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CS-8600 系列无纸化多媒体会议系统 

HCS-8600MIO/16AD  16通道音频输入输出器

 
                                                                                               
特性: 

■ 支持 16 路模拟音频信号输入输出 
■ 3 芯凤凰头接口，用于模拟音频信号输入输出，可连接成平衡输

入输出，也可连接成非平衡输入输出 
■ 内置 Dante 模块，支持 16 路数字音频信号传输 
■ 支持 Dante 协议，实现与周边设备的数字化无损音质连接 
■ 可将多路数字/模拟音频信号输入到会议系统的翻译通道，实现

异地同声传译，也可输入到原声通道 
■ 所有输入可按任意比例混音，输出到任意通道 
■ 可将会议系统的数字音频信号转换成多路数字/模拟音频信号输

出，供红外同传系统或录音使用 
■ 可调节任意通道的输出电平 
■ 带背光的 132×32 LCD 显示屏可显示输入输出通道号及语种名

称信息，并提供简/繁体中文、英文等多种语言的系统设置菜单 
■ 具有单模光纤 SC 接口/ EXTENSION 接口，用于连接会议控制

主机或扩展主机（但不可同时连接） 
■ EXTENSION 接口，可级连下一台 HCS-8600 扩展主机或音频

输入输出器 
■ 具备 Web 页面控制功能，可通过 Web 页面访问设备，支持更详

尽的参数设置和工作模式控制 
■ RS-232 接口，用于连接中控系统及系统诊断 
■ 具有 USB 接口，可用于系统升级和系统设置参数备份，实现管

理简单化 
■ 可设置为与会议系统控制主机同步/不同步开关机 
■ 可安装在 19 英寸标准机柜 
 
 

技术参数 

通道数量                                            16 CHs 
频率响应                                     30 ~ 20000 Hz 
信噪比                                             ≥90 dBA 
通道隔离度                                          ≥85 dB 
动态范围                                            ≥90 dB 
总谐波失真                                          ≤0.05% 
电源                           AC 100 V - 240 V, 50 Hz/60 Hz 
最大音频输入                       凤凰头（线路输入）：+8 dBu 

凤凰头（麦克风输入）：-12 dBu 
Dante：1 FFS 

输入灵敏度可调范围                    -20 dB ~ +10 dB或静音 
最大音频输出                                凤凰头：+18 dBu 

Dante：1 FFS 
输出可调节范围                        -30 dB ~ +20 dB或静音 
输出阻抗                                             ≥1 kΩ 
最大功耗                                              65 W 
颜色                                 黑色（PANTONE 419 C） 
尺寸 宽×深×高(mm) 
  桌面放置，含胶脚                        480 × 288 × 50 mm 
  19"机柜安装，不含胶脚                   480 × 288 × 45 mm 
重量                                                 3.6 kg 
 
 
 
 

 
 
                                                                                                                              
HCS-8600MIO/16AD                             16通道音频输入输出器（16通道音频输入输出，支持16路Dante协议，具有单模光纤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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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CS-8600 系列无纸化多媒体会议系统 

HCS-8600MIO/08A  8通道音频输入输出器

 
                                                                                               
共同特性: 

■ 支持 8 路模拟音频信号输入输出 
■ 3 芯凤凰头接口，用于模拟音频信号输入输出，可连接成平衡输

入输出，也可连接成非平衡输入输出 
■ 可将多路模拟音频信号输入到会议系统的翻译通道，实现异地同

声传译，也可输入到原声通道 
■ 所有输入可按任意比例混音，输出到任意通道 
■ 可将会议系统的数字音频信号转换成多路模拟音频信号输出，供

红外同传系统或录音使用 
■ 可调节任意通道的输出电平 
■ 带背光的 132×32 LCD 显示屏可显示输入输出通道号及语种名

称信息，并提供简/繁体中文、英文等多种语言的系统设置菜单 
■ 具有单模光纤 SC 接口/ EXTENSION 接口，用于连接会议控制

主机或扩展主机（但不可同时连接） 
■ EXTENSION 接口，可级连下一台 HCS-8600 扩展主机或音频

输入输出器 
■ 具备 Web 页面控制功能，可通过 Web 页面访问设备，支持更详

尽的参数设置 
■ RS-232 接口，用于连接中控系统及系统诊断 
■ 具有 USB 接口，可用于系统升级和系统设置参数备份，实现管

理简单化 
■ 可设置为与会议系统控制主机同步/不同步开关机 
■ 可安装在 19 英寸标准机柜 

技术参数 

通道数量                                             8 CHs 
频率响应                                     30 ~ 20000 Hz 
信噪比                                             ≥90 dBA 
通道隔离度                                          ≥85 dB 
动态范围                                            ≥90 dB 
总谐波失真                                          ≤0.05% 
电源                           AC 100 V - 240 V, 50 Hz/60 Hz 
最大音频输入                       凤凰头（线路输入）：+8 dBu 

凤凰头（麦克风输入）：-12 dBu 
输入灵敏度可调范围                    -20 dB ~ +10 dB或静音 
最大音频输出                                凤凰头：+18 dBu 
输出可调节范围                        -30 dB ~ +20 dB或静音 
输出阻抗                                             ≥1 kΩ 
最大功耗                                              65 W 
颜色                                 黑色（PANTONE 419 C） 
尺寸 宽×深×高(mm) 
  桌面放置，含胶脚                        480 × 288 × 50 mm 
  19"机柜安装，不含胶脚                   480 × 288 × 45 mm 
重量                                                 3.6 kg 
 
 

 
 
 
                                                                                                                                  
HCS-8600MIO/08A                                                    8通道音频输入输出器（8通道音频输入输出，具有单模光纤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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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S-8600 系列无纸化多媒体会议系统

HCS-8600MIO/08D  8通道音频输入输出器

共同特性: 

■ 内置 Dante 模块，支持 8 路数字音频信号传输

■ 支持 Dante 协议，实现与周边设备的数字化无损音质连接

■ 可将多路数字音频信号输入到会议系统的翻译通道，实现异地同

声传译，也可输入到原声通道

■ 所有输入可按任意比例混音，输出到任意通道

■ 可将会议系统的数字音频信号转换成多路数字音频信号输出，供

红外同传系统或录音使用

■ 可调节任意通道的输出电平

■ 带背光的 132×32 LCD 显示屏可显示输入输出通道号及语种名

称信息，并提供简/繁体中文、英文等多种语言的系统设置菜单

■ 具有单模光纤 SC 接口/ EXTENSION 接口，用于连接会议控制

主机或扩展主机（但不可同时连接）

■ EXTENSION 接口，可级连下一台 HCS-8600 扩展主机或音频

输入输出器

■ 具备 Web 页面控制功能，可通过 Web 页面访问设备，支持更详

尽的参数设置

■ RS-232 接口，用于连接中控系统及系统诊断

■ 具有 USB 接口，可用于系统升级和系统设置参数备份，实现管

理简单化

■ 可设置为与会议系统控制主机同步/不同步开关机

■ 可安装在 19 英寸标准机柜

技术参数

通道数量  8 CHs 
频率响应  30 ~ 20000 Hz 
信噪比   ≥90 dBA 
通道隔离度  ≥85 dB 
动态范围  ≥90 dB 
总谐波失真  ≤0.05% 
电源  AC 100 V - 240 V, 50 Hz/60 Hz 
最大音频输入     Dante：1 FFS 
输入灵敏度可调范围 -20 dB ~ +10 dB或静音

最大音频输出  Dante：1 FFS 
输出可调节范围 -30 dB ~ +20 dB或静音

输出阻抗  ≥1 kΩ 
最大功耗    65 W 
颜色   黑色（PANTONE 419 C） 
尺寸 宽×深×高(mm) 

桌面放置，含胶脚  480 × 288 × 50 mm 
  19"机柜安装，不含胶脚  480 × 288 × 45 mm 
重量     3.6 kg 

HCS-8600MIO/08D  8通道音频输入输出器（支持8路Dante协议，具有单模光纤接口） 

功能列表 

型号 模拟输入接口 模拟输出接口 Dante接口 光纤接口

HCS-8600MIO/16AD 16路 16路 16路 √ 

HCS-8600MIO/08A 8路 8路 √ 

HCS-8600MIO/08D 8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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