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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对手机干扰的敏感度低

u 精巧时尚的人机工程学设计

u 可插拔话筒

u 5 个投票按钮

u 带编号和通道名称缩写的通道选择器

具有投票功能和通道选择器的讨论装置可以使与会人员发
言、登记发言请求、听取他人发言以及投票。 它提供了用于
连接可插拔话筒（DCN-MICS 和 DCN-MICL，需要单独订
购）的插座。 该装置具有五个适于所有投票类型的投票按
钮。 投票按钮周围的黄色指示环可用于提示用户登记出席、
开始投票和确认投票。 当该装置的出席 LED 指示灯呈黄色
亮起时，表示代表出席会议。
该装置具有一个内置通道选择器，因而非常适合以多种语言
进行讨论且提供同声传译的会议。 通道选择器包括向上/向
下两个通道选择键和一个显示屏，其中显示语言的编号和缩
写，以便用户快速选择所需的语言通道。

基本功能

• 降低耳机输出电平以防产生声学反馈 （当听取基本语言以
及当话筒打开时激活）

• 内置扬声器将在话筒打开时静音，以防产生声学反馈
• 用户可以选用不同样式的装饰条（DCN-DISR，需要单独订

购），以便与会议室格调相匹配
• 该装置可以用作代表装置、主席装置（DCN-DISBCM 主席

按钮需要单独订购）或带辅助按钮的代表装置。 例如，多
用途辅助按钮可用于招唤服务人员

• 可用缆线夹（DCN-DISCLM，需要单独订购）来锁定环路
电缆

• 装置提供浅色和深色两种基座

控件和指示灯
• 五个投票按钮，按钮周围带有指示灯环
• 装置激活/代表出席指示灯
• 字母数字显示屏，以便通过编号和通道名称缩写来选择语言

通道
• 话筒按钮带有红色、绿色或黄色发光环。 红色表示话筒处

于激活状态，绿色表示已接受发言请求，而黄色表示“VIP”
• 当代表加入笔记簿时，VIP 指示灯将会亮起（仅在使用 PC

软件时才可用）
• 耳机音量控制按钮
• 隐藏式“De-init”开关

互连组件
• 用于可插拔话筒的插座
• 两个 3.5 毫米（0.14 英寸）立体声耳机插孔
• 2 米（78.7 英寸）电缆，端部带模制六针圆形连接器
• 六针圆形连接器，用于执行环路连接

证书与认可

地区 认证

欧洲 CE



技术规格

电气指标

频率响应 30 Hz 至 20 kHz

耳机负载阻抗 > 32 欧姆  < 1k 欧姆

输出功率 2 x 15 mW/32 欧姆

机械指标

安装 桌面（便携式或固定式安装）和
嵌入式安装

尺寸（高 x 宽 x 厚） （不含话筒）

 桌面安装 61 x 190 x 116 毫米
（2.4 x 7.5 x 4.6 英寸）

 嵌入式安装 6 x 190 x 120 毫米
（0.2 x 7.5 x 4.7 英寸）

重量 800 克（1.76 磅）

顶部颜色 银白色 (RAL 9022)

基座颜色  

 DCN-DISVCS-L 浅灰色 (RAL 000 7500)

 DCN-DISVCS-D 碳黑色 (PH 10736)

定购信息

具有表决和通道选择功能的 DCN‑DISVCS‑L 讨论装置，浅色

可插拔话筒、浅色基座、话筒和装饰边框单独订购
定购号 DCN-DISVCS-L

具有表决和通道选择功能的 DCN‑DISVCS‑D 讨论装置，深色

可插拔话筒、深色基座、话筒和装饰边框单独订购
定购号 DCN-DISVCS-D

硬件附件

DCN‑MICS 可插拔短话筒

长 310 毫米（12.2 英寸），银白色
定购号 DCN-MICS

DCN‑MICL 可插拔长话筒

长 480 毫米（18.9 英寸），银白色
定购号 DCN-MICL

DCN-DISRH-SR 装饰边框，高光泽，银白色（每套 10 个）

银白色，高光泽，10 个
定购号 DCN-DISRH-SR

DCN-DISR-SR 装饰边框，银白色（每套 10 个）

银白色，10 个
定购号 DCN-DISR-SR

DCN‑DISR‑D 装饰边框，深色（每套 10 个）

黑色，10 个
定购号 DCN-DISR-D

DCN‑DISRMH 装饰边框，金属，高光泽（每套 10 个）

金属，高光泽，10 个
定购号 DCN-DISRMH

DCN‑DISRMS 装饰边框，金属，亚光泽（每套 10 个）

金属，亚光泽，10 个
定购号 DCN-DISRMS

DCN-DISBCM 主席按钮（10 个）

10 副
定购号 DCN-DISBCM

DCN-DISBDD 双代表按钮（10 个）

10 副
定购号 DCN-DISBDD

DCN-DISCLM 缆线夹（每套 25 个）

25 个
定购号 DCN-DISC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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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

中国大陆联络方式: 中国香港联络方式:    
上海
中国上海长宁区虹桥临空经济园区
福泉北路 333 号
邮编: 200335
电话: +86 21 22181111
传真: +86 21 22182388
www.boschsecurity.com.cn

香港
香港 沙田安心街 11 号 5 楼
华顺广场 506-509 室
电话:+852 2635 2815
传真:+852 2648 7986
www.boschsecurit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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