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安全事项!
1. 必须阅读这些注意事项。
2. 必须保留这些注意事项。
3. 必须注意所有警告内容。
4. 必须遵循所有注意事项。
5. 不要在靠近水的地方使用本设备。
6. 只能用干布擦拭设备。
7. 不要堵塞任何通风口。留出足够的距离，确保充分通风，并安装在符合
制造商要求的位置。

8. 不要将本设备安装在任何热源（如明火、散热器、调温器、火炉或包括
功率放大器在可的其它可能产生热量的装置附近。不要将任何明火火源
放置在产品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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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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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只能使用制造商指定的连接部件/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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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在雷电天气或长时间不使用情况下，应拔下设备插头。
14. 所有维修均应由合格的维修人员执行。如果设备因下列情况损坏，应进
行维修：电源线或插头损坏、液体泼溅到设备上或异物进入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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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不要将本设备暴露在可能滴水和溅水的地方。不要将装有液体的容器（如
花瓶等）放在本设备顶部。

16. 电源插头或电器转接头应保持在随时可用的状态。
17. 本装置的空气噪声不超过 70dB (A)。
18. 应将符合 I 类标准的设备连接到带有接地保护装置的主电源插座。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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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不要尝试改装本产品。这样做会导致人身伤害和/或产品故障。
21. 应在技术规格指定的温度范围内操作此产品。

这个符号表示本设备中存在可能导致触电的危险电压。

这个符号表示本设备附带的说明书中具有重要的操作和维护说明。

   运输充电器时不得装入电池。

   请勿在没有恰当通风的密闭空间中为电池充电。

SBC200 充电器
SBC200 两舱位充电器可以容纳两块SBC900 电池、发射机或腰包。可在具
有足够空间，通风良好的任意位置使用。 特性

• 最多可以为两个 SB900 电池、腰包或发射机充电。
• 可以使用一个 PS60 电源连接最多四个装置
• 带有用于显示电池状态的指示灯图标
• 可以与P9RA、P10R、ULXD1和ULXD2等兼容的手持式和腰包式设备
一起使用

附带组件
• SBC200 充电器
• PS60 电源（未包括 SBC200 型号变体中）
• 用于连接额外设备 (8) 的螺钉
• 六角扳手

不包括 SB900 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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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设备适用于专业音响场合。
• EMC符合性测试是使用附带的和推荐的缆线类型完成的。使用其它缆线
类型可能会降低 EMC 性能。

• 只能将该电池充电器用于专门为其设计的舒尔充电模块及电池组。将充
电设备用于舒尔公司以外的模块或电池组件可能存在火灾或爆炸隐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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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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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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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
1. 将直流电源线缆连接到充电器底部的输入插孔。将锁紧螺母用手拧紧，
以连接牢靠。

2. 将线缆沿所需通道穿引，并按压固定。
3. 将电源线连接到交流适配器。

   
• 不要使用尖嘴钳或任何其它工具固定锁紧螺母。必须在安装充电器之前
连接直流电源线。

• 在直流连接和充电器安装到位之前，不要将插头插入电源适配器。
• 在将充电器固定牢靠后，将电源线缆插入正确接地的电源插座。

SBC200没有电源开关。将电源插头插入，充电器即准备就绪。插入电池后，
指示灯点亮。

添加充电器
为了节省空间，减少凌乱感，最多 4 个充电器可以共享 1 个电源。
1. 从电源插座上拔下充电器。
2. 将定位螺钉插入到电源连接器。
3. 将设备对准并使用附带的六角扳手拧紧螺钉。

     不要过度拧紧。
4. 重复执行上述步骤，添加更多充电器。
5. 将直流电源线缆连接到充电器底部的输入插孔。

   一个 PS60 最多可以为四个充电器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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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
要充电，应将电池带有槽口的一面向下压入充电舱。指示灯点亮表示电池状
态。

状态颜色LED 指示
灯说明

已充满 (99-100%)绿色
就绪可使用

正在充电 (90-99%)绿色和红色

正在充电 (0-90%)红色正在充电

电池无法充电*黄色警告

* 电池的温度太高或太低都无法充电。

    将电池存放在充电器或正确的容器中。为保护接线触点，避免发生短路，
切勿将电池放置在装有钉子、螺丝或钥匙等金属物品的盒子或口袋中。

SBC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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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1 wt % 0.01 wt %  

2.  

3.  

 

Equipment name Type designation (Type) 

Restricted substances and its chemical symbols 

Note 1 “Exceeding 0.1 wt %” and “exceeding 0.01 wt %” indicate that the percentage content of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exceeds the 
reference percentage value of presence condition. 

Note 2 “ ” indicates that the percentage content of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does not exceed the percentage of reference value of presence. 

Note 3 The “ ” indicates that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corresponds to the exe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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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充电电流
0.75 A

充电时间
50% = 1 小时; 100% = 3 小时

外置电源
PS60

电源要求
15 V DC, 3.33 A 最大值

外观尺寸
66 x 99 x 165 毫米 (2.6 x 3.9 x 6.5 英寸), 高度 x 宽度 x 深度

重量
284 克 (10 盎司)

认证
符合下列欧盟指令的基本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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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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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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