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安全事項!
1. 必須閱讀這些注意事項。
2. 必須保留這些注意事項。
3. 必須注意所有警告內容。
4. 必須遵循所有注意事項。
5. 不要在靠近水的地方使用本設備。
6. 只能用幹布擦拭設備。
7. 不要堵塞任何通風口。留出足夠的距離，確保充分通風，並安裝在符合
製造商要求的位置。

8. 不要將本設備安裝在任何熱源（如明火、散熱器、調溫器、火爐或包括
功率放大器在可的其它可能產生熱量的裝置附近。不要將任何明火火源
放置在產品上。

9. 不要破壞帶極性或接地類型插頭的安全功能。極性插頭帶有兩個插片，
其中一個比另一個寬。接地類型插頭帶有兩個插片和第三個接地插腳。
較寬的插片或第三個插腳是為安全目的設定的。如果提供的插頭無法插
入插座，請向電工諮詢如何更換合適的插座。

10. 保護電源線防止被腳踩踏或被夾緊，尤其是在插頭、方便插座和機身電
源線的引出處。

11. 只能使用製造商指定的連接部件/附件。
12. 只能使用製造商指定的或隨設備售出的手推車、支座、三角架、托架或
支撐台。如果使用手推車，在移動裝有設備的手推車時應注意安全，避
免設備翻落。

13. 在雷電天氣或長時間不使用時，應拔下設備的插頭。
14. 所有維修均應由合格的維修人員執行。在設備因以下情況被損壞時，應
進行維修：電源線或插頭損壞、液體潑濺到設備上或異物進入設備，設
備暴露在雨水或潮濕環境中而無法正常工作，或摔落到地上。

15. 不要將本設備暴露在可能滴水和濺水的地方。不要將裝有液體的容器（如
花瓶等）放在本設備頂部。

16. 電源插頭或電器轉接頭應保持在隨時可用的狀態。
17. 本裝置的空氣噪聲不超過 70dB (A)。
18. 應將符合 I 類標準的設備連接到帶有接地保護裝置的主電源插座。
19. 為降低起火或電擊危險，不要將本設備暴露在雨中或潮濕環境下。
20. 不要嘗試改裝本產品。這樣做會導致人身傷害和/或產品故障。
21. 應在技術規格指定的溫度範圍內操作此產品。

這個符號表示本設備中存在可能導致觸電的危險電壓。

這個符號表示本設備附帶的說明書中具有重要的操作和維護說明。

   請勿運送插入電池的充電器。

   請勿在沒有適度通風的封閉空間中充電電池。

SBC200 充電器
SBC200 兩艙位充電器可以容納兩塊SBC900 電池、發射機或腰包。可在具
有足夠空間，通風良好的位置使用。 特性

• 最多可以為兩個 SB900 電池、腰包或發射機充電。
• 可以使用一個 PS60 電源連接最多四個裝置
• 顯示電池狀態的指示燈圖示
• 可以與P9RA、P10R、ULXD1和ULXD2等相容的手持式和腰包式設備
一起使用

附帶組件
• SBC200 充電器
• PS60 電源（未包括 SBC200 型號變體）
• 用於連接額外設備 (8) 的螺釘
• 六角扳手

不包括 SB900 電池。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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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設備適用於專業音響場合。
• EMC符合性測試是使用附帶的和推薦的纜線類型完成的。使用其它纜線
類型可能會降低 EMC 性能。

• 只能將該電池充電器用於專門為其設計的舒爾充電模組及電池組。將充
電設備用於舒爾公司以外的模組或電池元件可能存在火災或爆炸隱患。

• 未經舒爾公司明確許可的修改或改裝會使您操作本設備的授權失效。

警告
• 電池組可能爆炸或釋放有毒物質具有火災或燒傷風險不要拆開、擠壓、
修改、拆卸、加熱到 140°F (60°C) 以上或焚燒。

• 遵循製造廠商的說明
• 只能使用舒爾充電器為舒爾可充電電池充電

• 警告：換用不正確的電池可能出現爆炸危險。只能更換相同的，或型號
相當的電池。

• 禁止將電池放入口中如果吞入，請與外科醫生或當地的毒物控制中心聯
繫

• 不要將電池短接，否則可能會導致燒傷或起火
• 請勿使用或給舒爾充電電池以外的電池組充電
• 應使用正確方法丟棄電池向您所在地的供應商瞭解廢舊電池組的正確丟
棄方法。

• 電池（已安裝的電池組或電池）不得暴露於過熱環境（陽光、明火或類
似熱源）下

   換用不正確的電池可能出現爆炸危險。只能使用 AA 電池。

電源
1. 將直流電源纜線連接到充電器底部的輸入插孔。將螺釘螺母用手擰緊，
以連接牢靠。

2. 將纜線沿所需通道穿引，並按壓固定在位。
3. 將電源線連接到交流電適配器。

   
• 不要使用尖嘴鉗或任何其它工具固定鎖緊螺母。必須在安裝充電器之前
連接直流電源線。

• 在直流連接和充電器安裝到位之前，不要將插頭插入電源部件。
• 在將充電器固定牢靠後，將電源纜線插入正確接地的電源插座。

SBC200沒有電源開關。將電源插頭插入，充電器即準備就緒。插入電池後，
指示燈點亮。

新增充電器
若要節省空間並減少雜亂程度，最多可讓 4 個充電器分享 1 個電源。
1. 從電源拔除充電器。
2. 將固定螺釘插入電源流經的接頭。
3. 使用隨附的艾倫扳手對準裝置並旋緊螺釘。

     不要過度擰緊。
4. 重複上述步驟，即可新增其他充電器。
5. 將直流電源纜線連接到充電器底部的任何輸入插孔。

   一個 PS60 最多可為四個充電器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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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充電
要充電，應將電池帶有槽口的一面向下放入充電艙。指示燈點亮用於表示電
池狀態。

狀態顏色指示燈說明

已充滿 (99-100%)綠色
就緒可使用

正在充電 (90-99%)綠色和紅色

正在充電 (0-90%)紅色正在充電

電池無法充電*黃色警告

* 電池的溫度太高或太低都無法充電。

    將電池存放在充電器或正確的容器中。為保護接線柱，避免發生短路，切
勿將電池放置在裝有釘子、螺絲或鑰匙等金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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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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充電電流
0.75 A

充電時間
50% = 1 小時; 100% = 3 小時

外置電源
PS60

電源要求
15 V DC, 3.33 A 最大值

外觀尺寸
66 x 99 x 165 毫米 (2.6 x 3.9 x 6.5 英寸), 高度 x 寬度 x 深度

重量
284 克 (10 盎司)

認證
符合下列歐盟指令的基本要求：

• 2008/34/EC 修訂的WEEE 指導原則 2002/96/EC
• RoHS 指導原則 2011/65/EU

   請遵循您所在地的電池和電子廢棄物回收標準。

可從舒爾公司或其任何歐洲代表處獲得“歐盟符合性聲明”。 有關聯繫資訊，
請存取 www.shure.com

可從以下地址獲得“CE 符合性聲明”：www.shure.com/europe/compliance

歐盟授權代表：
Shure Europe GmbH
歐洲、中東、非洲總部
部門：歐洲、中東、非洲批准部
Jakob-Dieffenbacher-Str.12
75031 Eppingen, Germany
電話：+49-7262-92 49 0
傳真：+49-7262-92 49 11 4
電子郵件：info@shur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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