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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音按钮

Shure A400MB online user guide. Includes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DIP switch settings, specifications, and more.
Version: 1.0 (202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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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00MB   
静音按钮

重要安全事项！
必须阅读这些注意事项。

必须保留这些注意事项。

必须注意所有警告内容。

必须遵循所有注意事项。

不要在靠近水的地方使用本设备。

只能用干布擦拭设备。

不要堵塞任何通风口。留出足够的距离，确保充分通风，并安装在符合制造商要求的位置。

不要将本设备安装在任何热源附近，如明火、散热器、调温器、火炉或其它可能产生热量的装置（包括功率放大器）。不

要将任何明火火源放置在产品上。

不要破坏带极性或接地类型插头的安全功能。极性插头带有两个插片，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宽。接地类型插头带有两个插片

和第三个接地插脚。较宽的插片或第三个插脚是为安全目的设置的。如果提供的插头无法插入您的插座，请向电工咨询如

何更换合适的插座。

保护电源线防止被脚踩踏或被夹紧，尤其是在插头、方便插座和机身电源线的引出处。

只能使用制造商指定的连接部件/附件。

只能使用制造商指定的或随设备售出的手推车、支座、三角架、托架或支撑台。如果使用手推车，在移动装有设备的手推

车时应注意安全，避免设备翻落。

在雷电天气或长时间不使用情况下，应拔下设备插头。

所有维修均应由合格的维修人员执行。如果设备因下列情况损坏，应进行维修：电源线或插头损坏、液体泼溅到设备上或

异物进入设备，设备暴露在雨水或潮湿环境中而无法正常工作，或摔落到地上。

不要将本设备暴露在可能滴水和溅水的地方。不要将装有液体的容器（如花瓶等）放在本设备顶部。

电源插头或电器转接头应保持在随时可用的状态。

本装置的空气噪声不超过 70 dB (A)。
应将符合 I 类标准的设备连接到带有接地保护装置的主电源插座。

为降低起火或电击危险，不要将本设备暴露在雨中或潮湿环境下。

不要尝试改装本产品。否则可能会导致人身伤害和/或产品故障。

应在技术规格指定的温度范围内操作此产品。

这个符号表示本设备中存在可能导致触电的危险电压。

这个符号表示本设备附带的说明书中具有重要的操作和维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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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音按钮概述
Shure A400MB 静音按钮附件与 MX395-LED 和 MX400SMP 兼容，设计小巧，特别适合安装在董事会会议室桌面。该开关新增

一个话筒 LED 可编程按钮，以及使用 Shure 产品或第三方控制系统实现本地或远程静音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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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00MB 零件

① 色环
放置在钻孔周围以匹配话筒颜色。

② 静音按钮
触摸即可使话筒静音。

③ 静音按钮线缆
连接至接插式适配器。

④ 垫片
使用垫片调节至不同的工作台厚度。将静音按钮线缆从缺口中拉出。

*⑤ 翼形螺母
用于拧紧桌下的静音按钮。仅 MX395 和 MX400SMP 随附。

⑥ 接插式适配器
固定在桌面下方，并向静音按钮提供电源和控制信号。

包装盒内容物
静音按钮

接插式适配器

垫片

色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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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套件 (90A48840)：
一字螺丝刀

线缆捆扎带 (2)
拉力消除 (2)
端接插头

安装静音按钮
静音按钮适合厚度在 15 到 30 毫米 （0.59 到 1.18 英寸）之间的桌子。

在工作台上钻一个 30 毫米（1 1/8 英寸）的孔。

将色环放在孔四周。

将静音按钮及其线缆插入孔中。

注意：取下静音按钮顶部的蓝色保护膜。

将兼容的话筒插入静音按钮。

将垫片滑动到静音按钮上，使橡胶边与工作台底部齐平。

将线缆从垫片上的侧开口拉出。

滑动垫片下的翼形螺母，用手拧紧，然后再转 90 度（转 ¼ 圈）。不要将翼形螺母拧得太紧。

将适配器连接到 5 针 XLR 话筒。

将静音按钮线缆接入适配器。

将线缆连线到 6 针脚块状接头，并连接到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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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像电源
静音按钮需要 48 V 幻像电源。

指示灯逻辑
使用随附的 6 针脚块状接头将话筒连接到 DSP 或其他启用逻辑功能的设备，如 ANI22-BLOCK 或 ANI4IN-BLOCK。

A400MB 插针分配

6 针脚块状接头

注意：块状接头螺丝接线端面朝下，以便安装后可从工作台下操作。

逻辑接地

开关（话筒发送）

LED 指示灯（话筒接收）

音频接地

音频 -
音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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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 开关
操作 DIP 开关
在拆卸之前，将适配器从 A400MB 和任何逻辑设备上断开。将 2 颗 P1 尺寸的十字头螺丝从适配器底座上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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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 开关设置
使用 DIP 开关配置逻辑设置值和静音按钮的操作。DIP 开关默认在向下位置，只能在断开设备电源后更改设置。当静音按钮重新

接通电源后，更改生效。

向下（默认） 向上

1种 切换 瞬态

2 按下可静音 按下可讲话

3 本地静音 逻辑控制

4 绿色 LED = 可讲话，红色 LED = 静音
红色 LED = 可讲话，绿色

LED = 静音

5 和 6 一起工作，实现 4 触摸灵敏度设置：

1（最低）- 4（最高）

5 向上，6 向下 = 1

5 向下，6 向下 = 2（默认）

5 向下，6 向上 = 3

5 向上，6 向上 = 4

注意：较高的灵敏度设置更容易引起意外触碰反应。

连接到启用逻辑功能的设备
如果将话筒连接到启用逻辑功能的设备，如 ANI4IN-BLOCK 或 ANI22-BLOCK，请使用以下设置：

将 A400MB LED（输入）连接至 ANI LED（输出），使话筒 LED 在逻辑信号发生变化时亮起。*
将 A400MB 开关（输出）连接至 ANI 开关（输入），将逻辑信号从 A400MB 发送到 ANI。*
将 DIP 开关 3 设置在向上位置。这将禁用本地静音。按下 A400MB 发送逻辑信号（无论按钮是否按下，话筒都会传送音

频信号）。

设置 DIP 开关 1 和 2，配置 A400MB 如何发送 SWITCH OUT 逻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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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置 DIP 开关 4，配置话筒 LED 颜色。

*注意： A400MB 连接器插头与 ANI 连接器相互上下颠倒插入。当两个连接器面朝同一方向时，布线应采用 1:1 引脚排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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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和信号流

① MX395-LED：

运行音频信号并利用逻辑连接接收逻辑静音和 LED 控制信号。

② A400MB：



Shure Incorporated

14/16

为麦克风 LED 和静音控制添加可编程按钮，并连接到模拟输入。

③ ANI22IN-BLOCK：

将麦克风连接到音频网络并转换模拟到 Dante。

④ 网络交换机：

向 ANI22 和 P300 提供以太网供电 (PoE)，同时也支持其他所有启用 Dante 功能的音频设备。

⑤ P300：

为视频会议软件提供 IntelliMix 处理。

⑥ 计算机：

连接到 P300 USB 以提供与视频会议软件（如 Microsoft Team 或 Zoom）的静音同步。

有关如何配置 ANI22IN-BLOCK 和 P300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shure.com。

可选配附件
远程安装套件 A400MB-MOUNT

规格
接头类型

6插针连接器

电源要求
幻像电源

功率消耗
5 mW, 最大值

重量
113 克 (0.25 磅)

输出配置
有源平衡

逻辑连接

指示灯输入 活动低 (≤1.0伏)，TTL 兼容。最大绝对电压：-0.7 伏至 50 伏。

逻辑输出
活动低 (≤0.5伏)，反向电流最高 20 毫安，TTL 兼容。最大绝对电压：-0.7 伏至 24 伏（通过 3 千欧增至 50 
伏）。



Shure Incorporated

15/16

1.
2.

•
•
•
•

环境条件

操作温度 5 to 45 °C (41 to 113 °F)

存储温度 -29 to 74 °C (-20.2 to 165 °F)

相对湿度 0-95%

外观尺寸

底座 3.74 x 3.74 x 1.06 英寸 (94.96 x 94.96 x 27.04 毫米) 高度 x 宽度 x 深度

静音按钮 1.54 x 2.67 x 0.2 英寸 (39.02 x 68 x 5.02 毫米) 高度 x 宽度 x 深度

静音按钮管 0.87 x 0.87 x 3.03 英寸 (22 x 22 x 76.98 毫米) 高度 x 宽度 x 深度

索环 1.97 x 1.97 x 0.31 英寸 (49.97 x 49.97 x 8 毫米) 高度 x 宽度 x 深度

垫片 1.93 x 1.93 x 0.05 英寸 (49 x 49 x 1.2 毫米) 高度 x 宽度 x 深度

重要产品信息
本设备适用于专业音频应用。

Changes or modifications not expressly approved by Shure Incorporated could void your authority to operate this equipment.

注意：测试过程是使用提供和推荐的连接线类型进行的。使用非屏蔽类型的连接线可能会降低电磁兼容性能。

请遵循您当地的电池、包装和电子废弃物的回收计划。

Information to the user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received,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Note: This equipment has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s for a Class B digital device, pursuant to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These limit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gainst harmful interference in a residential 
installation. This equipment generates uses and can radiate radio frequency energy and, if not installed and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may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communications. However,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interference will not occur in a particular installation. If this equipment does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or 
television reception, which can be determined by turning the equipment off and on, the user is encouraged to try to correct the 
interference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measures:

Reorient or relocate the receiving antenna.
Increase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equipment and the receiver.
Connect the equipment to an outlet on a circuit different from that to which the receiver is connected.
Consult the dealer or an experienced radio/TV technician for help.

This Class B digital apparatus complies with Canadian ICES-003.

CAN ICES-003 (B)/NMB-003 (B)

可从以下地址获得“CE 符合性声明”：www.shure.com/europe/compliance

授权的欧洲代表：

Shure Europe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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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Compliance
Jakob-Dieffenbacher-Str.12
75031 Eppingen, Germany
电话：+49-7262-92 49 0
电子邮件：info@shure.de
www.shure.com

本产品符合所有相关欧盟指令的基本要求，并且允许使用 CE 标志。

可从 Shure Incorporated 或其任何欧洲代表处获得“欧盟符合性声明”。有关联系信息，请访问 www.shure.com


	Table of Contents
	A400MB   静音按钮
	重要安全事项！
	静音按钮概述
	静音按钮概述
	A400MB 零件
	A400MB 零件
	包装盒内容物

	安装静音按钮
	幻像电源
	指示灯逻辑
	A400MB 插针分配

	DIP 开关
	操作 DIP 开关
	DIP 开关设置
	连接到启用逻辑功能的设备


	连接和信号流
	连接和信号流
	可选配附件
	规格
	接头类型
	电源要求
	功率消耗
	重量
	输出配置
	逻辑连接
	环境条件
	外观尺寸

	重要产品信息
	Information to the us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