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BRC
電池支架充電器

User guide for SBRC battery rack charger.
Version: 5.1 (202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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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RC   
電池支架充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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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使用舒爾充電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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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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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勿將電池浸入水、飲料或其他液體中。

請勿以相反極性安裝或插入電池。

避免兒童接觸。

請勿使用異常電池。

運輸時請妥善包裝電池。

警告：換用不正確的電池可能出現爆炸危險。只能使用 AA 電池。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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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遵循您所在地的電池、包裝和電子廢棄物回收標準。

SBRC 機架式充電器
Shure 電池架充電器 (SBRC) 可支援小型單一機架空間中多達八個充電電池。SBRC 可接受適用舒爾鋰電池的可互換充電模組，

其中包括 AXT910、AXT920 和 SB900B。方便易讀的前面板螢幕可顯示基本電池參數，包括充電狀態、充滿時間及電池健康度

指示燈 (例如溫度及週期次數)。當連接網路時， Shure Wireless Workbench 軟體可提供遠端監控 SBRC 功能，以追蹤電池狀

態。

特色
用於混合及配對八個腰包式及手持式發射器電池的可互換充電模組

具有完整狀態顯示及適合巡迴演出用的電池充電和存放解決方案

一小時可讓電池充至百分之 50 的電量；於三小時內可充滿。

採用全連網式，可在Shure Wireless Workbench軟體中監控所有充電狀態參數

電池充電或放電存儲模式，可達到最佳存儲電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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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充電週期次數與原始電量百分比等電池健康度指標

簡易三按鈕式介面控制

附帶組件

IEC AC 電源線 (1)
零件編號因地區而異。如需

詳細資訊，請與您當地的

Shure代表聯絡

屏蔽式 3 英尺乙太纜線 (1) C803

硬體套件 (1) 90XN1371

充電模組安裝螺絲 (8) 30B13476

選配附件
選配附件

SBC-AX 適用 SB900B 的充電模組 SBC-AX

SBM910 適用 SB910 的充電模組 SBM910

SBM910M 適用 SB910M 的充電模組 SBM910M

SBM920 適用 SB920 和 SB920A 的充電模組 SBM920

安裝說明
本元件設計適合用於音響架。

警告：為防止本設備受損，請務必確實安裝在機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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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
本充電座支援下列 Shure 充電模組和鋰離子充電電池：

模組 Battery

SBC-AX SB900B

SBM910 SB910

SBM910M SB910M

SBM920 SB920, SB920A

充電模組
小心！欲安裝充電模組時，請先移除 AC 電源及電池。

若要移除模組，請取下四 (4) 顆模組螺絲並拉出。

若要安裝，請將模組滑入外殼 (導軌方向不限) 直到與外殼齊平。

裝回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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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項及接頭

① 顯示螢幕

顯示電池狀態及選單設定。

② 控制按鈕

用於瀏覽選單螢幕。按住兩個箭頭按鈕即可進入或離開公用程式選單。

③ 充電模組

Shure鋰電池可互換模組。

④ 充電狀態 LED
指示電池充電狀態

⑤ 監控選擇 LED
該白光 LED 顯示監控功能表中選中了哪個電池。

⑥ AC 電源輸入 (鎖定)
使用附帶的電源線將設備連接到交流電源。

⑦ 電源開關

打開和關閉設備電源。

⑧ 網路速度 LED (琥珀色)
滅 = 10 Mbps

亮 = 100 Mbps

⑨ 乙太網路連接埠

連接到以太網以啟用遠程控制和監控。

⑩ 網路狀態 LED (綠色)
滅 = 無網路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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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 網路鏈接活動

閃爍 = 網路鏈接活動，閃爍頻率表示網路流量。

⑪ 冷卻風扇通風孔

根據需要清潔風扇片以保持通風。

充電狀態 LED
各充電器槽皆具有 LED 以指示電池的狀態。

指示燈顏色 充電模式 顯示屏 電池狀態

綠色 充電結束 主螢幕 電池已完成充電

紅色

正在充電 主螢幕 電池充電

深度放電復原 主螢幕 電池充電

正在充電 Warm 電池充電中，溫度上升

紅色閃爍 存放模式 Store at 3.8V
電池充電中或放電至 3.8 伏
特

琥珀色 存放模式 Store at 3.8V 電池電壓為 3.8 伏特

琥珀色燈閃爍

正在充電 Error - press SET for info
充電錯誤，請按 SET 按鈕以

了解詳細資訊

深度放電復原 Error - press SET for info 深度放電復原失敗

正在充電 Warm 電池已充電百分之 80

正在充電 Hot 充電停止，電池過熱

正在充電 Cold 充電停止，電池過冷

控制
使用箭頭按鈕捲動至所需的選單。

按下 SET 按鈕即可進入所選擇的選單項目。

使用箭頭按鈕以變更選單參數。

按 SET 可儲存設定。

按住兩個箭頭按鈕即可進入或離開 Utility 選單。

按住 SET 按鈕 1 秒鐘，啟動 Wireless Workbench 中的硬體識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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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電池插入充電槽中
將電池滑入充電槽直到鎖至定位為止。充電 LED 亮起且充電週期開始。

首頁螢幕及電池狀態
當開啟電源時，充電器會顯示在首頁螢幕上。圖示代表各電池的充電電量，而螢幕會切換為顯示電池於充滿電前所剩餘的預估小

時及分鐘數。

螢幕上的數字由左至右分別對應充電槽 1 至 8。

下列訊息可能會顯示在充電槽旁，代表電池狀態：

CALC 正在計算充滿電的時間

COLD 電池過冷

WARM 電池溫度上升

HOT 電池過熱

Recovery 復原模式啟動

Error 錯誤 - 請按 SET 按鈕以了解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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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選單
使用監控選單存取有關各電池的詳細資訊。

在首頁螢幕中使用箭頭按鈕反白您要監控的電池編號。當完成選擇後，所選電池旁的白色 LED 會亮起。

按下 SET 按鈕即可存取監控選單。

使用箭頭按鈕以捲動選單螢幕。隨時按下 SET 按鈕即可返回首頁螢幕。

Time to Full
顯示電池於充滿電前的剩餘時間。

重要提示：若指示燈出現下列任一狀態，則請勿讓電池充滿電：

Cold：由於電池溫度過低而導致充電停止。當電池溫度上升時才會恢復充電。

Warm：因溫度上升而導致電池充電至低於充滿電的電量以下 (不低於百分之 80)。於停止充電時將閃爍琥珀色 LED。
Hot：由於電池溫度過高而導致充電停止。

Charge Status
將充電量顯示為總電池電量的百分比。也可以毫安培小時 (mAh) 來顯示充電量。

Battery Health
將所選電池的健康度顯示為新電池充電量的百分比。由於反覆的充電週期、年限或存放條件等緣故，充電電量 (充滿電時的電池

壽命) 將會下降。

Cycle Count
顯示電池進行完整充放電的總次數。若充放電到一半，則視為一半週期。若充放電四分之一，則視為四分之一週期。

Batt. Temp. (電池溫度)
顯示電池溫度 (以攝氏與華氏為單位) 及狀態，如下所示：

[Normal]：電池溫度 = 0°C 至 45°C (32°F 至 113°F)
[Cold]：電池溫度 = 0°C (32°F) 或以下

[Warm]：電池溫度 = 45°C 至 60°C (113°F 至 140°F)
[Hot]：電池溫度 = 60°C (140°F) 或以上

注意：若 warm 或 hot，請嘗試調整風扇速度或增加機架通風。

Network Status
IP 地址必須有效才能啟用連網控制。

Active：代表與網路上其他裝置連線

Inactive：與網路上其他裝置無連線

公用程式功能表
按住兩個按鈕即可進入及離開公用程式選單，其中包含網路及螢幕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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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地址模式：Automatic
這是搭配 DHCP 伺服器使用的預設設定，可自動指派一組 IP 位址。

瀏覽 IP 模式選單並按下 SET 按鈕。

使用箭頭按鈕反白 Automatic。
按下 SET 按鈕。

使用箭頭按鈕移動 ► ，以選擇 OK 進行儲存或選擇 Cancel 捨棄，然後按下 SET 按鈕。

IP 地址模式：Manual
使用手動 IP 選址以手動設定 IP 位址、子網路遮罩或閘道。

輸入 IP 位址

瀏覽 IP 模式選單並按下 SET 按鈕。

使用箭頭按鈕反白 Manual。
按下 SET 按鈕以啟用 IP 位址編輯。

使用箭頭按鈕移動 ► 以選擇 IP:。
使用箭頭按鈕編輯 IP 數字，並使用 SET 按鈕前往下一組數字。

完成後，使用箭頭按鈕移動 ► 以選擇 OK 進行儲存或選擇 Cancel 捨棄，然後按下 SET 按鈕。

閘道位址
顯示目前的閘道 (GW) 位址。按下 SET 按鈕即可進入 IP 選單中編輯。

設定閘道

瀏覽 IP 模式選單並按下 SET 按鈕。

使用箭頭按鈕反白 Manual。
按下 SET 按鈕即可啟用閘道編輯。

使用箭頭按鈕移動 ► 以選擇 GW:。
使用箭頭按鈕編輯 IP 數字，並使用 SET 按鈕前往下一組數字。

完成後，使用箭頭按鈕移動 ► 以選擇 OK 進行儲存或選擇 Cancel 捨棄，然後按下 SET 按鈕。

子網路
顯示目前的子網路設定。按下 SET 按鈕即可進入 IP 選單中編輯。

設定子網路

瀏覽 IP 模式選單並按下 SET 按鈕。

使用箭頭按鈕反白 Manual。
按下 SET 按鈕即可啟用子網路編輯。

使用箭頭按鈕移動 ► 以選擇 Sub:。
使用箭頭按鈕編輯 IP 數字，並使用 SET 按鈕前往下一組數字。

完成後，使用箭頭按鈕移動 ► 以選擇 OK 進行儲存或選擇 Cancel 捨棄，然後按下 SET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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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MAC 位址)
顯示 MAC 位址，此位址為各裝置內嵌、唯一且不可編輯的識別碼。MAC 位址由網路及無線工作台軟體使用，用途為識別元件。

Brightness
設定顯示螢幕亮度為 low、medium 或 high。

Display Invert
將顯示螢幕色彩從黑色背景上的白色文字變更為亮色背景上的暗色文字。

設定風扇速度
冷卻風扇具有以下速度選項 ：

Low Speed = 風扇始終低速開啟，噪音小

High Speed = 風扇始終高速開啟，冷卻效果最佳

Automatic = 內部溫度太高時，風扇才會運行

注意：如果需要額外冷卻來保護組件，速度可能從 Low 切換到 High。

同時按住 ▲ 與 ▼ 按鈕，以存取公用程式功能表。

使用箭頭按鈕滾動至 Fan 設定。

按 Set 啟用編輯，然後使用箭頭按鈕選擇一個速度選項。

按 Set 進行儲存，然後同時按住 ▲ 與 ▼ 按鈕，返回至主功能表。

Fan (冷卻風扇模式)
冷卻風扇配備下列操作模式：

Automatic：啟用風扇並根據裝置的內部溫度調整速度

Always on：風扇持續運轉，以在炎熱環境中提供最大冷卻能力

Storage Mode
OFF：電池將開始充電

Store at 3.8 V：為所有電池充電或放電至 3.8 伏特，這是最適合長時間存放的電壓

Firmware
顯示安裝在本裝置上的韌體版本。

序號
顯示序號。

Device ID
當在其他網路裝置上或在 WWB 軟體中偵測到本裝置時，將會顯示此八字元的名稱。

按下 SET 按鈕即可啟用編輯。

使用箭頭按鈕變更字元。

若要完成編輯，請按下 SET 按鈕直到字元未反白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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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模式
當設為存放模式 (Storage Mode = Store at 3.8 V) 時，所有的電池都會充電或放電至 3.8 伏特，此為最適合長時間存放的電壓。

充電狀態 LED 會顯示電壓狀態：

紅色閃爍 = 電池充電或放電至 3.8 伏特。

琥珀色 = 電池電壓達 3.8 伏特。

下列指示燈出現在各充電槽編號旁的首頁螢幕上：

Rdy 電池達 3.8 V，已可存放

Cold 電池過冷

Wrm 電池溫度上升

Hot 電池過熱

Err 錯誤，請按下 SET 按鈕以了解詳細資訊

% 充電百分比

充電或放電都可能需要數小時的時間。在電池監控選單中，剩餘時間會顯示為 Time to 3.8 V (非 Time to Full)。

離開存放模式：

按住兩個箭頭按鈕以進入公用程式選單。

瀏覽 Storage Mode 選單並按下 SET 按鈕。

使用箭頭按鈕以選擇 Off。
按下 SET 按鈕即可離開。

於準備存放電池時，應先從充電器中取出，再放入溫控區域中。建議電池存放溫度為 0°C (32°F) 至 25°C (77°F)。

從深度放電中復原電池
深度放電電池屬於已放電至低於 3.0 伏特的電池。當充電器偵測到深度放電電池時，將自動進入使用低電流為電池充電的復原模

式。Recovery圖示或顯示於充電槽編號或首頁螢幕旁。若成功復原，充電器會離開復原模式並為電池充電。若電池無法在 30 分
鐘以內復原，則將會顯示Recovery Failed並停止充電。

技巧：定期使用Storage Mode功能為電池充電，以免深度放電並維持理想的電池存放電壓 3.8 伏特。

固件更新
固件是在每個功能控制元件中的嵌入式軟體。定期開發的新固件版本中包含附加功能和效能增強部分。若要利用設計改良，可使

用Wireless Workbench軟體中的Firmware Update Manager來上傳及安裝新版本的韌體。可至 www.shure.com 下載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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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和錯誤訊息
警告和錯誤訊息 故障排除解決方案

Cold 停止充電。電池溫度必須提升至超過 0°C 才能繼續充電。

Hot
停止充電。電池溫度必須冷卻至低於 60°C 才能繼續充電。避

免直接受日光及其他熱源照射。

Warm
電池在完整電量的百分之 80 時停止充電。讓電池冷卻至低於

45°C 以繼續充電至完整電量。

Recovery
充電器偵測到放電的電池低於 3.0 伏特並進入Deep 
Discharge模式以復原電池充電。

Recovery Failed
電池放電情況超過復原狀況 — 更換電池。為了避免此情況，

請定期充電電池以防完全放電。

Charging Failed
電池無法在指定的時間範圍內充電。檢查電池和觸點。如果狀

況仍然存在，請更換電池。

Unknown Battery 更新電池充電器韌體

Unknown Module 更新電池充電器韌體

Read Error
電池觸點可能髒汙或受損，讓充電器無法進行電池偵測。檢查

電池觸點是否乾淨且完好無缺。如果此狀況仍然繼續，請更換

電池。

Check Charger
檢查電池觸點和充電器模組，確認這些部分乾淨且完全接合。

如果此狀況仍然繼續，請替換功能性電池或充電器模組。

Check Battery
確認電池完全插入充電器模組中，且模組門已鎖住。檢查電池

觸點和充電器模組，確認這些部分都乾淨。如果此狀況仍然繼

續，請更換電池。

Over Temp! Check Fan/Vents
從風扇出風口移除任何阻礙或碎片，確保充電器有充足的空氣

流動。

節能模式
使用節能模式，透過停用顯示器螢幕背光和網路功能（包括充電和電池資訊），為電池充電。

在開啟充電器時按住向上按鈕。

充電器 LED 燈和顯示器螢幕將會閃爍 10 秒。

停止後，第一個艙的白色 LED 燈將會亮起一半的亮度，顯示器將會顯示Energy Efficiency Mode。

若要恢復正常操作，請關閉充電器，等待 5 秒鐘，然後重新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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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電池型號

最多 8 塊充電鋰離子電池

充電時間
50%=1 小時; 100%=3 小時

充電模組類型
最多 4 個充電模組任意組合中

工作溫度範圍
-18°C (0°F) 到 63°C (145°F)

電池充電溫度範圍
0°C (32°F) 到 60°C (140°F)

存儲溫度範圍
-29°C (-20°F) 到 74°C (165°F)

外觀尺寸
44 毫米 x 483 毫米 x 366 毫米 (1.7 英寸 x 19.0 英寸 x 14.4 英寸), 高度 x 寬度 x 深度

重量
4.4 公斤 (9.8 磅), 無電池 或 充電模組

外殼
鋼質；擠壓鋁形材

電源要求

輸入 100 到 240 伏交流, 50-60 赫茲

輸出 4.5 伏（直流） 最大值, 60 W 最大值

電流漏極
1.8 A

RMS (參考位於 90 V AC)

連網

網路接口
乙太網路 10/100 Mbps

網路尋址功能
DHCP 或手動指定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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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
符合澳大利亞 AS/NZS 4665.1:2005 和 AS/NZS 4665.2:2005 標準的要求，予以批准。

符合基於 IEC 60950-1 的電氣安全要求

符合所有適用歐盟指令的基本要求。

允許使用 CE 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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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 Compliance
Jakob-Dieffenbacher-Str.12
75031 Eppingen, Germany
電話：+49-7262-92 49 0
電子郵件：info@shure.de
www.shure.com

應在滿足以下兩個條件時操作本裝置：(1) 本裝置不會產生干擾，並且 (2) 本裝置必須接受包括可能會引起裝置意外操作的任何干

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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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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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tion to the user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received,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Note: This equipment has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s for a Class B digital device, pursuant to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These limit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gainst harmful interference in a residential 
installation. This equipment generates uses and can radiate radio frequency energy and, if not installed and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may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communications. However,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interference will not occur in a particular installation. If this equipment does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or 
television reception, which can be determined by turning the equipment off and on, the user is encouraged to try to correct the 
interference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measures:

Reorient or relocate the receiving antenna.
Increase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equipment and the receiver.
Connect the equipment to an outlet on a circuit different from that to which the receiver is connected.
Consult the dealer or an experienced radio/TV technician for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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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關愛環境，電氣產品和包裝都是區域回收方案的對象，不屬於普通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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