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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NM-IDESK 口譯台
DICENTIS

u 簡化直覺式人體工學設計
u 支援最多 100 種語言
u 完全符合 ISO 20109

DCNM-IDESK 是具有簡化直覺式人體工學設計的單一使用
者口譯台。口譯台的清楚定位可讓使用者進行直覺操作，而
不會發生錯誤。DICENTIS 口譯台僅提供相關資訊，在整個
口譯過程中一目了然。完全符合 ISO 20109。
功能

• 7 個語言預設按鈕，選取的預設和語言具有指示燈號：號
碼、縮寫和品質
• A、B (和 C) 語言輸出按鈕，具有輸出指示燈號：選擇和
狀態；語言：號碼、縮寫和已佔用
• 語言概觀按鈕，用以顯示所有可用語言的品質

• 每個口譯室最多可安裝十個口譯台

• 具有整合按鈕的旋轉控制，可變更設定

• 帶電隨插即用

• 即時時鐘

• 自動選擇外接頭戴式耳機麥克風

• 揚聲器具有所選語言的指示燈號

• 預先定義的耳機和頭戴式耳機適用的聽力保護

• 有聲反饋使用中指示燈號 (嗶聲)

• 為所有控制提供觸覺反饋

• 麥克風或外接頭戴式耳機選擇指示燈號

• 為視覺障礙使用者提供有聲反饋和微小突起物

連接
• 三個 3.5 公釐耳機/頭戴式耳機插孔 TRRS (左側、右側
和底部)

• 高對比 7 吋顯示器
• 口譯台設置選單提供語言和系統設置
控制項和指示燈
• 耳機旋轉音量控制

• 兩個 RJ45 相容連接，可連接系統通訊與電源。運用
DICENTIS 系統纜線的循環接線或運用標準 Cat 的星形
接線。5e (或更高階) 纜線和 PoE+ 交換器

• 耳機旋轉低音和高音控制

• USB 接頭 (供將來使用)

• 揚聲器旋轉音量控制

• 隨插即用麥克風 DCNM-MICS 或 DCNM-MICL 接頭 (需
單獨訂購)

• 主講/自動中繼選擇按鈕和 LED 指示燈號
• 麥克風按鈕具有紅色「正在播出」LED 指示燈號和綠色
「口譯室未使用中」LED 指示燈號
• 靜音按鈕
• 背面有紅色「正在播出」LED
顯示區

認證與核准
地區

符合法規/品質標章

歐洲

CE

DECL_EC_DCNM-IDESK

CE

DECL EC ISO DCNM-IDESK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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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符合法規/品質標章

美國

FCC

CERT FCC DCNM-IDESKxxx
USA

加拿大

IC

CERT RAD DCNM-IDESKxxx
CAN

新加坡

iDA

DCNMIDESK_Certificate_RF_Singapor
e

耳機輸出功率 (兩個耳
機)

65 mW

一般
螢幕大小

7吋

螢幕類型

TFT

螢幕解析度

800 x 480p

支援聽力保護的頭戴式
耳機/耳機

內附零件
數量

2|3

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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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口譯台

1

快速安裝指南

• Apple MD827ZM/B

1

CE 資訊表

• B&O Play 3i

• Apple MB770

• B&O Form 2i
技術規格

• Harman/Kardon Soho
• Koss PortaPro

電氣

• Sennheiser PX-100-II i

電源供應器

48 VDC
IEEE802.3at class 4、PoE+

耗電量

15 W

頻率響應

100 Hz 至 20 kHz (額定位準的
-3 dB)

安裝

桌上

尺寸 (高 x 寬 x 深)

104 x 326 x 168 公釐
(4.09 x 12.83 x 6.61 吋)

額定麥克風輸入

80 dB SPL (根據 EN-ISO
22259)

斜率

30 度

重量

1,500 克 (3.31 磅)

最大麥克風輸入

110 dB SPL (根據 EN-ISO
22259)

• Sennheiser PX-200-II
機械

音訊輸入

額定頭戴式耳機麥克風
輸入

-38 dBV

頭戴式耳機麥克風最大
輸入

-8 dBV

交通黑 (RAL 9017)
銀色 (RAL 9022)

環境

音訊輸出
揚聲器額定輸出

72 dB SPL

耳機額定輸出

-3 dBV

耳機最大輸出

0 dBV

耳機負載阻抗 (每個耳
機)

顏色

> 32 歐姆 < 1000 歐姆

操作溫度

+5 ºC 至 +35 ºC
(+41 ºF 至 +95 ºF)

儲存與運輸溫度

-30 ºC 至 +70 ºC
(-22 ºF 至 +158 ºF)

相對濕度

< 90 %、> 5%

訂購資訊
DCNM-IDESK 口譯台
單一使用者口譯台
訂單號碼 DCNM-IDESK | F.01U.31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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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HDP-IHDP 口譯員耳機
口譯員耳機，1.5 公尺 (4.92 英呎) 纜線，終端為 3.5 公釐
(0.14 吋) 鍍金立體聲耳機插頭。
訂單號碼 HDP-IHDP | F.01U.376.896
HDP-IHDPEP HDP-IHDP/IHDS 用耳墊
HDP-IHDP 和 HDP-IHDS 適用的可換式耳墊
訂單號碼 HDP-IHDPEP | F.01U.376.901
HDP-IHDS 口譯員頭戴式耳機
口譯員頭戴式耳機，1.5 公尺 (4.92 英呎) 纜線，終端為
3.5 公釐 (0.14 吋) 鍍金立體聲耳機插頭。
訂單號碼 HDP-IHDS | F.01U.376.902
HDP-IHDPEP HDP-IHDP/IHDS 用耳墊
HDP-IHDP 和 HDP-IHDS 適用的可換式耳墊
訂單號碼 HDP-IHDPEP | F.01U.376.901
DCNM-MICS 短柄麥克風
DICENTIS 短柄麥克風，適用於 DICENTIS 會議系統或
DICENTIS 無線會議系統。
訂單號碼 DCNM-MICS | F.01U.288.448 F.01U.374.039
DCNM-MICL 長柄麥克風
DICENTIS 長柄麥克風，適用於 DICENTIS 會議系統或
DICENTIS 無線會議系統。
訂單號碼 DCNM-MICL | F.01U.288.447
2 個 DCNM-IDESK 用 DCNM-TCIDESK 運輸箱
用來收納和運送兩個 DCNM‑IDESK 口譯台 (可連接短柄麥克
風) 的運輸箱；具有收納配件用的大隔層。
訂單號碼 DCNM-TCIDESK | F.01U.328.089
DCNM-CB02-I 2 公尺系統纜線組件
2 公尺 (6.6 英呎)，用於連接所有 DICENTIS 裝置的系統網路
纜線。
訂單號碼 DCNM-CB02-I | F.01U.332.138
DCNM-CB05-I 5 公尺系統纜線組件
5 公尺 (16.0 英呎)，用於連接所有 DICENTIS 裝置的系統網
路纜線。
訂單號碼 DCNM-CB05-I | F.01U.332.019
DCNM-CB10-I 10 公尺系統纜線組件
10 公尺 (33.0 英呎)，用於連接所有 DICENTIS 裝置的系統網
路纜線。
訂單號碼 DCNM-CB10-I | F.01U.332.020
DCNM-CB25-I 25 公尺系統纜線組件
25 公尺 (82.0 英呎)，用於連接所有 DICENTIS 裝置的系統網
路纜線。
訂單號碼 DCNM-CB25-I | F.01U.332.021

代表方：
台灣
台灣羅伯特博世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90號6樓
郵編：10491
電話：886-2-77342600
傳真：886-2-25155399
服務郵箱：
BTSTW.PUBLIC@tw.bosch.com
www.boschsecurit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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