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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guide for the Shure AD600 Spectrum Manager. Includes specifications, networking, antenna configuration, an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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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600   
Axient Digital 频谱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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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本设备中的电压具有致命危险。设备内部没有用户可维修的部件。所有维修均应由合格的维修人员执行。如果改变了厂方设置的工作电压，则安全合格证

书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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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如果有水或其他异物进入设备内部，可能会导致起火或触电事故。

不要尝试改装本产品。这样做会导致人身伤害和/或产品故障。

概述
Shure AD600 数字频谱管理器工具功能强大，用于规划和管理频率协调。运用指导性协调功能，在您的整个系统中规划、扫描和

部署频率。还可使用其他工具来分析频谱、获取数据和监控网络上兼容设备的音频。

AD600 是一种管理射频频谱的单一工具解决方案：

为您的网络提供高级、全面的频率协调功能

快速、实时扫描，发现可用频率并监测射频活动

16.75 cm（6.6 英寸）彩色大显示屏，可用于查看和分析射频频谱

引导式频率协调功能，能在具有挑战性的射频环境中省时省力

查看、分析和监听频率活动的工具

调谐范围：174 MHz 至 2 GHz，支持多个频段

6 个天线连接，支持多种设备并增加覆盖选项

数据获取和存储，以存档射频信息进行分析

网络支持大规模系统部署

USB 连接，可用于连接含扫描资料、事件日志和其他数据的外部数据存储设备

Dante 支持对网络进行高级音频监控
与 Wireless Workbench 兼容，扩展控制和监控选项

包装盒内容物
AD600
带 V-Lock 的电源线（取决于具体地区）

USB 延长线
机架安装硬件工具包 (90YT1371)

安装说明
本组件设计用于插入音频机架中。

警告：为防止受伤，本设备必须牢固地安装在机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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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板和后面板

① 耳机音量旋钮

控制耳机音量。限幅指示灯警告信号过载。按下旋钮以访问 Dante 选项和耳机设置。

② 监控器插孔、耳机插孔

6.35 毫米（¼ 英寸）音频输出插孔。

③ 显示屏
可查看和分析射频频谱的彩色显示屏。

④ 功能按钮
按下可访问编辑和配置选项。按钮名称为 F1、F2、F3、F4（从上至下），亮起表示选项可用。

⑤ 输入按钮
按下可保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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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退出按钮
按下可取消更改并返回上级菜单。

⑦ 控制轮

按下可进入菜单

按下可选择参数或菜单项

旋转可在菜单项之间滚动，或编辑参数值

⑧ 电源开关
给设备加电或去电。

⑨ 交流电源输入
IEC 锁定接头，100-240 伏交流。

⑩ 交流电源级联 （锁定）

使用 IEC 延长线使多个设备的电源串联。

⑪ 以太网端口
四个以太网端口传输以下信号：

ctrl 1: 网络控制；支持 PoE
ctrl 2: 网络控制；支持 PoE
主要 Dante：Dante 数字音频
辅助 Dante：Dante 数字音频

⑫ 网络状态 LED

关：无网络连接

亮绿灯：有网络连接

绿色闪烁：网络链接活动，闪烁频率表示网络流量

琥珀色闪烁：表示连接速度为 1 Gbps，速率与通信量相对应

⑬ USB 端口
向外置存储设备传输记录的扫描数据和从外置存储设备接收该数据。

⑭ 天线偏移指示灯 LED（一根天线配一个指示灯）

绿色：天线偏移已启用

红色：天线故障

关：天线偏移已禁用

⑮ 天线 A、天线 B、天线 C、天线 D、天线 E、天线 F 的同轴输入
适用于天线 A、天线 B、天线 C、天线 D、天线 E、天线 F 的射频连接。

⑯ 冷却出口
前后冷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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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屏幕
主屏幕显示各个天线的射频活动。您可以通过此屏幕访问主菜单和扫描工具。使用控制轮导航至菜单选项，或者打开或关闭天线

图。

注意： 这些选项仅为可视格式，不会影响协调或备用频率监控。

主菜单：访问主菜单

扫描工具：访问扫描工具

扫描状态：指示当前视图是现场扫描还是保存文件

天线 A 至天线 F：在射频绘图上用彩色标注各天线

最大：将所有天线的实时峰值整合到单独的一张图中

图标密匙

图标 说明

USB：存储驱动器连接到 USB 端口时显示。选中图标可查看

更多信息并弹出 USB 驱动器。

警报：出现一个或多个硬件警报时显示。选中图标可查看即时

警报。

电源开关锁定：防止意外关闭。电源锁定激活且切换电源开关

时，AD600 保持开启。

前面板锁定：防止菜单更改。控制锁定激活时，菜单选项不可

编辑。

访问控制：访问控制启用时显示。

网络状态指示灯：AD600 发现网络上有其他设备时显示。

导航和控制部件
使用功能按钮、控制轮、输入键和退出键导航至菜单选项和设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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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功能按钮
按下可访问编辑和配置选项。按钮名称为 F1、F2、F3、F4（从上至下），亮起表示编辑选项可用。

② 控制轮

按下以进入菜单

按下可选择菜单项

转动可滚动浏览菜单选项，或编辑参数

③ 输入
按下可确认或保存更改。

④ 退出
按下可取消更改并返回至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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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地图

系统示例
单频带系统
在本例中，连接至 AD600 的所有设备都在同一频率范围内运行：

可以设置 AD600 天线，与各台已连接的接收机的频率范围保持一致。

可将同一频率范围内运行的其他接收机添加到网络中以扩展系统。

提示：将接收机天线级联端口连接到 AD600 的天线输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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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频范围系统
在本例中，AD600 支持在不同频率范围内运行的接收机。

可以设置 AD600 天线，与各台已连接的接收机的频率范围保持一致。

可将同一频率范围内运行的其他接收机添加到网络中以扩展系统。

提示：将接收机天线级联端口连接到 AD600 的天线输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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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配置
AD600 可使用多达 6 根天线支持多个频段，使复杂系统的覆盖范围更广。

天线端口
AD600 后面板设有 6 个天线端口。可将各端口配置为与所接天线的带宽匹配。使用有源天线时可打开偏置功率。

设置天线参数
连接天线后，即可设置天线参数。例如，假如您设备在 470 至 534 MHz 的范围内运行，请选择合适的天线并将范围设置为 470 
至 534 MHz。

提示：将配置模式设置为配对，即可为一对天线 (AB/CD/EF) 设置参数。

主菜单 > 设备配置 > 天线
启用天线。如需显示射频活动， 选择仅查看，请勿使用频率协调的天线数据。

选择预设范围或手动选择与天线带宽匹配的范围。

如果使用有源天线，将偏移设置为打开状态。

注意：使用有源天线时，总电流在配置窗口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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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配置示例
以下是 AD600 常用天线配置的示例。

宽频覆盖
宽频覆盖支持不同频段的设备。可将天线配置为与各组设备的频率范围匹配。在本例中，放置 3 对天线支持在 3 个不同频率范围
内运行的设备。

较大区域覆盖
较大区域覆盖用于会议场所或体育场等场地。有计划地放置天线可为场所提供射频覆盖，并最大限度地减少盲点。



Shure Incorporated

13/27

线性或游行路线覆盖
线性覆盖用于长走廊、跑道或道路等区域。天线间隔布置，防止路线上出现覆盖不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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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AD600 设有一个 4 端口网络接口。Dante 技术能够提供数字音频监控的整体解决方案。Dante 通过以太网使用标准的 IP，可以

与 IT 和控制数据在相同网络中安全共存。可选择的网络模式可以路由端口信号，实现灵活的网络设置。

网络信号类型
网络支持的信号类型如下：

Shure 控制：Shure Wireless Workbench 软件能够提供对无线音频系统的全面控制。

主要 Dante：Dante 数字音频信号
辅助 Dante：Dante 主音频的第二个副本（冗余），通常用于其它路由选项

引导式网络配置
AD600 提供引导式设置，可简化设备联网。

设置包括以下内容：

开关模式

Shure 控制
主要 Dante
辅助 Dante

网络连接模式
网络连接模式决定了路由到端口的信号类型。

切换模式端口信号

① Shure 控制和主要 Dante

② Shure 控制和主要 Dante

③ Shure 控制和主要 Dante

④ Shure 控制和主要 Dante

分割/冗余模式端口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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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hure 控制

② Shure 控制

③ 主要 Dante

④ 辅助 Dante

设置开关模式
在主菜单中：设备配置 > 网络设置 > 设置。

使用控制轮将开关模式设置为交换或分割冗余。

按 ENTER 保存并重新启动。

设置接口模式（IP 地址）

必须为网络中的每台设备分配 IP 地址，以确保组件之间的正确通讯和控制。可以使用 DHCP 服务器自动分配有效的 IP 地址或
从有效的 IP 地址列表中分配地址。如果使用 Dante 音频，还必须为各个 Dante 设备分配单独的 Dante IP 地址。

自动

如果使用具有 DHCP 功能的以太网交换机，请将 DHCP 切换为“打开”。
在设备配置菜单中：网络设置 > 设置 > 下一步
使用控制轮将 Shure Control、Dante Primary 和 Dante Secondary 的接口模式设置为自动（如适用）。

完成后，按后退按钮返回主屏幕。

手动

在设备配置菜单中：网络设置 > 设置 > 下一步
使用控制轮将接口模式设置为手动。

为Shure Control、Dante Primary 和 Dante Secondary 设置有效的IP地址、子网有效值和网关（如适用）。

完成后，按后退按钮返回主屏幕。

网络浏览器
使用网络浏览器查看网络中的 Shure 设备。从主菜单 > 设备配置 > 网络浏览器访问该工具，然后使用控制轮选择设备。

识别全部

使网络中所有设备的前面板 LED 闪烁以验证连接。

刷新

更新设备列表。

FW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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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网络上的设备的固件版本。选择型号以查看设备型号。

提示：按控制轮查看设备 ID 以及这些设备的 IP 地址。

频率协调
AD600 具备引导式频率协调功能，可简化查找系统频率的过程。

设置或修改协调有两种方案：

常规协调，针对大多数情况

高级协调，针对更复杂的情况可更好地控制参数

创建或修改协调
如需进行协调，进入主菜单 > 频率协调，然后选择创建新的协调或修改现有协调。

注意：常规协调适用于大部分情况。如需添加虚拟信道、手动设置排除项或阈值，或者自定义协调，请使用高级选项或 Wireless Workbench。

按照提示操作，并选择下一步完成每一个步骤。

步骤 1：选择设备

使用控制轮来选择协调需包含的设备。

步骤 2：扫描

选择开始扫描并监控显示屏。扫描时间越长，协调获得的数据越多。图稳定后，选择停止扫描。

步骤 3：计算

AD600 会自动计算系统的频率协调。选择部署为您的设备分配频率并完成协调。

提示：如有必要，重新同步便携设备。

高级协调
如果常规协调不能满足您的需求，请使用高级协调选项。在高级协调中，您可以手动设置排除项、阈值、用户组和电视频道等其

他参数。

提示：您还可以使用 Wireless Workbench 进行高级协调。

进入主菜单 > 频率协调，然后选择高级选项来创建或修改协调。按照提示操作，并选择下一步完成每一个步骤。

步骤 1：选择设备

使用控制轮来选择协调需包含的设备。如需为未在网络上的设备协调频率，请添加虚拟通道。

步骤 2：频率请求

为每台设备选择兼容性水平和需要的备用频率数量。

步骤 3：排除

选择设置可选择以下任何排除项：

扫描：加载扫描文件

阈值：设置扫描峰值阈值和排除阈值

电视频道：设置电视制式或加载电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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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列表：使用添加功能添加要计算时需排除的频率和范围

选择开始扫描并监控显示屏。扫描时间越长，协调获得的数据越多。图稳定后，选择停止扫描。

步骤 4：高级选项

选择用户组：选择区域用户列表和分组。

更改协调指令：移动设备以更改优先级。

分析频率列表：选择分析，检查您射频环境中的兼容频率。选择锁定兼容，将所有兼容频率锁定。

步骤 5：计算

选择开始，计算您系统的频率。

第 6 步：分配和部署

选择部署为您的设备分配频率并完成协调。

提示：如有必要，重新同步便携设备。

扫描工具
AD600 包含一系列分析频谱、捕获数据和自定义显示屏的工具。通过主屏幕上的选项卡访问扫描工具。

Cursor（光标）

光标可在射频绘图上添加一个可移动的垂直线段。使用控制轮可将光标置于绘图中的任意一点。将在光标附近显示选取点的频率

值和信号强度。

缩放

可以放大射频绘图，查看频谱部分的详细分析结果。可以使用缩放功能辨别拥挤射频环境中的单个频率。

范围

使用控制轮定义显示屏绘图限值，或选择以下预设值的其中一个：

天线范围：绘图与天线的范围相匹配

频率列表范围：绘图与频率列表相匹配

捕获

AD600 可扫描和捕获射频活动的周期，提供射频频谱的活动记录。可保存扫描文件供以后查阅，也可加载用于高级频率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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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开启扫描

使用控制轮加载内置驱动器或 USB 驱动器中保存或捕获的扫描件。

现场扫描

如果您正在查看保存文件，返回显示屏显示实时扫描活动。

侦听

用耳机侦听频谱内的射频活动。使用控制轮选择天线和定义型号类型。

保存快照

保存当前显示屏上的扫描数据。使用控制轮将文件保存到目录或驱动器。

标记

在显示屏上添加彩色编码标记，与正在使用的频率（白色）、备用频率（绿色）和降级的备用频率（红色）相对应。使用控制轮

选择需显示的标记类型。

管理和监控
使用监听功能监控音频
监听功能支持通过耳机插孔监控兼容设备的解调音频。

监听功能可以监控以下信号类型：

Axient Analog、UHF-R、ULX、SLX、BLX、PSM1000、PSM900、PSM300等 Shure 产品的模拟调频
非 Shure 无线系统的模拟调频
未加密的 Axient Digital 信号（标准和高密度）

在扫描工具菜单或频率列表中，选择监听。使用控制轮选择天线并导航至频谱上的某一点。光标附近将显示频率数量。

使用 Dante 浏览监听音频
使用 Dante 浏览监听您网络支持的 Dante 设备的音频。

按下耳机旋钮，然后选择Dante 浏览或进入主菜单 > 耳机 > Dante 浏览。

选择Shure将仅显示 Shure 设备，或选择全部将显示支持 Dante 的任何设备。

使用控制轮选择网络列表中的设备和通道。

调节耳机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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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
2.
3.

频率列表管理器
频率列表管理器显示网络上的设备和这些设备所分配的频率状态。网络上的设备和频率状态一同出现在频率池中：

使用中：分配给设备的频率

就绪：提供备用频率

已降级：由于音质差，备用频率无法使用

分区名称：通过 Wireless Workbench 分配分区名称

可通过频率列表管理器执行以下任务：

添加池：使用控制轮添加和配置频率列表中的设备。

编辑阀值：使用控制轮编辑确定频率可被视为降级的监控阈值。

重新部署: 用于向所有受控通道发送新的或更新的频率。

清除列表：用于清除所有设备的频率列表。

管理扫描文件
您可以保存扫描数据，或者从 AD600 的内置驱动器或连接到 USB 端口的外置驱动器导入扫描文件。

提示：如需弹出外置存储设备，请在主屏幕选中 USB 图标，然后按下控制轮。

设定日期和时间
AD600 内设时钟，可添加扫描文件、快照和事件日志条目的时间戳。

选择：设备配置 > 日期和时间
使用控制轮设置日期、时间和时区。

按下 ENTER 保存。

控制器的锁定和解锁
使用控件锁定功能防止对控件和设置进行意外的或未经授权的更改。前面板和电源开关可以单独锁定或解锁。

主菜单 > 设备配置 > 锁定
使用控制旋钮选择锁定选项。

按下 ENTER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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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
•

•
•

耳机设置
AD600 设有监听音频信号的耳机插孔。

按下耳机旋钮或从主菜单导航：耳机 > 耳机设置

使用音量旋钮控制耳机音量。

调整限幅器阈值，衰减音频峰值。音频限幅器默认设置是 -10dB。

调节显示屏
亮度和休眠时间是可调的。

以下显示屏选项可供使用：

Brightness：Low、Medium、High、Auto
显示屏休眠（几秒钟内）：10、30、60 和关闭

注意：只能从主屏幕激活休眠。

选择：设备配置 > 显示屏
可以使用控制轮设置亮度或设置休眠时间。

按下 ENTER 保存。

冷却风扇设置
在设备配置菜单中：风扇

从以下风扇设置选线中选择：

自动：自动打开以调节温度

开：持续运行，在温热环境下提供最大冷却能力。

提示：在屏幕上查看内部温度。

故障排除
每个网络只使用一台 DHCP 服务器。

所有设备必须分配相同的子网掩码。

所有设备都必须安装相同级别的固件版本。

查看每台设备显示屏上的网络图标：

如果未显示图标，请检查线缆连接和网络插孔上的指示灯。

如果指示灯未点亮，并且线缆已插入，应更换线缆并重新检查指示灯和网络图标。

使用查找所有工具（工具 > 网络 > 查找全部） 查看网络上的设备：

Find All 报告将列出网络上的所有设备。

检查未在 Find All 报告中显示的设备 IP 地址，以确保位于相同子网内。

如需解决 Wireless Workbench 相关的网络问题，请参阅 Wireless Workbench 帮助系统的“连网”部分。

https://content-files.shure.com/Pubs/WWB6/en-US/index.html
https://content-files.shure.com/Pubs/WWB6/en-U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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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 Log" (事件日志)
事件日志记录了频谱管理器及其管理的设备的操作。每个事件都包含一个 ID、时间戳、类别和说明，有助于故障排除。日志最多

可记录 9999 项事件。最新的事件显示在日志的顶部。在达到存储限制时，最旧的条目将被覆盖。

可以使用控制轮滚动查看事件。可以使用功能键导出日志或清除日志。

注意： 日志条目不受电源开关的影响。

固件更新
固件是在每个功能控制组件中的嵌入式软件。定期开发的新固件版本中包含附加功能和性能增强部分。您可以使用 Shure 
Update Utility 安装固件。

Shure Update Utility 可在 shure.com 下载。

出厂设置
要将所有参数恢复为出厂设置：

主菜单 > 设备配置 > 恢复出厂设置
选择 ENTER 恢复出厂设置。

术语表
访问控制

允许 PIN 分配，以防止其他未经授权的计算机通过 Wireless Workbench 或其他 Shure 控制软件访问联网设备。

备用频率

与射频环境兼容且未分配给设备的频率。发生干扰时可部署备用频率。频率状态：

使用中：已分配给设备的频率。

就绪：可随时使用的备用频率。

已降级：不适合使用且无法部署的备用频率。

兼容频率

https://www.sh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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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您环境中使用的其他频率无冲突的频率。

兼容性水平

您可以调整兼容性水平来指定综合频率和其他频率间的间隔，包括互调失真产物。有时称为兼容性设置或兼容性配置文件。有 3 
种兼容性水平：

标准：使用默认通道间隔。要实现稳定操作和频率数量之间的平衡，请使用该设置。

稳定：频率间间隔较大可避免干扰。由于该设置要求频率间的间隔较大，相比使用标准或更多频率设置，能够用于给定频谱

的频率较少。如果能够找到足够多的频率，则它是最佳选项。

更多频率：使用更窄的间隔来分配更多频率。当所需频率的数量可能最多时，使用该设置。由于该设置允许频率间的间隔最

小，系统使用它们时的工作范围可能会受到更多限制，包括发射机到接收机的天线距离和发射机到发射机的最小距离。

设备文件

一组适用于特定品牌和型号的所有设备的协调设置。可在 Wireless Workbench 中编辑设备配置文件。有时称为设备配置文件。

排除

作为频率协调的一部分，您可以定义要在频率计算过程中避免的单个频率和范围。这些统称为排除项。

频率列表

在 Wireless Workbench 或 Spectrum Manager 中计算的可用主频率和备份频率列表。有时称为兼容频率列表或 CFL。

频率池

频率列表整合到由与特定设备兼容的频率组组成的池中。频率池中的频率共享通用的设备序列（ULX-D 和 QLX-D 等）、频段，

有时还共享射频配置文件、包含组或分区。由于这些共同点，频率服务器可将设备池中的任何频率部署到该设备上。

频率服务器

AD600 和 AXT600 可作为频率服务器将兼容频率部署到设备，并响应设备对新频率的请求（例如发生干扰时）。

互调产品

指调制副产物形成的小型射频尖峰，可能会引起干扰。也称为互调，这些额外的频率会占用频谱空间。

受管理设备

受管理设备是指由频谱管理器提供服务的设备。监控 Wireless Workbench 属性面板中的设备列表，以确保您的射频通道按计划

频率运行。

监控阈值

频率被视为降级（不适合使用）时的水平。高于该水平的频率被标记为降级。

重新计算

再次运行计算，查找您设备可用的不同频率。

重新部署

为您的硬件提供协调变更。

射频分区

当您在大型场地内跨多个区域协调射频时，可帮助您最大限度增加可用频率数量的一种工具。该工具通常用于运动场、校园和企

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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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分区利用设备之间的距离来实现频率重复使用。例如在校园不同地方的两栋楼中安装有系统，只要系统的间隔距离足够远，

则可重复使用频率。每栋楼都有自己的协调分区。

AD600 设置为管理单个分区。如需协调多个分区，配合 Wireless Workbench 使用。

RSSI

接收信号强度指示器，或给定频率下的射频能量水平。

扫描峰值阈值

计算假设存在已激活发射机的频率水平。

Shure 控制

支持设备控制的 Shure 软件，比如 Wireless Workbench。

用户组

预定义的频率集，用于控制无线系统在一个地区或国家可运行的地方。

虚拟通道

虚拟通道用于显示您计划添加到您的网络或始终不连接服务器的非联网（和第三方）设备中的离线设备。协调期间虚拟通道用作

占位符，离线设备可在协调中拥有自己的频率。有时称为虚拟设备。

规格
射频调谐频率的范围

174-2000 MHz

射频调节步进大小
25 kHz / 200kHz

背景噪声
频带宽度分辨率

25 KHz -109 dBm，典型

200 KHz -100 dBm，典型

镜频抑制
> 90 dB

乱真信号响应
< -100 dBm，典型

外观尺寸
43.2 x 482.6 x 285.7 mm（1.7 x 19.0 x 11.25 英寸），H x W x D

重量
3.7 kg (8.15 lbs)



Shure Incorporated

24/27

外壳
钢

电源要求
110-240 V AC，50-60 Hz

电流漏极
1.2 A

工作温度范围
-18°C - 50°C (0°F - 122°F)

存储温度范围
-29°C - 74°C (-20°F - 165°F)

RF Input
接头类型

BNC

阻抗
50 Ω

最大输入电平
+10 dBm

偏置电压
12-13.5 V DC

每根天线的最大电流为 150 毫安，每台设备的最大电流为 450 毫安

耳机监控器音频输出

音频响应
20 Hz - 20 kHz，+/- 3 dB

配置
¼" / 6.3 mm 接头，非平衡立体声

阻抗
63 Ω

最大信号电平
350 mW

插针分配
提示：音频 +，左：|，环：音频 +，右：|，套筒：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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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网络接口
以太网四端口 10/100/1000 Mbps

冗余 Dante 支持

控制端口支持 PoE

网络寻址功能
DHCP 或手动指定 IP 地址

直流模块规格

直流输入电压范围
10.9-16V

最大直流输入电流
5.5 A

保护模式
极性相反，过电压

接头类型
4 针 XLR（公）

直流入线 XLR 接口的外壳连接到机架接地。

推荐的电缆测量仪

6 英尺或更少 18 AWG (1 mm )

7 至 15 英尺 16 AWG (1.5 mm )

16 至 25 英尺 14 AWG (2.5 mm )

重要提示：电缆总长度不得超过 25 英尺。

用户信息
本设备已经过测试，测试结果符合 FCC 规则第 15 章规定的 B 类数字设备的限制。本设备产生、使用并可能发射无线电频率能

量，如果没有按制造商书中的要求安装和使用，可能会对无线电和电视接收产生干扰。

通告FCC 规定，未经 Shure Incorporated 明确许可的修改或改装，会使您操作本设备的授权失效。

这些限制旨在针对住宅安装中的有害干扰提供合理保护。本设备产生、使用并可能辐射射频能量，如果未根据说明安装和使用，

则可能对无线电通信产生有害干扰。但是，无法保证在具体安装中不产生干扰。如果本设备确实对无线电或电视接收产生有害干

扰（可通过关闭和打开设备确定），建议用户尝试通过下列一个或多个措施纠正干扰：

调整或重新放置接收天线。

增加设备和接收机之间的间隔。

将设备连接到与接收机使用的不同电路上的插座。

2

2

2



Shure Incorporated

26/27

•

1.
2.

1.
2.

可以向经销商或有经验的无线电/电视工程师咨询寻求帮助。

本设备符合 FCC 法规第 15 章的规定。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才能操作本设备：

本设备不会产生有害干扰。

本设备必须能够接受包括可能导致设备意外操作的任何干扰。

澳大利亚无线警告
警告：此设备在 ACMA 级许可下运行且必须符合所有该许可的所有条件，包括运行频率。

加拿大无线警告
本设备在无保护、无干扰的情况下工作。如果用户想要获取在相同电视波段工作的其他无线电业务的保护，则必须获取无线电许

可。如需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加拿大创新、科学及经济发展部的“客户程序通知 CPC-2-1-28”文件：“电视波段中免许可低功率
无线电设备的自愿许可”。

认证
未经制造商明确许可的修改或改装会使用户操作本设备的授权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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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device contains licence-exempt transmitter(s)/receiver(s) that comply with Innovation, Scie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ada’s licence-exempt RSS(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interference.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of the device.

废弃电子电气设备 (WEEE) 指令

在欧盟和英国，此标签表明此产品不应与生活垃圾一起处理。应将其存放在适当的设施中，以便进行回收再利用。

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 (REACH) 指令

REACH（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是欧盟 (EU) 和英国 (UK) 的化学品监管框架。Shure 产品中含量超过 0.1% 重量比（w/w）

的高度关注物质的信息可根据要求提供。

CE 通告：
Shure Incorporated 特此声明，此带有 CE 标志的产品已确定符合欧盟要求。欧盟符合性声明的全文可在以下网站查看：https://
www.shure.com/en-EU/support/declarations-of-conformity。

授权的欧洲进口商/代表：

Shure Europe GmbH
部门：全球合规性

Jakob-Dieffenbacher-Str.12
75031 Eppingen, Germany
电话：+49-7262-92 49 0
传真：+49-7262-92 49 11 4
电子邮件：EMEAsupport@shure.de

https://www.shure.com/en-EU/support/declarations-of-conformity
https://www.shure.com/en-EU/support/declarations-of-confor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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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CA 通告：
Shure Incorporated 特此声明，此带有 UKCA 标志的产品已确定符合 UKCA 要求。英国符合性声明的全文可在以下网站查看：

https://www.shure.com/en-GB/support/declarations-of-conformity。

授权的英国进口商/代表：

Shure UK Limited
Unit 2, The IO Centre, Lea Road,
Waltham Abbey, Essex, EN9 1 AS, UK

（一）本产品符合“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目录和技术要求”的具体条款和使用场景；

（二）不得擅自改变使用场景或使用条件、扩大发射频率范围、加大发射功率（包括额外加装射频功率放大器），不得擅自更改

发射天线；

（三）不得对其他合法的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也不得提出免受有害干扰保护；

（四）应当承受辐射射频能量的工业、科学及医疗（ISM）应用设备的干扰或其他合法的无线电台（站）干扰；

（五）如对其他合法的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并采取措施消除干扰后方可继续使用；

（六）在航空器内和依据法律法规、国家有关规定、标准划设的射电天文台、气象雷达站、卫星地球站（含测控、测距、接收、

导航站）等军民用无线电台（站）、机场等的电磁环境保护区域内使用微功率设备，应当遵守电磁环境保护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的规定。

해당 무선설비는 전파혼신 가능성이 있으므로 인명안전과 관련된 서비스는 할 수 없음

https://www.shure.com/en-GB/support/declarations-of-confor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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