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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信数字数字会议管理系统V5.0功能更齐全，操作更简单，能够轻松的实现智能化、人性

化的现代化高效会议，适用于WinXP/Win2003/Vista/ Win7操作系统上使用。

系统特点

以大型会议中心为设计平台，集网络、单机于一体的系统

如果使用网络数据服务器集中管理会议数据，服务器需要安装SQL Server数据库并录入好所有会议数

据，开会前只需从数据服务器下载数据到本地，会议结束后把数据上传回服务器；如果单机操作，只需要在

本地录入数据即可，无须安装SQL Server数据库。

多种语言切换

安装软件时，可以选择语言来安装，安装软件后自动默认为操作系统的语言。如果开放了切换语言功能

模块，可以在系统设置里选择不同的语言。

最大支持4个通道同时通讯

考虑到通讯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最大支持4个通道同时通讯，包括报到和表决。

联机讨论控制时，考虑到摄像球与主机的通讯，只支持1个通道。

可以分通道对单个或多个表决器同时进行检测，并记录相关数据。

支持会场平面图的导入，每种状态显示不同的图标

按照每个不同的会议室，由客户来导入对应的会场背景图。

一般会场有8种坐席状态，包括：正常状态、申请状态、发言状态、报到状态、表决状态、赞成状态、

反对状态、弃权状态。每种状态可以由客户自定义不同的图标和字体颜色，禁用状态图标显示为灰色。

讨论分屏多元化显示

可以在大屏幕上显示发言人的介绍和图片(在人员资料里先设置好)、发言人姓名、发言时间以及等待发

言人员的名单等。

选举前大屏幕显示每个候选人的资料和图片

进行每个候选人投票之前，有一段准备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可以在大屏幕上显示即将要投票的候选人的

照片和个人资料。

多种方式显示表决结果

可以以柱形图、饼形图和文字来显示表决结果；使用记名投票时，还可以以列表的形式来显示表决结

果。

每个议题可以选择不同的屏幕显示方式

有几种方式显示：纯文本方式、文本+图片方式以及视频播放方式。选择不同的方式后，大屏幕将以所

选择的方式来显示内容。

表决结果导出到Excel或者Word打印

所有表决结果均可导出到Excel或者Word里打印，方便用户以自己的方式来排版。

自定义中控协议来控制各种设备

提供中控接口，不提供默认协议。用户可以自定义协议来控制会议室的各种会议设备，包括话筒开关、

投影机、显示设备、灯光及窗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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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管理系统操作流程

软件主界面介绍

会前准备

召开会议

会后处理

会议报到系统

近距离报到系统 GX-4450

配件及配线

充电箱GX-60/60B

充电箱GX-20S

充电箱CHG-28

充电箱CHG-16

通用线材及配件

同传系统配件及配线

表决系统配件及配线

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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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管理系统操作流程

选择对应的

会议及日程

㈠会前准备 ㈡召开会议 ㈢会后处理

3、设备管理
（对系统进行检测，搜索

将要进行报到表决的设备的编

号）

1、系统管理
（进行人员资料的编辑、

屏幕的定制以及会场的设计）

2、会议管理
（会议名称、会议日程、报到

人数及报到方式的建立）

4、议题议案
（建立表决、选举、评议

及讨论的议题和标语，并设定

表决方式、显示方式）

5、与会人员
（需要从人员资料里面选

择本次会议的人员）

6、报到控制
（表决之前都必须进行报

到未报到设备无法进行表决）

7、议题控制
（选择对应的议题进行标

语的显示、表决、评议、选举

的控制等）

（可选择性的进行话筒控

制、摄像控制、录音控制等操

作）

10、数据管理
          （对本次会议所生成的

资料进行备份）

8、人员资料
（可查询打印已到人员及

未到人员名单）

9、表决、选举、评议
（查询及打印表决、选举

及评议结果）

进入公信数字会议管理系统V5.0操作软件的主界面，界面内容一目了然，主要包括软件名

称、退出键及【会前准备】、【召开会议】、【会后处理】三大主要功能键，界面简洁、易于

操作。

会前准备主要是会议信息的录入，一个会议只保存所属会议的信息，其他会议的信息不

包括在本会议中。其功能包括：设备管理、会议管理等等。 

设置好信息后，开始开会，其功能包括：设备联机、IC卡读写、设备检测、会标显示、

议题显示、会议报到、补报销报、会议表决/评议/选举/评分/快选、结果显示等。

会议完毕，进入会后信息处理，其功能包括：会议信息保存/调用（保存该会议所有信

息，其他会议不能显示该会议信息）、代表信息管理、报到信息管理（名单统计、人员

查询、人数打印、报告打印等）、表决结果打印管理（表决、评议、选举、评分结果查

询打印）等。

软件主界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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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前准备

系统管理

在系统管理里面，用户可以对人员资料、背景图片、会场、皮肤、用户管理等进行设置。

人员资料

进入代表资料的设置界面，用户可自动添加和

录入人员资料的详细资料，如姓名、性别、职位、

座位号等，并可对各代表资料进行增加、删除、清

除等操作。

人员资料库适用于所有会议，一旦人员资料库

建立，以后开会前直接把人员添加到与会人员列表

即可，无需每个会议或日程都重新输入。

背景图片

进入背景图片的设置界面，用户可载入所需的

图片。背景图片适用于所有会议，一旦载入，以后

软件主界面都显示此图片,同样可以设置分屏的背景

图片。

会议管理

进入如下界面，用户可创建新的会议名称及相

关内容，也可直接从文件中附加已有的会议内容，

并对创建的会议进行编辑、修改、删除等操作。

设备管理

在此操作界面中，用户可搜索在线的设备，要

针对此会议所使用到的会议单元编号作登记，如无

登记，设备将无法使用。

会场设计

进入会场设计的设置界面，用户可新建新会场

或打开已存在的会场文件，还可以加载会场图片作

为背景图。

会场设计适用于所有会议，按照不同会议室的

布局建立好会场文件，在会议日程里调用即可。

主机或表决器转频（无线表决系统独有）

为避免其它设备使用与无线表决系统相同的频

段导致干扰，因此系统必须进行频段检测，无线表

决系统所使用的频段可根据会场实际情况进行转

换，以避开存在的干扰。

频偏校正（无线表决系统独有）

在表决器转频后或在使用表决器过程中信号接

收不好时需要进行频偏调整。

05 06

会议管理软件



摄像设置

在此操作界面中，用户可手动操作摄像机，例

如上、下、左、右移动，远近控制，位置调用与保

存等。此功能必须联机后才能正常使用。

与会人员

在此操作界面中，用户可以把参加会议的人员

名单从左边列表添加到右边列表即可。

议题议案

在此操作界面中，用户可以设置议题议案及相

关内容。

报到管理

用户可以把有表决权的表决器号码从左边列表

添加到右边列表，开会时就不需要重新报到就可以

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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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席预览

在此操作界面中，用户可以看到当前日程座

席的布局。

屏幕定制

用户可以设置屏幕显示的相关内容。可对界面

的文字字体，颜色，图片等进行编辑，也可以添加

或删除显示项目。

代表报到

适用于所有设备类型的报到。按键报到分为两

种：一种是倒计时报到，一种是动态报到。

系统另有对号插卡报到和不对号插卡报到两种

报到方式，在软件中作相应设置即可。

对迟到或早退的人员进行补报销报。

召开会议

会议管理软件

倒计时报到

动态报到

会议表决

对某个事项进行表决，可投“赞成”、“反

对”、“弃权”或“未按”票进行统计结果和显示

结果的过程。

会议表决可以分为“第一次按键有效表决”和

“最后一次按键有效表决”两种。

最后一次按键有效表决

 第一次按键有效表决

动态表决界面

 表决结果统计



会议选举

对多个候选人进行投票选举，与会代表可投“赞

成”、“弃权”、“反对”或“未按”票，系统统计结

果和显示结果的过程，即一个多选事项表决的过程，如

3选1，8选5等。

代表选举可以分为“第一次按键有效选举”和“最

后一次按键有效选举”两种。

第一次按键有效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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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评议

指对单个事项进行评议，与会代表可投“非常满意/非常称职”、“满意/称职”、“基本满意/基本称职”、

“不满意/不称职”或“未按”票。

代表表决可以分为“第一次按键有效评议”和“最后一次按键有效评议”两种。

动态评议界面                                                                                    评议结果统计

会议评分

评分只使用在无线表决系统中。它是指与会代表

对某个事项或某人进行评分，统计分数和显示结果的

过程。评分由“+”加分，“-”减分两种选择。

会议管理软件

快速M选N(N<M)

快速M选N只使用在BJ-W4无线表决系统和带

表决功能的会议讨论系统。它是指与会人员对M个

候选人同时投票，统计票数和显示结果的过程。

话筒控制

讨论过程中可以实时设置发言的参数，如发

言模式、申请发言人数、座席显示方式以及大屏

显示模式等等。

话筒控制界面

摄像控制

操作人员在操作界面上点击座位图标，摄像球

机即可跟踪到对应座位的位置。

会议录音

摄像控制界面

会议录音界面

 会后处理

人员资料

用户可自行设置打印内容，将实到人员、未到

人员、请假人员查询并作打印记录。

表决结果查询及打印

用户可以按照议题完成状态来查询要存档或

打印的议题。

数据管理

用户可选择需要备份的会议名称和会议日程，

对数据进行备份。

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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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7.0 数字会议管理系统

公信V7.0数字会议管理系统软件，基于网络化设计，功能更齐全、操作更简

单、界面更美观，能够轻松的实现智能化、人性化的现代化高效会议管理，适用于

Win7/Win8操作系统上使用。

系统特点

以大型会议中心为设计平台

本地配置Mysql数据库作为数据的存储，运行时连入DCS服务器，实现管理软件与服务器数据的实时交互。

同时通过管理软件配置好会议信息后，上传到服务器，可以实现系统的脱机操作，并通过主席终端控制会议进

程。

基于网络的模块化设计

本系统基于模块化设计，用户可根据实际使用需求配置相应的功能模块。全功能版本功能覆盖会议系统所

需的功能，定制版本可根据用户需求进行模块增减，如对于单讨论系统，管理软件可以单独提供摄像控制模

块。

设备管理功能

系统设备分为主席终端、代表终端、译员台等设备，通过软件可以对其这些设备进行集中管理。

人员资料的智能创建

对于单元编号不连续、杂乱造成人员资料创建困难的情况，可以根据搜索到的设备，一键完成人员资料的

创建。

摄像控制功能

实现单元预置位的设置；会场全景位的设置；单元预置批量初始化及批量上传。同时支持预置位导入、和

导出成excel文件存储，方便后续使用。

  

不报到直接表决

当选择了“不报到直接表决”的选项，实到人数以设备表的号码为准。

IC卡读写功能

通过IC卡读写模块，可以实现对IC卡的重新写号和读号功能。

语言切换功能

软件提供语言切换功能，当软件安装完毕开始启用时，选择对应的语言即可。

软件操作流程

选择对应的

会议及日程

㈠会前准备 ㈡召开会议 ㈢会后处理

2、设备管理
（连接服务器，把要进行

报到表决的设备搜索出来）

1、系统管理
（进行人员资料的编辑）

3、会议管理
（会议名称、会议日程、报到

人数及报到方式的建立）

4、议题议案
（建立表决、选举、评议

及讨论的议题，并设定表决方

式、显示方式）

5、与会人员
（需要从人员资料里面选

择本次会议的人员）

6、报到控制
（表决之前都必须进行报

到未报到设备无法进行表决）

7、议题控制
（选择对应的议题进行标

语的显示、表决、评议、选举

的控制等）

8、人员资料
（可查询已到人员及未到

人员名单并导出到Excel）

9、表决、选举、评议
（查询及导出表决、选举

及评议结果到Excel）

会议管理软件



进入公信智能会议管理系统的主界面，界面内容一目了然，主要包括软件名称、退出键及【会前

准备】、【召开会议】、【会后处理】三大主要功能键，界面简洁、大方、操作快捷。

功能介绍

会前准备主要是会议信息的录入，一个会议只保存所属会议的信息，其他会议的信息不包

括在本会议中。其功能包括：设备管理、会议管理等等。 

设置好信息后，开始开会，其功能包括：会议报到、会议表决/评议/快选、结果显示等。

会议完毕，进入会后信息处理，其功能包括：会议信息保存、代表信息管理、报到信息管

理（名单统计、人员查询、人数打印、报告打印等）、表决结果打印管理（表决、评议、

选举、评分结果查询打印）等。

软件主界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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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前准备

系统管理

人员资料

点击【人员资料】按钮，进入代表资料的设置

界面，用户可以根据在线的设备自动创建人员资料

的详细资料，如姓名、性别、职位、座位号等，并

可对各代表资料进行增加、删除、清除等操作。

摄像设置

点击【摄像设置】按钮，进入如下界面，用户

可手动操作摄像机，例如上、下、左、右移动，远

近控制，位置调用与保存等。

设备管理

在此界面中，用户可搜索在线的设备。

座席设置

会议准备

召开会议

会后处理

会议管理软件



会议管理

会议信息

点击【会议信息】，进入如下界面，用户可创

建新的会议名称及相关内容，并对创建的会议进行

编辑、修改、删除等操作。

议题议案

点击【议题议案】按钮，进入如下界面。用户

可以设置议题议案及相关内容。下面各图分别展示

的是标语、表决、讨论、文稿的创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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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人员

点击【与会人员】按钮，进入如下界面。用户

可以把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从左边列表添加到右边

列表。

屏幕定制

点击【会议管理/屏幕定制】按钮，进入如下界

面。用户可以设置屏幕显示的相关内容。可对界面

的文字字体，颜色，图片等进行编辑，也可以添加

或删除显示项目。

代表报到

点击【报到控制】进入报到管理模块。本系统支持三种报到方式：按键报到、对号插卡报到、不对号插卡

报到三种议题。

召开会议

补报销报报到结果

会议表决

对某个事项进行表决，代表单元可投“赞成”、“反对”、“弃权”票进行统计结果和显示结果的过程。

表决结果 表决饼形显示表决结果

会议管理软件

语言设置

点击【语言设置】，进入语言切换界面。在下

列表示中选择相应语言，点击【确定】完成语言切

换。

会议选举

对多个候选人进行投票选举，与会代表可投“赞

成”、“弃权”、“反对”或“未按”票，系统统计

结果和显示结果；对于快速选举事项，与会代表可在

单元终端上按“1”、“2”、“3”或“4”,“5”按

键表示对某个候选人进行选举，系统统计结果和显示

结果的过程。

选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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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评分

它是指与会代表对某个事项或某人进行评分，统

计分数和显示结果的过程。评分由“+”加分，

“—”减分两种选择。

会议文稿

文稿显示控制界面

讨论控制

申请发言模式

摄像机调整

会议录音

有三种发言模式可以选择：申请发言、顺

序发言和自由讨论。

评分界面

会议管理软件

摄像控制

人员资料

会后处理

表决结果

 会议评议

指对单个事项进行评议，与会代表可投“非常满

意”、“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票。 

大屏显示评议结果

会议录音



19 20

会议报到系统

♦ 报到工作站采用一体化（带触摸屏）、流线型设计，

   科技感强，符合人体工程学

 采用非接触式刷卡报到，避免由于机械接触读写而♦

   产生各种故障

 19英寸液晶大屏显示会议报到信息♦

 采用标准TCP/IP网络协议，支持多种联网方式♦

 报到快速准确♦

近距离报到系统 GX-4450 

产品特性

会议报到系统

近距离报到系统由报到工作站、报到卡、发卡器、报到软件和会议主控计算机、显示设备（大屏幕、投影仪、液

晶显示器等）、路由器、打印机等组成。与会人员使用报到卡在报到工作站上完成报到，报到情况通过显示设备进行

显示，应到会人员名单、实到会人员名单、未到会人员名单通过软件进行统计，并通过打印机、光盘等输出设备输出

备份保存。

适用卡类 

感应距离 

识别速度 

触摸屏（选配）

多媒体机柜

显示器（选配）

音        响

频        响

网络功能

电源电压

功        耗

工作环境温度

湿        度

尺寸（高×宽×厚）

 ID卡 

≤15cm 

<0.2秒 

19英寸表面声波式触摸屏，分辨率：4096*4096，单点触摸5000万次

以上，洛氏硬度7级 ；触摸点精度：0.625mm，耐久度：承受超过

60,000,000次以上的单点触摸

采用一体化设计，流线型设计、科技感强，符合人体工程学，外观辅

以豪华进口金属汽车烤漆、配备电源板座、喇叭等配件 

19英寸液晶显示器 

功率 2×4W 

20Hz~20KHz 

提供RJ45网络接头 

AC 220V±10% ，50Hz 

＜250W 

-40℃～70℃ 

40% ~ 80%（相对，非减压） 

145cm×52cm×35 cm

技术参数

表面处理 进口金属漆

系统连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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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及配线

充电箱 GX-60/60B

♦  智能化充电管理   

 独立的LED充电状态显示♦ 

 便携式铝箱设计，方便运输♦ 

 充电位采用防插反设计♦ 

电       源

容       量

充电时间

充电指示

尺寸(长×宽×高)

重       量

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AC100V~240V，50/60Hz

60个

2.5小时

LED指示灯

680mm×430mm×245mm

11 Kg  

0～45℃

-20~50℃

产品特性 基本功能

技术参数

♦ 充电箱为便携式铝箱设计，可用于设备充电，也可作为设

备包装箱；

♦ 每个充电箱可同时给60个同传接收单元/无线表决器充电；

♦ 充电箱内每个充电位的电源管理相对独立，当某同传接收

单元/无线表决器的电量下降到一定范围时，充电箱自动对

该设备进行充电，充满电后电源自动切断，防止过充或者

过放，有效保护电池，保证充电安全；

♦ 每个充电位带有独立的LED电量状态显示，以便工作人员了

解每个设备的充电情况；

♦ 充电时间为2.5小时；

♦ 充电位采用防插反设计；

♦ GX-60适用于红外同传接收单元的充电；

♦ GX-60B适用于TC-FSJ04/08/12/16无线同传接收单元、

BJ-W5无线表决器和BJ-W5I表决同传一体机的充电。

配件及配线

充电箱 GX-20S

♦ 充电箱为便携式铝箱设计，可用于设备充电，也可

作为设备包装箱；

♦ 每个充电箱可同时给20个同传接收单元充电；

♦ 充电箱内每个充电位的电源管理相对独立，防止过

充或者过放，有效保护电池，保证充电安全；

♦ 每个充电位带有独立的LED电量状态显示，以便工

作人员了解每个设备的充电情况；

♦ 充电时间为4小时；

♦ GX-20S适用于FS-FHSS无线同传接收单元的充

电。

♦ 智能化充电管理   

 独立的LED充电状态显示♦

 便携式铝箱设计，方便运输♦

电        源

容        量

充电指示

尺寸(长×宽×高)

重        量

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AC100V~240V，50/60Hz

20个

LED指示灯

590mm×300mm×180mm

6.65 Kg  

0～45℃

-20～50℃

充电箱 CHG-28

电       源

最高充电限制电压

功       率

充电时间

尺寸(长×宽×高)

重       量

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AC100V~240V，50/60Hz

4.2V

106W

3小时

490mm×320mm×67.5mm

6.3Kg（净重）/6.9 Kg （满载） 

0～45℃

-20~50℃

♦ 智能充电管理，确保充电过程更安全可靠，同时能

实时管理电池电量及充电电流，延长电池寿命；

♦ 充电电路采用独立模块化设计，具有电池自动检测

功能，不插入电池时，充电模块不工作；

♦ 最多可同时为28块电池充电；

♦ 红色/绿色LED灯指示充电状态；

♦ CHG-28充电箱适用于BJ-04-W台式无线表决系

统。

♦ 实时管理电池电量及充电电流

LED灯指示充电状态♦ 

电池防反插设计♦ 

具备充电触点短路保护♦ 

产品特性

基本功能

技术参数

产品特性

基本功能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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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线材及配件

T型连接线  8P-T3

颜色        黑

类型        8PS

接头        两公头、一母头

长度        约1.5+1.2米

备注：  一般每台讨论单元标配1条

电  �  源   
最高充电限制电压

功       率
充电时间

重     量
尺寸(长×宽×高) 
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AC100~240V，50/60Hz

4.2V

106W

3.5小时

6.7Kg（净重）/ 7.4 Kg （满载）

490mm×320mm×67.5mm

0~45℃

-20~50℃

充电箱 CHG-16

♦ 实时管理电池电量及充电电流

 LED灯指示充电状态♦

 电池防反插设计♦

 具备充电触点短路保护 ♦

♦ 智能充电管理，确保充电过程更安全可靠，同时能

实时管理电池电量及充电电流，延长电池寿命；

♦ 充电电路采用独立模块化设计，具有电池自动检测

功能，不插入电池时，充电模块不工作；

♦ 最多可同时为16块电池充电，充电时间为3.5小时；

♦ 红色/绿色LED灯指示充电状态 

技术参数

产品特性

基本功能

T型连接线  13P-T3

颜色        黑

类型        13PS

接头        两公头、一母头

长度        约1.5+1.2米

备注：  每台讨论单元标配1条

扩展线 8P2-01 

颜色        黑

类型        8P

接头        两公头

长度        1米

备注：  每台扩容主机FS-FHSS讨论系统及中

             继器标配1条

延长线
8PS-03/05/10/15/20/40

颜色        黑

类型        8PS

接头        一公头、一母头

长度        有5种规格，分别为3米、5米、10米、

               15米、20米、40米

备注：  按话筒数量及会场大小选配

串口线 RS-232-5

颜色        黑

类型        DB9

接头        两母头

长度        5米

备注：  适用于讨论系统及表决系统的主控机

配件及配线



延长线
13PS-03/05/10/15/20

颜色        黑

类型        13PS

接头        一公头、一母头

长度        有5种规格，分别为3米、5米、10米、

               15米、20米

备注：  按话筒数量及会场大小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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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同传接入点连接线      6P2-01

颜色            黑色

类型            6P2

接头            两公头

长度            约1.5米

备注：FS-FHSS同传系统标配1条

基础讨论终端连接线 6P2-1.5

颜色

类型

接头

长度

备注：每台DCS讨论终端配一条

延长线
6PS-03\05\10\15\20\40

颜色        黑

类型        6PS

接头        一公头、一母头

长度        有5种规格，分别为3米、5米、10米、

               15米、20米、40米

备注：每台服务器机配2条15米

            根据会场大小选配

黑

6P2

两公头、一母头

约1.5米

中继器

颜        色     黑色

类        型     RS-485中继器

接        口     8芯母座2个，13芯母座2个

尺        寸     110×64×38mm

外壳材质     铝

备注：  总线路长度大于50米时增中继器（一

般接在延长线后面或是总线的中间位置）

地插盒 GX-8&13S 

颜        色     金黄色

类        型     地插盒

接        口     8芯母座1个，13芯母座1个

面板尺寸     120×120mm

安装孔距     83.5mm

面板材质     铜

尺        寸     100×100×55mm

底盒材质     全金属

接触式IC报到卡 BL7442

每张卡有唯一序列号，为32位，有独立的一

组密码及访问控制，可以在软件设置不同的密

码，做到一张卡只能在指定的会议中使用。

数据保存期为10年，可改写10万次，读不限

次数。

尺        寸      85.6X54X0.8mm

工作温度      -20℃～50℃

接触式IC发卡器 SRD-U100

可对会议使用的IC卡进行读写资料，并设定密码。

   识别速度       <0.2秒

   接        口       USB

   安装方式       嵌入式 

配件及配线



同声传译系统配件及配线

包装箱 GX-48

类        型       手提铝箱

装载数量       一箱装48个接收单元

尺        寸       50×33×20cm

备注：亦适用于储存无线表决系统的表决单元

挂绳 RY-123

颜色       灰

长度       约40cm

备注：标配件,每台接收单元配一条

辐射板安装方向支架 UA-203 

规格        吊装壁挂两用

角度        可调节

备注：一般每台辐射板配一个

27 28

挂架 N3N1-S-21

规格        壁挂

角度        水平15°，垂直15°

承重       13.6Kg以下

备注：适用于WAP-30/WAP-30I壁挂安装

译员单元25P连接线3m/5m/10m

规格            25P一公一母线

长度            3m/5m/10m3种规格

接头            25针并口

备注：一般每台译员单元配一条3米，

            一条10米。

辐射板连接线75Ω-4-128

规格            75Ω-4-128网

长度            10m 

接头            BNC头

备注：一般每台辐射板配一条10米

数据HUB HUB-D045     

接头            1个公头，2个母头

功能           485信号放大作用

线材           约1.5米

备注： 选配件 

辐射板安装三脚支架 GX-315

规格            落地安装

高度            60-150cm

角度            水平

备注：选配件，亦用于BJ-W3无线表

            决系统的主控机

配件及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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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        色         黑嵌金属

类        型         单边单声道耳机

接        头         3.5mm

阻        抗         40Ω±10%

频响范围         7 Hz - 24KHz

电        压         0.4V

输入功率         8-50mW

失  真  率         <5%

灵  敏  度         L102dB±3dB

颜        色  �������黑

类        型  �������头戴双声道耳机

接        头  �������3.5mm

阻        抗  �������32Ω±15%

频响范围  �������20-20KHz

电        压  �������0.8V

输入功率  �������30-50mW

失  真  率  �������<5%

耳机

单挂耳机 TC-D1 

立体专声耳机 TC-D3

无线表决系统配件及配线

电源适配器  

颜        色       黑

电压输入       AC100V~240V，50/60Hz

电压输出      DC12V ，3A

备注：一般每台无线表决主控机配1个

信号检测天线 HAC-LX 

颜色         黑

高度         120mm

备注：每台无线表决主控机配1条

无线表决主控机天线  GX-88

颜        色          黑

高        度          880mm

连接线长度       4米

备注：每台无线表决主控机配1条

颜        色           黑

规        格           6xØ0.2

接        头           7针航空接头两个

连接线长度       20米

备注：每台中央控制器配4条

中央控制器延长线 7P-20 

配件及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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