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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5H / PRO5T

EIA标准半U，单频道

UHF 482~698MHz (US)，UHF 480~874MHz (EU)

72MHz

双调谐器纯自动选讯接收

第01～10群组各预设16个无条件限制的互不干扰频率，第11~15群组各预设48个互不干扰频率，共默认400个精挑的频率。
最后第16群组是使用者可自行设定及储存偏好的16个频率。

PLL相位锁定频率合成电路，频率稳定度≤±0.005%（-10～+60℃）

输入6dBμV时，S/N>80dB

>108dB(A)

<0.5%@1KHz

50Hz～18KHz，具低频衰减滤频电路

独创的“音码与杂讯锁定”双重静音控制，使用面板飞梭调整静音准位

预设等于音头灵敏度，使用者不必调整音量输出

XLR平衡式及6.3Φ不平衡式插座

麦克风工作时， REMOTE OUT输出口，2、3脚输出短路低电平信号，触发外控设备的联动控制，达到系统自动控制的目的。

三段式切换，平衡式+16dBV / 0dBV / -6dBV，非平衡式+10dBV / 0dBV / -6dBV

内建100～240V AC交换式供应器

210(宽)×44(高)×230(深)

约1.4Kg

搭配发射器  

机箱与频道数  

载波频段  

频宽  

接收方式 

预设频率数  

振荡模式  

实用灵敏度  

综合S/N比  

综合T.H.D.  

综合频率响应  

静音控制  

音量输出  

输出插座  

联动输出 

最大输出电压  

电源供应  

尺寸(mm)  

重量  

音头尺寸（mm）  

频率响应  

灵敏度  

最大承受音压  

输出插头  

输出连线长度  

颜色  

重量  

4.5Φ无指向性迷你电容音头

40Hz～20KHz（±3dB）

-49dBV±3dBV/Pa（0dB=1V/Pa）

135dB（Typical，1%THD）

MIPRO迷你XLR 4pin插头或TA4F

150cm

黑色

约14g

音头尺寸（mm）

频率响应  

输出阻抗  

灵敏度  

最大承受音压 

音头连杆固定座

输出插头  

输出连线长度  

颜色  

重量  

4.5Φ无指向性迷你电容音头

40Hz～20KHz（±3dB）

200Ω

-49dBV±3dBV/Pa（0dB=1V/Pa）

125dB（Typical，1%THD）

左、右各1个

MIPRO迷你XLR 4pin插头

150cm

肤色

约25 g

机壳材质  

载波频段  

频带宽度  

振荡模式  

频率调整  

输出功率  

谐波辐射  

音头输入灵敏度

静音控制  

操作显示

使用电池  

尺寸(mm)  

重量  

+12dB、+6dB、0dB、-6dB、-12dB、
-18dB六段增益。0dB=音头的灵敏度

镁合金材质

UHF 482~698MHz (US), 
UHF 482~790MHz (EU) 

72MHz

PLL相位锁定频率合成振荡电路

ACT自动追锁接收机工作频道

可切换50mW或10mW

<-55dBc

静音按键及遥控插孔，可选配静音控制连接线

背光LCD液晶，显示频组、频道、频率、调节
增益、发射功率、静音、操作锁定等多项讯息

5号（AA）电池两只

63(宽)×70(高)x25(厚)

约75 （不含电池）

管身材质  

振荡模式  

载波频段  

频带宽度  

频率调整  

输出功率  

谐波辐射  

最大输入音压  

音头输入灵敏度  

操作显示

搭配音头模块  

使用电池  

尺寸(mm)  

重量  

镁合金材质

PLL相位锁定频率合成振荡电路

UHF 482~698MHz (US)
UHF 480~874MHz (EU)

72MHz

ACT自动追锁接收机工作频道

可切换50mW或10mW

<-55dBc

142dB SPL

+6dB、+3dB、0dB、-3dB、-6dB五段增益。
0dB=音头的灵敏度

标配MU-89心型电容式音头，
可选配其他音头模组

5号（AA）电池两只

50(Φ)×258(长)

约290g（不含电池）

背光LCD液晶，显示频组、频道、频率、调节
增益、发射功率、静音、操作锁定等多项讯息

备注：1、各项规格若有误差，以实际产品为依据；

      2、载波频率范围、最大偏移度等以各国电波法规为依据。

g

PRO5100机 型

PRO5H PRO5T机 型

MU-55L MU-55HNS机 型   



PRO5100

■ 世界首创的ACT自动锁频功能，能自动、快速及精确的追锁发射器工作频率。

■ 采用True Diversity真分集接收电路，自动扫描环境频率，避开干扰频率。

■ 采用纯自动选讯接收及「音码、杂音锁定」双重静音控制，不但接收距离远，而且彻底消除接收断音及不稳的缺失。

■ 采用飞梭旋钮取代传统复杂的按键，操作快速方便。

■ 首创噪声干扰指示灯，用以适当的调整接收灵敏度。

■ 高音量动态范围、高传真特性，尽情大声演唱确保原音完美重现。

■ 天线座提供强波器偏压，可以连接MIPRO天线系统，增加接收距离及稳定的接收效果。

■ 最先进的PC计算机遥控操作方式，可选择遥控及无障碍的手动操作。

■ 麦克风工作时， REMOTE OUT输出口，2、3脚输出短路低电平信号，触发外控设备的联动控制，

   达到系统自动控制的目的。

手持麦克风发射器的技术特性

①   以美学及人体工学的原理，精心雕琢的管身创新造型，塑造MIPRO一贯的独创风格。

②   独特造型的音头网罩，采用多层高刚性的全金属网打造，具耐摔、防滚及防噗杂音。

③   采用多层金属的内网罩取代容易老化的海绵网构成的分离式音头模块，增强音头的保

       护与防噗功能，让声音更清晰透彻。

④   采用专利的音头悬吊设计，展现超低触摸及敲击杂音的优越特性。

⑤   分离式音头模块与发射电路容易拆装，备有电容式及动圈式音头，可自行选择更换。

⑥   拆下保护盖，可以操作设定键，反转保护盖可封闭电源开关，开放静音键操作。

头戴麦克风与腰包发射器的技术特性

①   无指向性，迷你超小型电容音头，具有防水特性；

②   音头模块可与弹性极佳的钢丝挂架自由分离组合，依使用喜好装置于左右两侧均可；

③   音头连杆固定位置可随意调整长度、方向与角度，达到最舒适应用；

④   精致坚固的最袖珍镁合金机壳，上端配置天线、静音开关及XLR输入插座。

⑤   创新的电池盖设计，不必掀开即可操作按键，具保护及锁定功能，杜绝误动作。

⑥   采用高效率、低耗电、低谐波辐射及特性最稳定的PLL电路，具有世界首创的ACT自

      动追锁频道功能，可快速、精准的自动锁定接收机工作频道。

⑦   适合麦克风及吉他的高低阻抗直接输入不必切换，并可调整正负输入灵敏度。

⑧   佩戴夹可自由调整上下正反方向佩挂。

全新宽频纯自动选讯接收机

平衡式音频输出插座

不平衡式音频输出插座

联动低电平信号输出口

交流电源插座

天线连接座

接地开关

音量切换开关

PRO5100

接收机主要特性

深具魅力的彩色VFD显示器

主动式发光，清晰显示各项讯息

时尚外观设计，纯镁合金机壳

坚固耐用，隔离谐波干扰极佳

专业双调谐器纯自动

选讯接收设计

PRO5100/PRO5H*1无线手持系统

PRO5100/PRO5T/MU-55L*1无线领夹系统

PRO5100/PRO5T/MU-55HNS*1无线头戴系统

■ PRO5100全新宽频纯自动选讯接收机      ■ PRO5H手持无线麦克风（含MU-89心型电容音头）          ■ 接收机机柜固定安装架
■ 2支接收机天线                        ■ 1条双插信号连接线                                   ■ 电源线 

标配套装

■ PRO5100全新宽频纯自动选讯接收机      ■ PRO5T佩戴式发射器        ■ MU-55L黑色领夹式麦克风         ■ 接收机机柜固定安装架
■ 2支接收机天线                        ■ 1条双插信号连接线        ■ 电源线 

标配套装

■ PRO5100单通道真分集接收机       ■ PRO5T佩戴式发射器        ■ MU-55HNS肤色头戴式麦克风        ■ 接收机机柜固定安装架
■ 2支接收机天线                   ■ 1条双插信号连接线        ■ 电源线   

标配套装

领夹麦克风与腰包发射器的技术特性

①   无指向性，迷你超小型电容音头，具有防水特性；

②   连接MIPRO迷你XLR标准的插头，亦可指定连接其它类型插头；

③   精致坚固的最袖珍镁合金机壳，上端配置天线、静音开关及XLR输入插座。

④   创新的电池盖设计，不必掀开即可操作按键，具保护及锁定功能，杜绝误动作。

⑤   采用高效率、低耗电、低谐波辐射及特性最稳定的PLL电路，具有世界首创的ACT自

       动追锁频道功能，可快速、精准的自动锁定接收机工作频道。

⑥   适合麦克风及吉他的高低阻抗直接输入不必切换，并可调整正负输入灵敏度。

⑦   采用迷你XLR连接头，可快速结合或螺丝固定领夹式、头戴式麦克风及吉他等讯号输入。

⑧   佩戴夹可自由调整上下正反方向佩挂。

联动低电平信号输出口

平衡音频信号输出口

背面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