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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r   
系統設定軟體

概述
藉助 Designer 系統設定軟體，整合人員與系統規劃人員能為使用各種精選 Shure 麥克風與其他 Shure 裝置的設備設計及實施準
確的音訊覆蓋範圍。Designer 多合一工具支援線上與離線設計、路由傳送、設定、推送至線上裝置。您可以匯入平面圖、確定空

間比例、在參與者區域周圍放置裝置，以及調整空間圖上的拾音波瓣，取得精確覆蓋範圍，進而替會議及簡報空間建立準確模

型。

Designer 讓您能夠在安裝裝置之前建立和編輯覆蓋範圍參數：

確定話筒定位、房間大小和吊頂板高度

新增頻道

建立準確的覆蓋區域

調整等化器設定

管理訊號路由

離線完成設計工作之後，您可以推送設定至連線裝置，在現場微調，一切都在 Designer 中完成。如果喜歡，您隨時都能匯出要

上傳的裝置預設，以及使用每個裝置的網路使用者介面。

特性
為使用這些 Shure 話筒和裝置的安裝環境聯機或脫機設計音訊覆蓋範圍：

IntelliMix  Room
MXA910/MXA920 吊裝式陣列話筒
MXA710 線性陣列話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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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A310 桌面陣列話筒
P300 IntelliMix 音訊會議處理器
ANIUSB-MATRIX USB 音訊網路介面
Microflex 聯網吊裝式揚聲器
MXA 網路靜音按鈕

準確地縮放平面圖和參考照片以精確設定裝置

新增多個裝置，建立更大型更複雜的安裝佈局

在一個軟體工具中為多種 Shure 產品執行訊號路由
在多個位置中建立並重新使用模板

一次將設定推送到一組裝置

輕鬆匯出單個位置的裝置預設

為多個房間、建築物和客戶組織安裝

透過匯入平面圖並使用虛擬裝置來離線設計系統，極大地節省時間和差旅費用

與其他 Designer 使用者分享專案，以便可以多人共同處理專案

開始

1. 建立專案
啟動 Designer 專案並創建符合計劃環境的房間。您可以創建房間（即時）或創建稍後部署的房間（設計）。

2. 將裝置新增到房間
將要使用的裝置拖入房間。

如果您創建的是房間（即時），您將新增網路上的在線裝置至房間中。

如果您創建的是房間（設計），則您將新增虛擬裝置至房間中，且您可稍後將其關聯至在線裝置並進行部署。

3. 優化房間
按一下優化，允許 Designer 連接 Shure 裝置。一個空間裡必須至少有一個咪高峰和一個處理器，才能使用 Designer 的優化功
能。

您只有咪高峰嗎？您可以繼續手動調整，方法是選擇各個裝置以將其屬性調整到合適的值，或按一下設定以存取和變更更進階的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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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r 的優化工作流程可加快將系統與至少 1 個咪高峰和 1 個音訊處理器連接的程序。優化亦會在配備 MXA 網路靜音按鈕的
房間中創建靜音控制路由。當您在房間中選擇優化時，Designer 會進行下列操作：

建立音訊路由和靜音控制路由

調整音訊設定

開啟靜音同步

為適用裝置啟用 LED 邏輯控制

上述設定會針對特定裝置組合進行優化。您可以進一步自訂設定，但優化工作流程提供了很好的起點。

優化房間後，應檢查並調整設定以滿足您的需要。這些步驟可能包括：

刪除不必要的路由。

檢查電平並調整增益。

驗證 AEC 參考訊號是否正確路由。

按需要微調 DSP 區塊。

相容的裝置：

MXA910
MXA920
MXA710
MXA310
P300
IntelliMix  Room
ANIUSB-MATRIX
MXN5-C
MXA 網路靜音按鈕

4. 微調系統
使用覆蓋範圍圖設定裝置與調整空間裡的覆蓋區域。此外，請選擇單個裝置以將其屬性調整到合適的值，或按一下設定存取及變

更更多進階設定。

5. 裝置特定任務
吊裝式和線性陣列咪高峰以及僅吊裝式揚聲器：

覆蓋區域映射標籤 - 使用實際的房間尺寸和規格確定房間的大小。

使用平面圖或參考影像開始設計您的房間。按一下新增影像匯入平面圖並將其縮放到圖紙上的參考點。

針對預期的與會者區域使用影像聚焦於音訊覆蓋範圍，並使用實際空間尺寸，透過更好的精確性來設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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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裝置並定位參與者區域附近的頻道。可在相同房間中設定多個裝置，以便在更大且更複雜的空間中使用極佳的

音訊覆蓋範圍。按一下新增軌道，用波瓣覆蓋該空間。

使用 Designer 調整等化器設定、管理訊號路由和設定裝置屬性。

僅限桌面陣列咪高峰：

選擇裝置並按一下設定。

按一下新增軌道為咪高峰新增軌道。

使用屬性為頻道設定進行選擇。

其他裝置：

選擇裝置並按一下設定。

使用各種功能為訊號處理設定進行選擇。

6. 最終調整
要完成設定房間中的裝置，您可以直接對裝置進行變更，透過聽聲音檢查來微調每個頻道，以及從 Designer 中即時進行調整。

軟體安裝
下載應用程式
透過 www.shure.com/designer 下載應用程式，並瞭解更多資訊。

http://www.shure.com/desi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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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版本
我們會定期發佈此軟體的新版本以納入新功能和性能改進。本文件支援最新版本的軟體。如需個別版本的資訊，請參閱 
www.shure.com 上的版本說明。

聯絡 Shure 支援團隊
Shure 系統支援向地區支援團隊提供 Shure 裝置的深入知識、數位音訊網路和安裝最佳做法。若您在軟體安裝或設定時遇到任何

問題，請聯絡 Shure 系統支援尋求協助。在美國地區，您可以撥打 312-736-6006 或至 www.shure.com 尋找您當地的支援聯絡
人。

系統要求

必要條件

所需的連接埠

Web API
MongoDB
Shure 系統 API

四個連接埠，在安裝時動態指派 10000-65535 範圍內的可用
連接埠

安裝 Windows 更新
請先確認您的作業系統為最新版本，然後再安裝軟體。

Operating System
The follow operating systems are supported on a physical or virtual machine:

Windows 10 (Professional or Enterprise), 64-bit edition
Windows 11 (Professional or Enterprise), 64-bit edition

硬體
系統記憶體 16 GB 記憶體可用

硬碟空間 2 GB 可用

處理器 i5 雙核心處理器

自動設定更新
下列設定將在軟體安裝期間自動完成。

安裝程式必要條件
MongoDB v5.0.3 會在安裝過程中自動新增。

http://www.shure.com/
https://www.shure.com/en-US/products/software/designer_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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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防火牆
本機連接埠 5568、8427

備份並恢復資料庫
備份儲存 Shure 軟體資訊的 MongoDB 資料庫（透過 Designer 安裝），以保護資料，避免損失。備份對於移轉至新的伺服器時

也很實用。

備份儲存您的團隊在軟體中所操作的所有專案、位置和裝置設定。對於備份儲存，僅支援符合目前作業軟體版本的備份檔案

（.bak）。

識別 MongoDB 連接埠
您必須在設定區內尋找以下檔案，識別為 MongoDB 動態指派的連接埠：

"[location of Designer Software install directory]\Services\Mongo-5.0.3\Bin\mongod.cfg"

連接埠號碼將指定於以下字串中：

"
net:
port: [port #]
"

備份 Mongo 資料庫
使用安裝有軟體的機器，建立 MongoDB 備份。

識別封存資料庫備份的位置。您會在命令列中使用此路徑。

開啟「開始功能表」並開始輸入「command」，以開啟命令提示視窗。請勿按 Enter。
右鍵按一下命令提示視窗並選擇「以管理員身分執行」。

在替換標有 [ ] 記號的預留位置後，輸入以下命令列（包括檔案路徑的引號）：

"[location of Designer Software install directory]\Services\Mongo-5.0.3\Bin\mongodump.exe" --host localhost 
--port [MongoDB port number] --gzip --archive="[path and file name of backup]"

貼士：預設設定的命令列範例（全部位於同一命令列）：

"c:\Program Files\Shure\Shure Designer\Services\Mongo-5.0.3\Bin\mongodump.exe" --host localhost 
--port [MongoDB port number] --gzip --archive="c:\Shure.bak"

按 Enter。檔案將存檔在提示視窗中指定的路徑。

恢復資料庫備份
在安裝有軟體的機器上，開啟「開始功能表」並開始輸入「command」，以開啟命令提示視窗。請勿按 Enter。
右鍵按一下命令提示視窗並選擇「以管理員身分執行」。

在替換標有 [ ] 記號的預留位置後，輸入以下命令列（包括檔案路徑的引號）：

"[location of Designer Software install directory]\Services\Mongo-5.0.3\Bin\mongorestore.exe" --host localhost 
--port [MongoDB port number] --drop --gzip --archive="[path and file name of backup]"

貼士：預設設定的命令列範例（全部位於同一命令列）：

"c:\Program Files\Shure\Shure Designer\Services\Mongo-5.0.3\Bin\mongorestore.exe” --host localhost 
--port [MongoDB port number] --drop --gzip --archive="c:\Shure.b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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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Enter。
在命令提示視窗中輸入

iisreset

以重新載入資料庫設定。

支援的裝置
Designer 中支援下列 Shure 裝置。如果可能，請升級到最新的受支援韌體版本，充分利用新功能和系統改進。

MXA910 吊裝式陣列咪高峰 (User Guide)
MXA920 吊裝式陣列咪高峰 (User Guide)
MXA710 線性陣列咪高峰 (User Guide)
MXA310 桌面陣列咪高峰 (User Guide)
IntelliMix Room 音訊處理軟件 (User Guide)
P300 IntelliMix 音訊會議處理器 (User Guide)
ANIUSB-MATRIX 音訊網絡介面 (User Guide)
Microflex 聯網吊裝式揚聲器：MXN5-C (User Guide)
MXA 網絡靜音按鈕 (User Guide)

重要提示：

請參閱版本說明以查看相容韌體版本的清單

匯出專案無法與更早版本的 Designer 相容

請參閱韌體更新以瞭解有關更新韌體的更多資訊。

Service configuration for device security
You can enable or disable specific network protocols on your devices using Designer. Navigate to that device in Live mode and 

click (Settings) > Services. The configuration options are:

HTTP - If you turn off HTTP, you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connect to this device via a web browser. Access with Designer 
will be unaffected.
mDNS - If you turn off mDNS, you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discover this device in the Shure Web Device Discovery 
application. Designer and Shure Update Utility will still be able to discover this device normally.
Command Strings - If you turn off command strings, third party control systems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this device on port 2202.

變更介面語言
按一下左上角您的名稱附近的區域以存取我的帳戶。

使用下拉式功能表選擇您的首選語言。

按一下儲存變更。

組織您的設計
Shure Designer 軟體可幫您開發和組織音訊設備專案。設定最能反映您工作流程的專案：

https://pubs.shure.com/guide/MXA910/en-US
https://pubs.shure.com/guide/MXA920/en-US
https://pubs.shure.com/guide/MXA710/en-US
https://pubs.shure.com/guide/MXA310/en-US
https://pubs.shure.com/guide/IntelliMixRoom/en-US
https://pubs.shure.com/guide/P300/en-US
https://pubs.shure.com/guide/ANIUSB-Matrix/en-US
https://pubs.shure.com/guide/MXN5-C/en-US
https://pubs.shure.com/guide/MXA-MUTE/e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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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使用位置的專案組織

專案可擴展：可以設計一個房間，也可以構建跨越多個建築物和園區的多個位置

按使用房間的佈局組織

複製並重用房間設計，為類似的房間創作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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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專案
要建立專案，

按一下左側功能表中的My projects。
按一下New > Project。
為您的專案輸入名稱和描述。

按一下Create。

設計房間
Designer 使用了房間，讓使用者在每個專案中建立多個設計。您可以在專案中為您設計的每個空間建立房間。您可以安排房間以

符合專案的基礎結構（建築物和樓層）或您自己的工作流程（房間類型）。

建立房間
開啟專案。

如果未選擇，選擇房間。

按一下新 > 房間（即時）或房間（設計）。

為您的房間輸入名稱和描述。

按一下「建立」。

Designer 會在您的專案清單中建立具有該名稱的房間並開啟該房間的設計視窗。

如果您要建立多個房間並且更喜歡將其分組到資料夾，您可以先建立一個資料夾。

開啟專案。

如果未選擇，選擇房間。

按一下新建 > 資料夾。

輸入資料夾的名稱和描述。

按一下「建立」。

Designer 會建立具有該名稱的資料夾並將其新增到您的專案清單。

按兩下資料夾，將其開啟，然後按照之前的步驟來建立房間。

匯入和匯出專案
匯出 Designer 專案，與其他系統設計者分享並合作，或用來儲存工作備份。匯出內容包括專案中的所有房間，含所有虛擬裝置

設定、路由傳送、覆蓋範圍設計。

Designer專案下載為 .dprj 檔案，且僅相容於 Shure Designer軟體。

匯入專案
按一下我的專案。

按一下匯入專案並瀏覽您要匯入的檔案。

匯出專案
按一下我的專案。

當您暫留在專案上時， （更多）在右側變為可用。按一下圖示。

選擇匯出。檔案名稱為 Designer 中的專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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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房間
新增裝置
將虛擬裝置從左側功能表拖曳至工作區上，將其新增至工作區。

Using Designer's Optimize Workflow
Designer's Optimize workflow speeds up the process of connecting systems with at least 1 microphone and 1 audio processor. 
Optimize also creates mute control routes in rooms with MXA network mute buttons. When you select Optimize in a room, 
Designer does the following:

Creates audio routes and mute control routes
Adjusts audio settings
Turns on mute synchronization
Enables LED logic control for applicable devices

The settings are optimized for your particular combination of devices. You can customize settings further, but the Optimize
workflow gives you a good starting point.

After optimizing a room, you should check and adjust settings to fit your needs. These steps may include:

Deleting unnecessary routes.
Checking levels and adjusting gain.
Verifying that AEC reference signals are correctly routed.
Fine-tuning DSP blocks as needed.

Compatible devices:

MXA910
MXA920
MXA710
MXA310
P300
IntelliMix Room
ANIUSB-MATRIX
MXN5-C
MXA Network Mute Button

To use the Optimize workflow:

Place all relevant devices in a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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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ect Optimize. Designer optimizes microphone and DSP settings for your equipment combination.

If you remove or add devices, select Optimize again.

路由
您可以按一下並拖動，在裝置之間建立連接，從而為支援的 Shure 裝置建立 Dante 路由。

您可以拖動裝置以在工作區中安排。Shure 裝置名稱用於識別裝置。

將滑鼠暫留在裝置的輸入或輸出上可顯示 Dante 名稱、Dante 頻道並識別其為輸入還是輸出。

按一下一個裝置的輸入或輸出頻道，然後按一下其他裝置的頻道，以建立路由。

Designer 建立路由後，暫留在任一端點上可識別 Dante 裝置和頻道連接。

備註：預設情況下，將虛擬裝置設定推送到發現的裝置時，Designer 將推送路由，但是如果您在使用第三方 DSP，您可以選擇不建立和推送路由。

確定路由狀態
路由頁面使用圖示標識有效和無效 Dante 路由：

— 表示您已成功建立虛擬路由。

— 表示您已在發現的裝置之間成功建立有效路由並處於現場模式。

— 表示這是無效路由。建立無效路由時可能出現的問題及其解決方法如下表所述：

可能出現的問題 解決方法

接收機無法定位訂閱的發射機。

or

發射機無法定位訂閱的接收機。

如果只是脫機，則聯機裝置將在脫機裝置回到聯機狀態時對其

定位。

接收機可以定位訂閱的發射機，但存在編碼不相符問題，因為

兩個端點中有一個未啟用加密功能，而另一個已啟用。
更新加密密鑰或停用兩台裝置的加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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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現的問題 解決方法

接收機可以定位訂閱的發射機，但存在編碼不相符問題，因為

端點的加密密鑰不同。
更新加密密鑰或停用兩台裝置的加密功能。

接收機可以定位訂閱的發射機，但存在編碼不相符問題或其他

問題，妨礙了整個路由的正常工作。
更新加密密鑰或停用兩台裝置的加密功能。

使用覆蓋區域映射
將覆蓋範圍圖用於 MXA910 及 MXA920 吊裝式陣列咪高峰、MXA710 線性陣列咪高峰、Microflex 聯網吊裝式揚聲器。新增房間

影像後，覆蓋範圍圖非常方便，可用於放置咪高峰與其軌道。您可以將一個或多個咪高峰拖曳至工作區上、拖曳至所需位置，或

在屬性中輸入精確座標。

若要建立更準確的佈局，透過在覆蓋範圍編輯器或屬性面板中編輯工作區屬性，滿足房間規格要求。必須按一下工作區網格上方

的尺寸，才能使用工作區編輯模式

啟用編輯後，您可以修改工作區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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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區

長度和寬度 設定您所在房間的長度和寬度。

吊頂板高度
設定您所在房間的天花板高度。當您新增裝置時，此設定將變成預設的裝置高度，當然您可以

在任何時候單獨變更它們。

單位

為您的房間選擇測量單位：

英尺（預設）

米

技巧：根據您的硬體裝置選擇相符的測量單位（例如，MXA910-24IN 選擇英尺，

MXA910-60CM 選擇米）。

網格：網格起始點（X 和 Y） 從工作區上的其他點開始設置網格，以對準參考物件，例如背景影像中的吊頂板。

覆蓋區域映射鍵盤捷徑
捷徑 說明

刪除 刪除所選裝置或頻道

向上、向下、向左

或向右鍵

移動所選裝置或頻道

網格扣入開啟鍵：到最近的網格

網格扣入關閉鍵：一個測量單位（0.1 英尺或 0.01 公尺）

Shift + 旋轉鍵（使

用滑鼠拖動）
以 45 度增量旋轉所選裝置或影像

控制輪 在工作區上進行縮放

新增背景影像
將背景影像新增至您的房間，協助聚焦於參與者座位安排和演出區域附近的設計。可縮放影像以呈現實際空間尺寸，以便精確定

位裝置和音訊覆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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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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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背景影像

開啟一個房間並按一下覆蓋範圍圖。

按一下工作區網格上方的尺寸以存取工作區編輯模式

選擇新增影像並瀏覽電腦上的影像。

選擇「開啟」以新增至工作區。

支援的檔案類型：

.jpg

.jpeg

.png

.gif

重繪影像以縮放
將影像新增至 Designer 後，您可以根據繪圖中的參考點進行縮放。如果不知道影像的實際度量單位，之後隨時都能調整影像比

例。

將影像新增至工作區。

在繪圖中找出具有已知長度的物件。

使用游標繪製參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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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考尺寸視窗中輸入物件的實際長度並選擇套用。

使用參考尺寸縮放影像

調整工作區大小以配合重新縮放後的影像。

您可以隨時從 編輯影像 > 按比例繪製重新繪製以進行縮放。

使用網格和引導線定位裝置
使用 Designer 中的網格將物件移動至工作區中確切的點。選擇對齊網格時，則裝置參考角茖會自動對準最近的網格角落。

對準網格上的裝置

開啟覆蓋範圍頁面上的網格與指引以啟用或停用定位工具：

顯示網格可輔助對齊物件。

對齊網格可確保工作區上的物件精確對準。

顯示指引可向工作區 0,0 座標的裝置參考點顯示 X 和 Y 座標。

對齊旋轉 45 可將旋轉限制為 45 度增量。按住 Shift + 抓住旋轉手柄亦可將旋轉限制為 45 度增量。

使用層級以羅列並選擇出現在覆蓋範圍地圖上的裝置。使用可視度 ( ) 來切換該裝置參考線的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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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網格偏移
透過調節網格偏移，用影像中的參考點對齊網格，如吊頂板或門框。

選擇工作區上方的尺寸，以輸入編輯模式。

擷取網格偏移工具並移動至參考線。

移動、旋轉和調整物件大小
您可以在 Designer 覆蓋區域映射 中對裝置進行變更。

覆蓋區域映射 - 影像
按一下工作區上方的編輯影像，進入編輯模式。

若要退出，請選擇影像外部的任一處。

變更不透明度
調節背景影像的不透明度，對於工作區和裝置提供更多或更少的可見度。較低的不透明度值可

造成更加透明的影像，而較高的值可造成符合原始檔案的較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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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影像大小
拖曳影像角落或在屬性面板中輸入值，可調整影像大小。比例已鎖定，因此若變更尺寸，會按

比例影響其他項目。

移動影像 變更相對於工作區左上角的裝置位置。

旋轉影像

旋轉裝置，使其在房間中正確定位。按一下並拖動手柄，以將影像旋轉到所需位置。

提示：按住 shift 鍵，以 45 度增量旋轉。

覆蓋區域映射 - 裝置
新增裝置 將裝置從裝置面板拖動到工作區中。

選擇裝置 在工作區中按一下裝置以將其選中並能夠編輯其屬性。要退出，按一下裝置以外的任何位置。

移除裝置
選擇裝置並按刪除或 。

定位裝置

在工作區上將裝置拖曳或輕推至所需位置。裝置屬性顯示其相對於工作區 0,0 點的位置。

裝置參考點

此點用於測量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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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裝置

按一下並拖動手柄，以將裝置旋轉到所需位置。

提示：按住 shift 鍵，以 45 度增量旋轉。

覆蓋區域映射 - 頻道
選擇頻道以編輯其屬性。若要退出，請選擇頻道外部的任一處。

新增頻道 選擇裝置並按下 Add channel

移除頻道
選擇頻道並按刪除或 。

定位頻道 將頻道拖曳或輕推至所需位置。頻道屬性顯示其相對於裝置和工作區 0,0 點的位置。

調整頻道大小

頻道大小結合了所選寬度設定和根據配置規格自動計算的內容。

頻道寬度：窄（35 度）、中（45 度）或寬（55 度）

配置規格：頻道會結合講話者高度、裝置高度和與話筒的距離而變更形態。

覆蓋區域映射 - 層
在工作區中有多個裝置的情況下，嘗試選擇裝置或頻道時可能會有些混雜。使用工作區左側的層功能表選擇要使用的裝置。

搭配虛擬裝置運作
透過 Designer，系統規劃人員可以使用虛擬裝置，在異地離線工作。使用虛擬裝置能將咪高峰覆蓋範圍準備好、設定裝置屬性、

調整等化器設定、設定 Dante 音訊路由，完全不需要連接硬體。若要使用虛擬裝置工作，請選擇創建房間（設計）：

完成空間或專案設計後，可以關聯至已發現的在線裝置並部署設計，在現場完成作業。之後，可以使用 Designer 即時微調前述
裝置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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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設計至已發現的裝置
將裝置新增至房間，以及優化並設定音訊覆蓋範圍後，您可以部署設計以將設定推送至已發現的裝置。

按一下部署以將設計推送至已發現的裝置。

從可用裝置清單中選擇，以將設計關聯至已發現的裝置。

關聯已發現的裝置和設計裝置，並不會將設定推送至已發現的裝置，除非您按下部署。

您可透過按一下 X 來取消關聯裝置。

完成所有關聯後，按一下部署。

頂部的綠色橫幅表示您正處於即時模式並使用已發現的裝置工作。

您可於左側看到網路上所有未新增至您其他房間的已發現裝置。Designer 會自動發現同屬一個子網路的支援 Shure 裝
置，您可前往聯機裝置使用 IP 位址新增跨子網路的裝置。

如果您有許多裝置，可以按裝置名稱、IP 位址或裝置型號排序。請先將游標暫留在已發現的裝置上，再按一下以識別裝

置，確保您使用的裝置正確。

進行部署時，Designer 會覆寫已發現裝置上的所有設定，惟下列項目除外：

網路設定

密碼和加密設定

Dante 裝置名稱和頻道名稱

在現場模式下，您直接對發現的裝置進行變更，並可透過 Designer 對其進行微調。

備註：請瞭解，您進行的某些變更可能會導致音訊短暫切斷。

儲存預設
設定裝置並設定指定的房間後，您可能會想要將特定設計儲存為所有裝置上的預設。預設非常有用，例如用於具有不同配置的多

功能或組合式空間。空間配置變更時，您可以準備多個預設設計，以供套用。

若要將設定儲存為預設：

按一下右上角的 （預設）以開啟裝置預設窗格。其中將顯示該房間中所有裝置的預設。

選擇預設位置。

輸入預設名稱。

按一下Save。

要將預設套用到裝置：

按一下右上角的 （預設）以開啟裝置預設窗格。

選擇您要套用的預設。

按一下应用。

注釋：

路由資訊不會儲存在預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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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處於現場模式，預設活動可能導致音訊短暫切斷。

套用預設之後進行的任何變更都會造成未儲存狀態。將任何新設定儲存到新預設位置或用新設定覆寫舊預設位置。

Designer 會根據裝置預設位置的名稱評估目前房間的狀態。如果同一房間的多個裝置不共用相同的預設位置名稱，

Designer 會判定該房間的狀態為「已混合」。若要解决已混合狀態，您必須分別變更各個裝置上的預設位置名稱，使其相符。

事件日誌
要檢視事件日誌，從主功能表中按一下事件日誌。

事件日誌提供了 Designer 內活動的詳細資訊。日誌會收集活動項目並為其新增時間戳記，依據您在設定內指定的期間保留活動

記錄，從 30 到 360 天皆可。匯出功能會建立 CSV（逗號分隔值）文件以儲存和排序日誌資料。

如要匯出特定裝置的事件日誌，在連線模式下導覽至該裝置，然後按一下 （設定） > 一般 > 匯出日誌。該功能建立了一個
CSV（逗號分隔值）日誌資料文件。

在進行故障排除或洽詢 Shure 系統支援時，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日誌檔案。

嚴重等級

資訊 動作或事件已成功執行。

警告 動作無法完成，但是整體功能穩定。

錯誤 發生問題，可能會禁止功能運作。

日誌詳細資訊

事件 指示事件類型。

說明 提供有關事件和錯誤的詳情，包括 IP 位址和適用的房間。

日期 事件的日期和時間。

技巧：選擇類別標題以排序日誌。

MXA920
Reference these topics to get up and running with the MXA920 ceiling array microphone. For in-depth information on 
microphone properties and best practices, see the full MXA920 Ceiling Array User Guide.

MXA920 Coverage
To access coverage map settings:

Designer: Add the microphone to a room, and go to Coverage map.
Web application: Go to Coverage.

To control automatic coverage, go to Settings > General > Automatic coverage.

http://pubs.shure.com/guide/MXA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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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Much Space Does the MXA920 Cover?
For most rooms, Shure recommends:

Maximum distance from talker to microphone: 16 feet (4.9 meters)
Maximum mounting height: 12 feet (3.7 meters)

These numbers also depend on your room's acoustics, construction, and materials. With automatic coverage on, the default 
coverage area is a 30 by 30 foot (9 by 9 meter) dynamic coverage area.

How Does Coverage Work?
When you use automatic coverage, the microphone captures talkers you want to hear and avoids areas you tell it to avoid. You 
can add a mix of up to 8 dynamic and dedicated coverage areas per microphone.

If you turn off automatic coverage, you can manually steer up to 8 lobes.

With automatic coverage on or off, the MXA920 uses Shure's Autofocus  technology to fine-tune coverage in real time as 
talkers shift positions or stand. Autofocus is always active, and you don't need to adjust anything for it to work.

Add Coverage Areas
Automatic coverage = On

When you open Coverage, there's a 30 by 30 foot (9 by 9 meter) dynamic coverage area ready to use. Any talker inside has 
coverage, even if they stand up or walk around.

Select Add coverage to add more coverage areas. You can use up to 8 coverage areas per microphone, and you can mix both 
types as needed. Drag and drop to move coverage areas.

™



Shure Incorporated

25/42

Dynamic Coverage Areas

Dynamic coverage areas have flexible coverage, which means that the microphone intelligently adapts to cover all talkers in 
the coverage area. Change the size to fit your space, and any talker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the coverage area will have 
microphone coverage (even as they move).

Dedicated Coverage Areas

Dedicated coverage areas have microphone coverage at all times. They have a set size of 6 by 6 feet (1.8 by 1.8 meters) and 
work best for talkers that are in one position most of the time, like at a podium or a white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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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lude Areas from Microphone Coverage
If you need to exclude certain parts of a room from coverage, don't place any coverage areas or lobes in that part of the room. 
Talkers outside of coverage areas or lobes won't be picked up by the microphone. This strategy is also useful for avoiding 
noisy parts of a room or HVAC equipment.

There are multiple ways to do this:

Move or change the size of dynamic coverage areas
Move dedicated coverage areas
Move or delete extra microphone lobes (when automatic coverage is turned off)

Use Steerable Lobes
Automatic coverage = Off

To use steerable lobes, turn off automatic coverage in Settings > General > Automatic coverage. You can manually 
position up to 8 microphone lobes. This mode is best for when you need direct outputs, like for a multi-zone voice lift system.

The microphone doesn't use coverage areas when automatic coverage is off.

See the MXA910 guide to learn more about using lobes.

Adjust Levels
Before adjusting levels:

Set up a way to listen to the microphone directly using a Dante  headphone amp
®

 or with Dante Virtual Soundcard.
Open Designer and find the MXA920 in the list of online devices. Alternatively, launch device's web application.

Automatic Coverage On
Talk in each coverage area at a normal speech volume. You can adjust:

Coverage area gain (post-gate): From the Coverage tab, open the properties panel on the right side. Select the 
coverage area to see post-gate gain and mute controls.
IntelliMix gain (post-gate): Go to the IntelliMix tab to adjust the automix out level and control DSP settings.

Adjust EQ settings as needed. You can use EQ to improve speech intelligibility and minimize noise. If your EQ changes 
cause a large increase or decrease in the level, adjust the levels as in step 1.

Automatic Coverage Off
In this mode, there are 2 sets of gain faders:

Channel gain (pre-gate): To adjust, go to Channels. These faders affect a channel's gain before it reaches the automixer 
and therefore affect the automixer's gating decision. Boosting the gain here will make the lobe more sensitive to sound 
sources and more likely to gate on. Lowering gain here makes the lobe less sensitive and less likely to gate on. If you're 
only using direct outputs for each channel without the automixer, you only need to use these faders.
IntelliMix gain (post-gate): To adjust, go to IntelliMix. Alternatively, select a lobe in Coverage to see post-gate gain and 
mute controls in the properties panel. These faders adjust a channel's gain after the lobe has gated on. Adjusting the gain 
here will not affect the automixer's gating decision. Only use these faders to adjust the gain of a talker after you are 
satisfied with the automixer's gating behavior.

Dante Channels
The automatic coverage setting changes the number of Dante outputs on the MXA920.

https://pubs.shure.com/guide/MXA910/en-US#u_86C14317-576A-A713-AD04-0ABE0485B067
https://service.shure.com/s/article/dante-headphone-amplifier?language=en_US
https://service.shure.com/s/article/dante-headphone-amplifier?language=en_US
https://service.shure.com/s/article/dante-headphone-amplifier?language=en_US
https://service.shure.com/s/article/Listen-to-Audio-with-Dante-Virtual-Soundcard?language=en_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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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c Coverage On
1 automix output with IntelliMix DSP for all coverage areas
1 AEC reference input

Note: When automatic coverage is on, Dante Controller shows 8 transmit channels and the automix output. The automix output is the only channel that sends 
audio with automatic coverage on.

Automatic Coverage Off
Up to 8 separate Dante outputs (1 for each lobe)
1 automix output with IntelliMix DSP
1 AEC reference input

MXA910
設定 MXA910 的話筒覆蓋範圍
參考這些步驟進行恢復，並運行 MXA910 吊裝式陣列話筒。關於話筒屬性和最佳實踐的詳細資訊，請參見全 MXA910 吊頂板矩
陣使用者指南。

設定裝置屬性
選擇裝置並設定屬性：

輸入裝置的高度值（地板到話筒的距離）。預設情況下，裝置高度與天花板高度相符，您也可以單獨調整它們。

移動並旋轉裝置以配合佈局。

定位話筒覆蓋範圍
按一下工作區上方的新增頻道，以新增頻道。

選擇頻道並在 屬性 中提供值以輸入講話者高度。這可確保精確對準。

移動頻道以覆蓋適當的區域：

可單獨選擇頻道，也可以在允許的最大覆蓋區或之內任意移動。若拖曳到此區域之外，則波瓣會轉為紅色，並恢復為

上次接受的位置。

拖曳或輕推至正確位置以定位頻道。距離裝置和工作區 0,0 的值會在屬性面板中計算。

使用網格以測量精確的放置位置。

調節頻道寬度
獨立寬度控制可讓某些頻道獲取個別講話者（窄），而其他頻道則可覆蓋多個講話者（寬）。

若要變更頻道寬度：

選擇頻道

從下拉式功能表選擇寬度設定。會根據波瓣位置和輸入的裝置和講話者高度，計算並顯示寬度。

寬度設定：

窄 (35°)
中 (45°)
寬 (55°)

http://pubs.shure.com/guide/mxa910
http://pubs.shure.com/guide/mxa910
http://pubs.shure.com/guide/mxa910
http://pubs.shure.com/guide/mxa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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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
•
•
•

•

三種設定的頻道寬度，用於桌面上方 6 英尺的話筒

使用自動定位
您可以使用自動定位以正確定位所選頻道的波瓣。

選擇頻道。

按一下自動定位。

確保已選擇正確的頻道並指定發言者高度。

按一下偵聽。Designer 收聽並確定頻道的正確位置和寬度。

Designer 確定正確的位置和寬度時會顯示確認對話方塊。

吊裝式陣列話筒放置

房間參數
最優話筒放置取決於座位排列和基礎設施。 遵循下列指導原則以獲得最佳效果：

在傢俱佈置靈活或有多個陣列話筒的房間裡，應使用 Designer 中的話筒設定工具，以確保可覆蓋到所有座位。

波瓣應指向每個講話者正面。認真考慮視訊會議過程中講話者可能面朝螢幕的室內佈局。

避免將話筒緊鄰不必要的音源（例如通風口或噪音大的視訊投影儀）安裝。

考慮安裝聲音處理裝置，以改善迴波大的室內環境中的言語清晰度。

吊裝式陣列話筒的安裝高度
在 Designer 中可為吊裝式陣列話筒設定的最大安裝高度為 9.14 米（30 英尺）。在典型的聲學環境 中，根據 STIPA （擴聲系統

語言傳輸指數體系）國際標準，當話筒距離發言者達 16 英尺時，話筒仍維持在「A」級。在更好的聲學環境中，STIPA「A」等級可超
過 16 英尺。

在確定安裝高度時，請考慮下列事項：

吊裝式陣列話筒的拾音模式比短槍式話筒的更為狹窄，因此與其它話筒相比，可以佈置的更遠離聲源。儘管 Designer 顯示
了每個頻道理想的覆蓋區域，但仍需牢記，在音訊降級和斷開之間並沒有特定的界限。在產品規格中可查到每個設定寬度的

波瓣靈敏度資料。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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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話筒一樣，音調會隨著話筒與音源的距離改變而變化。

清晰度量表可協助預測話筒在指定高度時的音調。

波瓣的覆蓋範圍面積在較遠距離處會增加。

[1] 房間條件：RT60（混響時間）= 500 ms @ 1kHz，A 加權房間噪音 = 40dBSPL(A)

[2] IEC-602682-16 標準

清晰度量表
清晰度標尺會客觀對比陣列話筒和心形鵝頸式話筒在不同距離上的聲學性能。這些資訊對預測陣列話筒在特定距離上的性能以及

決定最佳安裝高度十分有用。清晰度標尺表中的資料是透過按照語言傳輸指數 IEC-602682-16 標準對話筒進行測量得到的。

距離與等效語音傳輸指數值

吊裝式陣列話筒（到講話者的距離） 心形鵝頸式話筒（到講話者的距離）

6 英呎（1.83 米） 3.75 英呎（1.14 米）

8 英呎（2.44 米） 5 英呎（1.52 米）

10 英呎（3.05 米） 6.25 英呎（1.91 米）

12 英呎（3.66 米） 7.5 英呎（2.29 米）

資料是在一個典型小會議室內收集的，測量資料如下：

混響衰減時間：500 ms @ 1kHz
本底噪音：40 dB SPL（A 加權）

備註：這些值只針對上述房間。在控制良好的聲音環境中，陣列話筒可在更遠的距離下表現出等效的語言傳輸指數。在高回音的房間內，效果低於預期。

A = 陣列話筒和發言者之間的距離

B = 心形話筒和發言者之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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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
◦
◦

在該範例中，距離發言者 (A) 英尺的陣列話筒的聲學表現與安裝在距離講話者 (B) 英尺的心形鵝頸式噪音的表現相當。

使用自動對焦 增大覆蓋區域
此話筒使用內建的自動對焦技術來即時微調每個波瓣的位置，即使會議參與者向後傾靠或站起。當參與者移動位置時，您將看到

波瓣在 Designer 的覆蓋區域映射中移動。自動對焦僅對室內聲源作出回應。

要使用自動對焦獲得最佳效果，務必將參考源路由至話筒在頻道中的 AEC 參考。即使您僅使用來自話筒和其他 DSP 的直接輸
出，也可將參考訊號路由至話筒在頻道中的 AEC 參考，以充分利用自動對焦的優勢。

MXA710
參考這些主題進行恢復，並運行 MXA710 線性陣列話筒。關於話筒屬性和最佳實踐的詳細資訊，請參見全 MXA710 話筒使用者
指南。

如何調整咪高峰覆蓋範圍
若要控制咪高峰的覆蓋範圍，請使用 Designer。咪高峰覆蓋範圍處於房間級別，意味著有一個用於房間中所有咪高峰的覆蓋範圍

圖。

前往[您的房間] > 覆蓋區域映射。

如果咪高峰不在覆蓋範圍圖上，請將其拖曳到圖上。第一次執行此操作時，系統將提示您選擇安裝方向。有 4 個選項：

牆壁水平

牆壁垂直

吊裝

桌子

這些覆蓋範圍範本經過設計和測試，適合大多數常見的安裝。

™

http://pubs.shure.com/guide/MXA710
http://pubs.shure.com/guide/MXA710
http://pubs.shure.com/guide/MXA710
http://pubs.shure.com/guide/MXA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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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根據需要在屬性面板中調整每個波瓣的寬度（窄、中、寬）與位置。調整咪高峰的位置和方向，使其符合空間配置。

聆聽咪高峰的每個頻道，並根據需要調整波瓣位置、寬度和增益。

每個波瓣中的藍色實線代表著覆蓋範圍最强的位置。每個波瓣的藍色覆蓋區域邊緣代表著波瓣靈敏度達到 -6 dB 的位置。

自動對焦技術可即时微調每個波瓣的位置，即使會議與會者向後傾靠或站起。

擴大覆蓋範圍的提示
按一下並拖曳波瓣以變更其位置。

選擇咪高峰並轉到屬性 > 位置以變更安裝類型。

視寬度而定，波瓣可覆蓋 1 個或多個講話者。請測試並聆聽您的設定，並根據需要調整。

吊裝設備：為了獲得最佳覆蓋範圍，不要使用窄波瓣。

由於咪高峰的拾音模式，波瓣在某些位置是雙向的。

使用自動對焦增大覆蓋區域
此話筒使用內建的自動對焦技術來即時微調每個波瓣的位置，即使會議參與者向後傾靠或站起。當參與者移動位置時，您將看到

波瓣在 Designer 的覆蓋區域映射中移動。自動對焦僅對室內聲源作出回應。

要使用自動對焦獲得最佳效果，務必將參考源路由至話筒在頻道中的 AEC 參考。即使您僅使用來自話筒和其他 DSP 的直接輸
出，也可將參考訊號路由至話筒在頻道中的 AEC 參考，以充分利用自動對焦的優勢。

MXA310
參考這些主題進行恢復，並運行 MXA310 桌面陣列話筒。關於話筒屬性和最佳實踐的詳細資訊，請參見全 MXA310 桌面陣列使
用者指南。

桌面陣列話筒放置
根據座次的佈置，每個話筒均具有相互獨立的 4 個頻道。每個頻道均具有獨立的指向性和額外的頻道設定，可透過 Designer 存
取。

Designer 提供比傳統的會議話筒更高的定位靈活性：

可設定的拾音區域可以按照發言者人數旋轉和修改。

「網路連接」、「裝置標識」和「預設」可以方便地移動、新增和刪除話筒。

「獨立頻道」和「自動混音」讓 Dante 訊號路由變得簡單靈活。

自訂預設可以儲存，以立即調用不同的房間設定。

座位情景
每個頻道可以擷取一個或多個發言者。在傢俱佈置靈活的房間裡，可以移動話筒來覆蓋各種座位安排，前提條件是將其插入同一

個網路即可。

備註：設定可以儲存在每個話筒中，並能在插入不同的網路連接埠時保留此設定。可透過 Designer 或外部控制系統調用和部署預設。

單話筒應用（多頻道）

由於其有 4 個獨立頻道和指向性模式，可自訂覆蓋範圍，以適用於不同的工作台形狀、大小和座位安排。自動混音功能可幫助減

少外部噪聲（如打字或紙摩擦聲）對遠端言語清晰度的干擾。

http://pubs.shure.com/guide/mxa310/en-US
http://pubs.shure.com/guide/mxa310/en-US
http://pubs.shure.com/guide/mxa310/en-US
http://pubs.shure.com/guide/mxa310/e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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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形模式應用
環形模式會抑制來自話筒正上方的聲音，減少視訊投影儀或其他不需要的聲音來源的噪聲。這是確保所有發言者都能被均衡覆蓋

的最簡單的方式，並保留了方向指向性模式帶來的噪聲抑制好處。在使用這種模式時，透過單頻道傳送聲頻。因此，如果需要自

動混音，可設定話筒來使用多個方向性模式而不是使用環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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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覆蓋所有發言者的同時，安裝在吊頂板上投影儀的噪聲會被消除。

若某一桌子上放置了一個話筒和站著 4 個以上的發言者，則採用環形模式可以確保所有聲音都能被同樣地拾取到。

多話筒覆蓋
如使用大桌子，須使用一組話筒擷取所有發言者的聲音。將話筒放在桌子的中心，以達到均衡拾取和準確鎖定目標。若要達到最

佳音訊品質和清晰度，使用足夠的話筒，使每個發言者都有自己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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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用 4 個話筒覆蓋有 10 個人的桌子，並且每個人都有獨立的頻道。

對於有 2 個話筒的大桌子，擺放話筒使其覆蓋同樣大小的區域。使用Toroid或Omnidirectional設定來覆蓋整張桌子。

IntelliMix Room
請參考這些主題以設定和使用 IntelliMix Room。關於此軟體和最佳實踐的詳細資訊，請參見完整的 IntelliMix Room 使用者指南
。

IntelliMix Room 授權的運作方式
在所有裝置上安裝 IntelliMix Room 之後，使用 Shure Designer 軟體來啟用授權。Designer 通常安裝在另一部電腦上，因為它負

責管理 IntelliMix Room 的所有安裝。

為 IntelliMix Room 管理授權時有幾個術語需要注意：

安裝：IntelliMix Room 軟體安裝在裝置上的單一事例。

授權： 每項 IntelliMix Room 安裝都需要授權方可運行。選擇 8 或 16 個頻道的授權。

專案：Designer 中的分組，擁有一系列帶有裝置的房間。每個專案使用 1 個授權 ID。如果您有多個授權 ID 要管理，請為每

一個分別建立專案。

https://pubs.shure.com/guide/IntelliMixRoom
https://pubs.shure.com/guide/IntelliMixRoom
https://pubs.shure.com/guide/IntelliMix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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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授權 ID： 一組 12 位數字的代碼，用於在 Designer 中啟用所有您已購買的安裝。當您從 Shure 購買一組授權時，您會在購

買電郵中收到此代碼（該代碼亦可於 software.shure.com 上您的帳戶中查看）。每個客戶都有 1 個授權 ID。

以下是整個程序的範例工作流程：

決定您需要多少個 8 頻道和 16 頻道授權。從 Shure 購買。

在所有裝置上安裝 IntelliMix Room。

在連接至相同網路中的電腦上安裝 Designer，並發現您的所有安裝。

在 Designer 中建立專案。將所有 8 頻道安裝同時移入該專案中，然後為 16 頻道安裝重複此步驟。您可於此步驟中選擇

要為該安裝使用哪類授權。

按一下啟動並新增您的授權 ID。所有具網際網路連線的安裝應該會迅速啟用。

將視訊會議軟體與 IntelliMix Room 配合使用
要將 IntelliMix Room 連接到視訊會議軟體，在您的視訊會議軟體中選取 IntelliMix Room 回波消除喇叭麥克風作為發言者和話
筒。在電腦的聲音設定中進行相同的操作。

話筒設定會從任何連接到 IntelliMix Room 的話筒傳送訊號到視訊會議軟體。

https://software.sh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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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
◦

2.
3.

發言者設定會從視訊會議軟體傳送遠端訊號到 IntelliMix Room。這就是 IntelliMix Room 獲得 AEC 參考和現場聲音增強訊號的方
式。

如果您選取另一個來源作為發言者，將無法從視訊會議軟體獲取遠端音訊到 IntelliMix Room 中用作 AEC 參考。

將話筒訊號路由至 DSP
要將話筒的訊號路由至 IntelliMix Room 進行處理，請使用 Designer。

此範例反映了一個具有以下裝置的小型會議室：

使用 4 個頻道的 MXA310
裝有 8 頻道 IntelliMix Room 和視訊會議軟體的電腦
顯示器和相機

要將訊號路由至 DSP：

在 Designer 建立一個位置。從聯機裝置清單將安裝的 MXA310 和 IntelliMix Room 新增至該位置。

兩種裝置必須處於相同位置方可在裝置之間路由音訊。

開啟該位置並轉到路由。此頁面會在 Shure 裝置之間建立 Dante 音訊路由。

從 MXA310 的 4 個輸出拖放到 IntelliMix Room 上的任意 4 個輸入。最好使用話筒的單獨頻道輸出而不是自動混音輸

出，因為 IntelliMix Room 具有其自身的自動混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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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
◦

•
•

•

•

1.
2.
3.
4.
5.

按一下優化音效。此功能自動變更話筒和 DSP 設定，為您的連接裝置提供最佳效果。您可進一步自訂設定，但優化音訊

為您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起點。

開啟 IntelliMix Room 的裝置設定視窗。您可以在這裡調整 DSP 設定並將訊號路由至其他來源。檢查話筒輸入是否在使

用您想要使用的 AEC 參考。

要將訊號傳送至其他來源，轉到矩陣混音器。

要將自動混音訊號傳送到視訊會議軟體，路由至虛擬音訊輸出。

要將自動混音訊號傳送到其他 Dante 來源，路由至適當的 Dante 輸出。使用 Dante Controller 將 IntelliMix Room 
Dante 輸出路由至非 Shure 裝置。

備註：如果您使用的是非 Shure Dante 話筒，請使用 Dante Controller 將近端訊號路由至 IntelliMix Room。

P300
參考這些主題進行恢復，並運行 P300 IntelliMix  音訊會議處理器。關於此裝置和最佳實踐的詳細資訊，請參見全 P300 
IntelliMix  音訊會議處理器使用者指南® 。

增益前和增益後測定
這 2 種測定模式可以在增益階段前後監控訊號電平。

輸入測定
增益前：顯示前化音器訊號電平。如果訊號過低或削波，在音訊源處進行調節。

增益後：顯示後化音器訊號電平，以便量表反映輸入化音器上的增益調整。這不包括自動增益控制或任何其他處理。

輸出測定
增益前：顯示在套用輸入增益後但輸出化音器前的訊號電平。此量表包括輸入化音器、數位訊號處理塊、自動混音和交叉點

增益。

增益後：顯示傳送到每個輸出的後化音器訊號電平。此量表包括在輸出化音器進行的增益調節。

在 MXA310 和 P300 上設定靜音同步
使用此設定透過按下 MXA310 上的靜音按鈕來使 P300 靜音。在 P300 的訊號鏈中，靜音發生在 DSP 之後，以使 AEC 保持收
斂。

在 Designer 中開啟 P300 並轉到輸入。

在任何頻道帶上，選擇邏輯啟用 。這將在所有頻道上啟用邏輯。

在 Designer 中開啟 MXA310 並轉到Settings > Logic control。
將靜音控制功能設定為Logic out。
轉到燈。將樣式設定為Ring。

ANIUSB
參考這些主題進行恢復，並運行 ANIUSB-MATRIX 音訊網路介面。關於此裝置和最佳實踐的詳細資訊，請參見全 ANIUSB-
MATRIX 使用者指南。

®

http://pubs.shure.com/guide/P300/en-US
http://pubs.shure.com/guide/P300/en-US
http://pubs.shure.com/guide/P300/en-US
http://pubs.shure.com/guide/P300/en-US
http://pubs.shure.com/guide/P300/en-US
http://pubs.shure.com/guide/P300/en-US
http://pubs.shure.com/guide/ANIUSB-MATRIX
http://pubs.shure.com/guide/ANIUSB-MATRIX
http://pubs.shure.com/guide/ANIUSB-MATRIX
http://pubs.shure.com/guide/ANIUSB-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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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te 傳輸流
本裝置可支援最多兩個傳輸流和兩個接收流。單個流透過單播或多播傳輸可支援最多 4 個頻道。

單播流是指兩個裝置之間的點對點連接，每個流最多支援 4 個頻道。

多播流是一種一對多傳輸，可向網路中的多台接收裝置傳送最多 4 個頻道。

Shure 裝置應用程式
此裝置可最多連接兩個 Dante 裝置。

Shure MXA310、ANI22、ANIUSB-MATRIX 和 ANI4IN 支援多播傳輸。這意味著訊號流可以傳輸到多個裝置，最多為網路可支援

的裝置數。如果使用單播流，這些裝置中的每一個可最多連接兩個 Dante 接收裝置。

Shure ANI4OUT 可最多連接兩個 Dante 發射裝置。

在 MXA310 和 ANIUSB-MATRIX 上設定靜音同步
使用此設定透過按下 MXA310 上的靜音按鈕來使 ANIUSB-MATRIX 靜音。在 ANIUSB-MATRIX 的訊號鏈中，靜音發生在輸入之

後。

Designer 4.2 和更新版本：

將 ANIUSB-MATRIX 和 MXA310 新增到 Designer 中的相同位置。

選擇優化。Designer 會為您的設備組合優化話筒和 DSP 設定，包括開啟靜音同步。

Designer 4.1.x 和更早版本

在 Designer 中開啟 ANIUSB-MATRIX 並轉到輸入。

在任何頻道帶上，選擇邏輯啟用 。這將在所有頻道上啟用邏輯。

在 Designer 中開啟 MXA310 並轉到Settings > Logic control。
將靜音控制功能設定為Logic out。
轉到燈。將樣式設定為Ring。

Microflex  聯網吊裝式揚聲器
參考這些主題進行恢復，並運行 Microflex 聯網吊裝式揚聲器。關於揚聲器屬性和最佳實踐的詳細資訊，請參見全聯網吊裝式揚

聲器使用者指南。

將訊號路由至揚聲器
要將音訊路由至揚聲器，您可使用 Shure Designer 軟體或 Dante Controller 軟體。

在 Designer 中，建立一個包含所有揚聲器和任何 Dante 音訊源的房間。

藉助 Shure 的 P300 或 ANI 處理器，可輕鬆管理來自多個來源的 Dante 訊號。

前往路由。從音訊源輸出拖放至揚聲器輸入，以建立 Dante 路由。您也可以使用 Designer 的優化工作流程。

如果從一個揚聲器將訊號傳送至另一個揚聲器，請使用 DSP 處理前訊號。

™

http://pubs.shure.com/guide/MXN5-C
http://pubs.shure.com/guide/MXN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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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訊號路由至多個揚聲器
在安裝了多個揚聲器的房間中，您可使用 Dante 輸出頻道將訊號從一個揚聲器路由至另一個揚聲器，也可以分別將訊號路由至各

個揚聲器。

分別路由至各個揚聲器
此方法適用場景如下：

訊號來自使用 Brooklyn II 晶片的裝置，例如 P300 或者
訊號來自使用 Ultimo 晶片的裝置並透過多點傳播傳輸

透過我們的常見問題解答或 Audinate進一步瞭解 Dante 訊號流程。

如果您使用 Shure P300 或其他單播 Dante 流量限制較高的裝置，請使用 Designer 或 Dante Controller 將訊號分別路由至各個
揚聲器。

https://www.audinate.com/
https://www.shure.com/en-US/support/find-an-answer/understanding-dante-flows
https://www.shure.com/en-US/support/find-an-answer/understanding-dante-flows
https://www.shure.com/en-US/support/find-an-answer/understanding-dante-f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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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揚聲器之間路由訊號
此方法適用場景如下：

訊號來自使用 Ultimo 晶片的裝置並透過單點傳播傳輸，例如 Shure ANI

透過我們的常見問題解答或 Audinate進一步瞭解 Dante 訊號流程。

如果您遇到單點傳播 Dante 流量限制，請使用 Dante 輸出頻道從一個揚聲器路由至另一個揚聲器。

在 Designer 中，將所有揚聲器和您想要路由到的其他裝置放在同一個房間。

將訊號路由至第一個揚聲器。

在 Designer 中，開啟第一個揚聲器的設定視窗。

在 Dante 輸出訊號選單中選擇 前級 DSP。此選項可防止 DSP 區塊在訊號鏈中互相疊加。

使用 Designer 或 Dante Controller 將訊號從第一個揚聲器路由至下一個揚聲器。為其他額外的揚聲器重複此程序。

https://www.audinate.com/
https://www.shure.com/en-US/support/find-an-answer/understanding-dante-flows
https://www.shure.com/en-US/support/find-an-answer/understanding-dante-flows
https://www.shure.com/en-US/support/find-an-answer/understanding-dante-f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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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靜音按鈕
參考這些主題進行恢復，並運行 MXA 網路靜音按鈕。關於靜音按鈕屬性和最佳實踐的詳細資訊，請參見全 MXA 網路靜音按鈕使
用者指南。

網路靜音按鈕工作原理
網路靜音按鈕是一個簡單的靜音解決方案，適用於沒有桌面話筒的房間，可用於話筒沒有靜音按鈕的場景，也可用於需要另一種

靜音控制方式的場景。使用 Shure Designer 軟體可將靜音按鈕連接至相容的裝置。

您可將靜音按鈕連接至 Shure 話筒、DSP 或音訊網路介面。當您將靜音按鈕連接至 DSP 或音訊網路介面時，連接到 DSP 或音
訊網路介面的所有受支援裝置的狀態都會與按鈕的靜音狀態相符。

例如，在此房間中，2 個靜音按鈕連接至 P300。兩個 MXA910 話筒連接至 P300，且 P300 傳送近端訊號至電腦上執行的軟體轉
碼器。當您按下其中一個靜音按鈕時，所有連接的裝置都會顯示正確的靜音狀態。訊號會在訊號鏈的最佳位置靜音，以提高 DSP 
性能。

將靜音按鈕連結到裝置
使用 Designer 將一個或多個靜音按鈕連結到裝置。將靜音按鈕連結到具有 IntelliMix DSP 的 Shure 裝置時，AEC 將保持收斂以
提供最佳效能。

在大多數房間中，所有靜音按鈕都控制同一裝置的靜音。若要進行設定：

在 Designer 中建立一個房間。

將靜音按鈕和其他 Shure 裝置新增到該房間。

開啟房間並轉到路由。

在這裡，您可以將靜音按鈕連結到相容的裝置。

從每個靜音按鈕拖放到要靜音的裝置。

在具有至少 1 個咪高峰和 1 個音訊處理器的房間中，可使用優化工作流程讓 Designer 為您自動建立靜音控制路由。

請使用以下準則選擇將靜音按鈕連結到哪個裝置：

具有 IntelliMix DSP 的咪高峰（MXA910 或 MXA710），無單獨 DSP： 將靜音按鈕連結到咪高峰。

http://pubs.shure.com/guide/MXA-MUTE
http://pubs.shure.com/guide/MXA-MUTE
http://pubs.shure.com/guide/MXA-MUTE
http://pubs.shure.com/guide/MXA-M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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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或多個連接到單獨 DSP（P300、IntelliMix Room 或 ANIUSB-MATRIX） 的咪高峰： 將靜音按鈕連結到 DSP。

連接至第三方 DSP 的咪高峰：如果使用咪高峰的 IntelliMix 輸出，將靜音按鈕連結到咪高峰。如果正在使用咪高峰的直

接輸出，則使用第三方命令字串設定靜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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