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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fort Digisystem 簡介

感謝您選擇 Comfort Digisystem。 
無論是否加載助聽設備，本產品的使用都十分簡單。 

使用產品之前，請仔細閱讀本說明手冊。

使用 DM10 麥克風發射器時，信號通過數字處理進行傳輸，因此可以獲得卓
越的聲音效果。 

Comfort Digisystem 產品採用獨特的 SST SecureStream 數字專利技術，實
時傳輸可靠的無線電信號，而不會被竊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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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按鈕

DM10 麥克風功能 

功能指示燈

配對按鈕

外部聲源輸入

菜單控制鍵

開/關

充電插孔

DM10 麥克風顯示屏 

卡夾

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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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

充電
DM10 可循環充電。第一次使用前，至少充電兩個小時。電量用盡的電池兩個
小時之內即可充滿電。 

充電過程中，指示燈將顯示紅色，且屏幕上會出現一個帶閃電的電池圖標。一
旦電池圖標充滿綠色，功能指示燈將顯示綠色，說明設備充電完成，并將自動
切換成自動浮充。 

您不得擅自更換電池；請聯繫您的供應商。

請注意： 
只能使用 Comfort Audio AB  

規定的充電器。

將充電器連接至  
DM10 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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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使用

按下開/關按鈕并持續約兩秒鐘，以便開啟發射器。

必要時，可以連接卡夾式麥克風或其他麥克風。

DM10 麥克風是一種近距離使用的麥克風。工作範圍約 30 釐米。

卡夾式麥克風必須用卡夾夾在衣物上。

DM10 可夾在您的衣物上，也可使用掛繩耳機（2 種長度）掛在脖子上。

手冊下文還將介紹其他功能。

警告！ 
請勿在可能造成窒息的情況下使用掛繩， 

如在機器或其他物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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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單

菜单控制
有三種模式可供選擇：

按下菜單控制鍵可進入菜單：

回到上一步
通訊
 頻道
 配對
功能
 靜音按鈕
 麥克風開/關
 按下-說話
 按下/連續說話
 尋找可用頻道
 尋找可用頻道指示燈
 聲音
設置
 密碼
 充電
 語言選擇
 名稱
 輸入源
 功能指示燈
 出廠重設
按鍵鎖
關於

向上滾動

按下/選擇

向下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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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一步（用於主菜單和子菜單）
您可以選擇回到菜單或主顯示屏。

通訊
頻道 
您必須將接收器和發射器設置在同一頻道，才可同時使用它們。發射器和接收
器出廠設置為默認頻道。

但這種情況並不適用於自帶發射器和接收器的設備。對於自帶兩者的設備，發
射器和接收器將調整為無線電範圍和頻道一章中的說明。 

更換頻道：
1. 選擇菜單中的頻道。 
2.  選擇發射器或接收器（僅適用於同時配備發射器和接收器的設備）。 
3. 使用菜單控制選擇新的頻道。

設備配對后，也會提供頻道信息。 

頻道 1、2 和 3 是多數歐洲國家的免費頻道，無需許可證。在擴展菜單中可
以選擇其他頻道，但這些頻道通常需要許可證。參見無線電範圍和頻道一章。

FFC（搜尋可用頻率）通過綠色顯示周圍可用的頻率。 
請注意！請關閉其他 Digisystem 發射器以便獲得正確的結果。

配對
如果需要同時使用接收器和發射器，它們必須進行配對。所有發射器和接收器
在出廠時已默認配對，可同時使用。 
NB!為了防止被竊聽，必須通過配對在設備間生成并發射新的密鈅。 

發射/接受配對信息以及密鈅可以通過帶顯示屏 Comfort Digisystem 的設備執
行。 

如果需要配對無顯示屏的設備，參見配對（通過配對按鈕）一章。配對信息或
新的密鈅可以被多個已激活設備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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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通過菜單）
1. 選擇通信 - 配對
2.  選擇其中一個設備上的接收信息。顯示頻上將顯示準備接收配對信息。 
3. 在其他設備上選擇新的密鈅；選擇是。 
4.  顯示屏上將顯示生成新的密鈅并發送信息？。選擇是（頻道和密鈅信息已

經發送，聲音傳輸可以防止被竊聽）。 
5.  如果需要將其他設備配對至您的加密系統，在您已配對的設備上選擇發送

信息。

配對（通過配對按鈕）
（配對不帶顯示屏的設備只能選擇配對按鈕）
您可以通過配對按鈕激活配對功能。 
1. 快速按下按鈕可打開配對菜單。 
2. 快速按下按鈕兩次可激活發送信息功能。 
3. 按住按鈕可激活接收信息功能。

內置發射器和接收器
內置有發射器和接收器 Comfort Digisystem 的可以單獨配對。 

打開配對菜單后，選擇所需的設備（發射器/接收器）。在同時擁有發射器和
接收器的設備上，配對按鈕控制發射器。 

發射器和接收器可在這些設備上分別配對。如果發射器和接收器內置在同一設
備上，則它們的密鈅始終相同。 

在整個 Digisystem 中獲取相同密鈅的最簡單的方法是從結合設備中生成相同
的密鈅；如此一來，內置的接收器將獲得與其他系統相同的密鈅。 

功能
您可以利用功能按鈕進行調節。如果沒有作出任何選擇，那麼麥克風將發出連
續的聲音。

另有其他設置可供選擇，參加下文。所選設置將顯示在顯示屏上。關於功能指
示燈的更多信息，請參見更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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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音按鈕
在這種模式下，您可以關閉麥克風，並且在按下功能按鈕時不會發出任何聲
音。

麥克風開/關
使用麥克風開/關功能，可以打開/關閉內部麥克風和發射器。

按下-說話
DM10 僅在按下此功能按鈕時發送聲音。

按下/連續說話
在這種模式下，DM10 如上述按下說話的說明使用，但如果向下按下菜單控制
鍵（向下滾動），麥克風將切換至持續輸送當前聲音。

這一功能在無法按下功能按鈕時提供幫助，比如在講座或演講過程中。

FCR （尋找可用頻道）
此功能可防止 DM10 發送已被其他發射器佔用的頻道，比如多個 DM10 設置
為按下-說話模式。

如果無法發送，顯示屏和功能顯示燈將同時顯示。如果已經按下功能按鈕而又
無法發送，則再次按下功能按鈕再一次發送（只按住按鈕不夠）。

尋找可用頻道指示燈
尋找可用頻道指示燈點亮時，即使沒有按下功能按下，在頻道被佔用時，功能
指示燈也將顯示紅色。

聲音
您可在此對聲音輸入與音量進行調整。
-外接式麥克風 (適用於外接式麥克風，例如翻領麥克風)。
-如果要將電視或電腦等設備的纜線連接至 DM10，則可啟動線路輸入。當針
對線路輸入安裝插槽且將纜線連接至插孔時，即使按鈕功能設定為「按下通
話」或「麥克風開/關」，DM10 也會自動切換至連續傳輸。
-內建麥克風可以讓您透過三個步驟設定內建麥克風的靈敏度。如果 DM10 與
揚聲器搭配使用，使用較低的靈敏度來避免回授或其他不和諧的聲音可能會很
有幫助。
-如果使用 DT20 音量，其可讓您微調 Micro Receiver DT20 上的音量。調整
在 2dB 的步驟中進行。Micro Receiver DT20 在進行任何音量調整之前，必須
設定為配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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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
密碼
您可以選擇打開或關閉密碼功能（所選功能別鎖定）。 
在菜單項更換密碼中，您可以創建自己的密碼。
在菜單項鎖定選擇中，您可以選擇不同的菜單鎖定形式：

- 模式：鎖定“功能按鈕”菜單下的所有功能（可同“配對”菜單項同時使
用）

- 配對：鎖定設備的所有配對功能以及配對按鈕
- 新密鑰：鎖定新密鑰選單選項。
- 所有菜單：鎖定所有菜單
- 隱藏密碼設定：啟用密碼后，只能再打開設備后 3 秒鐘內按下菜單控制吉安
來解鎖菜單。

啟用密碼后，解鎖所選菜單時需要輸入密碼。 

如果您忘記密碼，請聯繫您的供應商。 

充電
您可以激活自動關機功能，以便在充電過程中自動關閉設備。如果激活了自動重啟
功能，那麼設備將在未充電或電量過低的情況下自動啟動。

語言選擇
您可以選擇菜單語言。

名稱
所顯示的名稱即為選定的名稱。用菜單控制鍵選擇圖標。選擇進行保存，選
擇 x 關閉且不保存。如果需要在編輯過程中移動鼠標，使用圖標 > 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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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廠重設
將設備設為出廠設置。同時刪除所有配對信息。為了防止竊聽，必須生成新的
密鈅。 

按鍵鎖
您可以啟用按鍵鎖，用以鎖定所有按鈕。一旦啟用按鍵鎖后，顯示屏上將顯示
是否解鎖？選擇是，進行解鎖。 

關於
您可以查看軟件信息。

其他功能

功能指示燈（LED）
功能指示燈顯示設備不同的設置狀態。

通常，指示燈將每隔三秒閃爍一次。 

充電過程中，功能指示燈將顯示紅色。充電完成后，功能指示燈將顯示綠色。
如果在充電過程中打開設備，指示燈將持續顯示紅色，即使設備已完全充滿
電。

當電量過低時，指示燈將緩慢閃爍紅色（請在顯示屏上確認電池狀態）。

一旦設備設置為接收配對信息，指示燈將顯示綠色并快速閃爍。 

接收配對信息時，指示燈顯示綠色并持續三秒鐘。 

發送配對信息時，指示燈顯示紅色并閃爍五次。 

使用按下-說話功能時，如果可進行發送，且麥克風已經啟用，則指示燈將顯
示綠色。如果由於頻道被佔用（關於如何使用尋找可用頻道，請參見功能一
章）而不可進行發送，則功能指示燈將顯示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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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尋找可用頻道指示燈后，頻道佔用時指示燈將顯示紅色。

使用靜音按鈕功能時，指示燈顯示紅色。

彩色卡夾
另提供各種彩色卡夾，用於更換後蓋。彩色卡夾有益于同時使用多個麥克風的
情況。

無線電範圍和頻道

發射器和接收器都內置有天線。設備間的無線電範圍約為 30 米。但是，這需
要根據特定的環境而定。如同所有無線電系統一樣，Comfort Digisystem 在特
定的頻道上進行通信。如果您在同一頻道或相鄰頻道中使用兩個發射器，則可
能發生干擾。其他電子設備也可能干擾無線電的發射。 

在多數歐洲國家，頻道 1-3（863.250 - 864.750 MHz）可用於助聽產品。但
是，您需要向您所在國家的頻率監管幾機構進一步確認免費頻道和需要執照的
頻道。

除了頻道 1-3，在擴展菜單中另有多個在波段 A-F 的頻道，但在多數歐洲國
家需要使用許可證：

A 768 - 790 MHz
B 854 - 863 MHz
C 790 - 800 MHz
D 800 - 820 MHz
E 820 - 854 MHz
F 865 - 872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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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附件 

便攜帶

麥克風卡夾

分股電纜

音頻電纜

彩色標籤

電源

其他原裝附件 

車載充電器
車載充電器適用於 12 伏接地電氣系統。充電器配備有短路和自動過載保護。 
使用後，斷開充電器和插孔。

頭戴式麥克風
可戴在頭上的麥克風。

耳式麥克風
可戴在耳朵上的麥克風。

充電座
充電座連接在所提供的充電器上。 
可以使用充電器連接多個充電座。如果您使用兩個以上充電座，則需使用更大
功率的充電器。

桌面基座
DM10 麥克風可用桌面基座。

關於其他附件，請訪問我們的網站  
www.comfortaud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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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發射器和接收器無法開啟
為發射器和接收器充電。記住，按下開/關按鈕并持續 2 秒鐘以便打開設備。
確認充電器已經連接至插孔。  

聲音清晰度差
發射器和接收器之間的距離過遠。標準距離約 30 米。麥克風和說話人之間的
距離也可能過遠；將麥克風靠近說話人。嘗試更換頻道/環境。  

距離變短或有干擾
在某些情況下，如水泥、鐵或金屬板結構，距離可能會變短。同時，附近的電
子設備也可能造成干擾。更換頻道。

沒有聲音
確認發射器和接收器設置在同一頻道內。 

嘶嘶聲過大（無聲音傳輸）
確認設備已經配對。 

設備不會再充電過程中啟動
斷開充電器。選擇菜單中的設置 - 充電 - 自動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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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和質保 

Comfort Audio AB 提供自交付日起两年的有限保修期。其中包含製造和材料缺
陷。 
附件的保修期為自交付日期的 90 天。可能存在當地法規和規定。由於不當運
輸或不當拆開產品或其附件所造成的缺陷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建議 Comfort Digisystem 的電池採用少量充和多次充的方法。它們被設計為
在充電中途達到 90% 的電池容量。爲了達到最佳的電池性能，電池電量不得
完全用盡。電池容量隨著使用時間而逐漸減少為正常現象。電池壽命取決於產
品的使用方法。需要更換電池時請及時聯繫供應商。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歡迎您隨時聯繫 Comfort Audio。 

技術參數

發射器類型： SST - SecureStream 技術

使用距離： 約 30 米
尺寸： 84 x 39 x 14 毫米

重量：  45 g
頻率範圍： 768 - 872 MHz
天線：  內置

工作時間： 約十個小時

電池： 可充電鋰電池

充電時間： 約兩個小時

麥克風： 內置

外部輸入源：  麥克風/接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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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說明——
使用產品之前仔細閱讀

1) 閱讀這些說明。

2) 將說明儲存妥當。

3) 注意所有警告。

4) 按照所有說明操作。

5) 請勿在水源附近使用本設備。 

6) 只能使用幹布進行清潔。

7)  請勿在熱源附件使用本設備，如撒熱氣、爐或其他產生熱量的設備（包括
放大鏡）。

8)  請勿破壞處於安全考量而設置的極性或接地插頭。  
極性插頭有兩個金屬片，其中一個較寬。  
接地插頭有兩個金屬片以及另一個接地接頭。較寬的金屬片和另一個接頭
都是用於安全考量。如果所提供的插頭無法適用於您的插座，則諮詢電工
更換正確的插座。（僅適用於極性插頭）

9)  請勿隨意踩踏或擠壓電線，尤其是插座與插頭連接處。

10) 只能使用 Comfort Audio AB 規定的連接件/附件。

11)  閃電或長時間不使用時，請拔下本設備。

12)  請至專業維修人員處進行維修。當設備損壞時，如电源线或插头损坏、液
體灑在設備上或物體進入設備、设备被暴露在雨中或潮湿环境中而無法工
作或設備跌落，則必須進行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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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剛剛開啟時，以較小的音量收聽。

14) 音量過大會嚴重損壞您的聽力。

15) 請勿拆解產品。

16)  如果產品由於損壞而裂開，必須由合格的維修人員進行維修。

17)  請勿將發射器或接收器設置為禁用頻率。  
請向設備使用所在國的频率监管机构進行確認。

18)  本產品包含敏感的電子設備，必須小心運輸。

19)  請勿在封閉、不透風的環境中充電，如手袋、箱子或其他封閉式包袋中。

20) 只能使用 Comfort Audio AB 規定的連接件/附件。

21)  您不得擅自更換電池；請聯繫您的供應商。

22) 小心！電池更換不當可能造成爆炸。

23)  不得將本產品暴露于太陽直射、明火或其他熱量過度的地方。

24)  本產品包含無線電發射器。請勿在禁止使用電子設備的場合使用本產品，
如在飛機上。

25)  請勿在可能造成窒息的情況下使用掛繩，如在機器或其他物體中。

26)  請勿在未關好設備的情況離開時間過長，否則將造成電池損壞。

27)  如果長時間不使用，請勿將產品保持充電狀態。

上述內容可能進行不時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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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商：

Comfort Audio AB 
Box 154, SE-301 05 Halmstad, Sweden  

電話 +46 35 260 16 00   傳真 +46 35 260 16 50
info@comfortaudio.com   www.comfortaud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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