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00 Series
ATW-5000 UHF频段  捷变频分集式无线系统

5000 系列无线系统，一向为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演出者和广场机构提供了广受
好评的音频质量和久经考验的耐用性。第三代的 ATW-5000 系列，会再接再励，
继续为提供最高品质的目标进发。

天线系统选配件

ATW-DA2214 
UHF 天线分配系统
ATW-DA2214 分配器能提供一个高值的输出3阶
截获点  (OIP3) 参数  (达 +37 dBm)，能以最大程度
地防止互调干扰。

技术指标
天线输入电源（可开关） 12V DC, 300 mA (每端子)
直流供电 直流 18 V 3.3A

增益 +1.0dB 典型 (在指定频宽内)
输入 2 x 2 个天线输入(内置天线汇合)
OIP3 +37dBm 典型 (在指定频宽内)
输出 2 x ( 4 个分配输出 + 1 个串联输出 ) - BNC 母头
频率范围 470 ~ 990 MHz

主电源 交流 100~240V (50/60 Hz) 转 直流 18V 3.3A (中心正极)
 开关式外置供电器

ATW-49CB 
有源天线汇合器套件(一双装)

技术指标 ATW-49CB ATW-49SP
工作情况 2 路有源输入汇合器 2 路有源天线分线器
频率范围 440 MHz ~ 900 MHz 440 MHz ~ 900 MHz

电压驻波比 < 1.7:1 (在指定频宽内) < 1.7:1 (在指定频宽内)
增益 0 dB 典型 (在指定频宽内) 0 dB 典型 (在指定频宽内)
阻抗 50 Ω, 典型 (在指定频宽内) 50 Ω, 典型 (在指定频宽内)
端子 3 - BNC 母头 3 - BNC 母头
重量 51 克 51 克
尺寸 61 mm 宽 x 47 mm 长 x 23 mm 高 61 mm 宽 x 47 mm 长 x 23 mm 高
供电输入 直流 5-14V 直流 5-14V

消耗电流 30 mA 于 直流 12V 30 mA 于 直流 12V

导通电流 120 mA (两输入端最大值) 100 mA

ATW-49SP 
有源天线分线器套件(一双装)

ATW-A49 
UHF 宽带LPDA天线(一双装)

最大输入功率

技术指标
天线类型 对数周期偶极子 (LPDA)
频率范围 440 MHz ~ 900 MHz

增益 6dB 典型
阻抗 50 Ω 典型
电压驻波比 < 1.7:1 

指向性 椭圆形,  - 90°,  典型
极性 垂直 (于垂直安装)

导波器段数 9 段
最大输入功率 無指定 (仅用作接收天线)
连接端子 固定式直角 BNC 母座
重量 每天线 326 克
尺寸 268 mm 长 x 285 mm 高 x 25 mm 宽
材料 玻离钢及铜膜镀层

以上资料会因产品改良而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ATW-A410P 
UHF 供电宽频天线(单个装)

技术指标
增益 -10 dB / 0 dB / +6 dB / +12 dB

OIP3 >30dBm 典型 (在指定频宽内)
端子 BNC 母座
频率范围 470 MHz ~ 990 MHz

工作温度范围 -10°C ~ 50°C

尺寸 175 mm x 175 mm x 50 mm

 (不含安装托架)

重量 390 克 (不含安装托架)
標配 安装托架 、 螺丝
阻抗 50 Ω, 典型 (在指定频宽内)
消耗电流 60mA

ATW-B80WB 
宽频带同轴式天线增益器
(一双装)

技术指标
端子 BNC-J (输入) 、 BNC-J (输出)
供电输入 直流 12 V

频率范围 470 ~ 990 MHz

阻抗 50 Ω

消耗电流 60mA

增益 红灯 +12 dB 、 绿灯 +6 dB

7.5RG58BNC 
7.5米 RG58天线导线

20RG8BNC 
20米 RG8天线导线

30RG8BNC 
30米 RG8天线导线

50RG8BNC 
50米 RG8天线导线



5000 Series

Dante® cH

UHF频段  捷变频分集式无线系统

全方位的调谐带宽
为了在不断拥挤的射频环境中实现最大的通用性，双通道接收机分别提供 230 MHz 或 120 MHz 的调谐带宽（取
决于频段）。而两种发射机（ATW-T5202 和 ATW-T5201）亦具有 120 MHz 的调谐带宽，并且可在不同的频率范围
内使用，以便完全覆盖接收机的带宽范围。能让用户可以设置具有更多通道数目的系统，同时在不同地区使用时
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可以配合到任何地区的开放频谱。

双重压扩器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音频质量
特别为专业巡回演出、体育场馆、音乐厅、音乐节和其他高要求的音频环境而设计，鐵三角的5000系列提供了更
高质量的现场演出无线收音，其双重压扩电路可分别处理高频和低频段音频，从而达到无与伦比的频率响应和
动态范围。

特别为专业人士而设计
体积更细小的盒式发射机-64 mm × 70 mm × 17 mm；坚固耐用而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全金属机体；带隐藏式轻触控
制件，和可确保更牢固连接的新设计cH型连接端子等等，以上都只是其中一些满足专业用户需求的功能。

多通道使用数量
天线端子的级联输出最多可串联连接8台接收机，从而使一双天线可配置给16组无线通道。

cH型螺旋式
接器，用于牢固连
接到鐵三角的
领夹式和头戴式话
筒或连接缆。

ATW-R5220DAN
接收机（带Dante®输出）

ATW-R5220
接收机

5000 系列
工作频率 接收机: DG1频段: 470.125 ~ 699.875 MHz 
 
 

发射机: DE1频段: 470.125 ~ 590.000 MHz 

 
EG1频段: 580.000 ~ 699.875 MHz 

最小频率间隔 25 kHz

调制模式 FM

工作距离 100 米

ATW-R5220/ATW-R5220DAN
接收系统 真分集

镜像抑制 80 dB 正常

射频灵敏度 信噪比 60 dBA 时 18 dBuV (50Ω 终端)

最大输出电平 XLR, 平衡, +18 dBV

耳机输出 6.3 mm TRS 立体声 180 mW, 典型

天线输入 BNC型 50Ω, 直流 12 V, 150 mA (组合式)

ATW-T5201
频率响应 23 ~ 16,300 Hz 

动态范围 话筒输入: >120 dB (A-计权), 典型
 乐器输入: >107 dB (A-计权), 典型

输入连接 cH型螺旋式 4针连接器

杂散发射 遵守联邦和国家法规

最大频偏 ±40 kHz (总谐波失真:10%)

总谐波失真 <1.0 % (1 kHz时, 频偏±17.5 kHz)

射频输出功率 高: 50 mW, 中: 10 mW, 低: 2 mW, 50Ω 时 (可切换) 

电池寿命 高: 7 小时, 中: 9 小时, 低: 10.5 小时 (碱性电池) 

尺寸 64 mm × 70 mm × 17 mm (宽 × 深 × 高)

重量 约 92 克

ATW-T5202
频率响应 33 ~ 16,300 Hz 取决于连接收音头

动态范围 >116 dB (A-计权), 典型

收音头 ATW-C5400 / C6100 / C980 (特别选配 ATW-C3300 / C4100)

杂散发射 遵守联邦和国家法规

最大频偏 ±40 kHz (总谐波失真:10%)

总谐波失真 <1.0 % (1 kHz时, 频偏±17.5 kHz)

射频输出功率 高: 50 mW, 中: 10 mW, 低: 2 mW, 50Ω 时 (可切换) 

电池寿命 高: 6.5 小时, 中: 8 小时, 低: 9.5 小时 (碱性电池) 

尺寸 193 mm 长, 37 mm 最大直径

重量 200 克

机背

机背

ATW-T5201
盒式发射机

可互换式收音头 (IMC)

ATW-T5202
手持式发射机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