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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C3202不預設對醫院，執法機構，醫療中
心(急救服務)以及各種緊急服務的緊急通話服
務。用戶必須自行設定緊急通話功能。用戶
必須自行購買SIP兼容的網絡電話服務，正確的
設定GVC3202使用該服務，並定期測試您的配
置以確保GVC3202如預期工作，否則請購買傳
統無線或有線電話服務來撥打緊急通話。

Grandstream Networks 公司的GVC3202不支
持緊急通話服務。Grandstream Networks
公司、其管理者和員工以及其相關機構對此所
造成的任何索賠、損失或者損害都不負有任何
法律追究責任。在此，您將無權對任何以及所
有由於無法通過GVC3202撥打緊急電話以及沒
有遵照前段文字描述而造成緊急通話失敗的事
件提出訴訟。

ZH
注意事項：
警告：請使用設備包裝中的電源。使用其他沒有經過認證的替代電源適配器有可
能對設備造成損害。

警告：請不要在設備啟動未完成的時候或設備的軟件升級過程中斷開電源。如
上所述的操作會導致設備本身的程序損壞，進而造成設備無法啟動。

產品概覽：
GVC3202支持多種流行的視頻會議協議以及平台。其靈活性為現代企業提供了
一種突破性的視頻會議解決方案。GVC3202基於安卓4.4系统，除了能夠完美兼
容潮流公司領先於業界先進水平的基於SIP方案的視頻會議系統外，還能夠完整
對接Google應用商店上的視頻會議應用，如 Skype™, Skype for Business™, 
Google Hangouts™等。GVC3202的靈活性、互用性、開放性以及應用的豐富
性、貼合現代的易用性使其能夠成為企業級視頻會議解決方案的一座新里程碑。

安裝設備：

GVC3202支持三種安裝方式：
方式1：置於桌面
方式2：使用牆體安裝支架，安裝在電視等顯示設備上
方式3：使用牆體安裝支架，安裝在牆上
牆體安裝支架由兩部分組成，通過滑動和推拉可以拆分支架A和支架B。

滑動或者推拉支架A 固定螺絲

定位針

膠塞支架A

支架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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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包裝清單：

GVC3202話機（1台）

螺絲類型1
（2個）

1.5米 網線
（1根）

電源（1個）

注意：GVC3202配有一套外接揚聲器，可與GVC3202連接使用。

牆體安裝支架
（1套，由支架A和支架B
組成，兩部分可拆分）

螺栓 - 用於螺絲類型3 
（4個）

快速安裝手冊（1本）/
GPL許可證 （1本）

電源適配器 電源線

遙控器（1個）
1.5米 HDMI線 （1根）
3米 HDMI線 （1根）    
5米 HDMI線 （1根）   

5米 USB 延長線
 （1根）

螺絲類型2
（2個）

螺絲類型3（4個）

+

-

+

-

AAA電池
（2節）

鏡頭蓋
（1個） 擦鏡布（1塊）

通過Web界面配置GVC3202：

請登錄以下網址獲取GVC3202用戶手冊：  
http://www.grandstream.com/support

1.確保GVC3202正常啟動並且連接網
2. GVC3202獲取到的IP地址將會顯示在OLED上。IP地址也會顯示在顯示設
備頂部的狀態欄。

3. 在電腦瀏覽器輸入話機的IP地址（電話和電腦必須在同一個網段）
4.默認管理員的用戶名是"admin"，密碼是"admin"；默認終端用戶的用
是"user"，密碼是"123"。

5.在Web界面，選擇設置→帳號→通用設置頁面，配置用戶名、SIP服務
器、SIP戶ID、認證ID 、認證密碼等信息註冊帳號。 

6. 若需設置網絡配置，設置→網絡頁面；若需配置PTZ和預制位，進入設
備控制→攝像頭控制頁面。

7. 如有其它需要的設置，請聯繫您的服務提供商。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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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設備在電視或顯示器上：

1.安裝需要使用到GVC3202包裝中的牆體支架。請保持支架A和支架B連接，先
不要將支架拆分。

2. 將GVC3202置於支架A上。見下圖。支架A上的定位針要能夠插入GVC3202底
部的定位孔中。  

3. 擰緊固定螺絲，確保GVC3202
可以穩定置於支架A上。

4. GVC3202與牆體安裝支架固定
後，將牆體安裝支架從顯示設備
後部放置於顯示設備頂上。小心
滑動支架A和支架B，調整兩者
之間的距離，確保顯示設備適當
卡入支架A和支架B之間。

5. 將螺絲類型1分別安裝到支架B
的兩個孔中，如右圖所示。

螺絲類型1（兩個）

6. 使用支架B上的魔術貼整理和固定需要用的線纜。

安裝設備在牆上：

1. 安裝需要使用到GVC3202包裝中的牆體支架。請滑動或者推拉支架A，將其與
支架B分離。

滑動或者推拉支架A
固定螺絲

定位針

膠塞支架A

支架B

支架B上有四個螺
絲孔，用於螺絲類
型3，固定到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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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支架B上，有四個螺絲孔，用於螺絲類型3。將支架B靠在牆上並且移到需要
安裝的位置。

3. 根據支架B的四個螺絲孔在牆上的位置，打出四個孔，用於裝入螺栓。

4. 將四個螺栓安裝到步驟3中打的四個孔裡。請確保螺栓光滑的一端朝牆外。  

6. 擰緊四顆螺絲，確保支架B穩定
     靠在牆上。

5. 將支架B放置到牆上，然後把螺
   絲類型3從支架B上的四個孔穿

    入到四個螺栓中，固定支架B。

7. 將支架A滑入支架B，如以上箭頭
     所示。

8. 將支架A和支架B在左圖所示的
螺孔處對準。然後使用螺絲類
型2從上往下裝入螺孔並擰緊。

9. 將GVC3202置於支架A上。支架A上
的定位針要能夠插入GVC3202底部
的定位孔中。

10. 擰緊固定螺絲，確保GVC3202
可以穩定置於支架A上。

11. 使用支架B上的魔術貼整理和固定需要用的線纜。

連接GVC3202：

1. 用網線將設備的網絡接口和外部網絡接口（如：集線器或交換機上的RJ-45網
絡接口）連接。

2. 使用HDMI線將主顯示設備連接到GVC3202的HDMI輸出口1。如果有第二台顯
示設備，請連接到HDMI輸出口2。
注意：連接顯示設備時，請確保按照HDMI輸出口1，2的順序依次連接。如果
在未連接HDMI輸出口1的情形下就連接2，設備將無法正常工作。

3. 使用USB線將外接揚聲器連接到GVC3202的SPKR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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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請不要將外接揚聲器連接到GVC3202上的USB接口。連接後，外接揚聲器
  可能不會正常工作。

4. 用12V電源適配器連接電話電源接口和交流電源插座。

VGA輸入
重置

HDMI輸入 HDMI輸出1/2 SD卡插槽 揚聲器接口 USB接口 網絡接口 電源接口

5. GVC3202的OLED會顯示啟動信息。繼續操作之前，請耐心等待IP地址顯示在
OLED上。與GVC3202連接的顯示設備將會顯示GVC3202主界面，IP地址會顯
示在頂部的狀態欄。

鏡頭

LED指示燈

OLED。設備啟動後，
IP地址顯示在OLED上，

例如：192.168.40.123

6. 將SD卡插入GVC3202的SD卡插槽。錄音文件將保存到SD卡中。

7.（可選）使用HDMI線或者VGA線將演示設備（比如，筆記型電腦）連接到
GVC3202的HDMI輸入接口或者VGA輸入接口。

8.（可選）將USB輔助設備，例如滑鼠、鍵盤或者USB存儲設備接入GVC3202的

USB接口。

連接示例：
使 用 U S  B線將外 接揚聲器連接
到 GVC3202的SPKR口。如有需要，
可使用GVC3202包裝中的USB延長線

用网線連接GVC3202網絡接口
和外部網絡接口，如：集線器
或交換機上的RJ-45網絡接口

將12V DC電源
連接到插座

使 用 H D M I線
連接筆記型電
腦和GVC3202
的HDMI輸入接
口，用於演示

使用HDMI線高清電視連接到
GVC3202的HDMI輸出口1 

注意：請登錄以下網址獲取更多連接和安裝GVC3202的信息：
             http://www.grandstream.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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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開遙控器後蓋，安裝兩節AAA電池，將後蓋裝回。
2. 第一次使用GVC3202時，遙控器與GVC3202已經配對。GVC3202啟動後，按

下遙控器上的確認鍵，遙控器與GVC3202連接成功後，可正常使用。

如果遙控器與GVC3202未配對（如，GVC3202重置後會取消與遙控器配對），
請按照以下步驟配對連接：
1. 連接USB滑鼠至GVC3202的USB接口。或者登錄GVC3202的Web界面，按下頁

面右上角的“遙控器”字樣，打開Web界面上的虛擬遙控器。
2. 使用滑鼠或者虛擬遙控器，導航至GVC3202顯示設備主界面上→設置→網絡→

藍牙。 

3.  點擊右上角的菜單圖           ，選擇搜索新設備。
4.  搜索開始後，同時按下遙控器上的確認和數字5鍵大概4秒，觸發遙控器配對。 

使用GVC3202遙控器：

觸控板 首頁

音量增加

音量減小

變焦：放大

返回

變焦：縮小

菜單

靜音/免打擾 攝像頭控制

確認

布局

導航鍵

演示

標準數字鍵盤

復用鍵

#/詳情

掛機/刪減成員

*/錄音

發送/接聽/添加成員

回刪 關機

5. 遥控器的MAC地址会显示在显示设备蓝牙界面列表。选择该设备将会与
GVC3202配对和连接。

注意：
1.用戶可以下載藍牙遙控器應用，安裝在安卓設備上。該應用可以作為遙控器的

替代。
2. 請登錄以下網址獲取GVC3202用戶手冊和使用藍牙遙控器應用的信息：

http://www.grandstream.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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