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HF 频段分集式天线分配系统

指导手册
AEW-DA550C
AEW-DA660D
AEW-DA730G
AEW-DA800E
AEW-DA800J
AEW-DA860F

安装及操作

540-565 MHz 频段天线分配器
655-680 MHz 频段天线分配器
721-752 MHz 频段天线分配器
795-820 MHz 频段天线分配器
779-810 MHz 频段天线分配器
840-865 MHz 频段天线分配器

UHF 频段分集式天线分配系统
安装及操作
引言
欢迎您选择一套由 Audio-Technica (日本鐵三角)生产的无线通讯设备，并欢迎您加入了我们数以万计的
用户队伍。用户选择了我们的产品，并对其感到非常满意，都源于我们的产品在质量、性能及可靠性等各方面
的优良表现。Audio-Technica 无线话筒经是多年来成功经验设计及生产。
请注意在多系统应用时，对于每一个所需要的信号，必须有一个发射机— 接收机组合(每部接收机应与一
部发射机配合工作)，并设定到一个单独的频率上工作。由于一些无线频率接近或位于UHF电视频段内，在特
定的地区只有特定的频率可用，并且，只有某些频率可以与其它UHF仪器靠在一起工作。

系统操作指南
AEW-DA550C, AEW-DA660D, AEW-DA730G, AEW-DA800E, AEW-DA800J和AEW-DA860F 分别是一
台UHF频段，宽频带的分集式天线分配器，可把一对天线接收信号作整体增益分配到多个通道的无线接收系统
中。一台该系列天线分配器可提供4台接收机的分配连接。
以宽频带UHF范围工作，对应不同频段的无线系统 "C"频段 AEW-DA550C 设计于 540-565MHz 频段范围内使用；
"D"频段 AEW-DA660D 设计于 655-680MHz 频段范围内使用；
"G"频段 AEW-DA730G 设计于 721-752MHz 频段范围内使用；
"E"频段 AEW-DA800E 设计于 795-820MHz 频段范围内使用；
"J"频段 AEW-DA800J 设计于 779-810MHz 频段范围内使用；
"F"频段 AEW-DA860F 设计于 840-865MHz 频段范围内使用。
可配合对应频段的鐵三角无线系统工作，并而可以把多个相同频段的无线系统连接一起使用。
各频段的天线分配器内设有两组独立分配部份，作分集式无线系统的单一天线信号处理。每部份包括一个天线
输入线路和四路带通滤波隔离式的接收机输出，以及一路带通滤波的串接输出，以串接另一台相同频段的分配
器，所有射频端子为标准BNC接口，而系统已附有10条BNC-BNC射频连接线。
外接天线可连接到远距离的位置，但所传送的UHF频率信号亦会有所衰减，应使用有屏敝结构的同轴电缆；如
连接超过8米距离时须使用最低损耗的连接线，标准的RG-8规格同轴线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另外，并可把天线
安装到前板面上。
可配套使用有源或无源天线，两个天线输入端口设有可开关+12V直流供电，可供电给鐵三角有源天线或其他
射频设备使用，每端口可提供250mA电流。
在后面板上设有4组供电(由天线分配器控制供电)，每组可提供12V/500mA直流供电，作4台接收机的电源供
应，并附有4条供电线给 ATW-R3100 或 ATW-R2100 (或其他同供电要求)接收机使用。
每组接收机的12V供电设有短路保护，外壳并为全金属结构，可避免外间射频干扰。

供电连接
内 置 1 0 0 - 2 4 0 V, 5 0 / 6 0 H z 的 开 关 式 电 源 供 电 设 计 ， 并 会 自 动 调 节 适 应 电 压 ， 不 需 特 别 设 定 。 使 用 标 准
IEC-320连接线，连接到供电输入。
天线分配器上设有并联供电输出，可把多台分配器或接收机串连供电，单化供电连接。供电输出端子同样为标
准IEC插座，请使用附带的IEC电源串连线。最高串连供电功率为500W，请不要串接高于500W的器材。

前面板控制和供能

(图1)

1. 供电开关：按下开关接通电源，再按一下可把电源关闭。。
2. 指示灯：供电指示灯，在开启供电时会亮起。
3. 天线安装端：可把天线安装到安装架的圆孔上，把天线引接到前面板上。
图1 - 前面板

后面板控制和供能

(图2)

4.

天线输入B接口：分配器天线连接端子，可以直接连接天线，也可以用一根天线电缆延长距离。天线接口中央接
点可提供12V供电，可使用电流不高于250mA的有源天线系统或天线放大器、分线器、汇合器。

5.

天线B供电开关：可开启或关闭12V天线接口供电。

6.

天线B串接输出接口：天线信号直接连结输出，以串接另一台相同频段的分配器，每个串接输出应只连接一台分
配器，而不应串接多于三台。

7.

分配器输出B接口：4组分配输出端子，直接连接到无线接收机。每组输出应独立连接到的天线端子，而没有使
用的端子无需要作终端负载处理。

8.

天线输入A接口：分配器天线连接端子，可以直接连接天线，也可以用一根天线电缆延长距离。天线接口中央接
点可提供12V供电，可使用电流不高于250mA的有源天线系统或天线放大器、分线器、汇合器。

9.

天线A供电开关：可开启或关闭12V天线接口供电。

10. 天线A串接输出接口：天线信号直接连结输出，以串接另一台相同频段的分配器，每个串接输出应只连接一台分
配器，而不应串接多于三台。
11. 分配器输出A接口：4组分配输出端子，直接连接到无线接收机。每组输出应独立连接到的天线端子，而没有使
用的端子无需要作终端负载处理。
12. 直流电源输出插座：提供12V直流供电，每插座提供500mA电流，使用附有的4条ATW-RDCN电线作4台
ATW-R3100 或 ATW-R2100 (或其他同供电要求)接收机的电源供应。
13. 并联供电输出：可串连供电到另一台分配器或接收机，最大总供电功率为500W。
14. 电源输入插座：标准IEC插座，能自动适应操作在100~240V-50/60Hz交流电源上。
15. 机架安装套件：可把接收器安装到19”标机架中。
图2 - 后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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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机架天线安装件
●

把BNC接线座的螺姆及垫圈除下，再把BNC接线座套在长安装架的安装孔中(图4)。注意须把接线座的平直
面，配准安装孔对应的平直位置安装。

●

螺姆及垫圈从面板后方安装回接线座中，并确保已锁紧在面板上。

●

把两条BNC-BNC连接线分别接到面板BNC接线座上，另一端接到分配器的天线输入端子上，并确保BNC端
子已锁紧在接线座上。

●

最后，把两条接收天线安装到前面板的BNC接线座上。

技术指标
工作频率

放大增益
串接增益
输入阻抗
输出阻抗
天线供电 (可选择)
接收机供电

AEW-DA550C, 540 ~ 565 MHz
AEW-DA660D, 655 ~ 680 MHz
AEW-DA730G, 721 ~ 752 MHz
AEW-DA800E, 795 ~ 820 MHz
AEW-DA800J, 779 ~ 810 MHz
AEW-DA860F, 840 ~ 865 MHz
0 dB，±3 dB 典型
-3 dB，±3 dB 典型
50 欧姆 典型
50 欧姆 典型
+12V 直流，中央点为正极
每个天线输入端，最大电流为250 mA
+12V 直流，中央点为正极 (4组)
每组最大电流为500 mA

电源

交流 100-240V, 50/60 Hz, (串接供电最高500W)

外型大小
重量
附件

480.0 mm 宽 x 48.8 mm 高 x 280.0 mm 深
2.7 公斤
电源线，串接电源线，机架套件，天线转接头及伸延线
直流供电连线4条，0.5m BNC-BNC连线10条

注意： 打开天线分配器机盖时，可能会遭到电击。维修工作请教于懂技术的维修工作人员。机器设备不能
遭雨淋或放置于潮湿环境中。内部的电路已经得到精确的调整，以达到最佳的使用性能，并且能能够严格符
合法规，不要试图打开器材内部，否则将会使质量保证失效，并且可能导至不良运作。

系统最佳效能使用技巧
1. 使用高效能的碱性电池，避免使用一般的碳性电池。
2. 接收机的放置位置应与发射机之间有最少的障碍物。能直
接看到的为最佳。
3. 接收机与发射机之间有适当的距离，不应太远，但亦不应
太近，最小要有2米的距离。
4. 接收机的天线应远离其他任何金属。
5. 接收机附近，不应有电脑或其他会产生射频干扰的仪器。
6. 手持话筒的发射天线内置于话筒底部，使用时应避免握着
话筒底部，减低发射效能。
7. 一台接收机不能同时接收两个发射机的信号。

8. 下列情况下应更改使用频率 1)当接收到外来频率干扰、2)
当该频率受限制而不可使用、或 3)使用于多频段系统，而
不想相互干扰。
9. 接收机的音频电平输出控制不应调节过高，否则会对调音
台输入产生破声及输出失真。但相反，如输出过低便会减
低讯噪比，使噪声增加。
调校适当的电平输出方法，是先把调音台调到一般使用电
平，如0dB增益位置，再对话筒以可能的最高声压输入，
例如对着话筒大声讲话，然后调节输出到最大而没有失真
及破声的位置，便能提供最佳的输出。
10. 发射机在使用完毕后，应马上关掉电源。如长时间不会使
用时，应把电池取出。

警告：对于体内植有电子心脏定调器或AICD装置(自动化可植入心脏复律器或纤颤器)的人应
注意以下事项：
任何的射频能源可能会干扰这类移植仪器的正常功能。所有的无线话筒拥有的发射器，其发射功率均很少
(低于0.05W输出)，一般不会引起扰乱，尤其当无线话筒跟移植器相隔距离超过几英寸。然而，当RF发
射源关机时，就会中止对任何医学移植的可能影响。而在使用本系统或任何一种其他 RF设备时如果遇到
了什么问题，请跟您的医生或医学器件供应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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