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要说明
可以使用AXT903和 AXT904充电器，在方便而紧凑的桌面单元中为 2块发
射机电池充电。

充电器简介

①充电器外壳
②2 舱位充电模块
③安装螺钉（4 颗）
④电源指示灯
⑤充电状态指示灯
⑥充电舱
⑦直流电源输入

特性
• 为两块发射机电池充电
• 快速充电方式可在 1 小时内将电池充电到 50% 电量
• 将电池完全充满需要 3 个小时
• 可以将模块重置用于 AXT900 机架固定充电器
• 附带电源模块

连接直流电源
1. 将 Shure PS51 电源组件的线缆连接到直流电源输入接口。
2. 在将 PS51 连接到交流电源插座时，白色的指示灯将闪烁。

插入和取出腰包电池
    

1. 将电池与充电器舱的导轨对准。
2. 将电池按入充电舱，让电池锁定到位。

    

按下电池侧面的释放按钮，将电池拉出。

插入和取出手持设备电池
    
1. 将电池推入充电舱。
2. 直到电池锁定到位。

    
1. 按下充电器模块前端的释放按钮。
2. 分离机构可将电池从充电器模块中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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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电池
将电池推入充电舱，直到它锁定到位。插入电池后充电过程即开始。

充电状态指示灯
每个充电器座都有一个指示灯，用于显示电池状态。 电池正在充电  

充电完成  

电池插入不正确或电池电压低于 3.0 伏。 

因电池温度过高，导致充电未完成（电量低于75%）。
要达到 100% 电量，电池的温度必须低于 45°C。

   

通过深度放电恢复电池功能
经过深度放电后，电池的电压已降低到低于 3.0 伏的水平。如果充电器检测
到已经过深度放电的电池，它将自动进入恢复模式，使用更低的电流为电池
充电。红色的指示灯表示恢复模式。如果恢复成功，充电器将退出恢复模式，
将电池充满。如果电池无法在30分钟内恢复电量，红色的指示灯将熄灭，充
电停止。

更换充电器模块
充电器舱的模块化设计，可装入AXT901 手持发射机充电模块或AXT902 腰
包充电模块。按照下列说明更换充电模块。

   重新安装充电模块时，应断开直流电源，并将电池取出。

1. 取下用于固定充电模块的 4 颗固定螺钉。
2. 拉动充电器模块，将其从外壳中取出。
3. 将用于更换的充电器模块插入外壳中（应注意导轨方向）。
4. 插入 4 颗固定螺钉并拧紧，固定充电模块。

故障排除
直流电源故障，需要检查电源连接。应确保PS51电
源部件连接到了交流电源插座。

电源指示灯熄灭。

电池未完全插入。充电状态指示灯未亮。
电池放电后的电压低于 3.0 伏。尝试使用另一块电
池。

电池未充电

规格
电池型号
最多 2 块充电锂离子电池(AXT910/AXT920/920SL)

充电时间
50%=1 hour; 100%=3 hours

工作温度范围
-18 到 +40 角度 C (0 到 104 角度 F)

电池充电温度范围
0 到 60 角度 C (32 到 140 角度 F)

存储温度范围
-29 到 74 角度 C (-20 到 165 角度 F), without batteries

外观尺寸
45 mm x 86 mm x 114 mm (1.8 in. x 3.4 in. x 4.5 in.), H x W x D

重量
350 克(12.3 盎司), without batteries or PS51 External Power Supply

外壳
铸铝和挤压铝

电源要求
5.伏（直流）, 2.7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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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带组件
腰包发射机AXT901或手持发射机电

池 AXT9022 舱位充电模块

PS51电源组件

30B13476充电器模块的固定螺钉 (8)

可选配附件
AXT901用于腰包发射机电池的 2 电池座充电

模块
AXT902用于手持发射机电池的 AXT902 2 电

池座充电模块

用户信息
本设备已经过测试，符合FCC法规第15章有关B类数字设备的限制。这些
限制专适用于在住宅内安装此设备，能够为用户提供免受有害干扰影响的足
够保护。本设备产生、使用并可能发射无线电频率能量，如果没有按照要求
安装和使用设备，可能会对无线电通讯产生有害干扰。但是，并不保证本设
备在特定的安装情况下不产生干扰。如果本设备确实对收音机或电视机的接
收产生有害干扰，可以通过关闭本设备然后再打开的方法来确定干扰，建议
用户通过以下一种或多种方法自行排除此干扰。

• 调整接收天线的方向或位置。
• 增大设备和接收机之间的距离。
• 将设备连接到与接收机不同的电路插座。
• 可以向经销商或有经验的无线电/电视工程师咨询以寻求帮助。

   换用不正确的电池可能出现爆炸危险。只能使用两节 AA 电池供电。

警告
• 电池组可能爆炸或释放有毒物质。火灾或烧伤风险。不要拆开、挤压、
修改、拆卸、或加热到 140°F (60°C) 以上或焚烧。

• 遵循制造厂商的说明
• 只能使用舒尔充电器为舒尔可充电电池充电
• 警告：换用不正确的电池可能出现爆炸危险。只能更换相同的，或型号
相当的电池。

• 禁止将电池放入口中。如果吞入，请与外科医生或当地的毒物控制中心
联系

• 不要将电池短接，否则可能会导致烧伤或起火
• 请勿使用或给非舒尔充电电池的电池组充电

• 应正确处置电池。联系当地供应商以正确处理用过的电池组。
• 不应将电池（已安装的电池组或电池）暴露在阳光、火源或其他类似的
高温环境下

注意：
• 此设备用于专业音频应用。
• 基于使用提供和推荐的线缆类型会带来一致的EMC电磁兼容性。使用其
它类型的缆线可能会降低 EMC 电磁兼容性能。

• 只能将此电池充电器用于专门为其设计的舒尔充电模块和电池组。未使
用指定的模块和电池组，可能会增大起火和爆炸风险。

• 未经舒尔公司明确许可的修改或改装，会使您操作本设备的授权失效。
• 外壳底部贴有额定值标签。

   只能在此电池充电器上使用舒尔型号 PS51 系列电源适配器。

认证
符合根据 IEC 60065 制订的电气安全要求。

已通过 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Inc 的 cUL 美国认证。

根据 FCC 第 15B 章的验证条款获得授权。

       ICES-003      CAN ICES-3 (B)/NMB-3(B)

本设备除RSS标准以外，符合加拿大工业部许可证的要求。必须满足以下两
个条件才能够操作本设备：(1) 本设备不产生干扰，并且 (2) 本设备必须能够
接受包括可能导致设备意外操作的任何干扰。

Le présent appareil est conforme aux CNR d'Industrie Canada applicables
aux appareils radio exempts de licence. L'exploitation est autorisée aux deux
conditions suivantes : (1) l'appareil ne doit pas produire de brouillage, et (2)
l'utilisateur de l'appareil doit accepter tout brouillage radioélectrique subi,
même si le brouillage est susceptible d'en compromettre le fonctionnement.

可从 Shure Incorporated 或其任何欧洲代表处获得“欧盟符合性声明”。有关
联系信息，请访问 www.shure.com

可从以下地址获得“CE 符合性声明”：www.shure.com/europe/compliance

授权的欧洲代表：
Shure Europe GmbH
欧洲、中东、非洲总部
部门：欧洲、中东、非洲批准部
Jakob-Dieffenbacher-Str.12
75031 Eppingen, Germany
电话：+49-7262-92 49 0
传真：+49-7262-92 49 11 4
电子邮件：info@shure.de

符合下列欧盟指令的基本要求：

• 低电压指令 2006/95/EC

• 2008/34/EC 修订的WEEE 指导原则 2002/96/EC
• RoHS 指导原则 2011/65/EU

    请遵循您所在地的电池和电子废弃物回收方案

• 电池指令 2006/66/EC
请遵照您所在地的电池回收方案。

• 符合修订后的欧盟法规 (EC) 编号 1275/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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