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oE

3000个用户 私密对讲 即插即用 数字音频 高性价比 简易 低延迟

250个分组 全网络 32个通道 灵活 无线

We Need To Talk!
屡获殊荣的Green-GO是一款高性价比、基于以太网的数字内通系统，它采用独特的设
计理念，建立独特的通信系统，用于大型现场演出、多功能表演场地、宗教场所、高端
租赁设施和广播应用。

与当前其它的内通系统相比，Green-GO有着本质区别，因为其它内通系统都采用了以中
心矩阵或路由引擎为核心的设计。 相反，Green-GO每个基站都保存有路由数据、系统
设置和用户偏好。不采用中心矩阵进行操作，排除因单一部件故障而产生灾难性结果。在
Green-Go系统中，若发生故障，可轻易移除故障设备，替换设备在接入网络时，可从邻
近设备克隆所有系统配备。





1

多通道
有线腰包
Green-GO通信系统是基于以太网网络的数字内通系
统。用户可以对多个分组对讲和/或直接与其它用户对
讲。分组对讲类似于模拟共享线路或通讯。直接用户对
讲为私密对讲。该系统无需中心矩阵或路由分配，仅需
添加设备至网络即可扩大系统。无中心单元还有一个优
点，就是不存在单点故障的情况。

Green-GO 腰包包含一个彩色OLED高分辨率显示屏，
提供文本信息、提示信号和4个按钮的功能。

单元两个可旋转按钮分别位于单元两侧，方便右利手和
左利手用户操作，可进行推压操作，以对最新的音频源
作出应答。它们也可以经过编程，控制其它各种功能，
例如一个用于电平控制，一个用于通道选择。四个按钮
可经过配置，提供对四个通道的即时访问。 所有矩阵数
据都保存在腰包内，并通过POE供电。任意头戴式耳麦
（另购）通过4针XLR4面板接头连接。

 
 

 

规格

• 腰包尺寸：145mm x 85mm x 30mm
• 腰包重量：400g
• 由以太网端口PoE（802.3af标准以太网供电）供电 

BPX

数字内通

32个通道
该系统包含32个通道，一个节目
音频通道和一个额外的通道用来
进行专线沟通。

250个分组
1个模拟系统仅拥有一或两个分
组，而Green-GO系统最多包含
250个分组。

 

3000个用户
用户可在任意设备激活使用，甚至
可在多台设备使用。每位用户拥有
唯一的ID和可辨识的名字。



输入 头戴式话筒 

接头 XLR4M 针 1 – 2

类型 非平衡式

 

驻极体话筒偏置 / 幻象电源 0/ 2,0/ 2,5/ 3,3V 

增益

 

+30 - +70 dB 

限制电平式 AGC 

 

-12 dBFS = +2dBu

门限阈值 

 

关闭, -45 dB - -20 dB 5 dB 步进

侧音电平 静音, -24dB – 0 dB 3dB 步进

所有有线单元

噪音 -70 - -55 dBu

 

THD @ 1kHz 40 dB 增益 0 dBu 输出 -70dB (0,03%) 

延迟 话筒- 网络 – 耳机 12 毫秒

频率响应标准 200 – 7000 Hz 

频率响应增强 200 – 14000 Hz 

 

仅在有线单元通道上增强

输出

 

头戴式耳机

 

所有单元

接头

 

XLR4M 针 3 – 4 

标称电平 0 dBu 

最大输出

 

+20 dBu 

负载 32 – 600 Ω

规格 （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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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个通道
该系统包含32个通道，一个节目音频
通道和一个额外的通道用来进行专线
沟通。

250个分组
1个模拟系统仅拥有一或两个分组，而
Green-GO系统最多包含250个分组。 

3000个用户
用户可在任意设备激活使用，甚至可
在多台设备使用。每位用户拥有唯一
的ID和可辨识的名字。

数字内通

多通道
无线腰包
Green-GO通信系统是基于以太网网络的数字内通系
统。用户可以对多个分组对讲和/或直接与其它用户
对讲。分组对讲类似于模拟共享线路或通讯。直接用
户对讲为私密对讲。该系统无需中心矩阵或路由分
配，仅需添加设备至网络即可扩大系统。
无中心单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存在单点故障的情
况。音频分发功能，例如节目音频，可轻松添加至系
统中，并发送给分组。音频可被网络中任意需要该信
号的设备接收。

 

Green-GO无线腰包基于DECT技术。彩色OLED高分辨 
率显示屏提供文本信息、提示信号，并显示4个按钮的 
功能。在Green-GO无线系统中，1个天线可配对4个腰 
包，每个腰包可同时连接到4个天线。两个可旋转按钮
分别位于单元两侧，方便右利手和左利手用户操作，可
进行推压操作，以对最新的音频源作出应答。它们也可
以经过编程，控制其它各种功能，例如一个用于电平控
制，一个用于通道选择。四个按钮可经过配置，提供对
四个通道的即时访问。所有矩阵数据都保存在腰包内，
并通过标配电池供电。 任意头戴式耳麦（另购）通过4 针
XLR4面板接头连接。

WB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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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头戴式话筒 面板话筒 线路

接头

 

XLR4M 针 1 – 2 

 

XLR 3F XLR 3F

类型

 

非平衡

 

平衡 平衡
驻极体话筒偏置 / 幻象电源 0/ 2,0/ 2,5/ 3,3V +10V
增益

 

+30 - +70 dB 

 

+24 - +64 dB -6 - +34 dB

限制电平 AGC 

 

-12 dBFS = +2dBu

门限阈值 Off, -45 dB - -20 dB 5 dB steps

侧音电平 Mute, -24dB – 0 dB 3dB steps

所有有线单元

噪音

 

-70 - -55 dBu

 

-70 - -60 dBu

 

-70 - -55 dBu
THD @ 1kHz 40 dB 增益 0 dBu 输出 -70dB (0,03%) -70dB (0,03%) -70dB (0,03%)

延迟 话筒- 网络 – 耳机 12 毫秒 12 毫秒 12 毫秒

无线腰包

噪音

 

 - 63 - -52 dBu

THD @ 1kHz 40 dB 增益 0 dBu 输出 -50 dB (0,3%)
延时 话筒- 网络 – 耳机 26 毫秒
频率响应标准 200 – 7000 Hz 

 
140 – 7000 Hz 

 
80 – 7000 Hz

频率响应增强
 

200 – 14000 Hz 140 – 14000 Hz 80 – 14000 Hz

仅在有线单元通道上增强

输出 头戴式耳机 内置扬声器 线路

所有单元 MCD/WP  MCD
接头 XLR4M 针 3 – 4  XLR 3M

标称电平  0 dBu  0 dBu
最大输出

 
+20 dBu 

 
2 W +12 dBu

o/p imp 24
负载 32 – 600 Ω  >8 Ω Ω

无线系统天线

规格
• 腰包及天线尺寸：145mm x 85mm x 30mm
• 腰包重量：400g
• 天线重量：200g
• 电源：腰包： 1800mAh锂离子电池，可通过mini-USB 端
口充电。电池更换方便，可从外部充电。
• 天线：由以太网端口PoE（802.3af标准以太网供电）供电。
• 支持 EU-DECT (部分CAT-iq V2.0, v3.0), 北美DECT6.0，
日本DECT
• ETSI (EU-DECT) 及 FCC(DECT 6.0) 认证
• J-DECT预认证
符合ETSI 300 444 (DECT GAP)
• RF 范围： 1870 MHz to 1930 MHz
• 接收器灵敏度 < -93 dBm
• 发射功率：
EU: 23 dBm: 1881 MHz - 1897 MHz
USA: 20 dBm: 1921 MHz - 1928 MHz
JP: 23 dBm: 1895 MHz - 1903 MHz

 
 
 

 
 

 

 

 

 

 

 一般音频规格
• 在MCD8和WBP腰包通过WAA天线进行测量
• 输出耳机，音量0 dB
• 值为 RMS 22Hz – 22kHz 未加权
• 数字音频格式：线性16 bit 16/32 kHz采样率
（标准/增强版音频）
• 无线连接：DECT，带G722宽带编解码器

 

W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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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通道
工作站 & 扩展器
Green-GO多通道工作站提供可翻页的18个独立RGB按
钮，可直接访问用户或分组。3个TFT触摸屏显示个体名
称，音量电平和状态。

可通过TFT屏或按钮实现说，听，呼叫和提示功能。工
作站拥有一个集成的扬声器和话筒XLR接头。线路输入/
线路输出和路由用于演出转播，分布式音频，寻呼及通
知。

 

可搭配Stalk话筒（另购）通过3针 XLR 前面板接头
连接，并拥有一对带组合开关的以太网连接。

每个按钮可分配至250个分组或3000个用户中的一
个。可手拉手连接多达9个MCXD-EXT控制桌至一
个MCXD 桌面控制器。

 

配合任何Green-GO 腰包或其它连接了同一网络的
多通道桌使用（无需矩阵）。

数字内通

MCX

MCX-EXT

MCXD

MCXD-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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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包括：
• 具备分布式音频，演出转播和寻呼系统的特性
• 由以太网供电（需要合适的网络电源，例如GreenGO 5端
口交换机）或单独的直流电源供电

 
 
• 标配2个以太网LAN插口，带100MBit交换机
• 所有互联路由数据，系统设置和用户偏好都记录在本地
内存并通过网络更新；若多通道桌变更，将被更新/替代

 
  

• 可从Green-GO网站免费下载Green-GO设置软件

规格：
• MCX 尺寸: 48.5(19") x 11 x 4.5cm(1U) 1.8kg

• MCXD尺寸: 220 x 160 x 45mm, 975g

• 电源: PoE, 或选配外部电源
• 连接: 2个Ethercon RJ45 以太网, 话筒输入, 动态或幻
象电源供应 (12V), XLR4头戴式耳机连接, XLR3包含1路
线路输入和1路线路输出(如舞台通知), sub D-9接口包括
2路开关触点输入和2路开关触点输出

 
  
  
 
• 控制：每通道有用于对讲/指示的RGB背光按钮，每6个
通道的TFT触屏显示器用于电平信息和通道标签；中央控
制显示器带按钮和旋转按钮，用于控制音量和参数设置；
前面板扬声器

 
  
  
 
 • 标配：多通道支架控制器，系统手册
• 相关产品：BPX腰包, WBPX 无线腰包, GWP 墙面安装
控制器, GG2W, GG4W: 2线制和4线制的 int

 
 

续页

32个通道
该系统包含32个通道，一个节目
音频通道和一个额外的通道用来
进行专线沟通。

250个分组
1个模拟系统仅拥有一或两个分
组，而Green-GO系统最多包含
250个分组。

 

3000 个用户
用户可在任意设备激活使用，甚
至可在多台设备使用。每位用户
拥有唯一的ID和可辨识的名字。

Extension

Extension

Master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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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内通

墙面板
安装单元

Green-GO Wall Panel X Speaker（WPX扬声器）
版本是一款墙面安装的Green-GO单元，它能够直
接访问三个通道（一个专线沟通或一个编组）。另
外，该设备还有一个扬声器，可以往扬声器中独立
的引擎分配任意用户或编组。比如节目音频和舞台
经理通知。

 

Wall Panel X拥有一个颜色TFT触屏，可用作提示
确认按键。该显示屏会显示文本信息和带颜色的弹
窗，处理提示和呼叫信息。该墙面板单元的前面板
配备一个旋钮，用于控制扬声器的主音量，按下该
旋钮，能进行设备设置。一共有3个RGB背光式按
钮，处理专线沟通的耳机通道。

 

 

WPX

7

Neutrik XLR4M
用于耳机

1个旋钮，
方便设置

TFT触摸屏，
显示通道和功能信息扬声器 

内置RJ45 PoE
供电接头

3个多色
背光式按钮

特性
— 轻松结合其它Green-GO腰包

或多通道单元使用（无需独立
矩阵或接口）

— 内置扬声器，也可接入外部扬
声器

 

— PoE (802.3af-2003 标准) 供电
— 内通路由数据，系统设置 & 偏

好都储存在本地

 

— 可用过免费的Green-GO Control
软件自定义配置

技术参数

 — 尺寸：（长/宽/高）：81 x 30 x 81 mm
 — 重量：480g
 

— 连接：Neutrik XLR4M
 — 控制：1 x 旋钮

— 供电：PoE (802.3af)

单元参考

 

GGO-WPX

描述
墙面板单元



数字内通

32个通道
该系统包含32个通道，一个节目音频
通道和一个额外的通道用来进行专线
沟通。

250个分组
1个模拟系统仅拥有一或两个分组，
而Green-GO系统最多包含250个分
组。

 

3000个用户
用户可在任意设备激活使用，甚至可
在多台设备使用。每位用户拥有唯一
的ID和可辨识的名字。

4线制 + 2 线制
接口
该音频输入/输出接口带有触点闭合，可连接现有的矩阵
或其他模拟接口产品（节目音频输入/通知输出）。基本
模拟2线制内通（共享线路系统）能连接到专用的2线制
XLR端口。双输入/输出XLR端口允许将两路独立的音频
信号（或立体声信号）输入Green-GO网络中，并传输
到同一以太网网络上的任何其他位置。提供两个直通型
数字I/O 9针 D类连接。

特性包括：
• 把4线制或2W模拟内通系统连接至Green-GO
数字以太网网络

 

 
• 背光菜单显示屏和可旋转按钮，用于界面设置 

• 由以太网供电（需要合适的网络电源，例如Green-GO
5端口交换机）或单独的直流电源供电

  
 

• 含100MBit以太网输入/输出的交换机
• 尺寸 19” x 1U x 50mm, 1.4kg

 

• 以太网或外部12V直流电存储单元供电（另购）

 

• 连接：2个Neutrik RJ45 Ethercon连接，2对XLR 3针
4线制内通输入/输出，1个连接2线制的XLR3，2x 9
针D类连接，DC12V插座

 

 

• 控制：用于设置菜单选择的背光LCD显示屏和可旋转按
钮/按钮

  
 

INTERFACE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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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线制
紧凑型转换器

这款2线制紧凑型音频转换器，可以把2线制模拟内
通系统连接到Green-GO数字以太网网络。3针XLR
端口会连接到共享线路系统。端口可以通过设置菜
单进行配置。配置端口后，共享线路系统的其中一
条通道会称为Green-GO系统的一个编组。

SI2W

数字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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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显示屏
4个按钮，用
于编程和控制

Led kdok
iugfd9

RJ45 EtherCON 
接口，用于沟通
和PoE供电

 2线制XLR3输入

技术参数
— 尺寸：145 x 85 x 30 mm
— 重量：400g

 

— 连接：1 x 10/100Mbps 
Neutrik RJ45

 

— EtherCON 1x XLR3F

 

— 控制：1个显示屏，4个按钮

 

— 电源：PoE (802.3af)

单元参考

GGO-SI2W

描述

2线制紧凑型转换器



4 线制
紧凑型转换器

这款4线制紧凑型音频转换器，可以把4线制模拟内
通系统连接到Green-GO数字以太网网络。音频输
入/输出接口可连接到现有的矩阵或者其它模拟接口
产品。这能把音频信号接到Green-GO网络，并输送
至同一个以太网网络中的任意位置。如果用作矩阵型
内通系统，矩阵系统的一个通道还可用作Green-GO
系统的一个编组。

SI4W

数字内通

10

技术参数
— 尺寸：145 x 85 x 30 mm
— 重量：400g

 

— 连接：1 x 10/100Mbps 
Neutrik RJ45

 

— EtherCON 1x XLR3F, 1x XLR3M

 

— 控制：1个显示屏，4个按钮

 

— 电源：PoE (802.3af)

单元参考

GGO-SI4W

描述

4线制纤巧型转换器

LCD显示屏

4个按钮，用于
编程和控制 

Led kdok
iugfd9

RJ45 EtherCON 
接口，用于沟通
和PoE供电

4线制XLR3
输入/输出



对讲机转换器
通过该转换器连接“对讲系统”，每一个对讲通道即
为Green-GO网络中的一个 组信号。

特性

 • 通过以太网端口连接Green-GO网络
• SUBD9接头连接音频输入和输出
• 通过按键通话(PTT)功能远程控制对讲机

规格

 

• 腰包尺寸：145mm x 85mm x 30mm

• 重量： 400g

 

• 通过以太网端口进行PoE(802.3af 以太网标准电源) 供电

 
 

• 连接：

  

1个Neutrik RJ45 Ethercon以太网连接
1个SUBD9接头连接对讲控制器：

  

针1+6音频输入

  

针5+9音频输出

  
针4常开（PTT继电器）

  
针2常关（PTT继电器）
针3+7通用

RDX

数字内通

32 个通道
该系统包含32个通道，一个节目音
频通道和一个额外的通道用来进行
专线沟通。

250个分组
1个模拟系统仅拥有一或两个分
组，而Green-GO系统最多包含
250个分组。

 

3000 个用户
用户可在任意设备激活使用，甚
至可在多台设备使用。每位用户
拥有唯一的ID和可辨识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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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续页）

输入 头戴式话筒

接头 XLR4M 针 1 – 2

类型 非平衡式

驻极体话筒偏置 / 幻象电源 0/ 2,0/ 2,5/ 3,3V 

增益 +30 - +70 dB 

限制电平式 AGC -12 dBFS = +2dBu

门限阈值 关闭, -45 dB - -20 dB 5 dB 步进

侧音电平 静音, -24dB – 0 dB 3dB 步进

所有有线单元

噪音 -70 - -55 dBu

THD @ 1kHz 40 dB 增益 0 dBu 输出 -70dB (0,03%) 

延迟 话筒- 网络 – 耳机 12 毫秒

频率响应标准 200 – 7000 Hz 

频率响应增强 200 – 14000 Hz 

仅在有线单元通道上增强

输出 头戴式耳机

所有单元

接头 XLR4M 针 3 – 4 

标称电平 0 dBu 

最大输出 +20 dBu 

负载 32 – 600 Ω



数字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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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GO BridgeX配备4个UDP网络端口，能把
远程单元连接到Green-GO网络中。这可以通过两
种不同模式实现：“Bridge”（桥接）模式或
“Remote User”（远程用户）模式。无论哪种
模式，Green-GO BridgeX都可以连接四个单元。

在“Bridge”（桥接）模式中，BridgeX将通过独
立的网络或者互联网，将两个Green-GO网络连接
在一起。音频（或者说呼叫）信号将从一个Green-GO
网络传输到另一个网络。这种设置下建立的编组包
括两个地点。编组ID和这两个地点的名称不必匹配。

也可以对BridgeX进行配置，使其支持多个远程用户。
远程Green-GO设备可以通过互联网连接BridgeX的
LAN端口，称为系统中的另一个用户——模式须设置
为远程连接（Remote Connection）模式。另外，可
以通过端口通过无线接入点连接iOS设备，桥接提供附
加无线用户。桥接中的四个UDP端口，每一个都能进行
配置，随意服务于这三种需要——远程编组，远程用户，
或无线iOS用户。

Green-Go iPhone App

iPhone App能把iPhone转变为完全的
无线腰包。在此之前，需要用Cat电缆
创建网络连接，但是有了新的iPhone应
用，就可能自由地移动，不受下一个交
换机的位置限制。
只需要新的桥接接口和无线接入点。每
个桥接系统可以接入四个iPhone。

 

技术参数

 

— 尺寸 (长/宽/高)：485 x 150 x 45 mm 

 

— 重量：1.4 kg
— 连接：4 x 10/100Mbps 

Neutrik RJ45 EtherCON
控制：1 x 点阵显示屏

1 x 旋钮
 — 电源：PoE (802.3af)

或者选配外部12V直流电源

单元参考
GGO-BRIDGEX 

描述
BridgeX IP-桥接接口

旋钮，
方便设置

LCD显示屏，
显示4个端口
各自的状态和
编程

选配外部电源
12VDC

 2个外部UDP 
RJ45 EtherCON
接头

 2个内置的UDP 
RJ45 EtherCON
接头

网络接口BRIDGEX



视觉提示器
用以连接Green-Go网络的视觉提示器。

特性
• 通过以太网端口连接Green-GO网络 

• 分组或用户有呼叫信号时，由16个RGB LED组成的
灯组会进行提示
• 在呼叫过程中长按按钮，提示器会“学习”对哪个
组或用户作出反应 

规格
• 腰包尺寸: 145mm x 85mm x 30mm 

• 重量: 400g
• 通过以太网供电 (PoE 标准 48V) 

• 连接：
1个Neutrik RJ45 Ethercon 连接
1个USB接口，用于远程，或备用作3/8螺纹安装于任
何话筒支架

  
  

• 控制: 按键储存用户或分组名称

BEACON

数字内通

32个通道
该系统包含32个通道，一个节目音频
通道和一个额外的通道用来进行专线
沟通。

250个分组
1个模拟系统仅拥有一或两个分组，而
Green-GO系统最多包含250个分组。 

3000个用户
用户可在任意设备激活使用，甚至可在
多台设备使用。每位用户拥有唯一的ID
和可辨识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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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包括:

高速，大容量以太网交换机 

前部有5个以太网
10/100MBit端口，
包括1个uplink口 

有四个端口由PoE供电，带
LED指示灯 
无风扇 - 完全安静 

Green-GO以太网交换机，设计目的在于把Green-GO沟通系统连接到现有的以太网网络中，或
者为Green-GO外设控制器提供PoE电源。

这款专业级以太网交换机有5个端口和一个强大的处理器，能避免网络降速和数据崩溃。这款
交换机可桌面放置，也可选择19"机架安装支架（另购）进行机架式安装。Green-GO交换机
运行时无噪音，且不需要通风风扇。

尺寸 150 x 200 x 44mm, 1.3kg [box size: 400 x 280 x 
72mm, 总重量1.55kg]

功率 100-240VAC 50/60Hz，固定电源总线

连接 1 x 10/100Mbit Neutrik以太网连接
Ethercon (uplink)
4 x 10/100Mbit以太网连接，Neutrik Ethercon PoE

指示器 绿色LED：电源打开。端口的黄色LED：启用端口

标配 GGS5，操作说明书

配件 RMDT: 19”安装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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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交换机SW5

数字内通

—

—

—

—



网络交换机SW8.1

数字内通

Green-GO switch 8.1的设计目的在于把Green-GO沟通系统集成到现有的以太网网络中，并为
Green-GO控制器提供PoE以太网供电。

这款以太网交换机为专业级水准，前面板拥有八个10/100MbpsPoE端口，另外背部还拥有一个
以太网端口。Switch 8.1仅占1U机架，其强大的处理器能避免网络延迟和数据崩溃。由于Green-GO 
Switch 8.1设计不含通风风扇，因此它运行时无噪音。

技术参数
 — 尺寸（长/宽/高）485 x 150 x 45mm

— 重量：2kg

 

— 连接（前面板）：8个
10/100Mbps PoE RJ45 EtherCON

 

— 连接（后面板）：1 x 
10/100Mbps RJ45 EtherCON

 

— 电源：powerCON TRUE1 
100-230V AC

 

单元参考

 

GGO-SW8.1 

 

 

描述
Switch 8 PoE + 1

powerCON 
TRUE1

1 x 10/100Mbps 端口，
背部RJ45 EtherCON接口

8 x 10/100Mbps 
PoE端口RJ45 
EtherCON接口

16





Green-GO_DATA SHEET_20P-EZ00380_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