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介绍

MAX调度系统

介绍
先创 MAX调度系统是为关键任务调度应用而设计，
纯端到端，基于IP的通信调度台系统。MAX调度系统采
用了最新的，基于IP协议的标准，及最好的IT实践，提
供了最高水平的互操作性、可扩展性和可用性。系统为
精简调度台操作员的工作和帮助他们专注于应对当前事
件或任务而设计。也为众多需要与系统互动的人员，包
括：管理员，总监，和无线及IT技术人员的需求而设
计。

特点与功能
MAX调度系统提供如下特点与功能：
•• 应用基于IP协议标准，确保系统与现成的商用IP网络
设备兼容。
•• 支持异地接入对MAX调度系统进行远程操作和维护。
这有利于节省人力成本，及诊断和解决系统问题的时
间。
•• 双端到端网络选项允许全冗余IP网络。确保了网络设
施的单点故障不会对MAX调度系统所有的端点操作造
成影响。
•• MAX调度系统可以从单一局域网（LAN）配置扩展到多
节点，不同地理位置的广域网（WAN）配置。
•• 系统的模拟和数字无线电网关接口面向范围广泛的常
规和集群协议。制造商的专用和开放标准可共存于同
一个系统。
•• 系统支持工业标准SIP协议，为电话系统提供接口。
•• MAX调度系统在多种资源中支持派接和会议通话。
•• IT-EZ功能简化了本地网络设备的IP参数管理，从而
方便了部署。
•• IT-EZ不断地监测网络性能，让用户和技术人员了解
网络状况。有利于网络维护和故障处理。

•• 系统的智能用户界面（UI）选择性地显示重要信息，
因此，操作员可以专注于当前的事件，不会被不必要
的信息干扰。
•• 独特的单击操作和直观的用户界面使操作员即时获得
信息和控制。缩短了响应时间，并减少操作员的疲劳
和错误。

系统概述
基本的MAX调度系统包括：
•• 基于Windows的工作站和用于传输音频和连接周边设
备的MAX调度台媒体连接器。
•• 用于连接移动电台、基站和附加控制设备的无线电网
关。
•• 用于系统管理软件主机和第三方设备接口的中心平
台。
当MAX调度系统部署在使用高等级IP基础设施的专
用IP网络时，其自我修复协议，端到端冗余和热备份功
能选项，能提供超过99.999%的可用性。
MAX调度系统是基于IP调度系统中唯一对每一个端
点都支持网络冗余的调度系统。这使得MAX调度系统不
会因IP网络基础设施中任何的单点故障而中断服务。
最简单的MAX调度系统配置包括一个独立的专用局
域网。这种配置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系统安装所需的IT专
业技能要求，简化了安全问题，并有助于避免在共享网
络中可能出现的冲突。
传统的、非基于IP的调度台应用通常可以在局域网
配置实施。这些应用程序可由拥有传统调度台经验、基
本IT和电脑技能的技术人员安装。

因为MAX调度系统是基于IP的，系统可分布在不同
的地理位置。系统还能使位于多个区域的调度员共享相
互之间的无线电资源。
系统结构允许技术人员和调度员在必要时实施远程
接入。这有利于故障排除，并使其能在短时间内增加系
统的调度资源。
MAX调度系统独有的IT-EZ功能简化了网络初始配置
任务，从而减少了部署系统所需的人力，并有助于避免
常见的安装错误。此外，在操作过程中，IT-EZ功能纳
入每个系统节点监测网络性能。这让调度员和管理员工
可以看到相关网络的损伤。这个非常有价值的工具帮助
IT员工确保系统的持续能力和可靠性。

系统组件

MAX中心：中心化的硬件平台为MAX调度系统提供
多个重要的服务。如果一个系统有多个，分佈在不同地
点的基站，MAX中心提供各个基站间通信入口的作用。
此外，MAX中心提供连接到其他调度系统的基本接口，
例如，SIP电话网关，第三方IP录音机和辅助输入输出
设备。每个基站至少需要一个MAX中心设备。在每个基
站增加第二个MAX中心为MAX调度系统的核心功能提供冗
余。
MAX调度台和多媒体连接器: 包括：提供用户
接口给调度员调度台，及提供音频接口和连接附件接
口的多媒体连接器。每一个调度台包括一个运行基于
Windows 7 客户端的MAX调度应用软件和MAX多媒体连接
器。调度台电脑可配备两个全双工以太网端口提供全网
络冗余。
MAX中心系统管理（CSM）：支持MAX调度系统操

基本的MAX系统包括：

MAX无线电台网关: 无线电台或基站与其他MAX调
度系统的接口点。无线电台网关既可用于传统的模拟设
备，也可以用于现今的数字系统。它可支持无线电台加
密迭项, 每个无线电台网关可支持连接两个无线电台，
同时还具备两个以太网接口用于网络全冗余。
MAX无线电台网关能夠连接多达500个传统或集群无
线电类型，包括：本地控制，音调远程控制（TRC），
建伍无线电台，摩托罗拉无线电台和P25数字基地台接
口（DFSI）。网关已安装有输入输出接口以提供系统范
围、基站范围输入输出功能，可用于监控基站报警和遙
控如发电机等基站设备。

MAX系统组件
MAX调度台和多媒体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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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管理、应用和维护。其主要功能包括：系统范围的
设置，通信录服务，远程编程，设备克隆，运行监控，
和差错报警管理。具备相应权限的技术人员或系统管理
人员可以从网络的任意位置运行CSM应用来设置或更改
参数，或查看报警状态。

MAX调度软件
MAX SUPPORTS调度系统最独特且重要的功能之一
是由MAX调度软件提供的，极具灵活性的智能用户界
面。MAX调度软件在基于Windows7系统的计算机内运
行。其可定制，直观的用户界面是专门为帮助调度台操
作员有效地执行其任务而设计的。MAX调度软件能够选
择性地显示信息给相关的调度台操作员。帮助操作员保
持专注于紧急事件或任务功能。它还能提供一个围绕联
系人的操作，便于调度台操作员联系通话组或个人，而
无需知道要通过哪个系统资源或路径。这提高了操作员
快速反应和高效处理事件的能力。
软件的灵活性允许系统管理员定制调度台屏幕以满
足客户的要求和目的。不仅可为每个任务或每个用户定
制界面，还可让调度台操作员在界面内增加或删除，移
动信道，调整按键的大小。还允许调度台操作员根据某
一事件对资源进行编组。系统管理员可以锁定调度台某
个工作间的设置。这种灵活性给调度台操作员更多的自
由度，同时，又允许管理员控制不准变更的重要界面。

MAX调度软件包括以下无线电台、电话和系统功
能。

无线功能
•• 发射(PTT)
•• 监听
•• 立即发射
•• 接收
•• 选择
•• 多路选择
•• 组呼，个呼，紧急呼叫
•• 各信道音量控制—调整大小，增强，静音
•• 全部静音
•• 各信道的呼叫历史记录
•• 预设置报警音
•• 动态组添加
•• 信道交叉静音
•• 派接(无线对无线)
•• PTT ID//别名
•• MDC-1200, DTMF, 2-音 寻呼, Knox DTMF
•• 立即呼叫和人工寻呼拨号

电话功能
•• 接听/挂机
•• 静音
•• 保持
•• 最后拨出号码
•• 呼叫者ID/别名
•• 快速拨号能力。
•• 派接/会议（无线对电话）

系统功能
•• 各调度台的呼叫历史记录
•• 调度台间对讲
•• 耳麦和扬声器间音频传输
•• 主调度台音量调整
•• 事件重放（IRR）
•• 状态信息
•• 辅助输入输出控制
•• 网络情况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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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调度台参数

接口:

最多4个扬声器或鹅颈动态麦克风

MAX调度系统调度台工作站

		

4线或6线耳麦

操作系统:

Windows 7 64位 专业版。

		

带PTT和监听的脚踏开关

视频监视器:
		

1680 x 1050 分辨率或更高的显示器;
推荐1920 x 1080。

		
		

可用于工作站状态显示或本地环境控制
的4个二进制输入和输出

		
		
		

兼容DirectX 10-compatible图像处理器
及1.1（WDDM）Windows显示器驱动，
硬件像素投影3.0，最小512MB显存。

		

4个继电器输出

		

模拟音频录音器输出

处理器:
		

双核Core Core i3/i5 3.0 GHz或更好的
处理器（目前参考设备使用i3 540）

		

有线无线耳麦接口选件

MAX 中心

内存:

4GB.

硬盘:

80GB或更大。

尺寸:
		

1.5 x 7.75 x 10.25 英寸 高x宽x深
(38 x 197 x 260 毫米)

网络:
		

100/1000 以太网连接。
为链路冗余选项，需要连个接口。

重量:

2.5 磅 (1.13 kg)

工作温度:

0 至 +50℃

电源:
		
		
		
		

10.5 to 16VDC，最大 1.8A
第三方SIP设备接口，第三方辅助输入
输出设备，IP录音器（NICE，Stancil
Exacom）。还提供远程MAX调度台和远程
MAX无线电网关连接。

网络要求
无线电网关有效负荷:
		
		
		
		

每个活动音频流最大104 kbps （发送或
接收）。如果使用IP语音录音器，每个
活动音频流需要额外最大104 kbps。
无音

		

频话务时，平均为5 kbps。

调度台工作站有效负荷:
		
每个活动音频流最大104 kbps
		
（发送或接收）。如果使用IP语音录音
		
器，每个活动音频流需要额外最大104
		
kbps。无音频话务时，平均为5 kbps。
数据包丢失:

< 0.1% （< 1% 非关键任务)。

数据包延迟:
		

< 40 ms 在LAN环境下；远距离
（长延迟）环境下至多2秒。

数据包抖动:

尺寸:
		

1.5 x 7.75 x 10.25 英寸 高x宽x深
（38 x197 x 260 毫米)。

重量:

2 磅 (0.91 kg)。

工作温度:

0 至 +50℃。

输入电源:

10.5 至 16 Vdc；最大 1A。

支持的无线电类型：
		
		

2线或4线本地（PTT/COR）和远程音调控
制 (根据 TIA102. BAHA Section 7)。

< 20 ms （< 40 ms非关键任务)。

		
		
		

带加密选项的P25常规无线电数字固定
台接口(DFSI 根据 TIA102.BAHA
Section 8) 。

至少100 Mbps，全双工以太网。交换机
和路由器必须具备多播能力。关键任务
应用应使用专用网络.

		
		
		

建伍 TK-x180, TK-5x10, NX-700/800
车台，支持模拟调频，P25常规和集
群，NEXEDGE。

		
		

Motorola Quantar 带 DIU-3000 支持
P25 常规无线电。

		
		

将陆续增加其他型号，
请咨询先创公司。

		

双信道，模拟音频录音输出。

网络
基础设施:
		
		

MAX 无线电网关

MAX 媒体连接器
尺寸:
		

2.44 x 7.56 x 8.27 英寸 高x宽x深
(62 x 192 x 210 毫米)

重量:

3.97 磅 (1.8 kg)

工作温度:

0 至 +50℃

输入电源:
		

60W (最大连接4个扬声器时)
+13.5Vdc

内置输入输出： 4个二进制输出和输出可分配给通用基
		
站监测和控制之用，继电器可通过先创
		
M6080选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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