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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深圳台电成功研制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红外处理芯片，并推出了全球首创的HCS-5300系列数

字红外会议系统，以及符合数字红外国际标准的HCS-5100系列数字红外语言分配系统，该系统音质完美，并具有“语

种名称显示”“270°超宽接收角度”、“主机合并模式”等创新功能，确立了深圳台电在国际会议系统领域里的技术领军地

位。

        如今，随着新一代数字红外处理芯片的研制成功，深圳台电推出HCS-5100 Plus新一代数字红外语言分配系统，该

系统支持多达40通道的语言分配，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红外线语言分配系统。

新一代数字红外语言分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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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产品

HCS-5100M/B系列  新一代数字红外发射主机           HCS-8685 全数字同声传译翻译单元

HCS-5100R/F系列 新一代数字红外接收机                 HCS-4385U/50 全数字同声传译翻译单元

HCS-5100T系列 数字红外辐射单元                             HCS-4100系列 全数字化会议系统单元 

* HCS-4100系列全数字会议单元在此不做详细介绍，详见《全数字会议系统》宣传册。



系统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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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认证，广泛兼容

▪ 符合IEC61603-7、ISO 22259国际标准、GB 50524-2010《红外线同声传译

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 与其他符合IEC 61603-7的红外线语言分配系统产品相兼容，可交叉使用

�270°

无干扰，更安全

▪ 基于无线电波传输有可能被窃听或受到干扰，而选择红外传输的用户完全不必

为此担忧，红外线不可穿透墙壁或天花板，保证了会议的私密性

▪ 采用高传输频率（1 ~ 8 MHz），不受高频驱动光源干扰，可正常工作于阳光下

更清晰的音质体验

▪ 与HCS-4100/50系列，HCS-4800系列，HCS-8300系列及HCS-8600系列会

议系统 及翻译单元无缝连接系列全数字会议系统及翻译单元无缝连接

▪ 从发言单元、翻译单元到语言分配系统，每一个环节均为高品质数字音频信

号，频响可达20 Hz-20 kHz，信噪比＞85 dB(A)

独有270 °超宽接收角度

▪ 独有 270 °超宽接收角度，随意放置均有完美音质

超多接收通道

▪ 按钮式通道选择，最多可接收40个音频通道

▪ 系统自动同步实际使用的通道数量，不使用的通道不会出现在可选择通道

独创的语种名称显示

▪ 数字红外接收机具有大屏幕LCD显示，会议代表可以直观地看到所选择译音语

种的名称和通道号



新一代数字红外发射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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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S-5100M/B系列新一代数字红外发射主机采用DQPSK数字调制/解调技术，用于连接翻译单元，提供同传等功能。适用

于大、中、小型国际会议厅或户外会场，因采用较高传输频率 (1~8 MHz)，充分满足用户对会议安全、保密、无干扰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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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进式旋钮+2.8"LCD屏

▪ 步进式旋钮可快速选择和设置LCD菜单，LCD屏显示状

态和配置信息

同传语种自定义

▪ 可为每个音频通道分别指定一个语种名称，以便识

别，同传语种可自定义

独立调节每路音频灵敏度

▪ 内置小型红外辐射器用于音频的监听，可分别调整每路

音频输入的灵敏度，使输入电平得到精确调整

便于管理

▪ 电脑可通过浏览器访问主机，也可通过以太网或

    RS-232接口连接主机，方便设置

▪ 可通过RS-232接口连接中控系统，实现集中控制

▪ 可通过USB接口实现系统升级和系统设置参数备份

▪ 可通过六路高频信号输出接口 (BNC) 连接辐射单元

▪ 支持RS-232远程关闭辐射板电源功能

▪ 可通过“Bypass”模式给另一台发射主机分配信号，供

多房间使用

标准和规范

标准 ISO 22259

20 Hz ~ 10 kHz (-3 dB) 标准音质

20 Hz ~ 20 kHz (-3 dB) 高音质

音频特性

频率响应

总谐波失真 (1kHz) <0.05%

通道隔离度 (1kHz) >85 dB

动态范围 >90 dB

电源

物理特性

AC 100 V - 240 V, 50 Hz/60 Hz

最大电源功耗 25 W

尺寸（宽×深×高） 480×418×88 mm

重量

7 kg (HCS-5100MA/FS/B 系列) 

6.8 kg (HCS-5100MA/B 系列)  

6.6 kg (HCS-5100MC/B 系列)

技术参数

功能对比

光纤接口 DCS接口 6-PIN接口 Dante接口型号

HCS-5100MA/FS/08B

HCS-5100MA/FS/16B

HCS-5100MA/04B 

HCS-5100MA/08B 

HCS-5100MC/08BD 

HCS-5100MC/16BD

HCS-5100MC/40BD

HCS-5100MC/40B 

通道数量

8（1+7）

16（1+15）

4（1+3）

8（1+7） 

16（1+15）

40（1+39）

8（1+7） 

40（1+39）

HCS-5100M/B系列

规范

兼容性

符合GB 50524-2010《红外线同声传译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兼容其他符合IEC 61603-7的红外同传系统，可交叉使用

信噪比 > 85 dBA



新一代数字红外接收机

HCS-5100R/F系列数字红外接收机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红外处理芯片及DQPSK数字调制/解调技术，可

配合HCS-5300/80新一代数字红外无线会议系统使用，实现1+7通道红外无线同声传译功能，配合耳挂式耳机

（EP-820AS）、耳罩式耳机（EP-829、EP-829SW）或头戴式耳机（HCS-5100PA、EP-960BH）使用，为用

户带来轻松舒适的会议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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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S-5100R/F 系列

不受高频驱动光源干扰

▪ 采用高传输频率 (1~8 MHz)，可正常工作于阳光下

超宽接收角度

▪ 独有 270°超宽接收角度，随意放置均有完美音质

使用灵活

▪ 可将接收机悬挂于胸前，也可放在上衣口袋

LCD大屏显示

▪ 可显示通道号、语种名称、电池电量及信号状态

按钮式通道选择

▪ 可接收 4、8、16、32 或 40 个音频通道

管理方便

▪ 在红外辐射有效范围内，接收单元数量不受限

传输特性

红外辐射强度 2每载波4 mW/m

20 Hz ~ 20 kHz

接收角度 270°

耳机

耳机输出频响 

电源电压 

物理特性

2.5 V – 4.2 V，标称3.0 V

电源功耗
标称（3.0 V 电源）38 mA（32 Ω耳机）

断开耳机 0 mA   

尺寸（宽×深×高） 46×155×24 mm

 电池工作时间
55小时 （2×AA 碱性电池  ）

42小时 （可充电电池组 ）

耳机输出音量 450 mVrms（以最大音量讲话，32 Ω耳机）

最大信噪比 >85 dBA

耳机输出阻抗 32 Ω ~ 2 kΩ

重量 70 g（不含电池）/115 g（含电池）

颜色 黑色（PANTONE 419 C）

技术参数

标准和规范

规范

兼容性

符合GB 50524-2010《红外线同声传译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兼容其他符合IEC 61603-7的红外同传系统，可交叉使用

通道数量 LCD 可用充电电池 可用碱性AA电池

HCS-5100R/04F 

HCS-5100R/08F

HCS-5100R/16F

HCS-5100R/32F

HCS-5100R/40F

HCS-5100RA/04F 

HCS-5100RA/08F

4 (1+3)

8 (1+7)

16 (1+15)

32 (1+31)

40 (1+39)

4 (1+3)

8 (1+7)

功能对比

型号



HCS-5100T系列辐射单元包含25W、35W两种发射功率的机型，最大辐射范围分别可达50米和97米，可根据会场面积

任意选择，支持多种安装方式，13档发射角度可调，支持自动增益控制，是大中型会议场所建设的理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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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红外辐射单元
HCS-5100T系列

多种安装方式

▪ 支持固定安装、三角支架安装等，13档发射角度可调

三种状态指示

▪ 待机、工作、故障三种状态指示，与主机同步开关机

过热保护

▪ 温控功能：高温时自动切换到半功率，和LED 指示 

▪ 支持手动切换到半功率，方便应用于小型会场

电缆传输延时补偿

▪ 20 Hz to 10 kHz (-3 dB) 标准音质

▪ 20 Hz to 20 kHz (-3 dB) 高音质

标准和规范

规范

物理特性

电源 AC 100 V - 240 V 50/60 Hz

功耗

3 W

尺寸（宽×深×高）
448×110×212 mm (HCS-5100T/25B)

498×110×272 mm (HCS-5100T/35B)

重量
3.1 kg (HCS-5100T/25B)

4.2 kg (HCS-5100T/35B)

 颜色 暗红色（PANTONE 476 C）

电源功耗（待机）

62W (HCS-5100T/25B)

120W (HCS-5100T/25B) 

功率 辐射范围 半值发射角型号

HCS-5100T/25B 

HCS-5100T/35B

25 W

35 W

50 m

97 m

±22°

功耗

62 W

120 W

HF 输入/输出

75 Ω

±22°75 Ω

功能对比

技术参数

兼容性

符合GB 50524-2010《红外线同声传译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与其它符合IEC 61603-7标准的红外同传系统兼容，可交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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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规范

标准 符合ISO 22259、ISO 2603、ISO 4043国际标准
HCS-8685 HCS-4385U/50

静音（消咳）、语速提醒、呼叫、

内部通话、记忆、回听

视频切换、盲文标识、听力保护、密码鉴权

通过蓝牙向翻译单元发送信息

HCS-8685HCS-4385U/50

高清显示屏

可预设语种通道

256×64 LCD 6.8" TFT LCD

5路输入、3路译音输出 7路输入、3路译音输出

输出频率响应

5 W

型号

30 Hz ~ 20 kHz

最大功耗

麦克风类型 心形指向性驻极体

麦克风

耳机

耳机负载 >16 Ω

耳机输出接口

灵敏度 -46 dBV/Pa

频率响应 50 Hz ~ 20 kHz

物理特性

重量 0.9 kg（带话筒杆）

尺寸（宽×深×高） 320×148×83(mm) （不含话筒杆）

1.1 kg（带话筒杆）

 话筒杆长度 330 mm（标配），410 mm，470 mm

290×126×78(mm) （不含话筒杆） 

Ø 3.5 mm & Ø 6.4 mm立体声插孔

HCS-8685HCS-4385U/50

2.8W

全数字同声传译翻译单元

HCS-8685、HCS-4385U/50的设计，广泛征集了欧盟、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委员会、国际电

信联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机构翻译员及管理员的使用需求，可同时进行64种语言的同声传译，结构设计更符合人

体工程学，信息显示更丰富，并可与视频设备无缝连接。

外观典雅，音质卓越

▪ LCD显示屏可显示输入/输出通道的通道号和语种名称、输入语言质量指示、短消息等

▪ 可通过软件调节已开启的麦克风增益、EQ (3段) 

▪ 内置高通滤波器（低切开关），支持切除声音中的低频成分

▪ 内置扬声器，并有音量调节旋钮，当翻译间内话筒都关闭时，播放原音或译音通道语音

64通道同声传译

▪ 支持48 kHz音频采样频率，64通道频率响应均可达30 Hz~20 kHz

▪ 支持直接和间接翻译

管理方便

▪ 主机或应用软件可预设各通道语种的名称

▪ 会议管理软件可切换 A/B/C 输出通道，关闭翻译单元话筒

▪ 可选择同一译员间内译员台打开话筒，自动关掉上一个译员台的话筒

功能对比

技术参数

规范 符合GB 50524-2010《红外线同声传译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3个 Ø 3.5 mm TRRS 接口

型号



附件

HCS-851A系列移动式同声传译室采用防静电、无味和难燃的材料，内表面采用吸声材料，铝合金骨架，拆卸方

便。可满足两/三个翻译员并坐，进出不互相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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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规范

标准 符合ISO 4043及GB 50524-2010标准

 型号

墙壁计权隔声量 >24 dB (1 kHz)

混响时间 倍频程带宽为125Hz 至 4000Hz时，译员间的混响时间为0.3 ~ 0.5s

门上观察口（长×宽） 0.20×0.20 m

前、侧面观察窗（高） 0.87 m

 内部尺寸（宽×深×高） 240×160×200 cm

 HCS-851A/02  HCS-851A/03

240×160×200 cm

外部尺寸（宽×深×高） 252×172×204 cm 252×172×204 cm

运输箱重量（含议员间） 260 kg 35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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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中继功能，可对通讯信号进行放大

▪ 一进三出，用于 HCS-5100M/B 主机与 4800 系列分机及

HCS-8685翻译单元的连接

▪ 输入端为带 6P-DIN 公头的电缆，长度为 2 米 

▪ 三个 8P-DIN 输出接口

▪ 尺寸（宽×深×高）：149×90×35 mm

HCS-4853T 线缆分路器

运输箱尺寸（宽×深×高）  75×110×209 cm（HCS-851K）
209×75×110 cm (HCS-851K) 

215×40×91 cm (HCS-851KT) 

HCS-851K 译员间运输箱

HCS-851A/02译员间 HCS-851A/03译员间 

HCS-851KT 译员间运输箱

超低噪声

▪ 采用朝外开、带铰链的门，开关时无噪声

▪ 采用低噪音排气扇，通风系统每小时换气>8 次

便于观察

▪ 前面和侧面设有观察窗，距地面高度 0.79 m

可容纳翻译员人数型号

HCS-851A/02

HCS-851A/03

2

3

运输箱类型

HCS-851K译员间运输箱

HCS-851K及HCS-851KT译员间运输箱

功能对比

技术参数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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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红外接收机或会议单元作监听

▪ 高保真音质

▪ 耳机插头：TRS，2×150 Ω，Ø 3.5 mm 立体声

▪ 耳机频响：20 Hz - 20 kHz

▪ 耳机灵敏度： ≥108 dBA/1 mW

▪ 重量：90 g

EP-960BH 头戴式耳机

▪ 配合同声传译系统的翻译单元作监听及发言

▪ 高保真音质

▪ 耳机插头：Ø 3.5 mm 立体声，150 Ω×2 

▪ 耳机频响：20 Hz-20 kHz 

▪ 耳机灵敏度： ≥108 dBA/1 mW

▪ 麦克风频响： 50 Hz -20 kHz

▪ 麦克风灵敏度：-48 dBV/Pa

▪ 重量：95 g 

EP-960AN头戴式耳麦

▪ 与红外接收机或会议单元配套使用

▪ 高保真音质

▪ 32 Ω，Ø 3.5 mm 立体声插头（中间悬空）

▪ 频响：50 Hz-20 kHz

▪ 灵敏度：≥102 dBA/1 mW

▪ 重量：20 g

EP-820AS单耳式耳机

▪ 可充电电池组

▪ 1500 mAh，3.7 V锂电池

▪ 尺寸（宽×深×高）：48×29×15 mm

▪ 重量 ：45g

HCS-5100BAT-Li 可充电电池组

HCS-5100CHG/60A 充电机箱

HCS-5100KS 红外接收机机箱

EP-830 耳罩式耳机

▪ 与红外接收机或会议单元配套使用

▪ 高保真音质

▪ 耳罩可与耳机芯分离且可清洗，便于清洁

▪ 32 Ω ， Ø 3.5 mm 立体声插头（中间悬空）

▪ 耳机频响： 20 Hz-20 kHz

▪ 灵敏度：≥ 108 dBA/1 mW

▪ 重量： 25 g

▪ 用于数字红外接收机（HCS-5100R系列）充电

▪ 每次可为60只红外接收机充电

▪ 电源：AC 100 V-240 V，50 Hz/60 Hz

▪ 功耗：280 W（60只接收机在充电）

▪ 7 W（待机，无接收机在充电）

▪ 尺寸（宽×深×高）：525×400×265 mm

▪ 总重：11.3 kg（不含接收机）

▪ 用于数字红外接收机（HCS-5100R系列）包装及运输

▪ 每箱可放置100台接收机

▪ 尺寸（宽×深×高）：669×307×205 mm

▪ 净重：6 kg（不含接收机）

▪ 总重：14 kg（含100只接收机，不含电池）

HCS-5100PA 头戴式耳机

▪ 与红外接收机或会议单元配套使用，带来高保真音

▪ 32 Ω×2 立体声插头 ，Ø3.5 mm

▪ 频响：20 Hz-20 kHz

▪ 灵敏度：≥108 dBA/1 mW

▪ 重量：70 g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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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年会 2014年ITU全权代表大会2016年G20杭州峰会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会议

中国国际进出口博览会 (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

2021第二届联合国可持续交通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