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81 石英型锁相环AM / FM调谐器

劳斯有限公司
犹他州, 盐湖城 5/14

规格：
FM段
调谐范围：87.5-108MHz
3dB限幅：12dB
镜像抑制：53dB
可用灵敏度单声道IHF：9dB
选择范围：（-70KHz：+90KHz）
单声道1 mV信噪比：52dB
立体声：50dB
40 kHz在1 mV的谐波失真偏差：0.18％
立体声隔音值：28dB
自动搜索灵敏度：23dB
AM静噪值：52dB
天线的输入阻抗：75Ω
AM段
调谐范围：530 - 1710kHz （10 kHz的增值）
522 - 1611kHz（9 kHz的增值）
IF频率：450kHz
可用灵敏度：28dB
自动搜索灵敏度：41dB
5mV/M的信噪比：46dB
6 dB 带宽:7KHz
镜像抑制: 42dB
A.C.A. +/- 9kHz: 46dB
自动增益操作: 43dB
5mV/M的谐波失真 : 0.40%
天线的输入阻抗: 300 Ω
尺寸: 19” x 1.75” x 7”(48.3 x 4.5 x 12 cm)
重量: 7.1 lbs. (3.2 kg)

快速入门指南

遥控

前面板说明

- MEM. UP: 上调预设。如果调谐器上调超出预设存储数量最大值，
它会“环回”，调回到预设最小编号。
- BAND: AM 或FM (FM 1 / FM 2 / AM)的切换。
- Tuning + / - :每按一次增加或减小调谐频率。按2秒为自动搜索。
在接收到发送信号后，它会自动停止，并开始播放。
- MO/ST: 立体声和单声道操作（FM模式）之间进行选择。
- DISP: 显示当前工作站RDS信息（如果可用）。
-DIRECT: 按它直接选择射频。例如，直接选择107.7点，只需
按“DIRECT”+数字“1077”。
-Headphone Level: 调节耳机输出的信号电平。
-Headphone Out: 1/8” 尖端-环-接地 立体声插孔 用于连接立体声
耳机。使用单声道插头，将长期损害RS81。请确保您使用的是立体
声插头。
-Power Switch: RS81电源开关。

遥控器操作:

随附的红外遥控器用于远距离控制RS81设备。它必须"直线“对
准设备。

遥控说明：
广播存储功能
-广播的30个预设都在这3段：FM 1 x 10 / FM 2 x 10 / AM x
10 。 -首先选择其中要被存储的频道。
-按“ MEMORY “ 。
-按“1 ~ 10” 以选择存储预设的频道数。
-按“MEMORY”再次确认存储， LCD显示“CH1～10”。
-重复上述步骤，以存储更多的频道。每段可存储多达10个频道。

-BAND: AM或FM选择
-按“ BAND ” 选择FM1，FM2，或AM频率。
-按 “TUN+ / TUN-”选择发送点。 按2秒为自动搜索。在接收到发
送信号后，它会自动停止，并开始播放。
-DIRECT: 按它直接选择射频。例如，直接选择107.7点，只需
按“DIRECT”+数字“1077”。
-remote按钮的作用同前面板按钮一样，请参见本手册的前面板的
描述部分。

操作

后面板说明

睡眠功能：

-按“ SLEEP “
-最大的设置时间为90分钟。每按一下为增加10分钟，这是通过在
液晶显示指示的。最后一次按，睡眠设置被取消在（LCD上显
示“00”）。
-当达到你预设的时间限制时，调谐器会自动停止播放，并进入待机
模式。
-如果（通电）的RS81进入睡眠模式后想重新运行，关闭总电源开
关，然后打开电源开关。
-如果您需要在播放过程中取消睡眠功能，按住“睡眠”，直到屏幕
显示“00”。然后睡眠功能就被取消。

多方向反射:

FM声波：如光波，在直线方向传播，除非在传播路径上有物体。正
因为如此，FM工作站的天线能接收两组声波;信号直接传播到天
线，以及从建筑物或山反射回来。
当该天线接收这两种信号，这两个信号相互干扰和导致声音失真和
分不清。这种现象被称为“多方向反射”。为了减少此问题，选择
良好方向性的天线，并将其放置在最佳的具有较强信号接收点的
位置。

- 交流电: 三个IEC电源接口。请正确连接到接地的电源插座。
- 电源选择开关：115V（110-120V）/230V（220-240V）输入电源
之间进行选择。按照设备上的标示，此开关必须在RS81开启之前做
适当的设置。如果给到RS81的功率不匹配，将永久性损坏RS81。
- FM 75欧姆天线：连接至包括75欧姆的调频天线。
- AM 300欧姆环路天线：连接至包括300欧姆的AM环形天线。
- RCA输出 - 线路电平。
- XLR 输出 - 平衡线路电平。
- 直流24V：当连接的总电源不能给RS81供电时。根据设备的电源指
示，这必须是只能用直流24V。 不正确的极性或任何其它低于直流
24V电压的接线会导致对RS81永久损坏，这种损坏不在任何保修范
围之内。

操作

广播调谐范围

FM 87.5 MHz – 108 MHz
AM 530 KHz – 1710 KHz (美国) / AM 522 KHz – 1611
KHz (欧洲)
- 在9kHz（欧洲）至10kHz（美国）的AM调谐由工厂已先设定。
在RS81上 9kHz到10kHz的AM不能更改。
正确连接RS81到接地的电源插座。
连接左和右输出到调音台，功放或其他音频设备。

FM 天线 ：
适用于室内，FM天线连接至其相应的输入的RS81的后面板上的
FM天线导线。一边听着广播，握住线端左右移动，直到天线朝向
的方向上出现最强的信号，固定天线在这个位置。

室外FM天线:
- 安装室外FM天线建议使用一个非常高品质的FM接收机。

- 天线线缆应是75欧姆同轴型铅线，因为它比300欧姆的双脚型线
更有效地抑制噪音的干扰。
- 线缆应该是直的，并尽量远离电源线，剪掉任何多余的长度。

AM 环形天线连接:

连接AM环形天线的配件到AM的环路。 当调节AM工作站时，移
动天线向左边或右边，并固定在其的最佳接收方向。
-不要把环形天线靠近电源线或音频线。可能会生成干扰或噪声。

操作

RDS （广播显示系统）功能

RDS 是FM广播工作站实际发送数据流的信息。 要使用此功能， 首
先信号必须被调谐到RDS工作站。注：允许30 - 60秒的数据下载。
不是所有的加载在RDS数据的工作站都有RDS功能（例如;有的不
带“时钟”或“文本”的数据）。
请注意： RDS功能完全依赖于工作站首次提供的RDS信息和他们是
否支持该功能。所以，RDS显示的结果差别很大。

RDS:

-AF: 替换频率
假设另一种频率可用于工作站。 如果当前信号较弱时，按AF，RDS
将在同一工作站搜索信号更强的不同的频率。
-DISP: （显示）更改RS81工作站频率和RDS信息之间的显示。例
如，如果 调节FM103.5，按DISP按钮，显示屏会切换当前的频率到
歌曲和歌手介绍。如果没有RDS资料，会显示“NO PS”。
-PTY: 节目类型。

广播工作站可以分配不同的节目类型到他们的演出。这些可以被
RDS广播站拾取。按PTY，LCD显示广播节目类型，如新闻，体育或
戏剧。如果广播站没有为演出指定节目类型，LCD显示“NO
PTY”。
-TA: 交通广播
按TA，RDS会自动搜索交通或驾驶工作站。它会停在驾驶或交通工
作站。（必须有可用的“交通”RDS或无工作站加载）再次按下TA
按钮返回到原来的工作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