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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说明

 分布式无线全向麦克风内置高灵敏度麦克风、高保真扬声器，根据用户选

择，最多还可配备 3 个独立无线分布式麦克风拾音器，可帮助用户解决大

会议场景下的远距离拾音问题。

 无线分布式麦克风主机支持 5.8G 无线和 USB 两种连接电脑的方式。并配

置大容量的锂电池，为客户提供多种便携式语音会议使用场景解决方案。

 无线分布式麦克风拾音器内置锂电池，最长可实现 8 小时连续拾音，并配

备接触式充电盘，置于充电盘上即可充电，方便时尚美观。

 每个无线分布式麦克风拾音器通过 2.4G 与分布式无线全向麦克风主机相

连，可实现 10 米的远距离稳定传输。

 音频部分采用国际一流的回声抵消技术、消噪技术、啸叫抑制技术、动态

噪音抑制技术，能够在较复杂的环境下使用。

 提供专业的语音提示功能，方便用户使用。

注意事项

 在安装和使用分布式无线全向麦克风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在运输、存储、安装及使用过程中要防止重压、剧烈震动、浸泡等对产品

造成的损坏。

 使用分布式无线全向麦克风时，请放置于具有足够承受力的位置，对各个

组件要轻拿轻放。

 安装使用中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和地区各项电气安全标准，配用本机自带的

专用电源，音频在传输中应与强电设备保持足够的距离，必要时要做好防

雷、防浪涌等防护措施。

 不要在超出本产品限定的温度、湿度以及电源规格的状况下使用（详细数

据请参阅技术指标）。

 请不要擅自拆卸，里面无用户可自行维修的零件，本产品的安装和维修工

作均应由具有专业资格的人员来完成。

 不要用化学活性强烈的或有腐蚀的洗涤剂清洗本机主体，清理脏污时应使

用干布或中性清洗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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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性和功能

1. 分布式无线全向麦克风配件

1.1 分布式无线全向麦克风主机 1 台

1.2 产品使用手册 1 本

1.3 无线分布式麦克风拾音器 1～3个

1.4 充电盘 1～2个

1.5 安装支架及螺丝 1 包

1.6 USB2.0 数据线（5M） 1根

1.7 DC 12V/1.0A 电源适配器（主机） 1个

1.8 DC 5V/2.0A 电源适配器（充电） 1个

1.9 USB 转 type-c 充电线 1根

1.10 5.8G 无线适配器 1个

2. 分布式无线全向麦克风功能与特性

分布式无线分布式麦克风

可选配最多 3个无线分布式麦克风拾音器，它们与主机的传输距离最远可达 10 米，可分

别放于会议室的任何地方，这样就可适合大会议室应用场景。

灵活方便的充电设计

给无线分布式麦克风拾音器配备有接触式充电盘，在不使用时可放置于充电盘之上充电，

可随时保持电量的充足，充满后有状态灯指示，这样给客户带来最直观的感受。

人机交互

带 6个触摸按键，提供对机器的多种交互设置；并带有 6个双色 LED 指示灯，可对机器各

种状态进行显示。

语音提示

对机器的多种状态进行语音提示，比如麦克风的连接、静音等，提示音语言可通过按键在

中、英文间选择。（中引文提示音切换方式为：同时按住 和 5s，出现提示音）

5.8G/USB 双连接



4

主机配置 5.8G 无线适配器，支持无线连接；USB 即插即用，可轻松连接到 PC、Mac® 和

Chrome™ 设备，无需任何其他附加软件。

多种安装选项

可安装在任何适合的位置，桌面、墙壁和显示器上均可，在拥挤的会议室内提供非凡体验。

接口位置及功能

1. 分布式无线全向麦克风正面

1 功能指示灯

使用功能时，相应指示灯点亮。

2 触摸按键

功能定义：

2

场景切换 麦克风静音 喇叭静音 音量减 音量加 开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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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布式无线全向麦克风背面

3 DC IN 12V 电源接口

分布式无线全向麦克风的电源适配器匹配接口。

4 USB2.0 输出端口

USB2.0 输出端口。

按键 功能 指示灯状态 效果

开关
蓝灯常亮 长按 3秒开机

黄灯常亮 长按 3秒关机

音量加 蓝灯递增 喇叭音量增加

音量减 蓝灯递减 喇叭音量减小

喇叭静音 黄灯常亮 喇叭静音

麦克风静音 黄灯常亮 所有麦克风静音

场景切换

蓝灯常亮 无线分布式麦克风拾音

黄灯常亮 内置麦克风拾音

蓝灯闪烁 未连接电脑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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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布式无线全向麦克风底部

5 支架螺丝孔

当用户将分布式无线全向麦克风安装到支架上时，将支架与这些螺丝孔固定在一起。

4. 无线麦克风

6 充电铜环

使用充电盘时，充电铜环充当充电接口，充电铜环与弹簧探针接触进行充电。

无线分布式麦克风拾音器按键功能描述：

无线分布式麦克风拾音器底部指示灯功能：

按键 功能 效果

开关 长按 3秒开关机

麦克风静音 所有麦克风静音

5

麦克风静音 开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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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充电盘

7 弹簧探针

充电盘充电时，与充电铜环接触，对无线分布式麦克风拾音器进行充电。

8 充电盘电源接口

电源接口，使用 USB 转 type-c 充电线连接。

操作指南

1. 分布式无线全向麦克风主机的连接

使用时可直接开机由内置锂电池供电，也可连接 12V 适配器电源给分布式无线全向麦

克风主机供电，使用出厂配备的 USB 线材连接本产品和 PC等会议主机。如下图示：

指示灯状态 对应工作状态

蓝灯常亮 拾音器无线连接成功，正常工作

蓝灯闪烁 拾音器无线连接丢失

红灯常亮 拾音器麦克风静音或正在充电

粉色常亮 拾音器电池充电已充满

USB2.0 线缆DC 12V 电源线

6

7
USB 转 type-c 充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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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布式无线全向麦克风使用指南

本产品与电脑等之间音频传输可以通过 5.8G 无线或者 USB2.0 接口完成，支持标准

UAC 协议。所有支持 UAC 协议的后端软件均可采集到本产品的音频。

本分布式无线全向麦克风音频的音量等控制调节详见按键控制章节。以下针对使用模式着

重说明：

1 远距离会议模式

开机后无线全向麦克风会默认进入会议模式，用于基于网络的 IP 视频通话等场

景。默认使用分布式麦克风拾音器做拾音设备。请将分布式麦克风拾音器开机，

每个分布式麦克风拾音器的拾音距离为 3m，而后请放置在会议室桌面等合适的

位置。PC 等主机上的视频会议软件上的音频设备上请将拾音和播放设备都选择

为本分布式无线全向麦克风。然后就可以进行视频会议通话了。这里需注意的是，

远距离会议模式下为保证通话质量和回声消除效果，请在放置分布式麦克风拾音

器后不要再随意挪动分布式麦克风拾音器，也不要在使用过程中玩弄分布式拾音

麦克风拾音器。同时，分布式拾音麦克风拾音器需距离主机喇叭至少 1 米的距离。

2 近距离会议模式

按下无线全向麦克风主机上的 ，可切换远距离会议模式和近距离会议模式，

当对应黄色的灯亮时，分布式无线全向麦克风处在近距离会议模式下。这一模式

通常用于参会人员较少，不需要分布式拾音麦克风拾音器的场景。该场景下，分

布式无线全向麦克风主机放置在距离参会人 3m 以内的地方，喇叭音量会自适应

下调，同时分布式拾音麦克风拾音器被禁用，内置麦克风被开启使用。

3 音乐模式

按下分布式无线全向麦克风主机上的 ，拾音麦克风被全部禁用，仅喇叭有

播放，进入音乐模式，此时为立体声播放模式。

4 分布式麦克风拾音器的配对

打开分布式无线麦克风拾音器，底部指示灯为蓝灯闪烁，然后按下 ，指示

灯变为红灯，然后把分布式无线拾音器靠近分布式无线麦克风主机，长按

10s 左右，指示灯停止闪烁，蓝灯常亮表示分布式无线拾音器与主机匹配成



9

功。

5 提示音部分

分布式无线麦克风主机具有操作提示音功能，方便客户使用。支持中英文切换，

切换方式为同时按住 和 5s。对于已熟悉本产品的客户，也可同时按住模

式切换键和麦克风静音键 5S 屏蔽提示音。

技术指标

名称 分布式无线麦克风主机主机部分

内
置
硅
麦

类型 数字硅麦

灵敏度 内置麦：-26dBFS

信噪比 60dB

频响范围 100Hz - 16kHz

发射功率
2.4G：+5dBm（内置连接扬声器和麦克风）

5.8G：+7dBm（连接麦克风和电脑）

回音消除 业界顶尖的回音消除技术，可达 256ms回声抵消时长

噪声消除 >12dB

采样率 Record：16kHz / Playback：48kHz

拾音半径 3米

传输方式 有线 USB2.0/无线 5.8G

喇叭功率 双声道 4W*2

电源 DC12V 1A

电池 3400mAh

电池充电时间 3小时

电池使用时间 充电一次正常通话 6小时

电池待机时间 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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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分布式无线麦拾音器部分

麦

克

风

类型 数字硅麦

灵敏度 -22dBFS @1kHz 1Pa

信噪比 60dB

频响范围 100Hz - 16kHz

发射功率 2.4G: +5dBm

回音消除 业界顶尖的回音消除技术，可达 256ms回声抵消时长

噪声消除 >12dB

采样率 Record： 48kHz

拾音半径 3M

传输方式 2.4G

麦克功率 MAX 0.2W

充电接口 USB typc / 充电盘触点充电

控制方式 触摸按键控制

按键功能 开/关机、麦克风静音、配对

状态显示 双色 LED指示灯

控制方式 触摸按键控制

按键功能
开关机(查看电量)、音量+、音量-、扬声器静音、麦克风静音、

场景切换

状态显示 双色 LED指示灯

电源适配器 DC12V±0.2V,1A

环境温度
-40℃-50℃ （储存温度）

-10℃ ~ 40℃ （工作温度）

环境湿度 0-95% RH

长×宽×高 400mm×61mm×70mm

重量 90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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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适配器 充电盘 DC5V±0.2V,2A

电池 800 mAh

待机时间 6个月

使用时间 8小时

环境温度
-40℃-50℃ （储存温度）

-10℃ ~ 40℃ （工作温度）

环境湿度 0-95% RH

长×宽×高 φ70x49mm

重量 300克

名称 充电盘参数

输入电压/电流 5V/2A
同时支持充电个数 2 个

最大充电电流 每个 600mA
尺寸 200x100x16（mm）

重量 170 克

接口 USB-TYPE-C

安装说明

1. 桌面安放

将分布式无线全向麦克风放置在平坦的桌面或视频设备上，并保证摄像机水平放置。

水平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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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架安装

把支架的螺丝拧在分布式无线全向麦克风的螺丝孔上，并用手拧紧。这样就可以在摄

像机底部安装一个支架架。支架使用的螺丝需符合以下规格。

注：

1 支架必须安装在平坦的表面

2 用于支脚架安装分布式无线全向麦克风的螺丝及螺母，不得用于较高的位置。如天

花板或隔板的安装。

φ=3mm
L=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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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墙壁支架安装

注：

3 壁挂支架安装必须保证平稳。

4 壁挂支架与支架搭配使用，使用壁挂支架前，分布式无线全向麦克风必须先安装支

架。

常见故障解决

在向维修人员或厂商寻求服务之前，可先按以下步骤进行故障排除，如果问题无法解

决，请向经销商或厂商进行咨询。

故障现象 原因 解决方法

USB信号无法识别
USB 线缆接口没有接好

使用过长/质量较差延长线

重新拔插 USB 线缆

使用支持信号放大器延长线

遥控器不起作用 遥控器电池耗尽 请更换新的电池(AA x 2)

无法拾音
本机处于麦克风静音状态 关闭麦克风静音

设备端未选择本机作为输入源 选择本机作为输入源

拾音产生噪音 麦克风处于强电设备附近 麦克风远离强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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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此版权仅属于制造商所有，未经制造商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均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

何手段复制本书任何内容。

制造商遵循持续发展策略。因此，公司保留在不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有对此说明书中

描述的任何产品进行修改和改进的权利。

此说明书的内容按“现状”提供。除非适用的法律另有规定，否则，制造商不对说明

书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内容做出任何类型的、明确或默许的保证。制造商保留不在预先通

知的情况下，有随时修改或收回本说明书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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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保修卡

用户档案

年 月 日

用户名称 购买日期

通讯地址

电话/传真 邮编

购买地点

型号/规格 机身编号

保修原因

经销商盖章 用户签名

用户档案为保修和基本凭证，请认真填写并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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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条例

承蒙惠购本公司的分布式无线全向麦克风产品，谨致谢意！

为了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免除您的后顾之忧，同时为改善对客户的售后服务，特制定

本保修条例，请您认真阅读并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一、本公司产品自售出之日起，保修一年，终生维护（配件不在保修范围之内）。对超过

免费保修服务期限的产品保修，本公司将视产品故障情况酌情收取零件成本费用。

二、送修产品请妥善包装运送，运送过程如有摧毁或遗失，本公司恕不负责。

三、在免费保修期内，发生下列事项者，本公司有权拒绝服务或酌情收取材料、服务费。

a. 用户使用不当造成产品故障或损害；

b. 电击或安装不当导致烧毁之事故；

c. 非维修服务者拆修造成损坏的。

四、安装使用本公司产品前请认真阅读产品说明书。

五、保修卡务必请销售公司盖章及注明销售日期，以确保您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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