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cationSystems - DCNM-IDESK 译员台

DCNM-IDESK 译员台
DICENTIS

u 简易直观且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计
u 支持语言多达100种
u 完全符合ISO 20109标准

DCNM-IDESK是一款单人译员台，简单、直观、符合人体
工学设计。控制器件定位清晰，使操作直观且不易出错。
DICENTIS译员台仅提供相关的信息，简洁直观，可有效协
助译员轻松度过整个同声传译过程。它完全符合ISO 20109
标准。
功能
• 每个译员间最多支持10个译员台
• 热插拔、即插即用
• 自动选择外接耳麦话筒
• 对预定义耳机和耳麦启用听觉保护
• 所有控件都有触觉反馈
• 为视觉障碍用户提供听觉反馈和凸点
• 高对比度7英寸显示器
• 从译员台配置菜单中对语言和系统进行配置
控件和指示灯
• 耳机音量旋钮控件
• 耳机低音和高音旋钮控件
• 扬声器音量旋钮控件
• 会场/自动接力选择按钮和LED指示灯
• 话筒按钮带有红色“on-air正在翻译”和绿色“译员间未使
用”LED指示灯
• 静音按钮
• 背部的红色“on-air正在翻译”LED指示灯
显示区

• 7个转译语言预设按钮，带有已选预设和语言指示：编
号、缩写、数量
• A、B（和C）语言输出按钮，带有输出指示：选择和状
态；语言：编号、缩写、占用
• 语言概览按钮，显示所有可用语言数量
• 旋钮以及集成按钮，用于更改设置
• 实时时钟
• 扬声器已选择语言指示
• 听觉反馈激活指示（蜂鸣声）
• 话筒或外部耳麦选择指示
连接
• 3个3.5 mm耳机/耳麦插孔TRRS（左侧、右侧与底部）
• 两个RJ45兼容接口，用于系统通讯和供电。使用
DICENTIS系统进行级联布线，或者使用标准Cat电缆进
行星形布线。超五类或更高标准电缆以及PoE+交换机
• USB连接器（供将来使用）
• 用于可插拔话筒DCNM-MICS或DCNM-MICL的连接器
（需单独订购）
认证标准
区域

合规/质量标记

欧洲

CE

DECL_EC_DCNM-IDESK

CE

DECL EC ISO DCNM-IDESK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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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合规/质量标记

美国

FCC

CERT FCC DCNM-IDESKxxx
USA

加拿大

IC

CERT RAD DCNM-IDESKxxx
CAN

新加坡

iDA

DCNMIDESK_Certificate_RF_Singapo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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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
屏幕尺寸

7英寸

屏幕类型

TFT

屏幕分辨率

800 x 480p

支持听觉保护的耳麦/
耳机

• Bosch HDP-HQ
• Bosch LBB3443/00
• Bosch HDP-LWN

随附部件

• Apple MB770
数量

组件

1

译员台

1

快速安装指南

1

CE信息表

• Apple MD827ZM/B
• B&O Play 3i
• B&O Form 2i
• Harman/Kardon Soho
• Koss PortaPro

技术指标

• Sennheiser PX-100-II i
• Sennheiser PX-200-II

电气参数
电源

48 VDC
IEEE802.3at，第4类，PoE+

功耗

15 W

频率响应

100 Hz – 20 kHz（-3 dB，额
定电平）

音频输入
话筒额定输入

80 dB SPL，符合EN-ISO
22259标准

话筒最大输入

110 dB声压级，符合EN-ISO
22259标准

耳麦话筒额定输入

-38 dBV

耳麦话筒最大输入

-8 dBV

机械规格
安装

桌面安装

尺寸（高 x 宽 x 深）

104 x 326 x 168毫米
（4.09 x 12.83 x 6.61英寸）

倾斜

30度

重量

1,500克（3.31磅）

颜色

经典黑色(RAL 9017)
银色(RAL 9022)

环境参数
工作温度

+5 ºC至+35 ºC
(+41 ºF至+95 ºF)

存储和运输温度

-30 ºC至+70 ºC
（-22 ºF至+158 ºF）
< 90%，> 5%

音频输出
扬声器额定输出

72 dB声压级

相对湿度

耳机额定输出

-3 dBV

订购信息

耳机最大输出

0 dBV

DCNM-IDESK 译员台
单人译员台
订单号 DCNM-IDESK | F.01U.314.659

耳机负载阻抗（对于每
侧听筒）

> 32欧姆 < 1 k欧姆

耳机输出功率（对于两
侧听筒）

65 mW

附件
HDP-IHDP 译员耳机
译员耳机，1.5米（4.92英尺）电缆，带有3.5毫米（0.14英
寸）镀金立体声插头。
订单号 HDP-IHDP | F.01U.376.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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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P-IHDPEP 适用于HDP-IHDP/IHDS的耳垫
HDP-IHDP和HDP-IHDS的更换耳垫
订单号 HDP-IHDPEP | F.01U.376.901
HDP-IHDS 译员耳麦
译员耳麦，1.5米（4.92英尺）电缆，带有3.5毫米（0.14英
寸）镀金立体声插头。
订单号 HDP-IHDS | F.01U.376.902
HDP-IHDPEP 适用于HDP-IHDP/IHDS的耳垫
HDP-IHDP和HDP-IHDS的更换耳垫
订单号 HDP-IHDPEP | F.01U.376.901
DCNM-MICS 短杆话筒
适用于DICENTIS会议系统或DICENTIS无线会议系统的
DICENTIS短柄话筒。
订单号 DCNM-MICS | F.01U.288.448 F.01U.374.039
DCNM-MICL 长杆话筒
适用于DICENTIS会议系统或DICENTIS无线会议系统的
DICENTIS长柄话筒。
订单号 DCNM-MICL | F.01U.288.447
可容纳2台DCNM-IDESK的DCNM-TCIDESK运输箱
用于存储和运输两个装有短柄话筒的DCNM‑IDESK译员台的运
输箱；带有存放附件的大隔间。
订单号 DCNM-TCIDESK | F.01U.328.089
DCNM-CB02-I 系统电缆组件，2米
2米（6.6英尺），用于连接所有DICENTIS设备的系统网络电
缆。
订单号 DCNM-CB02-I | F.01U.332.138
DCNM-CB05-I 系统电缆组件，5米
5米（16.0英尺），用于连接所有DICENTIS设备的系统网络电
缆。
订单号 DCNM-CB05-I | F.01U.332.019
DCNM-CB10-I 系统电缆组件，10米
10米（33.0英尺），用于连接所有DICENTIS设备的系统网络
电缆。
订单号 DCNM-CB10-I | F.01U.332.020
DCNM-CB25-I 系统电缆组件，25米
25米（82.0英尺），用于连接所有DICENTIS设备的系统网络
电缆。
订单号 DCNM-CB25-I | F.01U.332.021

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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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boschsecurity.com.cn
服务邮箱：security@cn.bos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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