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TRALINK
ULM202USB/ULM200USB
High-Performance 2.4 GHz Digital Wireless
System with 2 Handheld Microphones and
Dual-Mode USB Receiver

V 6.0

ULM202USB/ULM200USB
连接应用

XENYX QX2442USB

B115MP3

Laptop

ULM202USB/ULM200USB 控制
: ULM200M
: ULM200D

(1)

(4)

(5)

(2)(3)

ULM200USB/ULM202USB 控制
1. POWER/STATUS 指示灯
2. ▼ VOLUME 按钮 （静音 / 降低音量）
3. ▲ VOLUME 按钮 （打开电源 / 解除静音 / 升高音量
4. USB 连接器
5.

无线连接状态指示灯

ULM200USB/ULM202USB 使用
1. 连接 ULM200D 无线接收器到 “WIRELESS ONLY!” 具有专
用无线 USB 接口的 Behringer 调音台, 有源扬声器或其
它兼容产品, 或电脑的 USB 端口。
2. 按住 ULM200M 无线话筒的 ▲ 按钮无线连接
ULM200D 接收器。 在连接过程中, 话筒上的指示灯
缓慢闪烁, 一旦连接, 指示灯常亮。 如果 ULM200M
无线话筒不能连接接收器, 话筒在 10 秒钟后会自动
关闭电源。

3.

一旦连接成功, ULM200M 话筒被设置成中等音量,
可使用 ▲ 和 ▼ 按钮调节音量。

4.

长按 ▼ 按钮将使 ULM200M 话筒静音。 静音状态由
快速闪烁的指示灯指示。 如果用户在 60 秒内不解除
静音, ULM200M 话筒会自动关闭电源以节约电池寿命。

5.

短按 ▲ 按钮将 ULM200M 话筒解除静音。 如果
ULM200M 话筒在静音超过 10 秒后解除静音, 它将返
回到之前的音量电平, 如果在 10 秒内解除静音, 它将
被设置成最低音量电平。

6.

拔下 ULM200D 无线接收器关闭电源。 拔下 ULM200D
无线接收器 10 秒后 ULM200M 无线话筒关闭电源。

7.

当 ULM200M 无线话筒上的指示灯有规律的短暂闪烁
时表明电池电量过低。

8.

如果 ULM200M 无线话筒未能与 ULM200D 无线接收器
配对, 在电源关闭状态下同时按 ▲ 和 ▼ 按钮且
将话筒移动到离 ULM200D 无线接收器 10 cm (4 英寸）
内的位置即可将话筒重新配对。 在配对过程中话筒的
指示灯缓慢闪烁, 一旦连接成功, 指示灯常亮。 如果
ULM200M 无线话筒未能与接收器配对, 它在 10 秒后
会自动关闭电源。

技术参数
射频输出
工作范围
动态范围
等效输入噪声
频率响应
（无线链接）
采样率
解析度
编码方式

<20 dBm （100 毫瓦）
120 m （视线）*
92 dB， A 加权**
-112 单位
20 Hz - 20 kHz，
±1 分贝**
48 kHz 的
24 位
232 kbps SLAC （略）
有损音频编解码器）

潜伏
射频频率

USB 电流消耗
电池类型

14.5 小姐
2.4 GHz ISM 频段
（2406 MHz-2474 MHz），
18 个频道
70 毫安 @ 5 VDC
2 个 AA （LR6） 		
碱性电池

电池寿命
尺寸 （宽 x 深 x 高）

30 小时
45.7 x 45.7 x 243.8 毫米
（1.8 x 1.8 x 9.6 英寸）

重量

ULM200USB
ULM202USB

0.2 公斤 （0.4 磅）
0.4 公斤 （0.9 磅）

*可达到的范围取决于附近的射频干扰源和/或视线障碍。
**从模拟输入到模拟输出进行测量， 单位增益操作， 不进行无线
压缩。

法律声明
对于任何因在此说明书提到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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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和外观若有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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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条款
有关音乐集团保修的适用条款及其它
相关信息, 请登陆 musictribe.com/warranty
网站查看完整的详细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