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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S-5900   
DDS 5900 讨论系统

DDS 5900 数字讨论系统
DDS 5900 数字讨论系统是一个具备即插即用设置和在线讨论管理能力的会议解决方案。具备极好的音频质量和可编程触控按

钮，这款紧凑型话筒装置可在大群体和会议空间内实现更清晰的通信。系统可同时管理多达八位谈话人，提供两个翻译通道，支

持双语活动，而无需额外设备。

DDS 5900 数字讨论系统由一个中央单元、控制浏览器和多达 250 个参与者的讨论装置组成。支持多种用户类型，鹅颈话筒、扬

声器和控制按钮均组合在一个紧凑型讨论装置中。利用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布局选项以及精选的桌面或嵌入式装置，该系统可无缝

集成到范围广泛的专业环境中，例如：

公司会议室

市议会和地区政府机构

教育机构

法庭

视频会议室

特点

清晰、自然的通信

DDS 5900 讨论装置增强成组通信，允许在大会议空间听到自然对话。鹅颈话筒实现优异的语

音隔离性能，同时 LED 光环指明谁在发言。24 位数字音频信号输送到每个讨论装置，通过扬

声器实时监听。几种话筒操作模式提供手动和自动话筒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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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专业的设计

现代、低调的设计可融合到各种空间，从历史建筑到现代会议室均适合。DDS 5900 讨论装置

直观且功能强大，可减少凌乱感及增加桌面工作空间。我们提供两种变体型号以支持任何活动

的需求：

紧凑的嵌入式装置用于永久性安装

便携式装置用于快速安装和轻松拆除

设置灵活且安装简便

DDS 5900 系统使用专用协议，经由单条电缆（屏蔽 Cat5e）来传输数字音频、控制数据和电

源。系统支持最多 250 位参与者的活动，通过增加内联附加组件可轻松升级，以实现简化的

拓扑布局。

远程管理

如需进行系统全面管理，可使用计算机或平板电脑打开基于浏览器的控制应用。界面中添加系

统配置和讨论设置功能，使得管理员能够根据参与者姓名和座位号来准备讨论。主席或主持人

在讨论过程中使用专用页面来管理发言者。 该系统也兼容 Crestron、AMX 及其他控制系统。

CCU 很容易与电话会议设备和外置音频组件互连。

系统概念
DDS 5900 讨论系统是一个适合任意规模会议的重要通信工具。参与者使用讨论装置话筒和扬声器以自然话音电平进行交流。

讨论装置：个人音响系统
DDS 5900 讨论系统通过在一个整体化装置中结合话筒、扬声器、翻译音频和用户控件，加强一组人之间的交流。当一位参与者

发言时，在其他装置的扬声器中可听到他们的声音。当每位参与者既是发言者又是聆听者时，DDS 5900 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

案。

相反，传统音响系统支持一位或两位发言者向一群人发言。在这些系统中，无法在讨论环境中实现所需的对话。

讨论参与者和角色
DDS 5900 讨论装置可编程以支持讨论中所涉及的不同人员所需的不同功能。例如，作为讨论的主持人，主席具备额外的控制

权，可立即关闭所有代表的话筒。在典型的活动中，有三种类别的参与者：

下面概述每种参与者的角色及他们在典型讨论中如何活动。

代表（成员，参与者）

参与者的大部分都归于此类别。代表角色适用于讨论中涉及的除主席或译员之外的所有人。代

表使用讨论装置来发言和听其他参与者发言。根据讨论的具体设置情况，在主席激活某位代表

的话筒之前，代表可以发送发言请求。

DDS 5900 系统中最多支持 250 位参与者。

主席（主持人、管理员、会

长）

主席（或主持）是讨论的主持人。通常就座于会议室的首席位置，主席对于代表的发言具备最

终控制权。使用浏览器界面，主持人能够打开或关闭特定参与者的话筒，以及查看参与者请求

发言的顺序。讨论装置上提供一个“关闭所有代表”按钮，可编程为主席模式，对讨论进行即时

控制。

每个活动通常仅有一位主席，当然也可以增加更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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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员

当讨论中要说其他语言时，可安排一位译员使用讨论装置进行同声传译。译员选择两个通道中

的一个，将翻译内容传输给说同一种语言的其他参与者。此系统支持双语、双向讨论，使得说

两种不同语言的代表之间的来回交流更加容易。

系统支持两种语言的同声传译。

组件概述

DDS 5900 讨论系统包含以下组件：

① DIS-CCU 中央控制单元

中央控制单元 (CCU) 是 DDS 5900 系统的处理器。它为讨论装置提供电源和控制，为外部设

备提供音频输入和输出，以及为远程系统控制提供一个具备浏览器界面的网络服务器。每个系

统使用一个 CCU。

② 讨论装置

参与者使用讨论装置 (DU) 来发言及聆听活动中其他成员的发言。为每个装置提供话筒、扬声

器和通道选择器。装置串联，在同一条电缆上传输电源、音频和控制数据，从而简化设置。讨

论装置有两种型号：

DC 5980 P 便携式

讨论装置
固定在桌子表面的一体式装置。可配置为主席、代表或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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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5900 F 嵌入式讨

论装置

嵌入式讨论装置可安装到桌面或平台上，与其表面齐平，毫不显

眼。模块化装置可通过添加组件来增加功能。可配置为主席或代

表。

③ 浏览器界面

可通过浏览器界面为 DDS 5900 系统提供全面设置和讨论管理。此界面在与 CCU 联网的计算

机上的网络浏览器中打开。使用该界面为代表管理话筒、分配名称和座位号，还可设置高级系

统配置。

中央控制单元
DIS-CCU 中央单元让 DDS 5900 系统中多达 250 位参与者的系统具备智能。它处理来自每个讨论装置和翻译装置的音频和控制

信号，并将音频发送给其他参与者，让他们听到讨论。

系统中心

CCU 将外部设备连接到 DDS 5900 系统

与 DDS 5900 系统结合使用时，DIS-CCU 具有下列特性：

控制包含多达 250 个讨论装置的系统

利用专有编解码器算法传输安全的音频信号

提供一个网络服务器，通过浏览器界面进行高级控制

为多达 50 个讨论装置提供电源

支持两 (2) 个翻译通道，用于双语讨论

提供八 (8) 个音频输出以发送翻译或组通道至 PA 系统、混音器、录音机或语言分配系统

提供两 (2) 个音频输入，用于连接无线话筒、已处理的音频信号、紧急广播消息 (EEM) 或会议间歇期的音乐

一个机架单位 (1RU) 大小，可安装到标准 19" 机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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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U 硬件说明

前面板

① 菜单显示屏 2 x 20 字符的 OLED 显示屏可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进行系统配置。

② 导航按钮 5 按钮小键盘用于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配置系统。

③ 电源按钮

电源按钮用于打开或关闭中央单元。所有已连接 DCS-LAN 的装置和电源将通过 CCU 自动打

开或关闭。

绿色 = 开机

红色 = 关机，但连接到电源

关闭 = CCU 未连接电源

注意：系统设置存储在装置中，重新启动时会存留。

背板

④ 电源接头 螺纹接头紧固到 PS-CCU 电源上。

⑤ DCS-LAN 输出

四个 RJ45 插孔用于连接会议装置，形成 DCS-LAN。DCS-LAN 链在同一条线缆上安全地传

递数字音频、控制数据和电力。使用四个输出中的任何一个或全部可形成不同布局配置。

重要提示：仅可将 DCS-LAN 设备连接到此输出。

⑥ 控制接头 (TCP/IP)
使用 RJ45 接头，可方便地从计算机访问内置 Web 应用程序，或连接到 AMX  或 Crestron
等控制系统。

⑦ 音频输出 八个平衡的 XLR 公接头，用于连接到 PA 系统、混音器、录音机或语言分配系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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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板

⑧ 音频输入

两个平衡的 XLR 母接头，用于为会议添加外部音频设备，例如无线话筒、电话会议系统、已

处理的音频信号、紧急广播消息 (EEM) 或会议间歇期的音乐。可通过 CCU 前面板或 Web 应
用程序调节输入增益和音量。

⑨ 紧急开关接头
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提供紧急取代信号。当已连接的开关关闭时，“输入 2”上的音频信号分配

到所有输出通道，取代所有其他音频输入。

简化音频图

DIS-CCU 音频图

菜单浏览
DIS-CCU 前面板上的控件用于进行系统设置和配置。使用 5 按钮小键盘在菜单中导航及更改设置。

下图概述了菜单结构。

使用箭头按钮在菜单项之间循环切换

按 enter（中央）按钮导航到可编辑字段。

使用上/下按钮在可用值之间循环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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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概览

讨论装置
参与者使用讨论装置与活动的其他成员通信。从中央单元连接在菊花链配置中，他们可通过一条电缆传输数字音频、控制信号和

电力。时尚的专业设计和最少的布线，方便无缝地集成到专业会议空间。DDS 5900 系统同时支持多达 250 个讨论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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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S 5900 讨论装置 该装置的主要功能：

① 话筒 用于发言

② 扬声器 用于聆听讨论

③ 控制按钮 用于话筒操作和翻译通道选择

④ 耳机插孔 用于聆听翻译通道或全体与会者声音

⑤ 带 RJ-45 插孔的基座 用于电力、音频、控制传输

型号变化

DC 5980 P 便携式讨论装置
安置在桌面上，无需钻孔或切割桌面，可轻松拆除以便重新配置系统。特性包括：集成扬声器、后部出口电缆敷设以及作为主

席、代表或翻译装置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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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5980 P 便携式讨论装置

一体式设计

以下功能集成在装置中

翻译监听

使用通道选择器和耳机输出聆听翻译通道。

声音增强

扬声器用于聆听其他人发言。

话筒变体

兼容所有 DIS 话筒。

DC 5900 F 嵌入式讨论装置
永久安装在桌面或平台上。低调的设计可将基座和布线隐藏在桌子表面以下。此装置可作为主席或代表装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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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5900 F 讨论装置

模块化设计

可通过添加或缩减部件来扩展功能。

翻译监听

提供两种前面板变体：

FP 5981 F：利用耳机插孔和通道选择器来支持翻译监听

FP 5921 F：不支持

声音增强

添加可选的 LS 5900 F 扬声器，用于聆听其他人发言。

话筒变体

除了 DIS 话筒，还有几个 Shure Microflex  鹅颈管话筒可通过连接 AC 5901 转接器与嵌入式装置兼容。

覆盖层控制按钮
讨论可编程以支持参与讨论的不同人。例如，作为讨论的主持人，主席具备额外的控制权，可立即关闭所有代表的话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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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控制部件

图标 名称 说明

发言
按下此按钮可打开话筒或将用户添加到邀请列表，这取决于 CU 中的

系统操作模式设置。

静音

按住此按钮可暂时关闭话筒的音频。在此期间，代表将保留发言权

利，但是话筒不会将音频传递给全体与会者。在静音时话筒光圈会熄

灭。

切断代表 主席使用此按钮立即关闭所有代表的话筒。

译员输出通道
选择翻译站的传输（发出）通道。

注意：仅可用于 DC 5980 P 便携式装置。

翻译监听
在通道间循环切换以选择在耳机中监听的音频源。通道 1 和通道 2 选
择语言翻译源；当 LED 关闭时选定全体与会者声音。

耳机音量 增大或减小耳机音频信号的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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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层变更

DC 5980 P 便携式装置

代表

按钮 图像

发言

静音

翻译监听

耳机音量

发言

翻译监听

耳机音量

主席

按钮 图像

发言

切断代表

翻译监听

耳机音量

译员

按钮 图像

发言

静音

翻译通道发送

耳机音量

DC 5900 F 嵌入式装置
DC 5900 F 嵌入式装置有两个前面板选项：

FP 5981 F 前面板（具有翻译监听）

代表

按钮 图像

发言

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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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 图像

翻译监听

耳机音量

发言

翻译监听

耳机音量

主席

按钮 图像

发言

切断代表

翻译监听

耳机音量

FP 5921 F 前面板（不带翻译监听）

代表

按钮 图像

发言

静音

发言

无按钮

主席

按钮 图像

发言

切断代表

鹅颈话筒

GM 592x 系列
DIS GM 592x 话筒能实现极佳的音频性能，其频率响应专为发言而定制。鹅颈管位于话筒基座上，可灵活定位。话筒顶部的红色

LED 环可清晰地指出话筒何时激活以及参与者何时在发言。

提供两种型号：

GM 5923：40 厘米（16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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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 5924：50 厘米（20 英寸）

DIS GM 592x

用于嵌入式装置的 MX 400 鹅颈管
DC 5900 F 嵌入式讨论装置与 Shure MX 400 RLP 系列话筒配合使用。具备传奇般的 Shure 音频性能和制造质量，采用

CommShield  技术，可消除由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WiFi 及其他射频干扰产生的噪音。话筒顶部的红色 LED 环可清晰地指出

话筒何时激活以及参与者何时在发言。

只需将 AC 5901 XLR 转接器拧入话筒底部，然后插入讨论装置即可。

MX 405 RLP：15 厘米（6 英寸）

MX 410 RLP：25 厘米（10 英寸）

MX 415 RLP：38 厘米（15 英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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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re MX 4xx RLP

AC 5901 XLR 转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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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兼容设备
以下装置可用于 DDS 5900 系统中：

其他电源和高级设置

EX 6010 扩展装置 扩展装置提供四个链输出，每个都具有独立电源和数据刷新功能。

RP 6004 中继器/分流器 为长电缆线路刷新数据信号，并为讨论装置链提供四个额外的输出。

PS-6000 内联辅助电源 为最多 50 个讨论装置提供电源。

JB 6104 接线盒
为讨论装置提供四个并行连接点。每个并行连接点支持一个讨论装置，可连接或断开该讨论装

置，而不会对装置造成损坏。

RC 6000 冗余控制器 支持连接冗余 PS-CCU 电源以防止 CCU 运行出现电源故障。

SZ 6104 切换器 连接两个 CCU 以实现跨多个房间共享资源的高级系统配置和安装。

附件

耳机

DH 6021：立体声便携式头戴耳机

DH 6223：立体声听筒式耳机

DH 6225：单声道耳挂式耳机

硬件安装
话筒装置的运行方式为从中央单元串联。电力、音频和数据通过一条屏蔽的 5e 类电缆从一个装置传输到下一个装置。此拓扑结

构可为一大组人提供灵活和价钱不贵的装置。

机架安装 CCU
使用随附的 19” 托架将中央控制单元安装在标准 19” 机架中。拆下用于固定顶盖和底板的螺钉，然后使用相同的螺钉将托架安装

到装置前部。

重要提示：使用两枚最靠近正面且长度为 10 毫米的自攻螺钉和最远离且长度为 8 毫米的螺纹钉。

内置风扇在左侧吸入空气并在右侧排出空气，因此不需要额外的上方或下方空间用于冷却。

连接 DCS-LAN 设备
Shure 提供专为 DIS 会议和讨论设备的线路设计的电缆。Shure EC 6001 是高质量以太网电缆，提供从 0.5 米到 100 米之间的

各种长度。每根电缆均经过测试，以确保可靠的系统性能。请参见附件部分，了解有关 EC 6001-xx 的订购信息。

重要提示：电缆和接头必须屏蔽以实现稳定系统性能。如果装置不使用 Shure EC 6001 电缆，则必须遵循 Cat5e 电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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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S 5900 电缆要求

Cat5e 电缆要求

类型 Cat5e（或更高等级）双绞线

屏蔽 F/UTP 或 U/FTP

接头 屏蔽 RJ45

重量 AWG 24

最大电缆长度
仅限DIS-CCU：120 米
带中继器的 DIS-CCU：480 米

重要提示：电缆和接头必须屏蔽以实现稳定系统性能。如果装置不使用 Shure EC 6001 电缆，则必须遵循 Cat5e 电缆要求。

使用接线板
设计具有接线板的系统时，将线缆压接到接线板上的母屏蔽接头。然后使用短跳线连接到会议装置即可。

连接话筒装置和 DCS-LAN 组件
使用每个装置上的两个 RJ45 端口顺序连接话筒装置和 DCS-LAN 组件。接头可互换；只需将前一个装置连接到一个端口上，将

后一个装置连接到另一个端口上。始终使用屏蔽 Cat5e（或更高等级）电缆以获得可靠的系统性能。

电源、控制数据和音频通过同一个屏蔽 Cat5e 电缆从一个装置传输到下一个装置。

为保护设备，请确保在连接或断开话筒装置时中央控制单元 (CCU) 始终关闭。使用四个链输出（A、B、C 和/或 D）中的任意一

个连接 DCS-LAN 组件。

切断 CCU 的电源以便在设置期间保护设备。

使用屏蔽 Cat5e 电缆连接 CCU 上的链输出与话筒装置。

使用每个装置底部的 RJ45 插孔顺序连接其余的话筒装置。

按下电源按钮，打开 CCU。话筒装置将通电。一旦控制按钮 LED 停止闪烁，装置即保持稳定。

注意：在系统稳定之前，不要关闭 CCU 电源

连接图
以下系统图举例说明 DIS-CCU 中央控制单元的典型硬件连接。实际的安装可能使用不同组合的硬件，但遵照下面概述的一般概

念。

注意：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嵌入式和便携式讨论装置在下图中可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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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装置的基本设置
该系统无需使用计算机即可运行。使用 CCU 导航屏幕设置装置。

注意：该设置不支持手动话筒模式，因为需要浏览器界面来打开和关闭话筒。

带多个链的基本系统

用于高级管理的计算机
将计算机连接到中央控制单元，通过网络浏览器全面管理系统。使用以太网电缆从专用 TCP/IP 端口连接到计算机。

计算机控制

平板电脑或便携式电脑用于无线控制
通过无线路由器从平板电脑或便携式电脑访问网络浏览器。移动设备上的网络浏览器提供同样的全面系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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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控制

翻译装置
DDS 5900 讨论系统支持双语讨论，将翻译通道的内容传输到每个讨论装置。编程 DC 5980 P 便携式讨论装置以作为翻译站使

用。其他参与者可使用装置上的耳机插孔来聆听选择的翻译通道。

通常，口译者位于单独房间或小隔间，以便获得更好的隔声效果。在 DCS-LAN 链中，装置可以任何顺序连接，与相邻装置的操

作模式无关。

翻译装置

录音机
将录音机连接到 CCU 的模拟输出，录制全体与会者声音、翻译内容或一组特定的话筒。使用浏览器界面为装置分组并分配到特

定输出（A-H）。将 CCU 的 XLR 输出连接到录音机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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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

混音器或 DSP
将混音器与 CCU 模拟输出连接，以控制个别话筒音量或均衡。使用浏览器界面为装置分组并分配到特定输出（A-H）。

如需将音频返回至 DDS 5900 系统：

请将外部设备的输出连接到 CCU 的音频输入 1
通过选择扬声器和通道 0 并取消选择输出 A（组）路由输入 1音频 > 输入控制 > 音频输入 1
为了避免反馈环路，通过取消选择扬声器和通道 0 关闭内部全体与会者路由：音频 > 输入控制 > 全体与会者

插入混音器或 DSP

无线语言分配
如需额外监听，请将无线语言分配系统连接到其中一个 CCU 音频输出。使用浏览器界面选择该组输出 (A-H) 所需的话筒（座

位）。DCS 6000 数字式红外语言系统将此音频信号传输到各个收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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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语言分配

紧急信号
输入 2 设计用于广播紧急疏散消息 (EEM)，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取代讨论内容。必须在紧急开关接头上连接一个开关（常开）。当

开关关闭时，“in 2”输入中的“紧急疏散消息 (EEM)”音频信号分配到所有输出通道，取代所有其他音频输入。

电源要求
对于大部分装置，DIS-CCU 均可为讨论装置提供充足的电力。根据设置情况，CCU 一次可为多达 50 个装置提供电力，无需额

外设备。支持的讨论装置数取决于安装规模和布局。

注意：在一个链中，中继器装置之前的最大电缆长度为 12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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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取决于安装变量

在不增加设备的情况下达到最大装置数：

使用来自 CCU 的多个链输出。装置必须在每个链中均匀分布。

放置 CCU 时确保到讨论装置的电缆距离尽可能短

通过降低装置之间的距离确保总电缆长度尽可能短

由 DIS-CCU 供电的讨论装置
下表说明如何在不增加额外设备的情况下连接最多讨论装置。

注意：当使用多个链时，在链中均匀分配装置数，即可使装置数达到最大值。

讨论装置之间的距离为 1 米

CCU 到第一个装置的电缆长度
由 CCU 供电的预计讨论装置数

一个链 两个链 三个链 四个链

10 米 43 47 48 48

30 米 39 45 47 48

50 米 36 43 45 46

100 米 21 38 42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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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装置之间的距离为 2 米

CCU 到第一个装置的电缆长度
由 CCU 供电的预计讨论装置数

一个链 两个链 三个链 四个链

10 米 41 46 48 48

37 44 46 48 48

42 45 46 45 46

33 43 22 33 43

注意：DC 5900 F 讨论装置的电源要求因装置的配置而异。当移除扬声器并且使用 GM 鹅颈管话筒而非 MX4xx 系列话筒时，支持附加讨论装置。

使用接线盒
JB 6104 接线盒在 DCS-LAN 链中的一个点增加四个额外输出。这四个输出可用于短期连接到讨论装置，保护 DCS-LAN 链，以

免出现技术故障或热插拔损坏。每个 JB 输出可连接一个讨论装置，最长电缆长度为 10 米。

1 个链，每个 JB 6104 2 个装置

CCU 到第一个装置的电

缆长度

每个 JB 6104 之间的电缆长

度
JB 6104 的数量 DU 的最大数量

10 米 3 米 19 37

30 米 3 米 17 34

50 米 3 米 15 30

100 米 3 米 7 14

2 个链，每个 JB 6104 2 个装置

CCU 到第一个装置的电

缆长度

每个 JB 6104 之间的电缆长

度
JB 6104 的数量 DU 的最大数量

10 米 3 米 22 42

30 米 3 米 20 40

50 米 3 米 20 38

100 米 3 米 14 28

2 个链，每个 JB 6104 4 个装置

CCU 到第一个装置的电

缆长度

每个 JB 6104 之间的电缆长

度
JB 6104 的数量 DU 的最大数量

10 米 5 米 13 50

30 米 5 米 10 40

50 米 5 米 12 46

100 米 5 米 1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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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最佳方案
遵循下列准则以保证最可靠安装。

屏蔽连续性
DCS-LAN 链中的屏蔽必须一致。用于 DIS 组件的任何电缆或接线板需要屏蔽 RJ45 接头。所有 DIS 组件具有屏蔽 RJ45 母接

头。

避免意外接地（电流隔离）
避免 DCS-LAN 信号通过接线板的底座接地点意外接地。DCS-LAN 使用屏蔽作为信号接地参考并且不能接触连接中任何位置的

另一个接地。

避免在接线板中接地

若要避免接地问题：

接线板中的塑料框：这可确保 JR45 母接头不会通过接线板的底座接地。

接头之间的空白距离：接线板中每个 RJ45 母接头之间留一定距离。

屏蔽连续性：链中的每个组件必须正确屏蔽。

注意：所有 DIS 组件装置中的母接头皆具有气隙，该气隙可隔离接头的底座和装置的底座，从而防止出现任何电流（物理和电气）连接。

正确固定电缆
对于任何传输信号的电缆，安装设备时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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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曲规则

切勿大幅度弯曲电缆。以太网电缆不能弯曲到电缆直径的四倍以上。

挤压电缆

切勿过度紧固电缆。挤压的电缆不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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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讨论装置
连接触控式按钮覆盖条
为每个装置连接触控式按钮覆盖条，实现基本话筒控制。讨论装置的软键根据不同装置类型进行编程时，可更改功能。讨论装置

或中央单元随附按钮覆盖条。

警告：覆盖条不可重复使用。如果装置需要重新配置，请小心拆开覆盖条并应用另一个覆盖条。

为装置选择覆盖条。

撕下背面的保护纸。

将覆盖条放入装置前部的凹槽中。

固定话筒
如需将话筒锁定到位，请使用随附的内六角扳手朝逆时针方向转动。

DIS GM：只需将话筒插入 XLR 插孔。将鹅颈管调节至适当的位置。

Shure MX4xxRLP：将 AC 5901 XLR/Microflex 转接器连接到话筒。将转接器插入嵌入式装置的 XLR 插孔。

为用户类型编程
DDS 5900 讨论装置可通过编程来更改控制按钮的功能以支持不同用户类型。三种类型为主席、代表或翻译，每种类型均需要独

特的控制功能。设置存储在装置中，重新启动之后会存留。

注意：嵌入式装置不可编程为翻译站。使用便携式 DC 5980 P 装置来同声传译。

嵌入式装置
如需将嵌入式 DC 5900 F 讨论装置编程为主席或代表，只需连接按钮覆盖层。覆盖层可自动将装置编程为具有正确的按钮功

能。

连接所有覆盖层后重新启动系统，以通过 CU 建立配置。

便携式装置
按下音量按钮并滚动到所需的模式即可为便携式装置编程。

将装置正确连接到 DCS-LAN 链即可为它通电。

按住‘-’和‘+’音量按钮。发言灯闪烁，指明装置已准备好进行编程。

在继续按下音量按钮的同时，按通道按钮滚动到装置类型。根据通道 LED 的组合来指明类型；请参见下表。

更改装置类型

装置类型 通道1 通道2

带静音的代表 熄灭 熄灭

不带静音的代表 亮起 熄灭

主席 熄灭 亮起

译员 亮起 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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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置
网络界面
如需对系统进行全面管理和远程控制，请在计算机或平板电脑上打开 Web 界面。中央控制单元 (DIS-CCU) 提供一个网络服务

器，用于从联网计算机上的网络浏览器进行系统控制。网络应用提供用于设置系统的高级参数，并使得主席或主持人能够根据参

与者名称和座位号来管理话筒。

注意：计算机网络与组件网络 (DCS-LAN) 分离。

DDS 5900 网络界面

系统要求

为获得最佳性能，请始终将浏览器更新到最新发布的版本。以下浏览器可正常使用系统界面：

Internet Explorer (IE) 8+
Firefox 10+
Safari
Chrome
Opera

打开 DIS-CCU 系统界面
在计算机上打开浏览器界面时请遵照以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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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 CCU

将计算机连接到 CCU 上的 TCP/IP 端口。

为设备通电。

将计算机指定为自动获取 IP 地址。这样可让计算机自动连接到 CCU。
通过从 获取 IP 地址窗口选择动态以获取 IP 地址

。

查看 IP 地址：LAN Setup（LAN 设置） > IP address setup（IP 地址设置）。

打开计算机中的网络浏览器。

键入“http://IP 地址”，其中“IP 地址”是从 CCU 中记下的地址。

浏览器界面打开。

分配网络地址
可从两个网络地址访问系统界面：IP 地址和主机名。将任一个地址键入浏览器中即可访问已连接的中央单元的界面。

从浏览器管理网络地址：System（系统） > LAN Setup（LAN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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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地址
如果 CCU 连接到带有 DHCP 服务器的网络，请选择“Dynamic（动态）”。否则请选择“Static（静态）”并为中央单元分配一个固

定的 IP 地址。默认 IP 配置为“动态”。

选择“Apply Changes（应用更改）”保存所作的更改。

从 CCU 前面板查看 IP 地址：

LAN setup（LAN 设置） > IP address setup（IP 地址设置） > IP address（IP 地址） > Actual IP address（实际 IP 
地址）。

主机名
主机名是用户定义的名称，可分配给设备，用于代替 IP 地址来访问浏览器。主机名应采用逻辑方式命名，以便轻易标识网络上

的组件。更重要的是，主机名不会自己更改（不像 IP 地址），所以非常适合收藏。

例如，如果系统设置在主会议室，则主机名可称为“MainRoom”，因而地址为：http://mainroom.local。

转至 LAN Setup（LAN 设置）页。

在 CCU 主机名下面，选择默认名称并删除它。

输入新主机名。

选择 Apply Changes（应用更改）按钮保存名称

。

通过在浏览器中键入以下内容来检查地址：http://hostname.local
如有需要，收藏该页。

语言设置
系统和浏览器界面支持各种语言。转至系統 > 語言选择所需的语言。

全局语言：确定连接的 MXC640 和 MXCSIGN 装置的默认语言

浏览器界面语言：确定 CCU 浏览器界面的默认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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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全局 CCU（浏览器）

阿尔巴尼亚语 Shqip ✓
阿拉伯语 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 ✓
巴斯克语 Euskal ✓ ✓
波斯尼亚语 Bosanski ✓
保加利亚语 български ✓
加泰罗尼亚语 Català ✓ ✓
中文（简体） 中文（简体） ✓ ✓
中文（繁体） 中文（繁體） ✓ ✓
克罗地亚语 Hrvatski ✓ ✓
捷克语 Čeština ✓
丹麦语 Dansk ✓
荷兰语 Nederlands ✓
英语 英语 ✓ ✓
法语 Francais ✓ ✓
德语 Deutsch ✓ ✓
希腊语 Ελληνική ✓
冰岛语 Íslenska ✓
印度尼西亚语 Bahasa ✓
意大利语 Italiano ✓ ✓
日语 日本語 ✓ ✓
韩语 한국인 ✓ ✓
立陶宛语 Lietuviškai ✓
马其顿语 македонски ✓
蒙特内哥罗西里尔语 Црногорски ✓
蒙特内哥罗拉丁语 Crnogorski ✓
挪威语 Norsk ✓
波斯语 فارسی ✓
波兰语 Polski ✓ ✓
葡萄牙语 Portuguê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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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全局 CCU（浏览器）

俄语 русский ✓ ✓
塞尔维亚西里尔语 Српски ✓
塞尔维亚拉丁语 Srpski ✓
斯洛维尼亚语 Slovenščina ✓
西班牙语 Español ✓ ✓
瑞典语 Svenska ✓
泰语 ภาษาไทย ✓ ✓
土耳其语 Türk ✓
越南语 Tiếng Việt ✓

与会者的其他界面
除了管理员访问网络界面的权限，在会议期间，还有两个独立地址对参与者有用：

用于管理发言者的话筒控制

与会者用来查看发言者列表的显示页面

默认情况下，任何人都可通过联网的计算机或移动设备访问这些视图。为了保护这些页面，管理员可在Security页面为这些页面

分配密码。

话筒控制页面
本页面用于在会议期间控制话筒。作为主席或会议主持人使用此视图可管理发言者、发言请求和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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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访问该页面，输入 CCU 的 IP 地址，后接 /chairman（例如：http://172.17.11.137/chairman）。

显示页面
显示页面用于为与会者提供发言者、发言请求和回复列表视图。

若要访问该页面，输入 CCU 的 IP 地址，后接 /display（例如：http://172.17.11.137/display）。

提示：在会议期间将此页面设为全屏模式：

PC：F11
Mac：ctrl + cmd + f

安全性
DIS 组件使用专有编解码器算法来防止未经授权设备聆听音频信号。为进一步保护讨论内容，请为浏览器界面指定一个密码并在

无线路由器上启用安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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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1.
2.
3.
4.
5.

浏览器界面的密码保护
可指定一个密码以限制对浏览器界面的访问。可为管理员、主席和显示这三个界面地址中的每个地址分配独立密码。

作为管理员登录浏览器界面。

转至 Security（安全）页（System（系统） > Security（安全））

输入有效的用户名和密码。

选择 Change Password（更改密码）保存登录信息。

注意：当装置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时，密码将被清除。

删除密码
如需清除用于访问 CCU 的密码，请恢复出厂默认设置。

注意：重置为出厂默认值将清除所有代表、系统和 IP 设置。

硬件

转到 CCU 的前面板。

将主菜单滚动到 Restore Factory Defaults（恢复出厂默认值）

按中央按钮进入菜单

再次按中央按钮确认重置。

等待系统重新启动。在此期间，计算机将断开与浏览器接口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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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

2.
1.

2.
3.

3.
4.

在浏览器界面中

打开 CCU 浏览器界面

转到Configurati > on（配置）Factory Defaults（出厂默认值）

选择Reset（重置）按钮重置系统。

等待系统重新启动。在重启过程中，计算机无法访问浏览器界面。

隔离网络
为获得最佳安全性，请使用专用计算机或受保护的路由器隔离控制网络。

指定一台计算机作为控制站。将它直接连接到 CCU TCP/IP 端口。这样可确保无线设备无法访问控制软件的 IP 地址。

如果需要多台计算机或平板电脑，请为路由器指定密码加密。最有效的标准为无线保护访问 II (WPA2)，它使用高级加密标

准 (AES) 来加密。请参阅路由用户指南来设置它。

分配名称和座位号
当讨论开始时，主席或讨论主持人将需要根据参与者的名称、座位号或两者来引用代表。正确分配名称和座位号对于确保讨论的

连续性至关重要。

当首次使用浏览器界面登录到装置时，每个话筒装置以其默认名称显示。装置会自动分配一个座位号。主席装置也在参与者设置

页显示。在参与者设置页内将装置与预期的座位图匹配。

确保所有装置均已连接和正常运行。

转至 System Status（系统状态）页了解详情System（系统） > System Status（系统状态）

所有正确连接的话筒装置均会列出由软件自动分配的默认序列号和座位号。

断开的装置会显示为丢失，可通过选择 Remove Unregistered Units（删除未注册装置）从列表中删除

重新分配座位号以匹配房间内或座位图上的实际座位号。

转至 Unit to Seat Relation（装置与座位关系）页Configuration（配置） > Unit to Seat Relation（装置与

座位关系）。

将鼠标指针移至座位号字段上，让座位表中的项与房间内的对应装置匹配。话筒上的光圈闪烁红光。

在字段中单击可更改座位号。

绘制座位图或代表房间的图解。为需要配备讨论装置的每个座位编号。在座位图中添加参与者名称。

返回 Participant Setup（参与者设置）页（Configuration（配置） > Participant Setup（参与者设置）），将已

分配座位号旁边的描述更改为适合的参与者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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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分配座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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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参与者名称

音频设置

全体与会者混音
当话筒打开时，默认情况下将音频路由到主混音（A 组）。该混音通常称为全体与会者混音，因为它从参与会议的任何人传输音

频。译员也能聆听全体与会者声音，以提供多语言讨论的语言翻译。

默认情况下，全体与会者混音会路由到每个连接话筒装置的扬声器和耳机输出（通道 0）。

将话筒路由至组
转到 Group Setup（组设置）页面Audio > Group Setup查看或修改话筒路由。

选择每个话筒的以下选项之一：

仅组 A（默认）

组 A + 另一组

组 B、C、D、E、F、G 或 H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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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声器全体与会者混音
大部分话筒装置中包含扬声器，用于本地增强讨论的声音。当参与者使用话筒时，在其他装置扬声器处可以听到他们的发言。这

提高了大房间中的发言清晰度，减少了与声音增强系统有关的典型问题。

每位参与者一个扬声器

每位参与者可在话筒装置上附加的个人扬声器上聆听讨论。

嵌入式 DC 5900 F：嵌入式装置需要连接 LS 5900 F 扬声器。

便携式 DC 5980 P：每个便携式讨论装置包括一体式扬声器。

注意：为避免反馈杂音，话筒激活时扬声器会关闭。

扬声器调节
扬声器音量是一个系统设置，应用于所有已连接的装置。音量可从 -0 分贝（无衰减）调节到 -40 分贝，包括关闭（静音）。调节

音量：

在浏览器界面中
转至 Loudspeaker Control（扬声器控制）页（Audio（音频） > Loudspeaker 
Control（扬声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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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
◦

3.

1.

在中央单元 滚动到扬声器菜单 (loudspk. control > loudspk. volume > db)

耳机通道
大部分话筒装置包含一个耳机输出，用于聆听译员通道或全体与会者通道上的其他参与者。每位参与者从话筒装置通道选择器选

择通道。

通道 1 和 2 专用于语言翻译。在双语活动期间，参与者选择其中一个通道来聆听语言。音频源来自传输到其选择的通道的翻译

站。

译员使用通道 0（全体与会者通道）提供讨论的同声传译。其他参与者也可选择该通道来通过耳机聆听全体与会者通道（通道 0 
= LED 熄灭）。

使用耳机聆听语言翻译

将耳机连接到讨论装置侧面的耳机插孔。

按下装置前面的选择器按钮，选择一个通道。

通道 0 - 全体与会者混音（LED 熄灭）

通道 1
通道 2

使用装置上的 + 或 - 按钮调节耳机音量。

扬声器和耳机的音频源
默认情况下，所有话筒都被路由到扬声器和耳机混音。

若要更改音频源：

将话筒路由到组 A 以将其添加到全体与会者混音（默认情况下全选）Audio（音频） > Group Setup（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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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扬声器和通道 0（耳机）的音频源Audio（音频） > Input Control（输入控制）：

Floor（全体与会者）（默认）

Audio In 1（音频输入 1）
Audio In 2（音频输入 2）

模拟音频输出
八个模拟输出可用于记录、语言分配系统、电话会议装置或外部 PA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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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2.
3.
4.

◦
◦

5.
◦
◦

6.

八个模拟输出

转到 Audio（音频） > Output Control（输出控制）并从下列选项中选择：

组：用于隔离特定话筒的八个独立组。这种选择对应于从 Group Setup（组设置）页配置的组。

注意：如果分组母线未用于对应的 XLR 输出，则它在路由矩阵中不可用。

通道 1 与 2：翻译通道

全体与会者：路由到组 A（全体与会者混音）的所有打开话筒的音频。这一混音有三个变化可供选择：

通道 0：带 AGC 的耳机混音，可用于发送至 IR 语言分配系统。

全体与会者 1：扬声器混音，可用于发送至 PA 或广播设备。

全体与会者 2：带音量衰减的扬声器混音（Audio（音频） > Loudspeaker Control（扬声器控制））

添加外部音频源
DIS-CCU 上有两个输入可用于将外部音频源添加到系统，通常可用于电话会议或网络电话。

连接线路-电平音频源（例如计算机、电话会议装置或无线耳机系统的音频输出）至 DIS-CCU 背板的音频输入。

打开网络界面至Audio（音频） > Input Control（输入控制）。

根据外部设备的输出选择输入增益。如有必要，选择 10 分贝的轻微增益增强。

为音频通道选择路由：

扬声器：到所有话筒装置扬声器

通道0：到话筒装置上的耳机输出

如有需要，可将通道路由至输出 A（组）以使用话筒装置输出外部信号源的合成：取消

选择可用于电话会议或信号处理以避免出现反馈环路

选择可用于与其他讨论装置音频合成的话筒

调节音频输入音量，以便与讨论装置的发言音量自然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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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控制页

紧急音频信号
如需为紧急事件做准备，请将紧急疏散消息 (EEM) 音频信号连接到输入 2。连接块提供一个“常开”开关，当关闭时，将紧急信号

分配到扬声器及所有输入和输出连接。

重要提示：当开关用于输入 2 时，EEM 音频信号绕过音量和开/关设置。在信号源输出处控制 EEM 信号的音量。

将 EEM 信号连接至输入 2。
将开关连接至连接块。

关闭开关并测试音频信号。将音频源的音量调节至所需水平。

开始讨论
话筒操作模式
操作模式确定参与者话筒在会议期间如何工作。有多种因素可能会影响会议需求和会议运行方式：房间大小、参与者数目、活动

的形式以及在职技术支持人员数。操作模式通过四个预置来应对这些因素，从而控制话筒行为。

更改模式：

CCU 硬件：Delegate Setup > Operation Mode
浏览器界面：Operation > Operation Mode或从 Microphone Control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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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模式说明 下面是在按下发言按钮之后每种模式的说明：

Auto（自动）
如果发言者列表中有空间，则自动打开参与者话筒。在此模式中，不存在请求队列：如果发言

者列表已满，参与者话筒不会打开。

手动
将参与者添加到请求队列，由主席来管理。主席从队列列表中选择参与者话筒，然后打开和关

闭它们。需要使用网络浏览器管理发言者时，手动是唯一可用的模式。

FIFO（先进先出）
如果发言者列表中有空间，则自动打开参与者话筒。一旦列表已满，参与者即放入按顺序排列

的请求队列中。一旦发言者列表有充足空间，话筒即自动打开。

VOX（话音激活）
当参与者对着话筒发言或按下发言按钮时，话筒自动打开。发言者说完之后，话筒自动关闭。

在此模式中，不存在请求队列：如果发言者列表已满，参与者话筒不会打开。



Shure Incorporated

46/78

•
•

发言中断模式
此模式确定发言者列表已满时话筒装置的行为：

关闭（默认）：在发言者列表中留出空间之前，参与者装置无法打开。

打开：即使发言者列表已满，参与者也可打开话筒。此选项关闭已在列表中最长时间的参与者的话筒（在发言者列表底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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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者列表有最多 3 位发言者

当“发言中断”打开时，打开其话筒的参与者将取代发言者列表中的上一个人。

控制讨论装置
DDS 5900 讨论装置可在设置过程中进行编程，以便支持会议中的各种成员角色。

主席
作为活动的主持人，主席的讨论装置上启用了数项独特的功能。

关闭所有代表：如需进行会议管理，主席使用此按钮立即关闭所有代表的话筒并清除发言者列表。

发言：主席可始终打开话筒，使代表装置无效，即使超出开放通道的最大数目时也是如此。因此，没有静音按钮；主席只需

按发言按钮即可打开或关闭话筒。

代表
代表装置会影响主音频混音，也称为全体与会者混音。同时发言代表的数量受限制，需要不同的控制按钮才能参与讨论：

发言：打开话筒或在请求队列中增加用户，具体取决于系统设置。按钮 LED 指示话筒状态：

红色 = 话筒已打开

绿色 = 话筒处于请求队列中

静音：暂时为话筒的音频静音。按下按钮时，代表将保留发言权利，但是话筒不会将音频传递给全体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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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员
翻译装置的主要功能是将讨论内容翻译成外语。讨论中不会讲本国语言的参与者依靠译员来参与讨论。译员聆听全体与会者声音

翻译通道发送：译员选择两个通道中的一个来传输语言转译。

翻译站仅可分配给便携式 5980 P 讨论装置。

发言按钮设置
从Operation > Operation Mode对设备发言按钮进行额外的调节。

防止话筒意外停用
发言按钮锁定可防止两人尝试在一个设备上执行相同操作时发生冲突。锁定可暂时禁用发言按钮，防止参考者覆盖由主持人设置

的操作及意外关闭其自己的话筒。指定介于 1 到 120 秒之间的锁定持续时间。

提示：要覆盖锁定，请按住发言按钮保持指定给锁定逾越时间的持续时间（1 到 120 秒）。

从设备禁用话筒关闭
允许或防止参与者使用设备上的发言按钮关闭其话筒：

允许：参与者可以使用设备上的发言按钮关闭话筒（默认设置）。

不允许：话筒只能由主席或主持人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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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发言者数设置
如需改进发言者管理和音频的清晰度，同时需对发言者人数进行限制。同时可打开最多八个主席和代表话筒。包括几项设置：

注意：翻译装置始终激活且不影响发言者列表。

最大发言者数

总计：打开的参与者和主席装置的总数。这是同一时间可向全体与会者发言的绝对最大人

数。

代表：一次可打开的代表话筒的数量（主席除外）。

最大请求数 同一时间请求队列中可包含的参与者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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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设置

主席（主持人）可随时发言
将发言者总数设置为比最大参与者数多一 (1) 个。如果有两位主席，将该数字设置为多两个。

使用 FIFO 模式
先进先出 (FIFO) 模式根据按顺序排列的队列列表开启话筒。如果最大参与者数设置为一 (1)，参与者必须等待其他人说完话之后

才可发言，则此模式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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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检测

话音激活 (VOX)
在 VOX 模式，一旦参与者发言，话筒即自动激活。该模式非常适合有更多对话的会议，允许在不发出发言请求和按钮激活的情

况下来回交流。以下设置允许 VOX 为会议进行定制：

语音检测阈值

确定激活话筒的输入电平 (dB)。较低的设置可通过更安静的源激活话筒，而更高的设置需要

更大声音的源来激活话筒。

默认值 0 dB

最小值 -12 dB

最大值 8 dB

释放时间

确定参与者停止发言之后话筒保持激活多长时间。该设置可按 0.5 秒增量进行选择。

默认值 4 秒

最小值 1 秒

最大值 10 秒

书本掉落
确保仅参与者的话音才会激活话筒，打开书本掉落功能。此功能可快速关闭由于很大的噪音意

外激活而不是被话音激活的话筒。

最后一个话筒保持打开
此设置确保至少一个话筒始终激活。对于带有回声抵消设备的视频或音频会议而言，此功能很

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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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关闭
该设置在参与者停止发言时自动关闭话筒关闭（默认）打开。

熄灭（默认）

开启

自动关闭时间

在参与者停止发言多久后关闭话筒。

默认值 20 秒

最小值 5 秒

最大值 60 秒

通过网络浏览器管理发言者
为了增强对会议的控制，主席使用浏览器界面激活话筒。主席页用于控制发言者列表和请求队列。主席可手动打开/关闭话筒，或

只需在自动模式下监控列表。使用该界面，主席可轻松地：

单击参与者名称以打开话筒，或将它们添加到请求队列。

查看谁正在发言以及谁正在队列中等待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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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phone Control（话筒控制）页有两个主列表：

发言者列表（红色）
发言者列表显示每个活跃话筒的名称和座位号。该列表按时间前后排列，最近激活的话筒在列

表的顶部。座位号旁边的红框点亮，用于快速目视识别。

请求队列（绿色）

此列表中的代表即将开始发言。按时间先后排序的队列列出已按下其发言按钮的所有参与者，

在先进先出 (FIFO) 模式操作时很有用。一旦发言列表中有空位，队列顶部的参与者话筒自动

开启。

打开主席页
若要访问主席页，输入 CCU 的 IP 地址，后接 /chairman（例如：http://172.17.11.137/chairman）。

控制参与者话筒
主席可使用以下按钮在会议期间控制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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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立即打开参与者的话筒。选择此按钮查看系统中的所有讨论装置，包括请求队列中的装置。选

择一个参与者以将它们添加到发言列表。

请求 将参与者添加到请求队列，让他们排队发言。从系统中的所有参与者中选择，不包括主席。

下一个开启
激活请求队列顶部的参与者话筒。如果已达到最大发言者计数，则新的发言者替代列表中的最

后一个。

所有代表关闭 关闭所有参与者装置，仅将主席留在发言者列表中。相同的按钮显示在主席讨论装置中。

所有请求关闭 从请求队列中删除所有参与者。

语言翻译
有两个额外音频通道用于语言翻译。在双语会议中，参与者用母语发言并传入话筒，然后从耳机聆听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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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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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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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会议的设置示例

译员使用便携式 DC 5980 P 来传输讨论语言的同声传译。参与者在任何具有耳机输出的话筒装置上聆听所需语言通

道。

设置译员通道
先将便携式 DC 5980 P 编程为翻译站。

将装置正确连接到 DCS-LAN 链即可为它通电。

按住‘-’和‘+’音量按钮。发言灯闪烁，指明装置已准备好进行编程。

在继续按下音量按钮的同时，按通道按钮。当两个通道 LED 均点亮时，即设置好译员模式。

选择两个通道之一从译员装置传输音频。通道 LED 将点亮以指明所选通道。

注意：可为同一个译员通道设置多个话筒装置，以便一次支持多个译员。

将另一个 DC 5980 P 编程为第二种语言并选择其他通道进行传输。

对于会议中的每个参与者，选择与译员语言对应的耳机通道。在具有耳机输出的任何话筒装置上聆听翻译通道。

注意：嵌入式 DC 5900 F 装置不可编程为译员装置。

故障排除
收件人：始终使用屏蔽 Cat 5e（或更高等级）网络电缆，保证可靠的系统运行。确保使用正确的电缆并正确安装，然后再参考故

障排除表格。

系统通电后，话筒上的光圈一直闪烁。

检查电缆是否为屏蔽 Cat 5e（或更高等级）

确保所有电缆上的所有接头均牢固地插入装置上的插口

查来自话筒装置的馈线电缆是否正确插入 DIS-CCU 上的“DCS-LAN”插口。

主席装置上的“关闭代表”按钮无法关闭代表

装置

检查以确保该装置已配置为主席装置

检查以确保其他装置未配置为主席或译员装置。（请参见“为用户类型编程”章
节。）

在代表或主席装置的耳机上无法听到来自译

员装置的音频

检查以确保该装置已配置为译员装置。（请参见“为用户类型编程”章节。）

检查装置上的耳机音量控制

检查话筒装置上的通道选择

确定耳机插头牢固地插入耳机插口

确定翻译装置话筒上的光圈点亮且鹅颈话筒牢固地插入插口

内置扬声器不发出声音

使用 CCU 上的交互菜单或使用浏览器控制来检查“扬声器音量”设置。

检查扬声器是否已设置为足够大的音量。（DIS-CCU browser > Audio > 
Loudspeaker Control。）

检查全体与会者混音是否分配至扬声器（DIS-CCU browser > Audio > 
Input Control > Loudsp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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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是否选中了“组 A”中的作为（DIS-CCU browser > Audio > Group 
Setup）。“组 A”始终用作全体与会者混音的来源。如果一个装置未在“组 A”中
选定，则来自该装置的音频将不会在内置扬声器中听到。

话筒无法开启

检查电缆。DIS 设备的所有电缆必须是带屏蔽 RJ45 电缆的 Cat 5e 或更高等级

电缆。

检查设置 Max. Delegate Speaker和 Max. Total Speakers以确保有开启另一个

麦克风的空间。

检查 Operation Mode以确保模式允许参与者打开其话筒。

DIS-CCU 浏览器应用程序不能在 PC 上打

开

使用 CCU 上的交互菜单检查 IP 地址：LAN Setup > Acquire IP address。
使用此 IP 地址打开浏览器

确定 CCU 和 PC 连接到同一个网络

检查局域网电缆连接

DIS-CCU 浏览器应用程序不能在平板电脑

或笔记本电脑上打开

使用 CCU 上的交互菜单检查 IP 地址：LAN Setup > Acquire IP address。
使用此 IP 地址打开浏览器

确定平板电脑或笔记本电脑已连接至正确的无线访问点

检查 DIS-CCU 是否已连接至与无线访问点相同的子网

出厂默认值重置

硬件

这会将装置恢复为出厂设置，清除所有参与者、系统及 IP 设置。装置将在 5900 模式下重新

启动。

转到 CCU 中的前面板。

将主菜单滚动到Restore factory def.。按中央按钮进入菜单。

按中央按钮以选择OK并确认重置。

等待系统重新启动。在此期间，计算机将断开与浏览器接口的连接。

在浏览器界面中

这将清除所有参与者和系统设置。

打开 CCU 浏览器界面

转到System > Factory Defaults
选择重置按钮以重置系统。

等待系统重新启动。在此期间，计算机将断开与浏览器接口的连接。

诊断报告
为了帮助排除故障，在 CCU 通电时会产生一个系统端报告。

转到Diagnostics > Report
选择生成在新窗口中查看报告。

将文件另存为 HTML 文档并邮寄给 Shure 支持小组以诊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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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件更新
MXC Firmware Update Utility (FUU) 与 Shure 网站上的固件下载捆绑。使用此程序让系统及时更新最新的固件版本，或将映像

文件上传到兼容的会议装置。（请参阅 FUU 指南了解更多信息。）

确保系统打开并正确运行。

从 Shure 网站下载最新的固件并将内容提取到计算机上。

打开 MXC Firmware Upgrade Utility 文件夹并启动应用程序。

为计算机和设备指定连接方法并选择OK按钮退出设置窗口：

以太网：键入 CCU 的 IP 地址并使用 IP 端口 3142。
有关 CCU 和所有已连接装置的信息显示在主窗口中。

在Selected Release Id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固件版本（通常最高/最新）

选择 Upgrade System 按钮开始固件更新过程。将出现一个状态窗口并显示固件升级的进度。

外部控制协议
DIS-CCU 具备以太网连接，目的是提供一个用来控制和监控系统的接口。通过设置至 DIS-CCU 中央单元的简单（原始）TCP/IP 
套接字连接，可提供控制选项。

此部分说明用于与 DDS 5900 讨论系统通信的 TCP/IP 原始套接字协议。此协议提供简短的命令集，使第三方控制应用程序能够

监控和/或控制 DDS 5900 讨论系统的系统状态。

使用该协议的一些实例功能包括：

设置发言中或请求中的话筒

检索系统中可用的座位列表。

此接口支持客户开发的应用程序，因此该协议特意设计得很简单。外部控制协议提供一种途径来补充 DDS 5900 浏览器界面和

DIS-CCU 交互式显示屏提供的控制功能，然而浏览器界面和 DIS-CCU 交互式显示屏中可用的某些命令和设置无法使用“外部控

制协议”来提供。

客户应用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AMX  或 Crestron  房间控制系统、基于 PC 或微控制器的应用程序，例如按钮模拟和摄像机控制应

用程序。

® ®

https://www.shure.com/en-US/products/software/firmware_update_utility


Shure Incorporated

58/78

1.
2.
3.
4.
5.
6.

通用协议行为

TCP/IP 套接字连接
必须为外部控制协议建立至 DIS-CCU 的 TCP/IP 套接字连接。DIS-CCU 至以太网的连接配置必须在 CCU 交互式前面板控件/浏
览器界面中定义，并必须在网络中为 DIS-CCU 分配一个 IP 地址。

选择静态 IP 地址或通过 DHCP 分配 IP 地址。这样有助于确保 DIS-CCU 在结束时与每次启动时拥有相同的 IP 地址。

知道 IP 地址之后，设置 TCP/IP 连接时唯一需要的附加信息是端口号：

端口号 = 3142

示例：通过 Putty  测试至 CCU 的连接：如果 DIS-CCU 分配的 IP 地址为 192.168.1.100，则外部应用程序必须将 TCP/IP 套接字连接到地址

192.168.1.100:3142。

知道 DIS-CCU 的 IP 地址之后，可使用简单的终端程序（例如，Putty）来设置连接。

在 http://www.putty.org 下载

启动 Putty。
输入 IP 地址和端口号。

为连接类型选择“Raw（原始）”。
按“Open（打开）”建立至中央单元的连接。现在可进行控制。

键入‘help’查看可用命令列表。

命令结构（从外部控制装置至 DIS-CCU）
如需控制 CCU，外部控制装置在命令行中将命令发送给 DIS-CCU。命令行中的命令很简单：

空格 - 0x20 = 32 回车 - 0x0D = 13 换行 - 0x0A = 10

命令行通过回车 或换行 或通过两者来终止。为了能够与 Windows 系统、Linux 系统或其他系统通信，CCU 可以理解这两种类型

的命令行终止符。

还应注意的是，命令和数据之间有空格。如果一个命令不附带任何数据，则可以输入空格，但不是必需的。

CCU 不区分大小写。

示例：

mic_on 212

打开座位 212 的话筒。命令 = mic_on，数据 = 212。‘mic_on’命令附带座位号作为数据。

命令结构（从 DIS-CCU 至外部控制装置）
DIS-CCU 的命令行很简单：

空格 - 0x20 = 32 回车 - 0x0D = 13 换行 - 0x0A = 10

同样地，为了满足大部分系统，CCU 通过包括 和 来终止命令行。

为座位编号
讨论装置通过座位号来标识。每个讨论装置均会分配一个座位号。当所有讨论装置连接到 DIS-CCU 时，系统自动为它们完成编

号。DIS-CCU 浏览器界面用于更改座位编号。

座位号必须处于 1 至 65535 范围内。

DIS-CCU 回复命令
一般而言，来自外部应用程序的命令由中央单元回复。但是，仅当 CCU 由于该命令而采取行动时，才会对命令生成回复。

®

http://www.putt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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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当 ‘mic_on’ 命令导致话筒打开时，CCU 会回复 ‘mic_on’ 命令。换句话说，如果 ‘mic_on’ 命令未打开话筒，则 CCU 不会产生任何回复。

有几种原因会导致 CCU 拒绝打开话筒：

话筒已打开

话筒已不再连接到系统

发言列表已满（‘max_speakers’）且代表中断未处于“开启”

检索系统状态
CCU 支持状态流。当外部控制装置发出 ‘mic_status’ 或 ‘audio_status’ 命令时，CCU 通过发送话筒系统状态来作出响应。相同的

情况适用于‘audio status’。因此，这样可让外部控制装置与 CCU 状态同步。

话筒控制

从外部控制装置至 DIS-CCU 的命令

打开话筒
mic_on

指示 CCU 打开座位号为 seat_no 的座位上的话筒。

如果 CCU 打开话筒，它会回复 ‘mic_on’ 命令。如果话筒也显示在请求列表，则它会从请求列表中移除，且 CCU 会发出

‘mic_request_off’ 命令。

关闭话筒
mic_off

指示 CCU 关闭座位号为 seat_no 的座位上的话筒。

如果 CCU 关闭话筒，它会发出 'mic_off' 命令。

关闭所有代表话筒
mic_all_delegates_off

指示 CCU 关闭所有代表话筒。

主席不会关闭。

CCU 对命令作出响应，为关闭的每个话筒发出 ‘mic_off’ 命令。

将话筒放入请求列表
mic_request_on

将话筒插入请求列表。

CCU 将装置插入到请求列表并发出 'mic_request_on' 命令。

将话筒从请求列表中移除
mic_request_off

将话筒从请求列表中移除。

CCU 从请求列表中删除装置并发出 'mic_request_off'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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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请求列表
mic_all_requests_off

清除请求列表。

CCU 作出响应，为从请求列表中移除的每个话筒发出 'mic_request_off' 命令。

将下一个话筒设置为打开
mic_next_on

关闭发言列表中的第一个话筒，并打开请求列表中的第一个话筒。

如果话筒关闭，CCU 发出 ‘mic_off’ 命令。

如果话筒打开，CCU 发出 ‘mic_on’ 命令和 ‘mic_request_off’ 命令。

设置总计发言者最大数目
max_total_speakers

允许发言的发言者最大数目

可设置在“1”至“8”之间

CCU 发出 ‘max_total_speakers’ 命令。

设置代表发言者最大数目
max_speakers

允许发言的代表最大数目

可设置在“1”至“8”之间

CCU 发出 ‘max_speakers’ 命令。

设置最大请求数
max_requests

请求列表中允许的最大代表数。

可设置在“0”至“250”之间

CCU 发出 ‘max_requests’ 命令。

设置操作模式
mic_mode

设置系统操作模式。

可设置为“auto”（自动）、“fifo”（先进先出）、“manual”（手动）或“vox”（话音激活）

CCU 发出 ‘mic_mode’ 命令。

设置中断模式
mic_interrupt

设置中断功能。确定话筒是否应该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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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on（话筒中断）”或“off（话筒不中断）”。

CCU 发出 ‘mic_interrupt’ 命令。

检索话筒状态
mic_status

要求 CCU 传送系统的状态信息（话筒在发言中，以及话筒在请求列表中）。

CCU 发出话筒的系统状态。该状态是从中央单元发出的命令列表：

seat_number（适用于系统中的所有话筒）

mic_mode
mic_interrupt
max_total_speakers
max_speakers
max_requests
mic_on（适用于所有打开的话筒）

mic_request_on（适用于请求列表中的所有话筒）

mic_status_done

帮助
help

help

帮助可用于中央单元支持的所有命令。如果在帮助命令后面接上一个命令，则中央单元发出有关该命令的详情。

帮助命令生成由中央单元发出的命令的简短说明。此命令打算用在简单控制台上。

从 DIS-CCU 至外部控制装置的命令

话筒打开
mic_on

话筒打开。

话筒关闭
mic_off

话筒关闭。

话筒进入请求列表
mic_request_on

话筒插入到请求列表。

提供有关请求列表中位置的信息。

话筒移出请求列表
mic_request_off

话筒从请求列表中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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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总计发言者数
max_total_speakers

允许发言的发言者最大数目

“1”至“8”

最大代表发言者数
max_speakers

允许发言的代表最大数目

“1”至“8”

最大请求数
max_requests

请求列表中允许的最大代表数。

“0”至“250”。

操作模式
mic_mode

提供系统操作模式信息。

“auto”（自动）、“fifo”（先进先出）、“manual”（手动）或“vox”（话音及活动）

中断模式
mic_interrupt

话筒中断的能力。

“on”（话筒中断）或“off”（话筒不中断）

座位状态
seat_state

提供座位信息。

当外部控制装置请求话筒状态 (mic_status) 时，此信息从 CCU 发送到外部控制装置。

讨论装置的座位号标识。编号范围为 1 至 65535。

座位的当前状态。此参数可以是“active（有源）”或“passive（无源）”

通过浏览器界面为讨论装置指定的名称。

示例：

seat_state 12 active Sharon Hall mic_mode auto mic_interrupt off max_total_speakers 4 max_speakers 3 max_requests 250 
mic_status_done

此命令告知系统，座位编号为 12、名称为 Sharon Hall 的有源装置已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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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筒状态完成
mic_status_done

发出通知，表明完成系统状态命令已发出。

座位状态
seat_state

提供座位状态信息。

当座位状态变化时（座位变为无源或有源），此信息从 CCU 发送到外部控制装置。

讨论装置的座位号标识。范围从 1 至 65535 的整数。

< seat state > 座位的当前状态。此参数可以是“active（有源）”或“passive（无源）”

命令错误
command_error

CCU 收到未知命令。

是用于解释错误的文本。

示例：

command_error unknown command

command_error syntax error

音频控制

从外部控制装置至 DIS-CCU 的命令

设置扬声器音量
loudspeaker_volume

为所有讨论装置设置扬声器的音量。

扬声器的音量范围为 -41 至 0。值 -41 表明扬声器关闭。-40 至 0 的值表明按分贝衰减。

CCU 对此命令作出响应，发出 loudspeaker_volume 命令。

设置线路输入 1 增益
line_input_gain_1

调整线路输入 1 信号的电平。

将线路输入增益调节为 0 或 10 分贝。

CCU 对此命令作出响应，发出 line_input_gain_1 命令。

设置线路输出音量 (A-D)
line_output_volume

调整线路输出信号的电平。

指明受控的是哪个输出。可能的值为：'A'、'B'、'C' 或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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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输出的音量范围为 -41 至 0。值 -41 表明音量关闭。-40 至 0 的值表明按分贝衰减。

CCU 对此命令作出响应，发出 line_output_volume 命令。

定义音频路径
audio_path

此命令定义系统中的音频连接。

指明受控的是哪个连接。可能的值

为：‘mic_to_speaker’、‘mic_to_floor’、‘linein_1_to_speaker'’、‘linein_1_to_lineout_A’或‘linein_1_to_floor’。

指明音频是否正从话筒/线路输入 1 路由到扬声器/线路输出/全体与会者。

CCU 对此命令作出响应，发出 audio_path 命令。

请求音频状态
audio_status

提供系统音频状态。

CCU 对此命令作出响应，发出音频设置的命令列表：

loudspeaker_volume
line_output_volume（适用于所有输出 A-D）
audio_path（适用于所有路径）

line_input_level
audio_status_done

从 DIS-CCU 至外部控制装置的命令

扬声器音量
loudspeaker_volume

指明所有讨论装置设置扬声器的音量。

扬声器的音量范围为 -41 至 0。值 -41 表明音量关闭。-40 至 0 的值表明按分贝衰减。

线路输入 1 增益
line_input_gain_1

指示线路输入 1 信号的增益。

将线路输入增益调节为 0 或 10 分贝

线路输出电平 (A-D)
line_output_level

调整线路输出信号的电平。

指明受控的是哪个输出。可能的值为：'A'、'B'、'C' 或 'D'。

线路输出的电平范围为 -41 至 0。值 -41 表明输出为零。-40 至 0 的值表明按分贝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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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音频路径
audio_path

此命令定义系统中的音频连接。

指明受控的是哪个连接。可能的值

为：‘mic_to_speaker’、‘mic_to_floor’、‘linein_1_to_speaker'’、‘linein_1_to_lineout_A’或‘linein_1_to_floor’。

指明音频是否正从话筒/线路输入 1 路由到扬声器/线路输出 A/全体与会者。

音频状态完成
audio_status_done

此命令终止音频状态流。

技术规格
DDS 5900 系统
此话筒系统符合讨论系统的国际标准 IEC 60914。但译员装置的功能与标准不同。

音频性能规格从讨论装置的音频输入到讨论装置的耳机输出测得。

系统音频性能
音频质量 32 kHz 采样频率时，为 24 位音频

音频响应 65 Hz - 16 kHz (-3 dB)

1 kHz 时的总谐波失真 < 0.1%

动态范围 > 80 dB

加权信噪比 > 85 dB(A)

电缆和系统限制
电缆类型（最低规格） Cat5e，AWG 24，屏蔽

最大电缆长度
仅中央单元：120 m
带中继器装置：480 米

系统环境条件
工作条件 固定或便携式

温度范围
若要保证指定性能 5 摄氏度到 40 摄氏度

存放温度 -20 摄氏度 60 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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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相对湿度 < 80%

认证

EMC 辐射
符合协调标准 EN 55103-1 和 FCC 规则第 15 章的要求，符

合 B 级数字设备的限制要求

EMC 豁免 符合协调标准 EN 55103-2

EMC 认证 贴有 CE 标志

ESD 符合协调标准 EN 55103-2

电源谐波 符合协调标准 EN 55103-1

环境要求 不含 UAT-0480/100 中规定的禁用物质（例如无镉或石棉）

DIS-CCU
下列表格提供了每个 DDS 5900 系统的最大装置数量和通道数量。

最大讨论装置数 250

由 DIS-CCU 供电的讨论装置数 最多 50

最大打开的全体与会者话筒数 8

最大语言数（译员通道） 2

最大译员装置数 32

网络
DCS-LAN 输出 四 (4) 个 RJ45 凹形插口

TCP/IP 一 (1) 个 RJ45 凹形插口

电气
功耗 22W/48V（最高 150W）

讨论装置的电源电压 122W/48V

声音质量 24 位音频，32 kHz 采样频率

频率响应 65 Hz-16 kHz

THD < 0.1 %

信噪比 > 85 dBA

机械

安装 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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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19" 机架

尺寸 (H x W x D) 44.4 x 426 x 186 毫米（1.75 x 16.8 x 7.2 英寸）

颜色 黑色

重量 2.8 公斤（6.17 磅）

温度范围
存放：-20° 至 60° C，湿度 10-80%

运行：5° 至 40° C，湿度 35-80%

PS CCU 外部电源 (SNP-A15T)：
电源电压 100-240 V，50-60 Hz 标称

最大功耗 175 W

电源总功率 144 W（功率因数：>0.9）

待机功耗 <0.5 W（无负载）

电源电压 48V/3A @ 40°C

效率 87%，典型

浪涌电流
230 V：<80 A
115 V：<40 A

[1] 60°C 时，线性下调至 50%

认证
DCS 6000 系统符合标准 IEC 60914。

电气
频率响应（耳机） 65 Hz-16 kHz

频率范围（扬声器） 150 Hz-15 kHz

功耗 1.5 W

最大功率（扬声器） 2.1 W RM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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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D < 0.1 %

信噪比 > 85 dBA

耳机连接 3.5 毫米插孔，凹形立体声插口

互连
DCS-LAN 两个 RJ45 凹形插口，带自动终止功能

机械
安装 桌面

尺寸 (H x W x D) 71 x 128 x 146 毫米（2.8 x 5.0 x 5.75 英寸）

重量 500 克（1.1 磅）

颜色 黑色

温度范围 5° 至 40° C

电气
频率响应（耳机） 65 Hz - 16 kHz

频率响应（扬声器） 150 Hz - 15 kHz

功耗 1.5 W

最大功率（扬声器） 2.1 W RMS

THD <0.1%

信噪比 >85 dBA

耳机连接 3.5 毫米插孔，凹形立体声插口

互连
DCS-LAN 两个 RJ45 凹形插口（环通），带自动终止功能

耳机 3.5 毫米立体声插

扬声器 2 针 2.5 毫米音高 Spox  Molex 插口

机械
安装 嵌入式安装

尺寸 (H x W x D)
DC 5900 F 基座：50 x 50 x 106 毫米

LS 5900 F：44 x 108 x 78 毫米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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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 5921 F：12 x 73 x 63 毫米

FP 5981 F：12 x 152 x 63 毫米

AC 5901：47 x 19 x 19 毫米

颜色 黑色

重量

DC 5900 F 基座：188 克

LS 5900 F：260 克

FP 5921 F：38 克

FP 5981 F：79 克

AC 5901：43 克

温度范围 5° 至 40° C

鹅颈话筒

GM 59xx

系统
DC 5900 F
DC 5900 P

换能原理 电容

指向性图案 心形

频率响应 30 Hz - 18 kHz

灵敏度 -52 +/- 3dB（0dB = 1V/1Pa，1 kHz）

最大输入音量 3% THD 1 kHz 时，110 dB SPL

信噪比 >60 dBA

前/后比 >25 dB (1 kHz)

尺寸 (GM 5923) 400 毫米（15.75 英寸）

尺寸 (GM 5924) 500 毫米（19.7 英寸）

话筒接头 XLR3 公头

MX4xx
系统 DC 5900 F

换能原理 电容

指向性图案 心形、超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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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响应 50 Hz - 18 kHz

灵敏度

心形：−35 dBV/Pa (18 mV)

超心形：−34 dBV/Pa (21 mV)

(0dB = 1V/1Pa，1 kHz)

最大输入音量

心形：121 dB

超心形：120 dB

1% THD、1 千欧姆负载时为 1 kHz

信噪比
心形：66 dB

超心形：68 dB

尺寸

MX 405：15 厘米（6 英寸）

MX 410：25 厘米（10 英寸）

MX 415：38 厘米（15 英寸）

重量

MX405：0.054 公斤（0.119 磅）

MX410：0.068 公斤（0.150 磅）

MX415：0.07 公斤（0.154 磅）

话筒接头 XLR3 公头

连线细节图

主电源连接
蓝色 零线

棕色 现场

绿色/黄色 地线

DCS-LAN 链
CCU 使用带屏蔽 RJ45 接头的 Cat5e、Cat6 或 Cat7 F/UTP 或 U/FTP 线缆。

必须使用 EIA 568-B 接线。

重要提示：Cat5/6/7 线缆类型的名称已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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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名称 新名称

FTP F/UTP

STP U/FTP

UTP U/UTP

重要提示：仅使用 F/UTP 或 U/FTP（已屏蔽）线缆和已屏蔽的 RJ45 接头，而不使用 U/UTP 线缆（未屏蔽）。

如何将 Cat5e (EIA 568-B) 电缆连接到 RJ45 接头：

插针 功能 接头 1 接头 2

1 流入 + 橙/白 橙/白

2 流入 - 橙 橙

3 +48V 绿/白 绿/白

4 0V 蓝 蓝

5 0V 蓝/白 蓝/白

6 +48V 绿 绿

7 流出 - 棕/白 棕/白

8 流出 + 棕 棕

如果使用了其他颜色代码，那么四对线按以下方式连接：

第 2 对：插针 1 和 2
第 3 对：插针 3 和 6
第 1 对：插针 4 和 5
第 4 对：插针 7 和 8

接线对的相位必须正确且必须遵照接线规范 EIA 568-B (Cat5e)。

Cat6 和 Cat7 电缆通常仅在插口（母接头）终接而不是在电缆插头终接。

Cat6 和 Cat7 仅可用于在墙壁插座或接线板终接的馈送电缆。

模拟音频输出
XLR3 公接头

插针 信号 电缆类型

1 接地

2 x 0.25 平方毫米，已屏蔽。2 信号 +

3 信号 –

模拟音频输入
XLR3 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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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插针 信号 电缆类型

1 接地

2 x 0.25 平方毫米，已屏蔽。2 信号 +

3 信号 –

紧急开关
接线端子

将紧急开关连接到插针 1 和 2。

耳机
3.5 毫米插孔插头

插针 接头 功能

1 尖端 信号左

2 环 信号右

3 套管 电气接地/屏蔽

如何订购
DIS-CCU
讨论装置和会议系统 DIS 线路的中央控制单元。发货时可与 DDS 5900 系统配合使用，可通过功能许可证升级为 DCS 6000 系
统。包含一个网络界面，可用于系统配置、话筒控制和在会议期间显示发言者列表。

包含附件：

EEM 接头的接线端子

19” 机架托架

包含用户手册的 USB 记忆棒

将 GM 鹅颈管话筒固定到 DDS 5900 和 DCS 6000 便携式装置中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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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CU 变体

中央控制单元，不含电源 DIS-CCU

中央控制单元，含欧洲通用电源 DIS-CCU-E

中央控制单元，含英国通用电源 DIS-CCU-UK

中央控制单元，含美国通用电源 DIS-CCU-US

中央控制单元，含阿根廷通用电源 DIS-CCU-AR

中央控制单元，含巴西通用电源 DIS-CCU-BR

PS-CCU 电源
CCU 电源、DCS-LAN 电源套件和接入式电源。

PS-CCU 型号变体

美国电源 PS-CCU-US

阿根廷电源 PS-CCU-AR

澳大利亚电源 PS-CCU-AZ

巴西电源 PS-CCU-BR

中国电源 PS-CCU-CHN

欧洲电源 PS-CCU-E

印度电源 PS-CCU-IN

日本电源 PS-CCU-J

韩国电源 PS-CCU-K

台湾电源 PS-CCU-TW

英国电源 PS-CCU-UK

内联插入式电源套件

内联插入式电源，不带电源 PI-6001

内联插入式电源，带美国电源 PI-6000-US

内联插入式电源，带阿根廷电源 PI-6000-AR

内联插入式电源，带巴西电源 PI-6000-BR

内联插入式电源，带欧洲电源 PI-6000-E

内联插入式电源，带英国电源 PI-6000-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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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DDS 5900 的便携式讨论装置。包括扬声器和通道选择器。可配置为主席、代表或译

员。
DC 5980 P

DC 5980 P 的按钮覆盖条：代表，话筒打开/关闭，一包 10 个装置 DC 5980 P ACC-DM

DC 5980 P 按钮覆盖层包：主席覆盖层（2 件）和翻译站（3 件） DC5980P-ACC-CM-IS

AC 5900 电缆夹；一包 20 个单元 AC 5900 CC 20PK

备件集 DDS 5900 P SPS DDS 5900 P

DC 5900 F 讨论装置的基座。 DC 5900 F

与 DC 5900 F 一起使用的扬声器 LS 5900 F

XLR/Microflex 转接器（5 包） AC 5901 5PK

备件集 DDS 5900 F SPS DDS 5900 F

DC 5900 F 前面板，不带通道选择器。可配置为主席或代表 FP 5921 F

DC 5900 F 覆盖条：代表，带静音按钮（5 包） FP 5921 OL1 5PK

DC 5900 F 覆盖条：代表（5 包） FP 5921 OL2 5PK

DC 5900 F 覆盖条：主席，带关闭所有代表按钮（2 包；包括在 CU 5905 中） FP 5921 OL3 2PK

DC 5900 F 覆盖条：无按钮（5 包；主席与代表） FP 5921 OL4 5PK

DC 5900 F 前面板，带通道选择器。可配置为主席或代表 FP 5981 F

DC 5900 F 覆盖条：代表，带静音和通道选择器按钮（5 包） FP 5981 OL5 5PK

DC 5900 F 覆盖条：代表，带通道选择器按钮（5 包） FP 5981 OL6 5PK

DC 5900 F 覆盖条：主席，带关闭所有代表按钮和通道选择器按钮（2 包；包括在 CU 
5905 中）

FP 5981 OL7 2PK

话筒
鹅颈话筒，40 厘米，黑色，带 LED。 GM 5923

鹅颈话筒，50 厘米，黑色，带 LED。 GM 5924

预测试 Shure 电缆
Shure 提供专为 Shure 会议和讨论设备进行单独测试的电缆。EC 6001 是高质量屏蔽 Cat5e 电缆，可提供 0.5 米至 50 米之间的

各种长度。可通过公头转接公头屏蔽接头制作。

公头转接公头接线电缆

0.5 米黑色屏蔽 Cat5e F/UTP 电缆（屏蔽 RJ45） EC 6001-0.5

1 米黑色屏蔽 Cat5e F/UTP 电缆（屏蔽 RJ45） EC 6001-01

2 米黑色屏蔽 Cat5e F/UTP 电缆（屏蔽 RJ45） EC 6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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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米黑色屏蔽 Cat5e F/UTP 电缆（屏蔽 RJ45） EC 6001-03

5米黑色屏蔽 Cat5e F/UTP 电缆（屏蔽 RJ45） EC 6001-05

10 米黑色屏蔽 Cat5e F/UTP 电缆（屏蔽 RJ45） EC 6001-10

20米黑色屏蔽 Cat5e F/UTP 电缆（屏蔽 RJ45） EC 6001-20

30 米黑色屏蔽 Cat5e F/UTP 电缆（屏蔽 RJ45） EC 6001-30

50 米黑色屏蔽 Cat5e F/UTP 电缆（屏蔽 RJ45） EC 6001-50

高级设置
带 4 个输出的分配盒 JB 6104

DCS-LAN 扩展装置，增加额外 个会议装置 EX 6010

内联数据中继器；1 个 x 4 个输出，用于 DCS–LAN 网络 RP 6004

内联电源，用于最多 40 个附加讨论装置。请参见表格了解地区差异。 PI-6001

内联电源套件

型号 地区

PI-6001 无电源

PI-6000-US 美国

PI-6000-AR 阿根廷

PI-6000-BR 巴西

PI-6000-E 欧洲

PI-6000-UK 英国

存放
存储盒：DC 5980 P 和 GM 59XX 的 10 个装置 SB 5980

备件
备件集 DDS 5900 F SPS DDS 5900 F

备件集 DDS 5900 P SPS DDS 5900 P

备件集 DDS 5900 P SPS DDS 5900 P

AC 5900 电缆夹；一包 20 个单元 AC 5900 CC 20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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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认证
本产品符合所有相关欧盟指令的基本要求，并且允许使用 CE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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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 Compliance
Jakob-Dieffenbacher-Str.12
75031 Eppingen, Germany
电话：+49-7262-92 49 0
电子邮件：info@shure.de
www.shure.com

重要提示
重要安全措施

阅读这些说明 － 操作设备或系统前，应阅读所有安全和操作说明。

保存这些说明 － 重要安全说明和操作说明应妥善保管，以备将来参考。

遵循所有警告 － 应严格遵循设备上和操作说明中的所有警告。

遵循所有说明 － 应遵循所有安装或使用/操作说明。

不要在靠近水的地方使用本设备 － 不要在水中或潮湿环境中使用本设备，例如，靠近浴盆、洗手盆、厨房水槽或洗衣盆

的地方，潮湿的地下室内、游泳池旁、无防护的户外安装环境中，或者被归类为潮湿地点的任何区域。

警告：为降低起火或电击危险，不要将本设备暴露在雨中或潮湿环境下，也不要将装有液体的物体（如花瓶）放到本设备

上。

只能用干布擦拭设备 － 清洁前，先将设备插头从插座中拔出。不要使用液体清洁剂或气雾清洁剂。

不要堵塞任何通风口。遵循制造商的说明进行安装 － 设备外壳上的所有开口均用于通风和确保设备可靠工作，防止设备

过热。不得堵塞或遮盖这些开口。除非提供适当通风或遵循了制造商说明，否则不应内置安装本设备。

不要将本设备安装在任何热源附近，如散热器、调温器、火炉、风筒或其它可能产生热量的装置（包括放大器）。

不要将设备安装在有阳光直射、大量灰尘或湿气，或者有机械振动或震动的地方。

为避免水汽凝结，不要将设备安装在温度会急剧升高的地方。

不要破坏带极性或接地类型插头的安全功能。极性插头带有两个插片，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宽。接地类型插头带有两个插片

和第三个接地插脚。较宽的插片或第三个插脚是为安全目的设置的。如果提供的插头无法插入您的插座，请向电工咨询如

何更换合适的插座。

保护电源线，防止它被脚踩踏或被夹紧，尤其是在插头、方便插座和机身电源线的引出处。

只能使用制造商指定的连接部件/附件。设备的所有安装都应遵循制造商说明，并使用制造商推荐的安装附件。

只能使用制造商指定的或随设备售出的手推车、支座、三角架、托架或支撑台。

如果使用手推车，在移动装有设备的手推车时应注意安全，避免设备翻落 － 急停、用力过大和

表面不平可能会使装有设备的手推车翻倒。

在雷电天气或长时间不使用情况下，应拔下设备插头。– 如要保持特殊功能，如疏散系统，则不适用。

所有维修均应由合格的维修人员执行。在设备因以下情况被损坏时，应进行维修：电源线或插头损坏、液体泼溅到设备或

异物进入设备，设备暴露在雨水或潮湿环境中而无法正常工作，或摔落到地上。

替换部件 － 需要替换部件时，确保维修技师使用制造商指定的替换部件或与原装部件具有相同特征的替换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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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替换可能会引发火灾、电击和其他风险。

安全检查 － 对本设备进行任何保养或维修后，要求维修技师进行安全检查，以确定设备处于正常工作条件下。

过载 － 不要让插座和延长电线过载，否则可能有火灾或电击风险。

电源 － 本设备只应使用标签上注明的电源类型。如果您不确定您要用的电源类型是否合适，请咨询您的设备经销商或当

地电力公司。有关使用电池或其他电源供电的设备，请参见操作说明。

电力线 － 户外系统不应位于高架电线或其他电灯或电路附近，也不应位于可能会落到这些电线或电路中的地方。安装户

外系统时，应谨防接触到此类电线或电路，否则可能会导致死亡。

物体和液体进入 － 切勿将任何类型的物体通过设备开口插进设备，否则可能会触及危险电压点或短路部件，进而引发火

灾或电击。

切勿让任何类型的液体溢出到设备上。如果有任何液体或固体落入机箱，先拔掉设备插头并让合格人员进行检查，然后才

能操作设备。

标签
“闪电符号”，即在等边三角形中包含一个闪电箭头符号，旨在提醒用户注意产品外壳内存在未绝缘的“危险

电压”，该电压可能足以对人构成电击风险。

“惊叹号符号”，即在等边三角形中包含一个惊叹号，旨在提醒用户注意在产品随附资料中有重要操作和维

护（维修）说明。

电源连接说明
检查确认您当地的供电电源电压在设备工作电压范围内。如需转换电压，请咨询您的 DIS 经销商或合格人员。

如要将设备闲置多日，请把电源开关设置为“关”。

重要提示：设备必须接地。

设备随附的主要导线中的电线带有以下色标：

绿色和黄色地线

蓝色零线

棕色火线

绿色和黄色电线必须连接到插头中标有字母 E 或安全接地符号，或者带有绿色和黄色色标的端子。

蓝色电线必须连接到标有字母 N 或带有黑色色标的端子。

棕色电线必须连接到标有字母 L 或带有红色色标的端子。

对于可插拔设备，电源插座应安装在设备附近且触手可及。

断开电源
任何时候，只要电源线插入电源即会对设备供电，不论设备是否带有电源开关；但是，仅当开关在“开”位置时，设备才会工作。

电源线是所有设备的主要断电装置。

合规
本设备适用于专业音频应用。

注意：本设备不适用于直接与公共互联网网络连接。

EMC 符合环境 E2 要求：商业和轻工业。测试过程是使用提供和推荐的线缆类型进行的。使用非屏蔽类型的线缆可能会降低电磁

兼容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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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B 类数字设备符合加拿大 ICES-003 标准。Cet appareil numérique de la classe B est conforme à la norme NMB-003 du 
Canada.

根据 FCC 第 15B 章的验证条款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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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遵循您当地的电池、包装和电子废弃物的回收计划。

用户信息
本设备已经过测试，测试结果符合 FCC 规则第 15 章规定的 B 类数字设备的限制。这些限制旨在针对住宅安装中的有害干扰提

供合理保护。本设备产生、使用并可能辐射射频能量，如果未根据说明安装和使用，则可能对无线电通信产生有害干扰。但是，

无法保证在具体安装中不产生干扰。如果本设备确实对无线电或电视接收产生有害干扰（可通过关闭和打开设备确定），建议用

户尝试通过下列一个或多个措施纠正干扰：

调整或重新放置接收天线。

增加设备和接收机之间的间隔。

将设备连接到与接收机连接电路不同的插座上。

咨询经销商或经验丰富的无线电/TV 技术员寻求帮助。

清洁
为了使机柜保持原状，请定期使用软布擦拭。可使用蘸有少量清洁剂的布清除顽垢。切勿使用有机溶液，比如，稀释剂或磨蚀性

清洁剂，否则会损坏机柜。

重新打包
保存好原始装运箱和包装材料，以便以后用于重新装运设备。为了实现最大保护，请按工厂的原始包装方式重新包装设备。

保修
我们对该装置在材料或工艺方面的缺陷提供 24 个月的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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