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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组合配置

ATW-1311 双腰包发射系统        包含 : 
                                                            ATW-RC13, ATW-RU13 x 2, 
                                                            ATW-T1001 x 2

ATW-1322 双手持话筒系统        包含 : 
           ATW-RC13, ATW-RU13 x 2, 
                                                                          ATW-T1002 x 2

  

SYSTEM 10 PRO 整个系统
2.4 GHz ISM 频段
>109 dB ( A-加权)，典型
<0.05%  ( 典型值)
60 米 无干扰信号的开阔环境
0° C 至 +40° C（ 温度极低时电池性能会下降 ）
20 Hz 作频 20 kHz  取决于话筒类型
24 bit / 48 kHz
3.8 ms

ATW-RC13 接收机底座
XLR, 平衡: 0 dBV 
1/4" (6.3 mm), 非平衡: +6 dBV
100-240V AC ( 50/60 Hz ) 至 12V DC 0.5A  
电源开关模式，外置
209.8 mm 宽 x 44 mm 高 x 169.3 mm 深
940 g
RJ45 
RJ12
交流适配器；连接线；机架安装适配器；
连接板；橡胶脚垫

ATW-RU13 接收装置
多样系统（ 频率/时间/空间 ）
57 mm 宽 x 19 mm 高 x 77.6 mm 深
64 g
RJ45 
1/4" x 20 
天线；AT8690 RU13 支架座

射频输出功率
杂散发射
输入连接 

电池（未提供）
电池寿命
尺寸

净重（不含电池）

射频输出功率
杂散发射

电池（未提供）
电池寿命
尺寸

净重（不含电池）
附件 

射频输出功率
杂散发射
供电

电池
电池耗电 / 寿命

开关

尺寸
重量
附件

射频输出功率
杂散发射
供电

电池
电池耗电 / 寿命

开关

尺寸
重量
附件 

 

ATW-T1001 UniPak® 腰包发射器
10 mW
按国家法规
                  四针锁紧连接器 
                  针脚1： 接地， 针脚2： 乐器输入， 
                  针脚3： 话筒输入， 针脚4： 直流偏压 +9V
两枚 1.5V AA 型 5 号电池
>7 小时（ 碱性电池 ） 取决于电池类型和使用模式
70.2 mm 宽 x 107.0 mm 高 x 24.9 mm 深
100 g

ATW-T1002 手持发射器
10 mW
按国家法规
两枚 1.5V AA 型 5 号电池
>7 小时（ 碱性电池 ） 取决于电池类型和使用模式
长 254.8 mm，直径 50.0 mm
280 g
AT8456a Quiet-Flex™ 固定话筒夹

ATW-T1006 界面话筒发射器
10 mW
按国家法规
100-240V AC ( 50/60Hz ) 至 5V DC 0.5A 
USB 类型切换至外部供电模式
3.7V 可充电锂离子电池
9 小时 ( 充电时间： 4.5 小时 )
轻触式电容感应开关：
切换通话/静音、按着通话、按着静音；
低切滤波器：平直、低切；
增益控制： -6 dB, 0 dB, +6 dB
96.8 mm 宽 x 38.0 mm 高 x 122.8 mm 长
415 g
交流电适配器（ USB 型 ）；USB 线

ATW-T1007 底座发射器
10 mW
按国家法规
100-240V AC ( 50/60Hz ) 至 5V DC 0.5A 
USB类型切换至外部供电模式
3.7V 可充电锂离子电池
9 小时 ( 充电时间： 4.5 小时 )
轻触式电容感应开关：
切换通话/静音、按着通话、按着静音；
低切滤波器：平直、低切；
增益控制： -6 dB, 0 dB, +6 dB
96.8 mm 宽 x 38.0 mm 高 x 122.8 mm 长
415 g
交流电适配器（ USB 型 ）；USB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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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随地、无线传送 

现场演出 ( 固定安装 )
SYSTEM 10 PRO提供了一个坚如磐石又设置便捷的高保真数
字音频系统。在安装或使用时无需特别专业的技术知识。适
合如常驻演出的歌唱团、合唱乐队等固定安装的无线应用。

现场扩声 ( 流动演出 )
由于 SYSTEM 10 PRO可自动选择最好的频率工作，对于流动
的现场演出的确是绝佳选择。只须在新地点开启电源，即能
实现可靠的数字高保真无线应用。另外，其轻量级的系统将
便于装入行李箱中随行。

系统租用
SYSTEM 10 PRO的多功能和易操作的自动化性能，可作出租
使用。可在任何地方提供深得人心的无线应用，而无需聘请
特别技术的专家。

教育设施
高性价的 SYSTEM 10 PRO安装于多个系统时却只需较低的成
本。操作简单，即使一般教育者无需系统培训，也能得心应手
地使用。

典礼应用
易安装使用的 SYSTEM 10 PRO上的每一个接收装置都可对应
多个发射器，对付典礼、会堂等场合更是弹性自如。主持人佩
戴腰包和领夹话筒发射器，其外观上不影响场合的庄严性，
之后关上，再可转为手持话筒发射器使用。

会议室
其远程安装功能的 SYSTEM 10 PRO是会议场所理想的音响配
置。可将接收机底座安装在控制室的机架上，而接收装置远
程安装入会议室内，布局简洁却不减接收能力。此外，系统持
续在 2.4GHz频段中自动调整自身频率以避免干扰，并融入
WiFi网络环境，成为任一商务配置的可靠之选。

演讲者
辗转各地的演讲者往往需要一套既利于运输又易于设置使
用（毋需经过任何培训或具有特殊的专业技术知识），同时价
格也负担得起的数字式无线系统来提供可靠的高保真音响。
不同发射器的选择，可按需使用手持或领夹式腰包发射机。
SYSTEM 10 PRO能满足所有用户，其高性价比和轻巧度则适
于任何地方均能使用的无干扰数字无线技术。

2.4 GHZ 数字式高保真无线系统

工作频率
动态范围

总谐波失真
工作范围

工作温度范围
频率响应
音频取样

延迟

最大输出音电平

电源

尺寸
净重

远程接收器连接端子
链路连接

附件

接收系统
尺寸
净重

远程接收器连接端子
安装螺纹插件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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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方便
虽然 SYSTEM 10 PRO 是一个功能强大而专业的无线系统，但用户却无需任何技术培训便
能轻易操作，开箱即可使用。为系统添加发射器或接收机装置也很简单，仅遵照用户手册
的指示便可。 SYSTEM 10 PRO 能自动分配和改变频率，所以用户不用费神去了解可用频率
或如何设置。 这也大大利于打算出外使用系统的用户，他们不用担心各场地的频谱应用
问题。 

     不作模拟音频压扩
SYSTEM 10 PRO 提供全频宽的数字高保真音频。 在发射器和接收机的传送中并未作模
拟的压扩音频处理。 SYSTEM 10 PRO 全频宽的频率响应（20Hz-20kHz）可提供比 CD 更佳的 
24bit/48kHz 的音频质量。 

     一部接收装置可配对多个发射器
SYSTEM 10 PRO 能容许用户为每个接收机装置配对多个发射机（ 最多10个 ）。 这对于吉他
手和其他音乐演奏者在演奏多种乐器时特别管用， 他们可以为每一乐器连接一部已配对
的腰包发射器，仅依靠操作发射器开关电源便可实现切换。 此功能也可应用在不同的场
所，如教学大楼里的多个话筒发射器被用在不同的教室，而教室内只需一个接收机装置，
便可一个接一个地自动和多个话筒发射器配对使用。

AT8456a 
Quiet-Flex® 固定话筒夹

交流电适配器
 (USB 型)

交流电适配器
 (USB 型)

USB 线 USB 线

ATW-T1002 
单指向性手持式动圈发射器

ATW-T1006 
心形指向性界面话筒发射器

ATW-T1007 
底座发射器

AT8690 
RU13 支架座

天线

ATW-RU13 
接收装置

RJ12
链路连接线

机架安装适配器交流
适配器

橡胶
脚垫

附件

连接板

ATW-T1001 
UniPak® 腰包式发射器

系统组件
鐵三    SYSTEM 10 PRO机架安装式数字无线系统，
该系统被设计为具有绝对可靠的性能，同时设置
简单，声音效果自然清晰。

SYSTEM 10 PRO机架安装系统采用双接收机底座
和远程安装接收装置，可用于多种手持式、腰包式、
界面式和鹅颈底座式配置。 系统在 2.4GHz范围内
工作，不受电视和数字电视的干扰，操作极其简易，
可进行瞬时通道选择。 最多可作十通道同时使用，
而不会带来任何频率协调问题。

SYSTEM 10 PRO数字无线系统的每项配置都包
含有容纳两个接收装置的机架安装式接收机底
座 ATW-RC13。 根据配置的不同，系统还包含一台
或两台可接插于底座上或远程安装的接收装置
ATW-RU13、一个或两个手持式话筒或腰包式发射器
（ 或每种类型一个 ）。 一些配置还包含一个或两
个连接到腰包式发射器的领夹式话筒。 最多可使
用随附的 RJ12电缆连接五个底座（ 10台接收装
置 ），这样即可同时使用所有接收机，以提高多通
道系统的稳定性。

ATW-RU13接收装置除可安插于底座外，亦可通过
以太网电缆进行脱离机箱的远程安装 （ 距离远达
100m ），以加强操作范围。

整个 SYSTEM 10无线系列均通过频率分集、时间
分集、空间分集等三个不同方式提供 24bit/48kHz
的数字传送来确保通信畅通。在频率分集方面，以
两个动态分配的频率发送信号进行无干扰通信；
在时间分集方面，以两个时间隙重复发送信号，即
使其一组信号受干扰仍不会影响完整性；在空间
分集方面，每个发射器和接收机均同时使用两条
天线工作，确保最大程度的互补性。

     有别于传统无线系统的频段
近年，传统 UHF/VHF频谱出现拥挤甚至挤塞的状况，而世界各地的通讯部门亦开始回收
当前的电视波段频谱重新整理，这个过程可能会使原本紧张的频谱更挤塞。 为了应对上
述问题，我们设计的 SYSTEM 10无线系统转投向 2.4GHz频段。 全球已将这频段作为开放
频率。另一方面，此频段亦有助于提高无线话筒的表现。 这些无线话筒系统都具有多通
道的功能，同时具有避免干扰的能力，输出高质量的音频和容易设置等优点。

     使用 2.4GHz 的 WiFi 频段可行吗？
虽然在 2.4GHz的频段范围内，确实有很多其他的设备在操作，如 WiFi无线网络、蓝牙通
讯等。但 SYSTEM 10 能以内部的捷变系统，不断检测与调整频率来规避干扰。SYSTEM 10
的两个接收机和发射装置实为收发器，彼此不断通信，并互动地自动改变频率，使系统保
持于一档空置的 2.4GHz频段区域以避免干扰。 

     三个层次的分集式保障
整个 SYSTEM 10系列产品（ 包括 SYSTEM 10 PRO ）均提供三个层次的分集式保障： 频率分
集、时间分集和空间分集。频率分集是以两组频率发射相同信息，并会连续性地以动态
寻找备用频点，系统会连续监测频谱，当其中一组频率出现干扰时即刻更改到另一频率。
时间分集则将数字信号以多段式“时间缝”传送，尽量避免间段式的干扰。空间分集是在
发射器和接收机均使用两根天线，尽量减少由环境因素引起掉频问题。 

电源 /静音 /电池 LED灯指示状态。
设有系统 ID显示器。
配有电池盒锁盖，以防盖门意外
松开。
无缝无干扰的自动频率选择操作。
可选配各款 A-T Wireless Essentials®

话筒和电缆配置使用。

通过 SMA连接器互成“ V ”角度实现连接。
与接收机状态同步 LED指示：
－熄灭： 表示接收机电源未打开
－缓慢闪烁： 表示未配对
－快速闪烁： 表示配对中
－绿灯稳定点亮： 表示配对成功
可抬起支座释放销将接收装置释放出来。

可通过以太网电缆进行脱离机体的远程安装（ 距离远达 100m ）。
通过频率、时间、空间分集等三方面的多样性保障。
无缝无干扰的自动频率选择操作。
操作非常容易，能作瞬时通道选择、同步和设置。
最先进可靠的数字接收机性能。
设有平衡式 XLR和非平衡 6.3mm输出插座带电平控制。

发射器上设有电源／电池／静音
状态 LED指示灯。
系统 ID显示器同步指示。
无缝无干扰的自动频率选择操作。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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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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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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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与任何 SYSTEM 10或 SYSTEM 10 PRO数字无线接收器配接使用。
设有 3针卡农母头插座，用以快速连接鹅颈式话筒使用，适用于带完整 3
针 XLRM型输出接头的动圈式或幻象供电的电容式鹅颈话筒使用。
设有增益控制，可设定三段式输入增益电平：
-6 dB (为较大的语音 )，0 dB and +6 dB (为较小的语音 ) 。
用户开关按钮可以设置为按下切换通话 /静音、按着通话或按着静音模式。
设有低切开关，可打开或关闭低切滤波器。在前方用户开关按钮上及机身
后方，均配两个 LED红 /绿指示灯，用于显示电源 开 /关、静音 /通话、电
量低 /充电的状态和可充电的 3.7V锂离子电池。
机身底部设有系统 ID显示器。

可与任何 SYSTEM 10或 SYSTEM 10 PRO数字无线接收器配接使用。
用户开关按钮可以设置为按下切换通话 /静音、按着通话或按着静音模式。
设有增益控制，可设定三段式输入增益电平：
-6 dB (为较大的语音 )，0 dB and +6 dB (为较小的语音 ) 。
在前方用户开关按钮上及机身后方，均配有两个 LED红 /绿指示灯，用于
显示电源开 /关、静音 /通话、电量低 /充电的状态。
设有低切开关，可打开或关闭低切滤波器。
机身底部设有系统 ID显示器。
无缝无干扰的自动频率选择操作。

     收发器
所有的 SYSTEM 10 PRO 接收机装置实则为收发器工作，同时发送与接收信号。 换言之，两
者间不断交流联系。 这一设置能令系统在需要时可相互改变频率。 

     与现有系统的更佳配合
SYSTEM 10 PRO 持续于 2.4 GHz 频段中，并能自动调整自身频率以避免干扰。 工作状态极其
稳定清晰，并可融入 WiFi 网络的环境。另外，由于 SYSTEM 10 PRO 不会与 UHF/VHF 频段的无
线设置造成任何互调或干扰，也非常适合添加在现有 UHF/VHF 频段无线设置以外作额外
通道，而无须对现有设置作重新分配。

     高效的机架空间
高集成设计的 SYSTEM 10 PRO 能在单一机架空间（19”1U）上容纳多达四通道的接收装置。
每个 SYSTEM 10 PRO 双通道底座只占用半个机架空间，并附以安装支架单独使用，亦可利
用附带的连接板将两底座接合成为单一的机架，以提供极具效率的多通道安装。 

与 众 不 同 的

ATW-RC13 
接收机底座

前面板

后面板

背面 背面

ATW-T1007与鐵三    鹅颈话筒
ES935ML配置使用

底面正面 正面 底面

2.4 GHZ 数字式高保真无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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