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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M-B1-TX 領夾式無線麥克風

產品特色

外型及各部位名稱

(圖及各部位說明)

USB充電孔

電源鍵/音量-

低電量指示

配對鍵/音量+

麥克風收音

充電指示LED

外接麥克風   3.5mm
建議使用二環三節式
公頭 (立體聲)

配對LED

產品第一次使用請先充電後再進行使用

領夾式無線麥克風

請先壓著海棉套一邊，再順勢
套上另一邊，確認海棉套雙邊
皆固定於麥克風上。

海棉套
使用說明

低於此線下

掛繩孔設計



使用方法

1.電源鍵 :
此按鍵為複合鍵
    (1) 長按三秒為開機。
    (2) 在開機狀態下，長按三秒本機即會關機。
    (3) 在已開機且連線情況下，短按此鍵為音量減低。
2.配對鍵 :
此按鍵為複合鍵
    (1)在開機的情況下，長按三秒後進入配對的程序。
    ※若超過10秒沒配對成功就會回到未連線狀態。
    (2)在已開機且連線情況下，短按此鍵為音量增大。

1.配對 LED :
    (1)閃爍表示未連線狀態或未配對成功；
    (2)快閃表示進入配對模式； 
    (3)恆亮表示連線成功。
2.低電量指示 : 閃爍表示低電量。
3.充電指示LED : 充電中時，LED恆亮。
充電完成時LED會熄滅。

將USB充電線連結電源變壓器及本機USB充電孔，充電指示
LED將會穩定亮起，待本機完全充電後，充電LED將會熄滅。
充電完成時間約1~2小時。※ 請在關機下進行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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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進階功能
◎使用時，當連續三分鐘內無音源輸入將會自動關機，
  以節省電量。

按鍵說明

LED說明

充電方式說明



外型及各部位名稱

ISM-B1-RX 擴音端無線接收器

產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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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及各部位說明)

擴音端無線接收器

配對LED

低電量指示

充電指示LED
Audio 3.5mm 端子

MIC 6.3mm 端子

電源鍵/配對鍵 

輸出端子切換開關

(出廠設定為MIC)

USB充電孔

3.5mm音源接頭

產品第一次使用請先充電後再進行使用



使用方法

1.電源鍵/配對鍵 :
此按鍵為複合鍵
    (1)長按三秒為開機。
    (2)在開機狀態下，長按三秒本機即會關機。
    (3)在開機情況下，短按此鍵為進行配對。

將USB充電線連結電源變壓器及本機USB充電孔，
充電指示LED將會穩定的亮起，待本機完全充電後，
充電LED將會熄滅。
充電完成時間約1~2小時。※ 請在關機下進行充電

貼心進階功能

◎ 未連線，將會自動關機，以節省電量。

◎ 當配對成功後，本機會自動儲存領夾式無線麥克風的

   資料，下次開機會自動搜尋已配對的領夾式無線麥克

   風，來完成連線動作，不需再重新配對。

1.配對LED：
    (1)閃爍表示未連線狀態或未配對成功；
    (2)快閃表示進入配對模式； 
    (3)恆亮表示連線成功。
2.低電量指示 : 閃爍表示低電量。
3.充電指示LED : 充電中時，LED恆亮。
   充電完成時LED會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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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鍵說明

LED說明

充電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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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圖示)將擴音端無線接收器插上擴音機。

使用3.5mm端子，需將輸出端子切換開關推在Audio

3.5mm端子處；使用6.3mm端子(連接音源轉接頭)，

需將輸出端子切換開關推在MIC 6.3mm端子處。

(出廠設定為MIC)

2.將領夾式無線麥克風及擴音端無線接收器皆長按電源

   鍵三秒開機。

3.若已經完成配對且連線的狀態則配對 LED會恆亮，反

   之則會閃爍。

※本產品在出廠時已完成配對。

※若尚未完成配對或需重新配對，則長按領夾式無線麥克

   風配對鍵三秒，此時的配對LED會快閃並且同時也要短

   按擴音端無線接收器的配對鍵來進行配對成功。若配對

   成功且連線則配對LED會恆亮。若超過10秒未配對成功

   則配對 LED回到原先的閃爍狀態，請再重新配對一次。

※本產品為一對一配對裝置，若需更換別機，請重新配對。

操作說明



使用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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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開始使用，在連線狀態下可以直接”短按 ”調整麥克風的
   音量Up / Down 來調整音量大小。
5.若使用完畢，則長按電源鍵三秒進行關機。
※麥克風連續3分鐘無音源輸入將會自動關機，進入省電模式；
   接收器未連線，將會自動關機，以節省電量。

1.高感度收音效果，配戴距離請盡量靠近嘴巴約7公分內。

 

2.請勿垂直向下，收音裝置將不易收進聲音。

3.麥克風本機可調整音量，使用者可直接依現場狀況調整適合
   音量大小。

4.外接胸前式、頸掛式MIC頭使用時機。
   例如 : 穿著不適宜直接夾，此時建議使用外接式MIC。

電源鍵/音量-

配對鍵/音量+



產品規格

配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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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風專用海綿套x2USB充電線

3.5mm To 6.3mm
音源轉接頭

攜帶型防撞收納包
(個人裝備，注重
    個人衛生。) 

麥克風頭
胸前式、頸掛式

(選配)

USB充電器

工作頻率

頻率響應

傳送率

取樣率

傳輸距離

SNR
延遲

電池

充電時間

尺寸

重量

2400MHz～2483.5MHz
20Hz～20KHz
2Mbps data rate
44.1KHz/16bit
15m～20m(依使用環境而異)
-91db (A-weighted)
<25ms
3.7V鋰充電池

2小時

74mmx42mmx23mm
20g

領夾式無線麥克風

工作頻率

頻率響應

輸出功率音源

SNR
電池

充電時間

尺寸

重量

2400MHz～2483.5MHz
20Hz～20KHz
25mW(負載阻抗：16Ω)
-91db(A-weighted)
3.7V鋰充電池

2小時

94mmx48mmx14mm
28g

擴音端無線接收器



簡易障礙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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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什麼領夾式無線麥克風及擴音端無線接收器都開機了
   ，卻沒有聲音出現?
 A-1：請先確認產品是否電力足夠。
 A-2：配對LED是否閃爍，若為閃爍狀態，請重新進行配
          對動作。

2.為什麼會自動關機?
A：本產品有貼心省電功能，當領夾式無線麥克風連續三
      分鐘內無音源輸入將會自動關機；當擴音端無線接收
      器未連線，將會自動關機。
      ※若有無法解決之問題，請聯絡客服人員為您解決。

3.此產品可以一個接收器配多個麥克風嗎?
A：本產品目前只接受一對一配對，且不易與其他組互相
      干擾。配對將以最後一次配對之設備為默認設定。

4.當裝置安裝好，使用時卻發現擴音機出現不正常雜音/
   噪音或音量無法提升是為何?
A：請確認擴音端無線接收器的切換開關為正確設置，出
      廠設定為MIC (6.3mm接頭使用)端，若您使用的是
      Audio 3.5mm接頭，請將切換開關切至Audio位置。

※ 註記：我公司保有變更規格、功能的權利而不另行通知。

2 0 1 5 . 0 5

網站:www.isensei .co. jp台灣好老師網站:www.好老師 . tw

領夾式無線麥克風

擴音端無線接收器
CCAJ15LP1960T0

CCAJ15LP1950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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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老 師 保 固 卡

型號 :

購買日期 :

 ●本保證卡享有自購買日起一年免費修理服務。
 ●發生下列情形時，雖在保固期，無法保證提供免費服務。
    1. 送修時未出示本保證卡，或者此保證卡上無購買日期與經銷商章。
    2. 使用者自行改裝或使用錯誤及其他人為因素而導致之損壞故障。
    3. 因天災或火災所導致之損壞。
    4. 購買後，在運送及搬移所產生之損壞及故障。
    5. 使用非本公司所提供的消耗品。
    6. 電池自然老化。(※可送回原廠付費更換)

經銷商章

(請務必蓋章，保證方為有效)

附 記 說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