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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 多达 8 个模拟话筒/线路电平或 CobraNet 输入

• 4 个继电器控制输出

• 8 个控制输入

• 通过控制输入和输出接口实现设备状态监控

• 双 24V DC 电源供电（冗余电源）

• 软件配置信号处理，包括音量控制、滤波器、压缩器/限制器

• 1U 标准机箱

• 通过一根以太网电缆实现 CobraNet 控制

• 设备监控

• 用于冗余备份的双 CobraNet 网口

• 旋转式拨码 ID 开关，用于装置辨识

• IP30 防护等级

• 获得 CE 标志、UL 认证、符合 RoHS 标准

• 享受 Biamp Systems 5 年质保

优势

• 允许外部实时音频寻呼至 Vocia 平台内的紧急和非紧急区。

• 通过外部监控系统实现多台设备监控。

• 支持 CobraNet 音频流，允许接收来自 Tesira、AudiaFLEX-CM 或其他任何基于 CobraNet 第三方系统的入站寻呼音频。

Vocia® VI-8的 设计旨在方便音频寻呼在 Vocia 系统的急和非紧急区。VI-8 允许从外部系统直接连接多达八路模拟话筒/线

路输入或数字 CobraNet® 音频输入。根据可自定义的输入电平阈值，每路音频输入支持 VOX（声控）静音/非静音操作。八

个通用输入和输出可设计用于 Vocia 控制事件。软件界面支持现场、实时音频寻呼至 Vocia 内任何分配的寻呼代码或区域。进

出状态允许监控多台 VI-8 设备和 Vocia 紧急系统，监控状态可用于其他外部监控系统。

建筑和工程规范

音频输入设备专门针对与 Biamp® Vocia 系统搭配使用设计。它应允许麦克风电平、线路电平或 CobraNet 音频信号接入 Vocia 系统

中实现实时无限时的寻呼功能。应能指定标准和紧急 Vocia 寻呼代码。应为机箱电源、故障、状态及每个输入的信号状态提供前面板指示

灯。设备的八路输入应支持软件电平控制。信号处理应包括五段参数均衡、压缩、Speech Sense™ 自动增益控制和 VOX 阈值控制。设备

应配有控制输入和控制输出，其中一个输入和一个输出能够作为外部监控系统的连接监控。控制输入应能对应用于每个通道的寻呼或用作 

Vocia 控制输入事件。控制输出应能够用作 Vocia 控制输出事件及屏障网关和系统故障输出。设备状态的完整日志应报告给 Vocia 网络。

它应具有 CE 标志、UL 认证并与 RoHS 指令兼容。保修期为五年。符合以上信息的应为 Vocia VI-8。

技术说明书
VOCIA® VI-8
8 音频通道输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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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IA VI-8 后面板

VOCIA VI-8 规格

网络音频: 20 位，48kHz，5-1/3ms (固定)
网络连接: 双 RJ-45，带屏蔽以太网电缆 

  (CAT5、CAT5e、CAT6 或 CAT7)

频率响应 (20Hz 至 20kHz): +0, - 1dB
THD + N (20Hz 至 20kHz): <0.05%
动态范围: >100dB
等效输入噪音: < -125dBu
串扰 (10kHz): < -75dB
输入阻抗: 8kΩ

最大输入电平: 24dBu
幻象电源: 6.8kΩ 每个支脚后，48V 直流

A/D 转换器: 24 位 (48kHz 采样)

电源: 
直流输入: 24V DC；<100mV 纹波 (最大 35W)
直流参考输出: 24V；100mA 限制

控制输入: 
数量: 9
高范围逻辑低: 0-8V 直流

高范围逻辑高: 12-30V 直流

TTL 逻辑低: 0 - 0.8V
TTL 逻辑高: 2-5V
触点闭合: 10V 内部参考

输入瞬态保护: ± 8kV 峰值

输入隔离: 500V RMS

控制输出: 
数量: 4
类型: 先断后合、无电压转换触点

最大工作电压: 125VAC，60VDC
最大开关容量: 37VA
最小工作负载: 10μA @ 10mV DC
状态输出类型: FET 开关，开漏 (低侧驱动器)
最大工作电压: 35V
最大连续电流: 0.35A
电流限制: 0.8A

尺寸: 
高度: 44.5 毫米

宽度: 483 毫米

深度: 254 毫米

重量: 3 公斤

使用环境: 

工作温度范围： -5 - 40°C
工作湿度范围： 0-95% 无结露

海拔高度： 0-3,000米 MSL

认证：

 FCC 第 15B 部分 (美国) 
 CE 标志 (欧洲)
 RoHS 指令 (欧洲)
 UL 认证 (美国)
 C-UL 认证 (加拿大)
 RCM (澳大利亚)
 E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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