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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说明

• 必须阅读这些注意事项。
• 必须保留这些注意事项。
• 必须注意所有警告内容。
• 必须遵循所有注意事项。
• 不要在靠近水的地方使用本设备。
• 只能用干布擦拭设备。
• 不要堵塞任何通风口。遵循制造商的说明进行安装。
• 不要将本设备安装在任何热源附近，如散热器、调温器、火炉或其它可能产生热量的装置（包括功率放大器）。
• 不要破坏带极性或接地类型插头的安全功能。接地类型插头带有两个插片和第三个接地插脚。第三个插脚是为安
  全目的设置的。
• 保护电源线防止被脚踩踏或被夹紧，尤其是在插头、方便插座和机身电源线引出处。
• 只能使用制造商指定的连接件 / 附件。
• 只能使用制造商指定的或随设备售出的手推车、支座、三角架、托架或支撑台。如果使用手推车，在移动装有设
  备的手推车时应注意安全，避免设备翻落。
• 在雷电天气或长时间不使用时，应拔出设备的插头，建议定期 1 周通电 3 小时。
• 所有维修均应由合格的维修人员执行。在设备因以下情况被损坏时，应进行维修：电源线或插头损坏、液体泼溅
  到设备或异物进入设备，设备暴露在雨水或潮湿环境中而无法正常工作，或摔落到地上。
• 不要将本设备暴露在可能滴水和溅水的地方。不要将装有液体的容器（如花瓶等）放在本设备上。
• 电源插头或电器转接头应保持在随时可用状态。
• 应将符合 I 类标准的设备连接到带有接地保护装置的主电源插座。
• 为降低起火或电击危险，不要将本设备暴露在雨中或潮湿环境下。
• 不要尝试改装本产品。这样做会导致人身伤害和 / 或产品故障。

此设备中的电压具有致命危险。设备内部没有用户可维修的部件。所有维修均应由合格的维修人员执行。如果改变了厂方
设置的工作电压，则安全合格证书不再适用。

这个符号表示本设备附带的说明书中具有重要的操作和维护说明。

这个符号表示本设备附带的说明书中具有重要的操作和维护说明。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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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C-310M

全新的 EMC-310M 是运行在 T-CES 系统平台下的一款模块化产品，是 TESLARIA 家族产品成员之一。系统采用先
进的 2.4G 跳频 DSSS 及数字式传输技术，降低了各种干扰信号对系统运行的影响。主机系统无需复杂的线缆安装，
其数字式传输技术，完善的通信协议，最大限度的保证了会议内容的安全，EMC-310M 系列适用于各种固定安装型
会议场合及组建移动会议室应用需求。

EMC-310M 无线话筒系统采用 2.4G ISM 频段（2400-2483MHz），支持摄像跟踪功能，内置移频、回馈抑制、
智能均衡等防啸叫功能，有效提升传声增益， 主机前面板具备 LED 显示屏，可显示会议单元的实时电量，可支持
中英文界面可选，人性化菜单，操作容易。

• T-CES 系统平台下的模块化产品
• 采用 2.4G 跳频 DSSS 及数字式传输技术，音质堪比有线
• 采用数字加密自适应跳频扩频技术，保密性好
• 支持设置同时发言人数 1-4 人
• 支持多种发言模式：先进先出、限制发言、限时发言、主席专用
• 具有视像联动接口，实现视像跟踪功能
• 支持 PELCO-P、PELCO-D、SONY VISCA、EVI-D70 摄像跟踪协议
• 具备内置移频、反馈抑制、智能均衡等防啸叫功能，有效提升传声增益
• 具备内置高品质 DSP，24 比特 PCM 高精度音频信号量化处理
• 支持实时修改话筒身份
• 支持中英文界面可选，人性化菜单，操作容易

核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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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板

后面板

前后面板端口说明

12-17V电源输入接口（可选）

非平衡音频信号输出

平衡音频信号输出

中控机连接插座（RS232，9600pbs）

天线电缆 SMA 接口

RS-422 接口

5

电源开关
当开关向上置 ON 的位置 ,
主机机开启

显示屏
主机工作状态液晶显示屏

ON 工作指示灯
当该机处于开机状态时灯
亮（为红色）

操作按键

1 3

2 4

6

7

2 路视频信号输入

1 路视频信号输出

11

12

主电源输入插座
220V 交流输入插座

13

8

9

10

96 10 1311 12875

1

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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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座操作说明

1、会议主席话筒

2、会议代表话筒

TALK 按键，用来启动和关闭话筒

话筒按键指示灯

3.5 寸显示屏

话筒工作指示灯

底座底部有个电源开关

底座底部有个电源开关

PRIOR 按键 , 具有优先功能可以关闭所有代表话筒1

2

3

4

5

6

5

话筒按键指示灯

3.5 寸显示屏

话筒工作指示灯

TALK 按键，用来启动和关闭话筒1

2

3

4

4
3

21

5

3
2

1

4



 
5www.teslaria.com

2.4G digital conference host EMC-310M

系统清单

1、会议主机包装箱内清单

2、会议话筒包装盒内部物品展示

3、注意事项

包装箱是根据产品安全性，装配零件的合理性而设计的。美观大方，安全性能好。里面可放置会议主机，延
长电缆，电源线，转换头，说明书，保用证等主机所需要的配件。会议主机两端有专为主机设计的保护泡沫，
安全可靠，给物品运输提供了保障。（如图）

1. 收到本产品时，要注意包装是否完好，外包装如有损坏请认真检查箱内产品是否有损坏，如有损坏可以拒
收，请及时联系供应商。
2. 购买本产品后，请认真检查所有原配件是否齐全，会议主机后板上的标签是否跟包装箱上的标签编码一致，
如有差异请联系供应商。

名称 数量 单位

会议主机 1 台

主机电源线 1.5M X 1 根

合格证及保用证 1 份

主机说明书 1 份

音频线 1M X 1 条

挂耳 1 双

电源线
使用手册

会议主机合格证及
保用证音频线 挂耳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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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会议话筒包装盒内清单

6、注意事项

5、会议话筒包装盒内部物品展示

包装盒是根据产品安全性，装配零件的合理性而设计的。美观大方，安全性能好。里面可放置会议话筒，充电器,
说明书，保用证等话筒所需要的配件。会议话筒以及所有配件都在一整块的泡沫里 , 全面的包裹 , 全面的保护。
使产品在意外中损坏降到最低，这样的安全保护给物品运输提供了保障。

1. 收到本产品时，要注意包装是否完好，外包装如有损坏请认真检查箱内产品是否有损坏，如有损坏可以拒
收，请及时联系供应商。
2. 购买本产品后，请认真检查所有原配件是否齐全，会议话筒底盖上的标签是否跟包装箱上的标签编码一致，
如有差异请联系供应商。

名称 数量 单位

会议话筒单元      1        个

保用证以及合格证      1        份

充电线      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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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向接收天线

▶ 直接连接系统主机，无需外接电源。
▶ 安装在话筒工作会场，有效保障系统的稳定
▶ 使用，接收角度为全向方位 360 度接收
▶ 建议当主机与话筒在同一房间时使用此天线
▶ 延长线览最长为 2M
▶ 尺寸：220X29X10mm

充电电池

▶ 话筒使用外型为聚合物锂电池。
▶ 容量：2000MAH
▶ 电压：3.7V

信号放大器

▶ 直接连接系统无线接收器 WBT2220，无需外接电源    
▶ 更大幅度的把信号放大，从而使话筒连接更加的稳定
▶ 尺寸：68.5X51X23mm

注：附件可按照您的需要选配

充电器

▶ 一次可充 12 只话筒
▶ 全球通用 100V-240V 电压
▶ 尺寸：344*224*84(mm)

无线接收器

▶ 直接连接系统主机，无需外接电源。
▶ 安装在话筒工作会场，有效保障系统的稳定使用
▶ 建议当主机与话筒不在同一房间时使用此天线
▶ 延长线览最长为 20M
▶ 尺寸：410X205X30mm

7、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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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说明

1、系统组成

2、系统安装

会议主机，会议主席话筒，会议代表话筒。（如图）

2.1. 会议主机与天线的连接分为两种，一种一全向小天线的连接，另一种是定向天线的连接，现在先做第一
种连接，用专用的线缆将天线与会议主机 , 会议话筒进行连接 , 完成线路连接，根据你场地的要求选配天线，
“全向小天线”合适在会议主机与会议话筒同在一个房间内使用。( 如图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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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现在先做第二种连接，用专用的线缆将天线盒与会议主机 , 会议话筒进行连接 , 完成线路连接，根据你
场地的要求选配天线，定向天线“天线盒”合适在会议主机与会议话筒不同一个房间内使用，直接从机房引
线到会议室，将天线盒挂至墙壁。（如图）

2.3. 用专用的音频线将主机连接功放“卡侬对 6.3 直插的音频线 . 此图只是建议后级连接方式。（如图）

2.4. 完成系统连接后才能对设备进行供电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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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说明

1、系统安装连接

1.1. 系统连接与安装
本套系统主要有两安装方案，由于当今会议室格式的变化，场地布局的局限化，们专门为这套系统设计了两
个使用方案，这样更容易的搭配任何一个会议室。

2. 电池的使用规则

话筒使用了外型为 14500，1.2V/2000MAH 的 NI-MH 内置充电电池，如需更换电池请联系厂家，请在本
公司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进行更换。( 注：如果话筒电源开关长时间未关，充电提示后要及时充电，要不电池
电量将会完全放光，导致话筒显示出现错误代码或完全熄灭或者充不进电 )

3. 摄像球的连接

摄像头连接方式为 485 接口 (19) 通信方式，协议可支持派尔高 P，派尔高 D，和 SONY。波特率为 9600
（不可以修改），最大可支持 3 个球机，通过电脑设定可扩展到 8 个球机，连接方式为串接，如线的末端空
置没接设备，请将 485+ 和 485- 用 120 欧姆连接，防止信号的反射和干扰，请将球机的 485+ 与主机后面
485-B 连接，485- 与主机 485-A 连接，所有球机都应符合此标准系统的全景位默认为一号球 63 号预置位，
也可由电脑设定修改，传输线览可用两芯线览，如线的长度超过 100 米，请用带屏蔽的线览，屏蔽线接交
流供电的地线，线规格表阁（最大支持距离为 300M）
0—30 米         2*0.5 RVVP 线览
50—100 米     2*1.0 RVVP 线览
100—200 米   2*1.5 RVVP 带屏蔽线览
200—300 米   2*2.0 RVVP 带屏蔽线览

1.2. 由于场地的需要，会议室里的设备在同一房间内可采用方案一，采用全向的小型天线。全向天线是 360
度接收的，一般放置在会议话筒中间，话筒与天线的距离不能大于 20 米

1.3. 由于场地的需要，会议室里的设备不同一房间内可采用方案二，采用定向型的天线盒。定向天线就是只
在前方 , 水平 180 度 , 垂直 38 度的范围内有效。一般挂置墙壁上。话筒与天线的距离不能大于 20 米（如图）

天线盒墙壁安装示意图
1. 墙壁   2. 支架
3. 螺丝   4. 天线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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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视频信号的连接

此系统最大可支持三个球机的输入，并可自动完成主输出切换，系统具备了三路视频输入，三路视频输出，
两路主输出，可以将球机的视频输入接在 (17) 的单组输入中，(20) 为主输出，如需要单路的视频信号可以
连接在 (17) 的输出上。

5. 音频信号的连接

此系统具备一路非平衡主输出 (6)，一路平衡主输出 (7)

7. 跟踪地址范围设定

CDD ADRESS，（7）为 2 号摄像球跟踪的话筒号起始位，（8）为 3 号摄像球跟踪的话筒号起始位，编号
方式为二进制，左边为高位，比如（7）拨码为 001010，，为 10，表示 2 号摄像球跟踪的话筒号起始位为
10 号话筒，，（8）拨码为 001010，。为 10。表示为 3 号摄像球跟踪的话筒号起始位为 20（3 和 4 的数
值之和）。此时，本机设定为 1 号球跟踪的话筒为 1 到 9 号，2 号球跟踪的话筒范围为 10 到 19 号，3 号
球跟踪的话筒范围为 20 到最大话筒地址。

8. 摄像球预置位的设定

使用电脑或摄像球控制设备，进行预置位的设定，请将摄像头的预置位位置与话筒号对应起来就可以了，如
须一号球跟踪 1 到 9 号，就须将一号球的 1 到 9 号预置位与相同号话筒
的位置相对应，2 号球跟踪 10 到 19 号，须将 2 号球的 10 到 19 号的预置位与相同号的话筒位置相对应。
球机的预置位号要与话筒地址相对应依此类推。

6. 自动跟踪设定

协议设定（格式中为 1 号球 63 预置位）

00 派尔高 -D 波特率 9600 指令格式：F 01 00 07 00 3F 47

10 派尔高 -P 波特率 9600 指令格式：A0 01 00 07 00 3F AF 36

01 SONY 波特率 9600 指令格式：81 01 04 3F 02 3F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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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运行调试

检查连接线已正确连接好后，打开所有话筒电源，等待 10s 后，打开主机电源，此时主机开始扫描可以连接
的话筒，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请梢后，扫描完成后，在主机显示屏的 1 位置上会显示出已经连接上的话筒
数量，应与打开话筒数量一致，如不一致请参照系统维护的相关部分，此时系统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了，可以
按任意话筒的 TALK 键，话筒会打开，TALK 指示灯和话筒杆上的光环都会亮起红灯，话筒可以正常发言。

发言控制

此系统只支持 4 只先入先出的模式，即发言话筒只数最大为 4。当第五只话筒请求打开时，主机会自动先关
闭一只最早开启的话筒。

优先控制

当主席话筒的优先功能开启时，主席话筒的 TALK 灯会变为绿色，同时，所有正在发言的代表话筒会自动关闭，
并在优先功能没取消前，所有带表话筒将不能打开，系统最大可支持 4 只主席话筒，当有主席的优先功能启
动后，另一只主席可以再起动优先功能进行发言，优先功能不互相影响。

自动跟踪

此系统可以实现按键触发式的视频跟踪模式，系统自动跟踪到最后一只打开的话筒，如果正在被拍摄的发言
话筒主动关闭，系统会自动的退回最后打开的未关闭的发言话筒，如过全部关闭时系统会自动退回全景的预
置位，系统的默认全景预置位为 1 号球的 63 号预置位。

视频切换

此系统自带三进一出的自动视频切换系统，在有三个球完成的自动跟踪系统中，跟踪时，多个球机的切换时，
其系统视频主输出也会自动的跟随切换，自动完成画面的转换。

音频输出

此系统主输出音量为 600MV（离话筒音头 5CM 说话，主机音量为最大 20），请注意与后级音频设备匹配，
否则会出现声音失真，建议输入后级设备的线路输入接口。
在系统的工作状态下，任意的打开四只话筒的发言状态，将主机的音量大小调至 20，逐渐的加大后级音频
设备的音量，直到出现声反馈现象，这时，将主机的音量收小至 18，保证会议中声音的稳定，此系统使用
了数字式的反馈抑制技术，在良好的声学环境下，拾音距离最大可达到 60CM，后级音频设备中如配有均衡
设备，合理的调整后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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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置操作说明

1. 系统中文语言界面或英文语言界面选择

主机电源接通后，主机工作状态液晶显示屏（以下简称 LCD）以下画面

若 LCD 显示内容中的箭头指向“ENGLISH”，表明系统（包括主机和话筒）LCD 显示内容的语言已被设置
成英文。如不修改此项设置，系统每次的工作状态以英文界面在主机 LCD 上显示。

若 LCD 显示内容中的箭头指向“中  文”，表明系统 LCD 显示内容的语言已被设置成中文。如不修改此项设置，
系统每次的工作状态以中文界面在主机 LCD 和话筒 LCD 上显示。

若不对主机进行任何操作，此状态将保持约 10 秒后自动进入下一个状态 ---- 欢迎界面。

当主机显示语言选择画面时，按“向上”和“向下”箭头可重新选择系统界面语言为中文或英文。选定好语
言后按“ENTER”键或保持 10 秒钟不操作，系统将进入下一个状态 ---- 欢迎界面。

2. 欢迎界面（中文或英文）

欢迎界面显示约 5 秒钟系统自动进入下一状态 ----- 发言状态或待机状态界面。

3. 发言状态或待机状态界面

上图为发言状态或待机状态中文界面，显示内容为：

当前发言控制模式为“先进先出”，通过设置，此项可以被设置为“先进先出”、“限时发言”、“主席专
用”、“限制发言”中的某一发言模式。

当前允许的最多同时发言人数为 4 人，通过设置，此项可以被设置为“1”、“2”、“3”、“4”中的任一数字。

通道 CH1  CH2  CH3  CH4，意思是下面的显示内容（单元和电量信息）分别对应的是发言信号的传输通道
1 至 4。

单元，分别显示 1-4 通道正在发言的话筒 ID 号。话筒 ID 号范围是 001-999，空白表示该通道未接通任何话筒。

电量，分别显示 1-4 通道正在发言的话筒电池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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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系统发言模式设置方法

在系统待机状态下按一下主机前面板上的“ENTER”键，主机 LCD 显示的模式内容被反白显示

按“UP”键或“DOWN”键选择所需要的发言模式，再按“ENTER”键确定并保存，系统将返回到待机模
式或继续限时发言模式的时间设置。若以上选择的是限时发言模式，接下去还要设置限时发言的时、分、秒。
如下图所示：

按“LEFT”键或“RIGHT”键选中要设置目标时、分、秒，

按“UP”键或“DOWN”键调整设置目标数值，最后按“ENTER”键确定并保存，系统将返回到待机模式。
四种发言模式的用法说明参见本文的名词解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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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系统发言人数设置方法

在系统待机状态下按两下主机前面板上的“ENTER”键，主机 LCD 显示的发言人数内容被反白显示

6、系统发言模式设置方法

按“UP”键或“DOWN”键选择所需要的发言人数，发言人数在 1-4 范围内可选，再按“ENTER”键确定
并保存，系统将返回到待机模式。

7、系统发言单元设置方法

发言单元设置就是将用于同一个会场的所有单元与一个主机编成一个群组，并赋予每个单元不同的单元号，
这个过程也叫对码。只有跟当前的主机完成了对码的单元才能被该主机识别并组成一个系统，一个系统的单
元号可以是 1-999，同一个系统的各单元号不能相同，即不能将两个或更多单元设置成同一个单元号（如不
能有两个 108 号等）。在系统待机状态下按三下主机前面板上的“ENTER”键，主机 LCD 显示的单元设置
的单元号的内容被反白显示

8、系统视像通信协议设置方法

在系统待机状态下按四下主机前面板上的“ENTER”键，主机 LCD 显示的视像通信协议的内容被反白显示，
如下图所示：

按“UP”键或“DOWN”键或“LEFT”键或“RIGHT”键选中与摄像机相符的协议，再按“ENTER”键确
定并保存，系统将进入视像运球号与单元号的分配设置界面，如果无须进一步设置，可按“EXIT”键退出设
置返回到待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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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系统视像云球号与单元号分配设置方法

10、系统发言音量调节设置方法

在系统待机状态下按五下主机前面板上的“ENTER”键，主机 LCD 显示的视像设置云球号的内容被反白显示，
如下图所示：

在系统待机状态或发言状态下，直接按主机面板上的“VOL-”键或“VOL+”键调节发言音量，系统将自动
保存为以后每次开机默认音量大小。

按“UP”键或“DOWN”键选中当前需要进行匹配的运球号，再按一次“LEFT”键或“RIGHT”键将选项
移至单元号上，如下图所示：

音量设置完成后按“EXIT”键或 15 秒钟不按任何键，系统将退出设置返回到待机状态或发言状态。

按“UP”键或“DOWN”键选中当前需要进行匹配的单元号，单元号“0”对应主场景，通过摄像机的遥
控器调整好当前选中的摄像头的状态参数，使摄象图对准当前选中的单元位置的发言人，已能呈现最佳图像
为准，按“ENTER”键确定并保存。按上述方法继续完成所有单元号与运球号的匹配设置后按“EXIT”键
退出设置返回到待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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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 原因分析 解决方法

打开会议主机无反应 ( 即电源指示
灯不亮 )

供电设备故障 将供电设备故障排除

电源线或插头没正确连接 正常的连接电源线及插紧

交流保险管断开 更换保险管

主机搜索话筒数不正确 话筒单元未编号
需要手动按单元话筒“TALK”键为

每个单元指定 ID 

主机连接好摄像机，但无法控制
主机与摄像机的通讯协议、波特率

不一致
重新设置主机与摄像机通讯协议、

波特率。
备注：以上列举了些常见故障产生原因，以及解决方法，仅提供参考，如过遇到其他特殊故障，可以直接
和经销商协商，请求给予技术支持。



TESLARIA
 
18

2.4G digital conference host EMC-310M

技术规格

T-CES系统平台

2.4G ISM 频段范围 2400-2483MHz

频率响应 80-18000 Hz （3 dB ）

信噪比 >80 dB(A)

动态范围 >90 dB

总谐波失真 ≤ 0.01%

通道串音 >80 dB

LCD 显示屏分辨率 240×128

功耗标准 <100 W

供电 / 消耗 115/230Vac (±5%) – 50/60Hz / 50 VA

电源 AC 110 V~240 V 60 Hz / 50 Hz

尺寸（深 * 宽 * 高） 321×482×88（mm）

话筒单元

显示屏 3.5 寸液晶显示屏

分辨率 480×320

输出频响 100Hz ～ 18KHz

发射接收工作频率 2.400 ～ 2.500 数字式跳频

音频输出幅度 <0dB 20CM 距离发言典型值为 200MV

总谐波失真 ≥ 80dB

信噪比 ≥ 80dB

系统灵敏度 -38dB±2dB

发言单元电流 待机 / 发言 -160/200mA（±3mA）

主席及代表单元电源 DC 3.7V

通信距离 25m±5m 使用 11dB 天线时的可视距离

电池 3000MAH 方形锂电池

锂电池话筒专用充电箱

充电路数 12 路

单组功率 5W

输出电压 5V

输入电压 110V-240V 50Hz

总功率 ≤ 60W    50Hz

2.4G 系统专用天线放大器

有线距离 有效距离 25M

天线增益 14dB，单向接收

延长线览 20M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范围 -10℃～ 60℃

工作湿度范围 <90%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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