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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等待專利許可的獨特「可以發言」指示燈號

u 可確保快速安裝與重新設置的隨插即用功能

u 精簡、吸引人目光的人體工學設計

u 可輕鬆設置為與會者裝置或主席裝置

u 對於行動電話干擾具有耐受性

會議裝置會以菊鍊設置方式連接到 CCS 1000 D 數位會議

系統的控制裝置 (CCSD‑CU 或 CCSD‑CURD)。其隨插即用

功能可讓會議裝置視需要輕鬆連接到系統以及從系統卸除。

不需要關閉電源或重新啟動系統，如此可確保快速安裝和重

新設置。

與會者可以對麥克風說話及透過內建揚聲器或 (選購) 耳機聆

聽會議過程來參與會議討論。

功能

「可以發言」指示
麥克風按鈕上方的白色「可以發言」指示燈號會指示麥克風

何時可以啟用。

「請求發言」指示
麥克風按鈕上方及麥克風頭的綠色「請求發言」指示燈號會

指示何時已將發言請求加入到等候清單中。當發言請求列在

等候清單中的第一位時，指示燈號會閃爍綠色。

具有彈性柄的麥克風
具有彈性柄的固定式麥克風可以輕鬆調整來配合使用者的需

求。

包含音量控制的內建揚聲器
為了確保最佳清晰度，所有會議裝置的揚聲器音量都是從控

制裝置集中控管。

面對面的會議感受
同時啟用揚聲器和麥克風，進而實現真正面對面的會議感

受。

耳機插孔
內建 3.5 公釐 (0.14 吋) 立體聲耳機插座可清楚聽到發言，

即便是在背景噪音過大的環境中。

耳機內建音量控制
為了擁有最高舒適性，您可以透過會議裝置側邊的旋轉撥輪

調整耳機音量。若要防止耳機的聲反饋傳到麥克風，可以將

網頁瀏覽器介面應用程式中的選項設定為在麥克風啟用時自

動降低耳機音量。

GSM 電磁耐受性
對行動電話干擾的耐受性可確保清晰且不中斷的會議討論。

可設置為與會者裝置或主席裝置
此會議裝置可以快速設置為主席裝置，好讓某個使用者在會

議中擔任主席的角色，不需要重新啟動系統。在會議期間，

主席可以按住優先按鈕來否決所有與會者麥克風。響起提示

音是為了宣布主席即將發言。

控制項和指示燈
• 麥克風按鈕

• 麥克風按鈕上方有色碼的 LED 指示燈號可顯示以下狀態：

麥克風開啟、請求發言及可以發言。

• 麥克風頭的光環指示燈號

• 裝置側邊的旋轉撥輪可用來調整耳機音量



• 裝置底部的隱藏式初始化按鈕可用來重新指派網路位址

• 裝置底部的隱藏式滑動式開關可將此裝置設置為與會者裝置

或主席裝置

• 僅限主席的設置 – 個別麥克風按鈕和「優先按鈕」

連接
• 1 個 6 極圓形母接頭 (包含纜線閉鎖卡槽) – 可循環連接會

議裝置

• 裝置側邊有 1 個 3.5 公釐 (0.14 吋) 立體聲耳機插座

• 1 條包含 6 極圓形公接頭的 2 公尺 (78.7 吋) 纜線，隨附

纜線鎖

認證與核准

EU CE、WEEE

美國 FCC

加拿大 ICES-003

KR KCC

澳大利亞/紐西蘭 RCM

RU/KZ/BY EAC

中國 中國 RoHS

SA SASO

地區 符合法規/品質標章

歐洲 CE DECL_EC_CCSD-DL

安裝/設置注意事項

所有會議裝置在出貨時都有與會者的麥克風按鈕，這些按鈕

可輕鬆更換為一組主席按鈕。CCS 1000 D 數位會議系統的

每一個控制裝置都隨附兩組主席按鈕以及移除這些按鈕的特

殊工具。若要完成會議裝置的設置，必須將裝置底部的隱藏

式滑動式開關從與會者設定為主席。

內附零件

數量 元件

1 CCSD‑DL 會議裝置

技術規格

電氣

耗電量 1.3 W

頻率響應 30 Hz 至 20 kHz (電氣系統)

THD <0.5 %

S/N >93 dBA

採樣率 44.1 kHz

耳機負載阻抗 > 32 歐姆 < 1 千歐姆

揚聲器最大峰值輸出功率 4 W

音響

揚聲器額定輸出 72 dB SPL

與會者揚聲器頻率響應 200 Hz 至 16 kHz (音響)

麥克風極頭指向 心型

與會者麥克風頻率響應 125 Hz 至 15 kHz

麥克風額定輸入 85 dB SPL

機械

不含麥克風的裝置尺寸

(高 x 寬 x 深)
64 x 203 x 146 公釐

(2.5 x 8.0 x 5.7 吋)

水平位置的高度 (含麥克風) 130 公釐 (5.1 吋)

從安裝平面算起的麥克風長

度

CCSD‑DS：310 公釐 (12.2 吋)
CCSD‑DL：480 公釐 (18.9 吋)

重量 大約 1 公斤 (2.2 磅)

安裝 桌上型 (可攜式或固定式)

材質 (頂部) 塑膠 ABS+PC

材質 (底部) 金屬 ZnAl4

頂部顏色 霧狀或有光澤的交通黑 (RAL
9017)

底座顏色 霧狀或有光澤的珍珠淺灰色

(RAL 9022)

環境

操作溫度 0 ºC 至 +35 ºC 
(+32 ºF 至 +95 ºF)

儲存與運輸溫度 -40 ºC 至 +70 ºC
(-40 ºF 至 +158 ºF)

相對濕度 5% 至 98% (非凝結狀態)

空氣壓力 600 至 1100 hPa

訂購資訊

CCSD-DL 會議裝置含長柄麥克風

CCS 1000 D 數位會議系統的會議裝置，隨附長柄固定式麥

克風，可設置為與會者裝置或主席裝置。
訂單號碼 CCSD-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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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方：

中国:
博世（上海）安保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临空经济园区

福泉北路 333 号 203 幢 8,9 楼

邮编：200335
电话：+86 21 2218 1111
传真：+86 21 2218 2099
http://cn.boschsecurity.com
服务邮箱：400-8310-669
咨询邮箱：security@cn.bos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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