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tup
    Guide

Comfort
call

DECT

DW Series 
Setup Guide



DW Series – Setup Guide | 1

“设置指南 ”目录

“设置指南 ”目录

重要安全提示 ........................................................................................................ 2

DW系列产品的供货范围和总览 ...................................................................... 3

基站和组件 ...................................................................................................... 3

通讯耳机和组件 ............................................................................................. 4

基站的部件图 ........................................................................................................ 5

前侧图 ............................................................................................................... 5

背侧图 ............................................................................................................... 5

连接基站 ................................................................................................................. 6

连接基站电源 .................................................................................................. 6

连接基站和固定电话 ..................................................................................... 7

将基站与一台可选通讯耳机电子控制系统 (EHS) 连接 ......................... 9

将基站和计算机连接 ...................................................................................10

固定连接好的接线 .......................................................................................10

给耳机充电 ..........................................................................................................11

测试通讯耳机和音质 .........................................................................................13

通过 DIP开关调整通讯耳机 ......................................................................13

通过空线信号调整音频信号 ......................................................................15

调整传输音量 ................................................................................................16

设置自动音频传输 “Auto Audio” .............................................................16

出现故障时 ..........................................................................................................17

技术参数 ...............................................................................................................18



重要安全提示

2 | DW Series – Setup Guide

重要安全提示

� 在使用产品前请仔细完整地阅读本说明。

� 请始终将产品连同本使用说明一起交给第三方。

� 如果设备有明显的损伤，请不要继续使用。

防止可能危害健康和引发事故的情况

� 为了保护您的听力，请不要长时间使用高音量收听音乐。

� 本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会形成持续的磁场，必须与心脏起搏器和植入式
除颤器（ICD）始终保持至少 10 cm的距离。

� 不要让儿童或宠物玩弄产品、包装物及其附件，以避免由于误食而导
致的窒息危险。

� 在需要保持注意力集中的环境中请不要使用本耳机。

防止产品损坏和故障

� 保持产品干燥，不要将其暴露在极低或极高的环境温度下（吹风机、
加热器、长时间日照等）以防锈蚀或变形。

� 只能使用由 Sennheiser公司配套供应或推荐的附加设备 /附件。

� 只用干燥的软布清洁产品。

� 将外接电源适配器从插座内拔出，以中断设备电源。

� 决不可短路连接产品的触点。 注意不要让金属物件（如回形针、发
饰、耳环等）接触到接口或触点。

� 基站只能用于给 DW系列耳机充电。

规范使用 /责任

此通讯耳机适合办公室、呼叫中心使用，可以通过计算机（VoIP）或电
话机打电话或输入和输出音频。 

任何不符合本使用说明规定的使用情况均属于不规范使用。

对由于错误使用或不规范使用导致的损失，Sennheiser不承担任何责任。
用户自行承担风险。

如果使用规格不符合要求的 USB设备，Sennheiser公司对可能造成的损
坏不负任何责任。

Sennheiser公司对因电池电量耗尽、过度老化或超出 DECT信号范围而导
致的通讯中断及其损失不负任何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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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系列产品的供货范围和总览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对 DW 系列的基站（BS）和通讯耳机（HS）进行配
套组合。 列出的通讯耳机和基站相互兼容。 型号中包含ML字样的DW系
列基站用于 Microsoft Lync™时可取得最佳效果。

根据实际购买的产品，供货范围包括一台基站和 / 或一个通讯耳机及其
组件。

基站和组件

DW BS 用于固定电话和计算机

DW BS ML 用于固定电话或计算机，与 Microsoft Lync 配套使用的
效果十分理想

DW BS USB 用于计算机

DW BS USB ML 用于计算机，与Microsoft Lync配套使用的效果十分理想

DW BS Phone 用于固定电话

Phone

USB

DW BS USB
DW BS USB ML

DW BS Phone

DW BS 
DW BS ML

Phone

USB
Safety
Guide

Quick
Guide

EU/UK/US/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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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耳机和组件

DW Office – HS 单耳，有不同的佩戴方式

DW Pro1 – HS 单耳，带头带

DW Pro2 – HS 双耳，带头带

DW Pro1 – HS

DW Pro2 – HS

DW Office – HS

Quick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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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站的部件图

前侧图

背侧图

� 计算机键，带指示灯

� 充电接点

� 电话键，带指示灯

� 连接指示灯

� 电池指示灯

DW BS
DW BS ML

DW BS Phone

DW BS USB
DW BS USB ML

�

�

�

�

�

�

�

� 开关 ABC

� 麦克风调整旋钮

	 Phone插口


 Handset插口

� ACC插口

� 设置键

 DIP开关， 1至 6

� DC IN插口

� 计算机 USB插口

DW BS
DW BS ML

DW BS Phone

DW BS USB
DW BS USB M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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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基站

您可以将通讯耳机与固定电话和 / 或计算机配套使用。 与通讯耳机的无
线通讯由基站控制。

� 将基站安放在距离固定电话至少 15 cm的位置。

连接基站电源

1 拆下外盖。

2 将电源适配器的插头插入有黄色标记的插口 DC IN。 将电源适配器插
入插座。

3 连接指示灯  亮红灯。

断开基站电源

� 如果长时间不使用设备，应将电源适配器从插座内拔出。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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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基站和固定电话

� 确定适合您电话机的连接方式。

� 按照对应章节的说明进行操作。

将基站和不带通讯耳机插口的固定电话连接

1 拔出固定电话的听筒线，将其插入基站上有灰色标记的Handset插口。

2 将电话线的一端插入听筒插口，另一端插入基站上有绿色标记的
Phone插口。

3 用一个尖头的物体（如圆珠笔）将 DIP开关 1 和 2 拨到图示位置。

连接方式 页码

与不带通讯耳机插口的固定电话连接 7

与带通讯耳机插口的固定电话连接 8

与一台可选机械远程接听器连接 8

A

B

C

A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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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基站和带通讯耳机插口的固定电话连接

1 将电话线的一端插入固定电话的通讯耳机插口，另一端插入基站上有
绿色标记的 Phone插口。

2 用一个尖头的物体（如圆珠笔）将 DIP开关 1 和 2 拨到图示位置。

将基站与一台可选机械远程接听器连接

您可以向 Sennheiser 经销商购买 Sennheiser HSL 10 II 机械远程接听
器，用它您不必在房间内也可以接听来电。

� 按照  部分的说明连接基站。

� 将接听器插入 ACC 插口。

� 将接听器与固定电话连接。 详细说明请参阅 HSL 10 II 的使用说明。

B

1

2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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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基站与一台可选通讯耳机电子控制系统 (EHS) 连接

您可以向Sennheiser经销商购买 EHS标准的连接线以及用于制造商标准的
转换接线。 接线的包装内附带简要说明或者也可以在www.sennheiser.com

网站的产品网页上下载此说明。

本章节举例介绍用 Siemens和Alcatel转换接线将基站与一台通讯耳机电
子控制系统的连接操作。

1 将固定电话与基站连接。

2 用一个尖头的物体（如圆珠笔）将 DIP开关拨到图示位置。

Siemens, Agfeo, Aastra, Auerswald等品牌

Alcatel

可用接线和转换接线的总览请参阅 www.sennheiser.com 网站 DW

系列产品网页上的说明或向您的 Sennheiser经销商咨询。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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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基站和计算机连接

� 将USB线的一端插入基站上有橙色标记的PC插口，另一端插入计算机
的 USB 插口。 电脑操作系统自动识别 USB 音频设备 “Sennheiser

DECT”，然后安装必要的驱动程序。

Sennheiser 电脑软件 

有了免费 Sennheiser 电脑软件的帮助，您可以从您的 Sennheiser 产品中获
益更多。Sennheiser 更新器可以方便地更新产品软件等功能。 如需更多信
息，请登陆： www.sennheiser.com/cco/software。

固定连接好的接线

1 将翻盖较宽的下边缘装入外壳。

2 将翻盖向上折。

1 2



给耳机充电

DW Series – Setup Guide | 11

给耳机充电

首次使用前应将电池连续充电至少 20分钟。 完全充满电约需 60分钟。

用基站给通讯耳机充电

� 将通讯耳机插到基站的磁性固定架上。
通讯耳机指示灯亮蓝灯，电池开始充电。 基站的电池指示灯显示充电
状态。

首次充电时可能需要等待 5分钟，耳机指示灯才会亮蓝灯。

发光二极管段
（白色 = 亮）

需要的充电
时间

相当于通话时间

宽带 窄带

约 10分钟 约 2小时 约 3小时

约 20分钟 约 4小时 约 6小时

约 40分钟 约 6小时 约 9小时

约 60分钟 约 8小时 约 12小时

超出基站接收范围 30分钟后通讯耳机自动关机，以节约电量。

DW Pro2 – HSDW Office – HS DW Pro1 – HS

25%                50%                             7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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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可选通讯耳机充电器 CH 10给耳机充电

您可以向 Sennheiser 经销商购买 Sennheiser CH 10 通讯耳机充电器，对
DW系列的其它耳机充电。

� 详细信息请参阅 CH 10的使用说明。

同时给多个耳机充电

您可以向 Sennheiser经销商购买 USB充电站 MCH 7，将它与 CH 10 USB

充电器配套使用可以同时给 7个通讯耳机充电。

� 详细信息请参阅 MCH 7的使用说明。

DW Pro2 – HS

DW Office – HS

DW Pro1 – HS

MCH 7
CH 10 U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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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通讯耳机和音质

通过 DIP开关调整通讯耳机

1 按下通讯耳机的连接键，中断基站和通讯耳机之间的连接。
通讯耳机和基站上的指示灯熄灭。

2 用一个尖头物件将 DIP开关拨到需要位置。

配置远程接听器 – DIP开关 1和 2

DIP开关1和2只在DW BS, DW BS ML和DW BS Phone型号的基站上有功能。

1

2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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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功能

手动模式

手动或通过远程接听器 （Sennheiser HSL 10 II）
控制电话听筒。

采用 DHSG标准的电子远程接听器

通过通讯耳机系统进行呼叫控制。 

快速建立连接见 Fast Link。

采用 MSH标准的电子远程接听器

通过通讯耳机系统进行呼叫控制。

DHSG 标准和 HSL 10 II 接听器的快速连接
（Fast Link）

适合经常通电话的人使用。 电池工作时间很短。
建立连接的速度快，暂停连接无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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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无线电信号范围 – DIP开关 3

如果在狭小的空间内有多个 DECT系统，可能出现信号干扰。 此时应该改
变无线电信号范围。

在通讯耳机和基站之间自动建立连接（Auto Link） – DIP开关 4

在宽带和窄带之间切换 – DIP开关 5

调整音量限制 – DIP开关 6

位置 功能

标准无线电信号范围

减弱的无线电信号范围

避免与其它 DECT系统重叠

室内使用时的信号范围约为 10 m

DW Office – HS
DW Pro1 – HS
DW Pro2 – HS

Auto Link
位置 功能

手动建立连接

如果将通讯耳机从基站上拿开，则必须在通讯耳机
和基站之间手动建立连接。

自动建立连接 – Auto Link

如果将通讯耳机从基站上拿开，通讯耳机和基站之
间会自动建立连接。 

位置 功能

宽带音频传输

在宽带和窄带之间自动调整频率。 Skype等程序支
持宽带传输，确保高通话质量。

电池持续时间： 8小时 

窄带音频传输

电池持续时间： 12小时

位置 功能

标准限制

音量受限制（与国家有关）

• 澳大利亚： 根据 AS/ACIF G616:2006标准

• 欧洲和美国： 根据 2003/10/EC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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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空线信号调整音频信号

1 戴上通讯耳机，按基站上的电话  按键。

2 按通讯耳机上的连接键。 连接指示灯  亮蓝灯。

3 摘下电话听筒。 您可以听到空线信号音。

4 将开关分别调整到位置 A, B或 C，然后选择一个能够清晰听到空线信
号音的位置。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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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传输音量

调整电话传输的麦克风音量

旋钮在 “位置 4”时适合大多数固定电话。

� 调整麦克风灵敏度的最佳方法是给一个人打电话。

� 通过麦克风调整旋钮调整麦克风灵敏度，直至对方能以合适的音量听
到您说话为止。

调整 USB传输的麦克风音量

个别软件电话可以自动调整麦克风灵敏度。

� 激活此功能可以确保麦克风的最佳使用效果，或者您也可以在操作系
统内调整麦克风灵敏度，使通话时对方能够清楚的听到您说话（参见
您操作系统的帮助文件）。

设置自动音频传输 “Auto Audio”

开启 “Auto Audio”功能后，音频信号将自动从Windows Media Player

或 iTunes 传输到通讯耳机（采用 USB连接时）。

如果有来电或与 Skype™ 建立连接后，音频信号传输自动暂停，您将听
到电话铃声。 出厂状态时 “Auto Audio”功能已经启用。

开启 “Auto Audio”功能：

� 用一个尖头物体按住设置键大约 5秒钟。 连接指示灯 连续多次快速
闪蓝光。

关闭 “Auto Audio”功能：

� 用一个尖头物体按住设置键大约 5 秒钟。 连接指示灯 连续多次快
速闪红光。

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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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故障时

主要涉及通讯耳机的故障以及解决方法请参阅《使用指南》内的同一章。

其它信息和常见问题（FAQ）参见网站 www.sennheiser.com。

如果您的通讯耳机系统出现的问题不在上表中，或不能通过上表所列出的方法进行排除，请联系 Sennheiser

专业经销商。

您可以在我们的网页 www.sennheiser.com中的 “服务和支持 ”栏目下找到您本国的合作伙伴。

问题 可能的原因 排除方法 页码

通讯耳机在基站内，
电池指示灯不亮

基站没有连接电源 接通基站电源。 6

电池电量微弱 等待几分钟，电池指示灯发亮。 11

如果需要快速充电： 

短暂按下基站背面的设置键。
无

无法在通讯耳机和基站之间建
立连接

基站只连接了 USB线 接通基站电源。 6

通讯耳机和基站之间的无线电
连接不好

超出了无线电连接的信号范围 缩小通讯耳机和基站之间的
距离。

无

调整无线电信号范围。 14

出现干扰噪音，连接中断 无线电信号范围区内有太多
DECT系统

缩小无线电信号范围。 14

将带宽设为 “窄带 ”。 14

基站和固定电话之间的距离太
近（有干扰）

加大基站和固定电话之间的
距离。

无

电池不充电 未将通讯耳机正确放置在基站
的磁性固定架上

检查通讯耳机在磁性固定架上的
位置是否正确。

11

音质差，通话时另一方的音量
太大或太小

未正确调制麦克风 调整麦克风灵敏度。 15

固定电话的声音失真并有
干扰

未根据固定电话的线路设置正
确调整基站

用固定电话上的 ABC开关调整
基站。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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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基站
DW BS/DW BS ML

DW BS USB/DW BS USB ML/DW BS Phone

通讯耳机
DW Office – HS

DW Pro1/Pro2 – HS (DW 10)

尺寸 108 x 116 x 114 mm（宽 x 高 x 深）

重量 约 368 g

工作温度范围 +5°C至 +45°C

存放温度范围 –20°C至 +70°C

尺寸 108 x 116 x 114 mm（宽 x 高 x 深）

重量 约 322 g

工作温度范围 +5°C至 +45°C

存放温度范围 –20°C至 +70°C

尺寸 140 x 24 x 22 mm（宽 x 高 x 深）

重量 含耳夹：约 22 g

含头带： 约 50 g

通话时间 窄带： 最长 12小时

宽带： 最长 8小时

充电时间 50%: 约 20 min

100%: 约 1小时

信号范围（受环境影响） 在空旷场地上： 最多 180米

在办公楼内： 最多 55米

扬声器类型 动圈式、钕磁铁

麦克风类型 驻极体麦克风， 噪声抵消

工作温度范围 +5°C至 +45°C

存放温度范围 –20°C至 +70°C

尺寸 170 x 175 x 55 mm（宽 x 高 x 深）

重量 Pro1: 约 65 g

Pro2: 约 85 g

通话时间 窄带： 最长 12小时

宽带： 最长 8小时

充电时间 50%: 约 20 min

100%: 约 1小时

信号范围（受环境影响） 在空旷场地上： 最多 180米

在办公楼内： 最多 55米

扬声器类型 动圈式、钕磁铁

麦克风类型 驻极体麦克风，高效降噪

工作温度范围 +5°C至 +45°C

存放温度范围 –20°C至 +7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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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适配器

DECT

符合标准

商标

Sennheiser（森海塞尔）是 Sennheiser electronic GmbH & Co. KG.公司的
注册商标。

其他在本使用说明内提到的产品和公司名称可能是各厂商自己的商标或
品名。

标称输入电压 100 ~ 240 V~

标称输入电流 最大 0.2 A

电源频率 50 ~ 60 Hz

标称输出电压 5 V 

标称输出电流 最大 850 mA

工作温度范围 +5°C至 +45°C

存放温度范围 –20°C至 +70°C

相对空气湿度 工作： 20至 85%

存放： 20至 95%

重量 约 75 g

欧式、英式、澳式：
CAT IQ 1.0

美式：
DECT 6.0

频率 1880至 1900 MHz 1920至 1930 MHz

SAR值， DW Office – HS 0.196 W/kg

（最大 10 g SAR）

0.093 W/kg

（最大 1 g SAR）

SAR值， DW Pro1 – HS 0.069 W/kg

（最大 10 g SAR）

0.044 W/kg

（最大 1 g SAR）

SAR值， DW Pro2 – HS 0.058 W/kg

（最大 10 g SAR）

0.025 W/kg

（最大 1 g SAR）

欧洲： 电磁兼容性 EN 301489-6

无线电 EN 301406

安全 EN 60950-1

SAR EN 50360 ref

EN 62209-1

（通讯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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