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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高密度手持发射器 

 

 

  因产品不断更新改进， 

资料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一般说明 

MTH410是一款手持发射器，专门为专业无线麦克风应用而设计。配置有OLED显示屏，1组微动选择器和2个用于

直接设置增益和通道的按钮，能非常易于使用。 

具有双重功率放大器和特殊的“互调抵消”电路，是特别针对噪声和自干扰的稳健性而设计。这是唯一能够通过作

为宽带或窄带软件更改，作出调制方式的手持式发射机。 

主要特点 

 在 470~1260MHz 范围内高达 232MHz 带宽 

 双功率放大器和相位抵消配置 

用于无互调操作，附加循环器（可选） 

 宽带和窄带软件可选  

 容许无互调，均等的频率分配：  

 

 

 

 

 

 
8 MHz的示范例:  

 250KHz空间 33 Mic (窄带), 350kHz空间  23 Mic  

 用户可选的多重压扩系统: 

- ENR (噪声优化)  

- ENC (语音优化)  

 电池: 2节AA碱性电池，可充电镍氢电池或锂电池 

 碱性电池使用时间: > 10小时 @ 50mW,  

                    > 7小时 @ 20L mW (无互调操作)   

 纤薄且符合人体工程学的人体设计  

 红外线接口，用于管理和固件更新 

 通过OLED显示屏轻松快速地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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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1 频率范围 B7 频段: 470 ~ 663MHz  

B3 频段: 510 ~ 698MHz  

B2 频段: 566 ~ 798MHz  

B8 频段: 940 ~ 960MHz  

B6 频段: 960 ~ 1160MHz  

B9 频段: 1240 ~ 1260MHz 

2 可切换通道 用户可自定义 2400 通道，分为 40组 60个频率  

3 切换频段  高达 232MHz，取决于频段 (请参阅页底的型号) 

 频率   石英锁相环 PLL 频率合成器电路 (25 kHz步进) 

 频率误差 ±2.5 ppm, 在额定温度范围内 

 射频功率 典型的可切换选择 10 或 20mW / 20L mW / 50mW / 100mW  

注意：在某些国家/地区，可以禁止使用大功率！ 

 调制  宽带/窄带 FM，具有预加强 

 正常偏差 ±40kHz 宽带, ±25kHz 窄带 

 峰值偏差 ±56kHz 宽带, ±35kHz 窄带 

 杂散发射 < 2 nW 

 遥测功能 发射机并能发送数字调制子载波，适用于：   

▪ 音调静音操作      

▪ 远程电池监控      

▪ 可选的一键通 (PTT) 操作 

 降噪系统 ENR (Wisycom Extended-NR), 具有独立的起动时间和恢复时间，噪声得到优化 

ENC (Wisycom Extended-NC), 具有独立的起动时间和恢复时间，具语音优化，并减少了预加强 

 音频带宽 45Hz ~ 21kHz (3dB),  55Hz ~ 20kHz (1dB) 具有 20kHz 低通滤波的宽带 

45Hz ~ 17kHz (3dB),  55Hz ~ 15kHz (1dB) 具有 15kHz 低通滤波的窄带 

 失真 < 0.3 %   (0.15% 典型) 

 信噪比 (模拟) 宽带：115dB（A）rms 典型值，偏差 40kHz / 121dB（A）rms典型值，偏差为 56kHz 

窄带：115dB（A）rms 典型值，偏差 25kHz / 121dB（A）rms典型值，偏差为 35kHz 

 音频输入接口 可直接互换的话筒收音头 

 音频输入电平 60dB 的可调范围为 -54 至 +6dBu 于峰值偏差（1kHz），可作 1dB 步进调节 

 最大输入电平  +6 dBu 

 最高声压 150 dB SPL (0,5% THD), 带 MCM30x 电容式收音头 

 管理界面 IrDA 红外通信 

 LED显示灯 双色 led (红灯及绿灯) 在无线电源开关上: 

▪   无线传输状态：绿灯 开/关  

▪   电池寿命状态：绿灯稳定亮起 (> 25%), 缓慢闪烁 (< 25%), 快速闪烁 (<12%) 

▪   调制峰值 (在激活时): 红灯 

▪   一键通 (PTT) 状态: 在激活时红灯 

 电池寿命指示 8 级状态 : 7 段显示 (100%-87%-75%-63-50%-38%-25%)  

和“空段”快速闪烁 (剩余 12%) 

 一键通功能 配置可选的一键通配件 

 显示 高对比度 OLED (有机发光二极管) 白色显示屏幕 (128 x 32 素像) 

 电源 2枚AA型电池 (碱性电池, 可充电镍氢电池 或 锂离子电池) 

 能量消耗 230mA@3V 平均值 (显示关闭, 功率 100mW) 

 电池寿命 使用碱性电池: 

高达 14小时 @ 10mW / 约 12小时 @ 20mW / 约 10小时 @ 50mW / 

约 7小时 @ 100mW / @ 20mW 无互调“20L”电平 

使用锂电池: 约 7小时 @ 100mW 

 温度范围 -10 ~ +55°C 

 外型尺寸 183 x 33 mm  (长 x 外径) 不含收音头 

 重量 单独机体 约 150克 / 含 MCM306 约 280克 / 含 MCM306及电池 约 330克 

 

 
 

 
 

型号变化: 

▪ 各地功率限制 

EU 最大功率 50mW (欧洲) 

EUX 最大功率 100mW* (欧洲) 

USX 最大功率 100mW (美国及加拿大) 

JP 最大功率 10/50mW (日本) 

 
 

 

▪ 颜色  

BL 黑色机体 

PV 钛灰色机体 

▪ 频率范围 

B7 470-663 MHz    B8 940-960 MHz 

B3 510-698 MHz    B6 960-1160 MHz 

B2 566-798 MHz    B9 1240-1260 MHz 

 
*  MTH410-EUX 并非短距离装置 (SRD),  

需要当地频率部门的特定授权！ 

在进行运作之前， 

请遵守相应的国家

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