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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得胜电子有限公司
无线麦克风系统

WIRELESS MICROPHONE SYSTEM 

X7HP/HH/PP

用户手册



包装清单

接收机                                一台               手持式麦克风                          一支

腰挂式麦克风                     一支              头戴麦克风                              一个

领夹麦克风                         一个              音频传输线                              一条                    

电源适配器

(DC12V/500mA)            一个               调试笔                                     一支

天线                                     两支               1.5V电池                                四节              

使用手册                            一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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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7HP

接收机                               一台                手持式麦克风                          两支

音频传输线                        一条              

电源适配器

(DC12V/500mA)            一个               天线                                        两支              

1.5V电池                           四节               使用手册                                一份

X7HH

接收机                                一台               腰挂式麦克风                          两支              

头戴麦克风                         两个              领夹麦克风                              两个              

音频传输线                         一条              

电源适配器

(DC12V/500mA)            一个               调试笔                                     一支

天线                                    两支              1.5V电池                                 四节              

使用手册                            一份

X7PP



频率范围：740 790MHz                                调制方式：宽带FM

可调范围：50MHz                                            信道数量：200

信道间隔：250KHz                                           频率稳定度：±0.005%以内

动态范围：100dB                                             峰值频偏：±45KHz

音频响应：80Hz～18KHz(±3dB)                   综合信噪比：>105dB

综合失真：≤0.5%                                            工作温度：-10℃～+40℃
         有效距离:    米(空旷)    

～

系统指标:

技术参数

接收机指标：

接收机方式：二次变频超外差                            中频频率：一中频：110MHz

天线接口：TNC/50Ω                                                          二中频: 10.7MHz

灵敏度：12 dBμV (80dB S/N)                        杂散抑制：≥75dB                                            

峰值输出电平：+10 dBV

发射器指标：

杂散抑制：- dB                                             供电方式： 3 V (2节1.5 )                         40 V电池

使用时间：大于6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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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

           性液体，否则将损伤表面加工层。

电源：确保电源在使用要求的范围，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工作。发射器装入电池时，

           切勿将电池装反，否则可能损坏机器。

维修：若本机有故障或性能下降，请不要自行拆卸外壳进行维修，以免触电或严重

           损坏机器，并失去保修权。请联系当地经销商或本公司售后服务部，我们将

           竭诚为您服务。

附件：请使用制造商提供的附件或认可的附件产品，以便发挥理想的性能。

保修：本机未含可改装部分，请勿自行拆开改装，否则将失去保修权利。

清洁前必须把电源插头拔下，并使用湿布清洁。不得使用任何清洁剂或溶解

使用、保存!
    不要把本机放在高度潮湿，强电磁场，强阳光直射，高温等环境下使

    用或存放，若长时间停用应把接收机电源拔下，发射器电池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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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安全须知

    只能使用本机提供的电源适配器，并且确认接入电源电压是否与适配器要求一致，若使用

    其它规格的电源适配器，可能会损坏本机。

    本机外置的电源适配器使用220VAC电源电压，使用其它电压会引起火灾和故障。

    请勿将本机放在高温、潮湿、灰尘多的地点及碰到液体物质，以免造成故障。

    请勿碰撞、抛掷、振动本机，以免损坏本机。

    不要将接收机、发射器及电源适配器打开、触摸、改动; 若机器出现故障，请联系当地代

    理商或我司售后服务部。

    在使用过程中，若发现有异常: 如冒烟、异味等，请立即拔掉电源适配器，并将产品

    送检修。

 

 

  

  

     装入电池时，不可将电池正负极颠倒，长时间不使用本机时，请将电池从发射器中取出。

     严禁使用外壳绝缘材料破损的电池，否则可能引起短路。

● 长时间离开正在工作的本机，请关掉本机电源，并将电源适配器拔下。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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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的使用和安全须知

1. 过高或过低的温度都会影响电池的充电效果，请将电池充电的环境温度保持在0-45℃

2. 请不要擅自将此电池挪作其它用途，更不要将电池掷入火中或水中

3. 电池属于易耗品，不在保修范围之内，更换电池时，请使用厂家电池

4. 请注意不要使电池发生短路（避免与项链、钥匙、发夹、导线等金属物放置在一起），

    也不要使用其它充电器或已受损电池

5. 请正确处理废弃电池，不要将其直接投入垃圾桶

6. 不要让儿童接触电池，并将电池当做玩具

7. 不要捶打、抛掷电池，避免猛烈撞击电池

故障现象/故障原因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如果出现的故障不包含在上表，切勿自行

拆开修理，请联系厂家或当地经销商!

                              

                                    

                       

                            

                                                                  

                                                           

                               

                       接收机天线安装不当，周围有强电磁

                       干扰           

                                                               

发射器、接收机无指示 发射器电池耗尽，接收机电源未接好

接收机无射频信号  收发不同频或 接收范围超出

有射频信号，但无音频信号 发射器开关在中间档静音状态

音频信号背景噪声太大 接收输出电平低.也许有干扰信号

音频信号失真             发射器调制频偏过大. 接收机输出电

平过高

使用距离较短，信号不稳定



      欢迎使用TAKSTAR无线麦克风产品，该产品综合应用RF射频和电声处理技术设计，

为用户提供更稳定可靠的使用效果。此款麦克风非常适用于校园广播、户外远距离等场

合。在使用之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以便能正确的操作，发挥该产品的优良效果。

尊敬的用户：

 采用UHF 宽频道设计，预编程 可选信道，抗干扰能力强。

●  采用二次变频接收技术，具有较强的信号接收能力，无线使用距离可达500米。

● 应用DPLL 射频稳定技术，频率精密、工作稳定可靠。

●  采用专业音频压缩-扩展技术，噪音小，尾音小，动态范围更大。

●  音码调制锁定功能，能够更好地避开干扰和消除开关机冲击噪声。

●  具有独立的输出(XLR)和混合(6.35mm)输出， 方便连接音频处理、功放设备。

● 200个

产品特性

接收机功能和操作方法

正面板：

(1) (2) (3) (4)(5)(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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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音量调节按钮：调节输出音量的大小。开机前，发射器暂勿打开，先将接收机音量

                               调小，然后按接收机电源开关(4)。

(2) 数码显示：显示对频工作状态、频道。电源导通后，显示接收机频道、自动对频状

                        态。

(3) 红外对频窗口：配合SET键，将频道参数传至发射器。在未开发射器的情况下，应

                               观察辅助栏显示的RF和AF指示，若有强的干扰，应调换频道避开

                               干扰点。打开发射器电源后，对应频道的RF指示灯亮，将接收机音

                               量调整到适当的大小，然后对麦克风发音，接收机AF指示灯对应麦

                               克风音量大小点亮。如果没有声音输出和指示灯不亮，表示此系统

                              工作不正常，必须检修。

数码显示面板操作说明

ACT

A B

1． LED 数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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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ED 电平显示：显示 信号

② LED射频电平显示：显示接收信号

③ 信道菜单显示：LED数码管，显示当前工作信道

音频 音频

2． LED 面板操作说明

A.信道调整:

信道调整在初始界面下，点按

已调整到需要使用的频率时，屏幕窗口处于闪烁状态，此时点按设置键“SET”确认，

屏幕窗口停止闪烁，信道调整成功。(注意：点按设置键“SET”确认，如果信道自动

跳至别的信道，证明此信道有干扰，需要重新更换信道）

或长按“▲”键与“▼”键可调整当前使用的信道，当

B.红外对频操作

在初始界面下选定使用信道后，打开发射机电源，将发射机上的红外接收窗口“IR”

与接收机上的红外发射窗口“ACT”成直线相对(对频距离可选择在5cm-30cm之间),

此时点按“SET”键，屏幕窗口对频界面后显示对频搜索信息，对频成功后将自动跳

转至频率信道显示界面并且RF电平指示LED灯亮。如对频失败则显示初始界面，此时

点按“SET”键可继续对频，直至对频成功。

  

调校注意

● 正确的调整发射器音频灵敏度非常重要，太高的灵敏度将会引起过调制而产生信号失真，

     太低的灵敏度使调制度不够，将会降低信噪比。手持发射器（麦克风）出厂时已根据所

     配的音头将灵敏度调整到适当电平，无需用户调整。

● 若多套机器在同一空间使用，请尽量避免让各个接收机重叠在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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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板：

(6) 电源插座：连接12V DC 电源至输入插座；插座的中心电极连接正电压。（注意：

                       必须使用标配电源适配器。)

(7) 天线连接座：连接外置天线，增加使用距离。接收机采用1/4波长天线。操作时，使

                         天线与主机成90度角，且天线离墙体（特别是金属体）应有0.5m距离。

                         为达到更远的距离，建议使用外置增益天线。(注意：接收范围和很多因

                         素相关，若在传输方向无大型金属件阻挡，可获得更好的传输效果。) 

(8)音频平衡输出：采用“XLR”型插座，两通道信号分别输出；接收机输出与下一级

                              需要连接的音频设备距离较远时，建议使用此输出端口，以消除外界

                              噪声干扰。

(9)音频非平衡输出：采用“P”型插座，两通道混合信号总输出。

注意：在同一地点如何正确使用多套无线麦克风

A：首先应选用无互调的调频配置，在50MHz带宽内，通常可以同时使用12只发射器，

     若需要使用更多套无线麦克风，需要配置其它频段机型。

B：多套发射器共同使用时，各发射器至少相隔20cm，以免互相干扰。

(6) (7) (8) (9)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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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源开关键：长按此键3秒开启关闭机内的电源供电；电源开关打开时，LED显示屏

                           亮。

(5) 功能按键：用于频率调整、对频等操作。按中间键 "SET" 选择菜单及设置确认：按

                        "    "  "    "  键对当前频道进行调整，再按 "SET" 键设置就可生效；长按

                        "    "  "    "  键可快速步进选择频道；直接按 "SET" 键，接收机进行红外

                        对频信号的发送。长按中间键 " SET "，进入功能按键锁定状态，再长按

                        中间键 " SET " 可解锁。

▲ ▼

▲ ▼

手持麦克风

(10) 电源开关键

(11) 红外对频窗口：配合接收机SET键，将频道参数传至发射器

(12) 防滑网头模组

(13) 尾管防震橡胶

腰挂发射器

(14) 音频输入连接座

(15) 电源/静音开关：长按开关"电源"打开，显示屏显示。在开机状态时，短按此键可实现

        静音功能。

(16) 状态指示灯：当发射机处于开机状态时亮绿灯，表示电池电量正常；当机子处于"AF 

        MUTE "音频静音状态时绿灯闪烁；如果指示灯一直亮红灯，表示电池快没电，需要

        更换电池。

(17) 腰夹：便于将迷你麦克风固定于腰带。

(18) 电池盖：按住电池仓两边的按钮往外拉可打开电池仓，

        按电池极性标识装入AA电池两节。

   

     (19) 发射天线：为1/4 波长鞭状发射天线

     (20) 本体：装配主机板及其配件

     (21) 液晶面板：显示当前工作频道、电池电量及静音状态

     (22) 发射音频衰减开关

     (23) 电池仓：装2 节AA 电池

     (24) 音频增益调整：可增大或减小音量

     (25) 红外对频窗口：配合接收机SET键，将频道参数

             传至发射器

     
(10)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5)
(24)

(11) (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