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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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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1-25 文档创建 邹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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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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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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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社会。

2.2产品概述

铭道通信 MDD 数字话机录音设备可直接对数字话机进行并线录音，采用高阻并线方式，在不

影响原有线路通话的同时，保证了录音质量。录音数据可直接存储在设备自带的大容量硬盘上，也

可以通过设定自动备份到其它存储设备中。

2.3产品特性

 数字接口 2B+D、2B+D、3B+D

 网络接口 100M/1000M 网口（RJ45）

 数据接口 RS232 串口（DB9）

 工作温度 0℃～45℃

 工作相对湿度 小于 80％

 协议支持 ISDN BRI

 语音编解码 ADPCM、PCM、GSM、G.729a、G.726、AMR 等

 操作系统 Linux/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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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说明

3.1产品外观

3.1.1MDD 系列数字话机录音设备正面图

3.1.2MDD 系列数字话机录音设备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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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MDD 系列工作原理

MDD 数字话机录音设备可直接对数字话机进行并线录音，采用高阻并线方式，在不影响原有

线路通话的同时，保证了录音质量。录音数据可直接存储在设备自带的大容量硬盘上，也可以通过

设定自动备份到其它存储设备中。

数字话机组网应用

3.3硬件参数

3.3.1MDD 系列数字话机录音配置参数

名 称 规格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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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板 G41 主板

内存 KST DDR3 2G 内存

硬盘 500G SATA 硬盘（双硬盘可选）

电源 300W 工业电源

PCI 插槽
1

3.4规格说明

设备型号 线路数 存储空间(标配)

MDD1004
4 路 2 芯数字话机录音或

2 路 4 芯数字话机录音

500G

MDD1008
8 路 2 芯数字话机录音或

4 路 4 芯数字话机录音

500G

MDD1016
16 路 2 芯数字话机录音或

8 路 4 芯数字话机录音

500G

MDD1032
32 路 2 芯数字话机录音或

16 路 4 芯数字话机录音

500G

MDD1048
48 路 2 芯数字话机录音或

24 路 4 芯数字话机录音

5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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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用场景

4.1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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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指标

5.1技术指标

选项 参数

录音通道数
4-32

录音接口
RJ45

数字接口 2B+D、2B+D、3B+D

协议支持
ISDN BRI

网络接口
10M/100M/1000M

语音编码 G.711 A_Law, μ _Law,ADPCM,PCM ，

G.729a

安全防护 防雷击：4 级

运行环境

接地电阻 ≤0.5Ω（联合接地方式）

温度 0℃～45℃

相对湿度 5%～85%（非凝结）

太阳辐射
1120 W/m2

储存环境
温度 -40℃～+70℃

相对湿度 0%～95%（非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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