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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重要信息

在阅读本说明书后，请按其要求使用。“警告”和“注意”

等有关安全的重要的信息，并请务必仔细反复阅读。

 

表示如不按其要求使用，则有可能造成下列严重伤害系

统的潜在危险情况:

1. 系统电压不足时应更换电池（发射机）或及时充电 

2. 请使用相同品牌的电池，新旧电池请勿混用（发射机）

3. 请勿使用非充电电池充电（发射机）

4. 请勿用力拉扯天线

表示如不避免，则有可能造成下列轻微伤害或性能损坏

的情况:

1. 请用干的软布清洁本产品，禁用汽油、稀释剂或是其他化

   学药剂清洁本产品

2. 天线请勿接触人的身体

3. 天线与麦克风线请勿缠绕、打结

警告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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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系统简介

1.1  UHF无线导游、同声传译系统AG500系列

简介

UHF无线导游、同声传译系统AG500系列主要由腰挂式

发射机AGT500和腰挂式接收机AGR500组成。无论是在人山人

海的旅游景点，还是在环境嘈杂的工厂，该系统为您提供最

清晰、最完美的语音传输，使用者可以在一定距离内随意走

动，接收音质将不会受到影响，此系统是一种全方位的专业

语言翻译\导览解说设备，广泛应用于旅游业、工厂参观、培

训班等团体观光活动。

1.2  产品适用的场合

● 工厂参观          ● 旅游景点         ● 博物馆

● 国际会议          ● 大型演讲         ● 展览馆

● 健身房            ● 学校会议室

1.3  产品的组成

● 腰挂式发射机AGT500

● 腰挂式接收机AGR500

● 头戴式话筒/领夹式话筒

● 立体声耳机

● 便携式充电箱

● 储存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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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产品的主要特点

● 外型轻便小巧，时尚美观，人性化的流线型设计

● UHF超高频系统，采用700-960MHz专业频率，抗干扰性强

● PLL数位锁定频率合成设计，频率稳定性更高

● 数码静音锁定技术，不受任何杂讯干扰

● LCD面板可清晰显示操作菜单和状态

● 电源供电使用两颗5号电池（发射机）或内置大容量锂离

    子充电电池（接收机）   

● 电池电量显示，明确提示电池电量状况

● 低电量自动关机，保护电池使用寿命

● 按键锁定模式让你避免意外的触发操作按键

● 优化的频率分组，可在同一场合允许多个团体同时使用

● 外接麦克风插口可以输入CD、MP3等音源，实现音乐共

    享， 也可以输入电子导游录音   

● 高质量塑料外壳经久耐摔，抗撞击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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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接收机AGR500的使用

2.1  部位说明

 

 1    SET 设置键

 2    SELECT 选择键

 3    红色充电指示灯

 4    显示屏

 5    电源开关

 6    耳机/音频输出接口

 7    挂件槽

 8    扣夹

 9    充电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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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音量调节

在标准显示时，按“SET”键和“SELECT”键都可以

调节音量（每次开机时音量的初始值为AF 06）,第一次按

“SET”键或者“SELECT”键，进入音量调节界面，然后每

按一下“SET”键，音量值减一（最小为AF 00）。每按一下

“SELECT”键，音量值加一(最大为AF 16)。无按键操作5秒

后可保存设置并返回标准显示。

2.4  快速频道/频率调节

在标准显示且处于未锁定模式时（显示屏无“ ”符

号），若屏幕上显示频道，同时按下“SET”键和“SELECT”

键即可进入频道调节界面。每按一下“SET”键，频道减一。

每按一下“SELECT”键，频道加一。无按键操作5秒后可保存

设置并返回到标准显示。

当用户自选频率功能开启后，此时，同时按下“SET”

键和“SELECT”键可进入用户自选频率调节界面。频率范

围为854.0MHz至865.0MHz，每按一下“SET”键，频率下降

0.1MHz，每按一下“SELECT”键，频率上升0.1MHz。如果按

下“SET”键或“SELECT”键不放，频率将快速连续下降或上

升。无按键操作5秒后可保存设置并返回到标准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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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接收机功能设置

按住“SET”键，同时开机，大约3秒后接收机进入菜单

操作，有“CHAN”、“MHZ”、“ ”、“ ”4个操作

选项。按“SELECT”键可切换操作选项，按“SET”键进入被

选中（闪烁）的操作选项设置界面。重新开机后，新设置功

能开启。

2.5.1  频道设置

如果进入“CHAN”操作选项的设置界面，屏幕显示当前

频道，此时只可以按“SELECT”键切换频道。按“SET”键保

存当前设置并返回操作菜单。无按键操作5秒后返回操作菜

单，当前操作无效。

2.5.2  用户自选频率设置

如果进入“MHZ”操作选项的设置界面，若屏幕显示

“OFF”，用户自选频率功能关闭；若屏幕显示“ON”，

用户自选频率功能开启。按“SELECT”键可切换“ON”和

“OFF”。按“SET”键保存当前设置，返回到操作菜单。无

按键操作5秒后返回操作菜单，当前操作无效。如进行频道设

置后，用户自选频率功能将自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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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导频设置

如果进入“ ”操作选项的设置界面，若屏幕显示 

“OFF”，表示导频模式关闭；若屏幕显示“ON”，表示导

频模式开启。按“SELECT”键可切换“ON”和“OFF”。按

“SET”键保存当前设置并返回操作菜单。无按键操作5秒后

返回操作菜单，当前操作无效。

当接收机开启导频模式时，发射机必须开启导频模式。

2.5.4  键盘锁设置

如果进入“ ”操作选项的设置界面，若屏幕显示

“OFF”，表示锁定模式关闭；若屏幕显示“ON”，表示锁

定模式开启。按“SELECT”键可切换“ON”和“OFF”，按

“SET”键保存当前设置并返回操作菜单。无按键操作5秒后

返回操作菜单，当前操作无效。

按住“SELECT”键，同时开机。可以查看设定的频道的

频率值。按下“SELECT”键选择频道，按住“SET”键，显示

当前频道的频率。

注：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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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射机AGT500的使用

3.1  各部名称

      ESC键( ON/OFF键)             麦克风/音频输入口

      MUTE   静音开关              天线

      红色电源指示灯               绿色过调制指示灯

        /  选择键                SET 设置键

      电池槽                       电池盖

       电池盖卡扣                   充电接口

      显示屏                       挂件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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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使用前准备

同时按下外壳两边的2个电池盖卡扣  ，打开电池盖，插

入电池，注意电池的正负极，合上电池盖。  

将领夹话筒、头戴话筒或外接音频信号(如MP3播放器等)

插入话筒/音频输入口②。

3.3  开启/关闭 

在关机状态时，持续按住“ESC（ON/OFF）”键约1秒， 

显示屏背景灯亮起，呈现标准显示界面，同时红色电源指示

灯⑤点亮，表示发射机已正常开启。

在标准显示时，持续按住“ESC（ON/OFF）”键约3秒，

屏幕显示“OFF”，显示屏背景灯熄灭，同时红色电源指示灯

⑤熄灭，表示发射机已关闭。

3.4  静音设置        

将静音开关拨到“MUTE”，显示屏上显示“ ”时， 

表示静音模式开启，此时话筒音频信号关闭，接收机接收不

到任何语音信息。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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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显示界面说明

开机以后为标准显示，如下图所示：

 

C H  1      当前为第1频道

            FM调制度指示

        电池电量显示

         键盘锁开启     

       导频模式开启

       静音模式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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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发射机功能设置

在标准显示时，按“SET”键进入操作菜单 如图：

CHAN         频道设置菜单

SENSIT       灵敏度设置菜单

MHz          用户自选频率设置菜单

        导频设置菜单

          键盘锁设置菜单

3.6.1 频道设置

在操作菜单中，按  /  键，当“CHAN”在闪烁时，按下

“SET”键进入频道设置。

按  /  键来选择所需的频道。按“SET”键保存当前设

置并返回到操作菜单。按下“ESC”键放弃本次操作并返回到

操作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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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灵敏度设置

在操作菜单中，按  /  键，当“SENSIT”在闪烁时，按

下“SET”键进入发射机输入灵敏度设置。

若输入灵敏度太高，较强的音源信号输入会导致发射机

的调制信号过强，FM调制度满格显示，同时绿色过调制指示

灯⑥点亮。此时可按  键来适当降低灵敏度。另一方面，若

灵敏度太低，发射机的调制信号太弱，将会吸收到大的环境

噪音，影响收听质量，此时可按  键来适当提高灵敏度。调

好后按下“SET”键保存当前设置并返回到操作菜单。按下

“ESC”键放弃本次操作并返回到操作菜单。

理想设置为正常讲话或音源输入时FM调制度指示显示在3

至5格跳动，绿色过调制指示灯不亮。

注：

为了达到最佳收听效果，请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发射机灵

敏度。以下为灵敏度设置的参考:

 外界音源输入时     灵敏度设置在 -30  ——  -20  dBm

 麦克风输入时       灵敏度设置在 -10  ——   0   d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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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用户自选频率设置

在操作菜单中，按  /  键，当“MHz”在闪烁时，按

下“SET”键进入用户自选频率设置。频率范围为854MHz至

865MHz，每按下  一次，频率下降0.1MHz，每按下  一次，

频率上升0.1MHz，如果按下  或  不放，频率将连续下降或

者上升。设定好频率后，按下“SET”键，用户自选频率功能

启动并保存当前设置，返回到操作菜单。按下“ESC”键放弃

此次操作并返回到操作菜单。

用户自选频率功能开启后，返回标准显示时，屏幕显

示用户设定的自选频率值，而不显示工作组与频道。此后，

若进行频道设置或工作组设置，用户自选频率功能将自动关

闭。

3.6.4 键盘锁设置

在操作菜单中，按  /  键，当“ ”在闪烁时，按下

“SET”键，进入锁定设置，若屏幕显示为“ON”，表示锁定

模式开启，若屏幕显示为“OFF”，表示锁定模式关闭。按 

下  /  键可以切换 “ON”和“OFF”。按下“SET”键保存

当前设置并返回到操作菜单。按下“ESC”键放弃此次操作并

返回到操作菜单。 

   屏幕上出现“ ”图案，  /  键失去作用，“ESC”键

和“SET”键仍然可以有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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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导频设置

在操作菜单中，按  /  键，当“ ”在闪烁时，按

下“SET”键，进入导频设置，若屏幕显示为“OFF”，表示

导频模式关闭，若屏幕显示为“ON”，表示导频模式开启。

按下  或  键可以切换“ON”和“OFF”。按下“SET”键保

存当前设置并返回操作菜单。按下“ESC”放弃此次操作并返

回到操作菜单。

   当接收机开启导频模式时，发射机必须开启导频模式。

   功能设置状态时，若10秒内无任何按键操作，将自动退出

   设置状态，返回标准显示。当前设置无效。   

   在操作菜单时，按下“ESC”键返回到标准显示。

   所有设置，关机后都将保存，下次开机后无须重新设置。

   当键盘锁功能关闭时，按下任意键，背光灯点亮，无按键      

   操作15秒后，背光灯熄灭。

   标准显示为频道时，同时按下  /  键可以显示当前频道 

   的频率，此时若再次同时按下  /  键将重新回到标准显

   示，或10秒钟后无按键操作， 也将自动回到标准显示。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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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问题与解决

 
问题 可能原因 解决办法

无法开机 电池电量过低 更换电池或给电池充电

接收机显示正常却

听不见声音

耳机或麦克风有问题 换一个耳机或麦克风

发射机开启了静音模式 关闭发射机静音模式

接收机开启了导频模式，

但发射机没有开启

关闭接收机导频模式或

开启发射机导频模式

接收机音量设置为最小

“AF 00”
增大音量设置

发射机与接收机频道不

同
将两者的频道设置相同

声音信号环境噪音

太大
发射机灵敏度调的过低 将灵敏度适当调高一些

声音信号出现失真

状态（发射机绿色

过调制指示灯亮）

发射机灵敏度调的

过高或发射机输入

信号太强

将发射机灵敏度适当

调低或将输入信号调小

无法进行快速频道

/频率调节

处于键盘锁状态(显示

屏出现“ ”图标)
解除键盘锁状态

使用其他品牌发射

机时，接收机接收

不到信号

接收机处于导频模式开

启状态
关闭接收机导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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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议与保养

1. 当长时间不使用时，应将电池取出（发射机），或将电 

    池充满电后存放，并且每隔三个月进行一次电池充电维

    护（接收机），以免损坏电池和产品。

2. 请存放于干燥处，避免阳光直射。

3. 使用时发射机与接收机之间不要有大的障碍物，以免影  

    响通信。

4. 为保持收听效果，请正确调整发射机灵敏度。

5. 请用干的软布清洁本产品，禁止用汽油，稀释剂或其它

    化学药剂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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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技术参数

接收机 发射机

频道数 6+N 频道数 6+N

频率范围 854MHZ — 865MHZ 频率范围 854MHZ — 865MHZ

调制方式 FM 调制方式 FM

使用距离 >100M 发射功率 10mW

频率响应 100HZ  — 12KHZ 频率响应 100HZ — 12KHZ

失真度 <1% 失真度 <1%

电源
800MAH锂离子充电

电池
电源 5号（AA）电池

电池使用时间 >12小时 电池使用时间 >12小时

尺寸 68 * 50 * 15 mm 尺寸 82 * 62 * 21 mm

重量（含电池） 54 g
重 量 （ 不 含 电

池）
76 g

环境温度 -20 — 60 ℃ 环境温度 -20 —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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