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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输范围：在理想环境下（无障碍物）可达1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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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范围

尺寸（ø x l）
（包含 MMD 835 麦克风头）

50 x 268 mm (1.97" x 10.55")

40 x 200 mm (1.57" x 7.87")（不含麦克风头）

重量（不含电池）
（包含 MMD 835 麦克风头）

约304 g（0.67 lbs）

约195 g（7.14 lbs）（不含麦克风头）134 dB

系统延迟 1.9 ms

(8.35" x 1.73" x 7.44")

(15.91" x 13.78" x 2.87")

3.0 kg (6.61 lbs)

约1000 g（2.2 lbs）重量（不含天线和电源）

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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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范

EW-D EM机架接收器

固定接收器采用切换分集技术，作为数字无线射频传输系统的一部
分与配套发射机一起使用。

接收器在10个UHF频率范围内工作，带宽高达 56 MHz：470.2 - 
526 MHz，520 - 576 MHz，552 - 607.8 MHz，606.2 - 662 MHz，
630 - 662 MHz，662 - 693.8 MHz， 823.2 -831.8 MHz，863.2 - 
846.8 MHz，925.2 - 937.3 MHz，1785.2 -1799.8 MHz；可选频点最
多可达 2,240个。

接收器在 2402 和 2480M Hz之间的频率范围内具有低功耗蓝牙®
（BLE）功能，以便通过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 的控制应用程序远
程控制设备。

音频频率响应在 20 Hz 和 20 kHz（-3 dB）@ 3 dBfs 之间。对于 1 
kHz @ -3 dBfs 输入电平，音频总谐波失真 （THD） ≤ -60 dB。动态
范围为134 dB。

接收器采用菜单驱动，带有背光液晶显示屏，可显示当前频率、通道
号、射频电平、音频电平、锁定状态、静音、静音锁定状态、天线切换
分集、用程序连接、增益、音频输出电平、菜单及对应发射机的电池
状态。具有自动锁定功能，以防止设置被意外更改。

接收器具有最大输出为 +18 dBu 的平衡 XLR-3M 音频输出以及最
大输出为 +12 dBu 的非平衡 ¼“ （6.3 mm）音频输出。提供两个 
BNC 型输入插座用于连接天线。

接收器使用外置电源或森海塞尔 EW-D ASA 天线分配器提供的 
12 V 电源供电。功耗≤300 mA。接收器具有坚固的金属外壳；尺寸
约为 212 x 44 x 189 mm（8.35“ x 1.73” x 7.44”）。重量约为 1000 
克（2.2 lbs），不含天线和电源。工作温度范围为-10°C 至 +55°C
（+14 °F 至 +131 °F）。

接收器为森海塞尔EW-D EM。

EW-D SKM-S 手持式发射机

作为数字无线射频传输系统的一部分，手持式发射机与配套接收器一
起使用。

手持式发射机在10个UHF频率范围内工作，带宽高达 56 MHz：470.2 
- 526 MHz，520 - 576 MHz，552 - 607.8 MHz，606.2 - 662 MHz，
630 - 662 MHz，662 -693.8 MHz，823.2 - 831.8 MHz，863.2 - 
846.8 MHz，925.2 - 937.3 MHz，1785.2 - 1799.8 MHz；可选频点最
多可达 2,240个。

音频频率响应在 20 Hz 和 20 kHz（-3 dB）@ 3 dBfs 之间。对于 1 kHz 
@ -3 dBfs 输入电平，音频总谐波失真 （THD） ≤ -60 dB。动态范围为
134 dB。

提供可编程的静音开关，以使音频信号静音或取消静音。

手持式发射机的参数可在对应接收器的菜单中配置，并通过低功耗 
蓝牙（BLE）功能与手持式发射机同步。

手持式发射机由2节 1.5 V AA电池或1节森海塞尔 BA 70 可充电电池
组供电。使用电池组的工作时间通常为 12 小时，使用 AA 电池的工作
时间最长为 8 小时。

占用带宽为 200 kHz。发射功率（辐射）为 10 mW ERP
（1785.2-1799.8 MHz 范围：12 mW ERP）。

手持式发射机具有坚固的金属外壳；尺寸约为直径 50 mm（1.97“）、
长度 268 mm（10.55“），包括一个森海塞尔 MMD 835 麦克风头。包
含 MMD 835 麦克风头在内的重量约为 304 克（0.67 lbs）。工作温度
范围为-10°C 至 +55°C（+14 °F 至 +131 °F）。

手持式发射机为森海塞尔EW-D SKM-S。

适用于手持式发射机的麦克风头为动圈型，具有心形拾音模式，灵敏
度为 2.1 mV/Pa。最大声压级为 154 dB SPL。

麦克风头为森海塞尔 MMD 8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