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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W-CHG2
双位式充电座

适用于2000系列
无线发射机:

ATW-T210a UniPak®盒式发射机
ATW-T220a 手持式发射机



使用前注意事项
电池充电器
•	在充电进行时，会感到充电器和充电电池有微暖热量，这並非不正

常的現象。

充电电池
•	为保障安全和达到最佳表现，请只使用2000mAh充电量的镍氢充电

池，或同类规格电池。
•	一般镍氢充电池需要循环充电及完全放电达二至三次，才能达到最

佳性能。而在一般情况下，只需要电池完全使用后再充电使可。

符合FCC规则 (只限美国)
本装置符合FCC规则第15章之规定。操作受以下两个条件限制: (1)本装
置不得引起有害干扰，及(2)本装置必须接受收到的任何干扰，包括可
能引起不良操作的干扰。

FCC警告
未经负责执行规范一方明确许可而进行任何更改或变更，均可能令使
用者丧失操作设备的权利。

通告
本装置已经过测试，根据FCC	规则第15章之规定，符合对B类数位装
置的限制。此类限制旨在为居民区内安装提供防止有害干扰的合理保
护。	
本设备生成、使用和辐射无线电频率能量，如果不依照说明安装或使
用，可能对无线电通讯造成有害干扰。但是，无法担保在某一特定安
装中不会出现此类干扰。	
如果本设备确实对无线电或电视接收造成有害干扰(可用关闭后再开启
设备的方法确定)，我们鼓励使用者使用下列一种或多种方法尝试修正
出现的干扰﹕
-	改变接收天线的方向或位置。
-	增大设备和接收装置之间的距离。
-	将设备与接收装置连接在不同的线路插座上。
-	向经销商或有经验的无线电/电视技术人员征求其他建议。

危险
本充电器只设计为配合镍氢(Ni-MH)充电池使用。
为避免对人身伤害和损坏产品，请勿尝试使用碱性电池或其他非镍氢
构造的可充电电池进行充电。

警告
•	为防止引起火灾或触电危险，请小心不要将本产品渗入水或让水溅

到本装置上。
•	为防止火灾，不要将任何明火源(如点燃的蜡烛)放置在本产品上。
•	为防止火灾，请不要把报纸、桌布、窗帘布等覆盖本产品的通风散

热口。
•	不要把本产品放置在书柜或类似的密闭空间中使用。
•	不要打开外壳，内里没有可供用户维修的部件。
•	不要放置任何盛载液体的容器(如花瓶等)在本产品上。

注意
•	不要在极端冷或热的环境下使用本充电器。
•	请将本充电器放置在幼儿无法触及之处。
•	若错误使用不合适种类的电池，会产生爆炸的危险。
•	电池使用的等级，已标签在器材的电池盒底部。
•	请只使用相同或同等类型的电池更换。
•	充电器应放置在接近交流供电插座的位置及任何时间都能轻易拔除

插座上的交流供电器，以防紧急情况下可快速中继供电。
•	不要把电池或充电器暴露于高温中，如直射阳光下或火焰中。

回收镍氢充电电池
•	请勿把充电电池当作一般未分类的家居废物处理，应使用单触的分

类收集设施。
•	请参阅当地的政府部门的相关回收利用信息。

加拿大通讯部(DOC)声明告
此 Class B 数字装置符合加拿大 ICES-003 标准。Cet appareil numérique 
de la classe B est conforme à la norme NMB-003 du Canada. 



ATW-CHG2 产品特点 如何充电

•	能为无线发射机内的电池充电。

•	充电座能适合于 ATW-T220a 手持发射机 或/和 ATW-T210a UniPak®

盒式发射机使用(任意组合)。

•	内置能监察电池电压的安全设置，如发现有问题发生时，会自动关闭
本机。

•	如监察到发射机内，装置有碱性电池(非可充电电池)，本机会自动关
闭。

•	如监察到发射机内，装置电池已损坏，本机会自动关闭。

•	即使充电完成，当发射机仍放置在充电座上，充电器会防止电池自我
放电，维持电池电量充足。

•	随机附有2节AA型5号2000mAh的镍氢充电电池。

1. 接上供电连接线。

2. 关上发射机电源，把开关设至 "off" 位置。
	 (注:当发射机放置到充电座上时，即使在开启状态发射机电源仍会自

动关上；这情况下，当发射机离开充电座后，会自动恢复电源，可继
续工作。)

3. 把AA型5号镍氢充电电池安装到发射机中，并注意电池的极性正确位
置符合发射机电池盒的指示。有关详细的安装说明，请参考2000系
列的安装及操作说明。

4. 把发射机的充电接点对著充电座内的供电接针，插放到充电座中。供
电接针应完全连接著充电接点。

5. 当接上电源而发射机亦正确放置在充电座上时，红色指示灯会亮起表
示正在充电中。

	 (注:如红色指示灯没有亮起，有可能是发射机接点因接触不良引致，
请把发射机提起再重放到充电座上。)

6. 当充电完成后，红色指示灯会自动熄灭。
	 (注:最大充电时间约为10小时。)

7. 即使充电完成后，充电器仍会保持微量电流，以防止电池自我放电，
直至发射机拔离充电座。



LED 状态显示 技术指标*

充电器指示灯 充电状况 发射机状况

熄灭 电源关闭 发射机拔离

红色指示灯亮起 充电中* 发射机于充电座

红色指示灯闪动
充电错误
(停止充电)

发射机于充电座

熄灭
充电完成

(保持微量充电)
发射机于充电座

注:当红色指示灯闪动时(充电错误)，有可能是装置著碱性电池(非可充
电电池)或因电池损坏而引起。

*注:即使发射机内的电池已完全充电，每当把发射机放置到充电座中，

指示灯亦会亮起最小3小时，以确保完全充电。

供电输入 直流12V, 320mA(最大)

充电输出 两组直流3.2V, 320mA

充电时间 约 10小时 (2000 mAh 镍氢电池)

工作温度 0 ~ +40°C

大小 约 131mm(寛)x 30mm(深)x 105mm(高)

重量 约 40克
*
有关指标会因应产品改良而改变，而不作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