是一家以语音产品研发、生产

和 CTI 系统集成为主的多媒体通讯设备供应商。总部位于“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义乌，在

杭州和成都设有技术研发中心，北京、上海、深圳、西安等地设有分公司和办事处。

铭道通信先后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浙江省科技型企业”等认定，承担了

多项科技攻关项目，其中“基于多通道数字信令采集的通信协议监控系统”获国家创新基金立项并

成功验收。

作为国内信令和 VOIP 技术应用领航者之一，目前已拥有 70 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和完善的产品

生产线，并通过了 CE 认证、FCC 认证、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认证、

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认证等。

铭道通信产品涵盖 CTI 系列语音卡、MDM 系列多媒体网关、IPPBX 多媒体交换机、MDR 系

列录音设备，凭借在行业内的多年积累，为客户提供有竞争力的应急指挥、调度通信、电话会议、

呼叫中心、录音监控、融合通信等系统解决方案，产品广泛运用于电信、政府、公安、金融、证券、

邮政、教育、电力、交通等各个领域。

铭道通信作为科技型公司，我们拥有一支充满敬业精神与活力、丰富实战开发经验的高学历技

术队伍。同时保持与国内外著名高校及科研院所在产品研发、技术交流、人才输出等方面的合作，

保证产品、技术和人才一直保持行业领先优势。公司还与中兴、塔迪兰、西门子、微软等国际知名

高科技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协作渠道，跟随全球科技的发展而不断进步。

铭道通信始终坚持产业链合作的经营理念，与上下游合作伙伴分工合作，以互利共赢、共同发

展为目标，力求与整个产业链的合作伙伴共同创造良好的市场空间，为全球客户创造价值，共享市

场成果，最终实现多方共赢。

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环境下，铭道通信利用自身在市场探索和新应用开

发方面的强大优势，加大了在物联网智能硬件的开发力度，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和管理创

新，增强企业的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在万物互联的时代，继续服务全球多领域客户，更好的造

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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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产品概述
GSM 电台网关是针对 GSM 网络接入蜂窝通信网的要求，推出的一款极具性价比和良好兼容性的网关。

该产品利用现有的 GSM 网络将电台接入到 GSM 网络中，实现 GSM 终端和手持对讲台互通，主要用于解

决远距离指挥调度。

2.2.1 GSM 电台集群网关

MDO1001G正面

MDO1001G反面

2.3主要特性
 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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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采用嵌入式架构，自带 linux 系统，避免电脑死机、病毒、开关机等不稳定因素影响，系

统更安全可靠。

 使用方便

i. 嵌入式架构，设备上电即可使用

ii. 设备内部自带 web 管理程序，电脑直接通过 web 登录设备，可查看及管理设

备运行状态，电脑无需另外的软件。

 语音检测

可以通过 DSP 内置的语音检测功能实现 GSM 输入语音检测

 功能强大

支持功能多，配置灵活，兼容各种电台集群

 二次开发接口

提供二次开发接口，方便与第三方系统对接

2.4主要功能
 实现电台与 GSM 网络的互联互通。

 支持 GSM 900M/1800M 频段，通过安装 SIM 卡接入到移动网络

 专利语音算法，保证清晰的语音质量，不丢声音。

 多种拨号规则，收号规则配置

 支持来电号码/号段过滤

 支持白名单

 自适应 VOX(语音激活)，灵敏度可调

 输入输出音量可调

 语音编码支持 G.711，G.723,

 回声消除 EC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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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音检测

2.5主要参数

项目 MDO1001G

容量 支持 1 路电台与 GSM 网络互联互通

电台接口 1 个 RJ45

网络接口 1 个 RJ45,10M/100M

电源 12V，1000mA

温度 0~45℃(工作)，-20~70℃(存储)

湿度 10%~90%，无冷凝

功耗: ≤12W

尺寸（长×宽×高） 152mm×124.8mm×36.5mm

重量 ≤5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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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硬件安装

3.1组网应用

图 1 电台网关组网拓扑图

3.2硬件接口

3.2.1MDO1001G
a) 面板接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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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O1001G接口示意图

b) 电台 EM 接口如下：

接口 PIN1 PIN2 PIN3 PIN4 PIN5 PIN6 PIN7 PIN8

EM
SB
(PTT)

M
(电台 GND)

TX-
(电台 GND)

RX-
(电台 GND)

RX+
(电台发)

TX+
(电台收)

E
(NC)

SG
(NC)

3.3产品安装
1. 核对产品清单

产品清单 MDO1001G

电台网关 1台

外置电源 1个 DC12V，1A电源适配器

电台连接线 1根（1m）

天线 1根

上架固定片 2片

说明书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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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必读 1份

保修卡 1份

合格证 1份

2. 产品安装

a) 电台网关接线

接线示意图：

b) 将电源设配器一头接入电台集群网关，一头接入到电源插座，确定电源指示正常

c) EM 接口通过电台连接线与电台相连

d) 通过网线将电台集群网关接入到网络交换机中，然后确定网络指示灯亮起。然后将管

理电脑 IP 设置成 0 段的 IP 地址，具体为右键电脑图标 ，选择“属性”->

“更改适配器设置”,然后右键 选择点击“属性”，双击

将 IP 地址设成置成 0 段的 IP 地址，如

然后点击“确定”。然后打开浏览器，

访问 http://192.168.0.100 ，用户名/密码：admin/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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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通过登录到系统后，可以查看线路状态，参数设置等，具体配置方法请访问

http://medou.com.cn 网站，通过服务与下载获取详细操作手册，或者关注微信获

取在线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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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管理

4.1登录
录音设备上电后，默认的 IP 地址为 192.168.0.100，子网掩码 255.255.255.0，默认网关

192.168.0.1。

第一次连接时，设置电脑的 IP 地址和设备 IP 地址同一网段，192.168.0.*，就可通过 web 访

问设备。登录后可通过 web 修改设备的 IP 地址。设备支持的浏览器有 google，opera，搜狗，IE

浏览器。登录界面如下：

要求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出厂时默认的用户名和密码都为 admin。登录后用户可以自己修改登

录密码。

4.2导航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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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web 管理系统后，导航区主要包括工作状态、参数配置和系统管理三大类

通过遍历导航树，用户可以在右边的配置页面检查，更改和设置各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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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运行信息
打开导航树的设备运行信息节点，可以查看设备的版本信息

4.3.1工作状态

目前设备的工作状态及 GSM 模块的信号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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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参数配置

4.4.1语音配置

语音相关参数设置。

系统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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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检测灵敏度：参数值 8-15，值越大，灵敏度越高；

无声检测时长：当没有声音输入后 PTT 保持该时长的摘机状态，大于等于 160ms；

声音延时：当检测到声音之后多久将声音放出，8ms 一个单位，可设置 1-100；

 EM 口放音音量：参数可设-5—+5，值越大音量越大。

4.4.2黑白名单

黑白名单可以设置是否开启，开启后可支持号段功能

设置说明：

 白名单开关：0 表示关闭，1 表示打开

 白名单号码：表示可以呼入电台的手机号码或号码段

支持号段，填写 1585898 表示 15858980000-15858989999 号码段，最大支持后四位表示

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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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系统管理

4.5.1设备信息

设备信息显示设备名称、软硬件版本、设备网络地址等信息

4.5.2网络配置

网络参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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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IP 地址：设置设备 IP 地址

 掩码：设置子网掩码

 网关：设置网关

 MAC 地址：设备 MAC 地址

 DNS:设置域名服务器

4.5.3密码管理

当前登录用户可进行密码修改

4.5.4系统升级

系统升级，可通过 web 进行系统版本的升级，方便版本的更新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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