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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ient Digital 頻譜管理器

User guide for the Shure AD600 Spectrum Manager. Includes specifications, networking, antenna configuration, and more.
Version: 3.2 (202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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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600   
Axient Digital 頻譜管理器

重要安全事項！
必須閱讀這些注意事項。

必須保留這些注意事項。

必須注意所有警告內容。

必須遵循所有注意事項。

不要在靠近水的地方使用本設備。

只能用乾布擦拭設備。

不要堵塞任何通風口。留出足夠的距離，確保充分通風，並安裝在符合製造商要求的位置。

不要將本設備安裝在任何熱源附近，如明火、散熱器、調溫器、火爐或包括功率放大器在內的其他可能產生熱量的裝置。

不要將任何明火火源放置在產品上。

不要破壞帶極性或接地類型插頭的安全功能。極性插頭帶有兩個插片，其中一個比另一個寬。接地類型插頭帶有兩個插片

和第三個接地插腳。較寬的插片或第三個插腳是為安全目的設定的。如果提供的插頭無法插入插座，請向電工諮詢如何更

換合適的插座。

保護電源線防止被腳踩踏或被夾緊，尤其是在插頭、方便插座和機身電源線的引出處。

只能使用製造商指定的連接部件/附件。

只能使用製造商指定的或隨設備售出的手推車、支座、三角架、托架或支撐台。如果使用手推車，在移動裝有設備的手推

車時應注意安全，避免設備翻落。

在雷電天氣或長時間不使用時，應拔下設備的插頭。

所有維修均應由合格的維修人員執行。在設備因以下情況被損壞時，應進行維修：電源線或插頭損壞、液體潑濺到設備上

或異物進入設備，設備暴露在雨水或潮濕環境中而無法正常工作，或摔落到地上。

不要將本設備暴露在可能滴水和濺水的地方。不要將裝有液體的容器（如花瓶等）放在本設備頂部。

電源插頭或電器轉接頭應保持在隨時可用的狀態。

本裝置的空氣噪聲不超過 70dB (A)。
應將符合 I 類標準的設備連接到帶有接地保護裝置的主電源插座。

為降低起火或電擊危險，不要將本設備暴露在雨中或潮濕環境下。

不要嘗試改裝本產品。否則可能會導致人身傷害和/或產品故障。

應在技術規格指定的溫度範圍內操作此產品。

這個符號表示本設備中存在可能導致觸電的危險電壓。

此符號表示本部件附帶的說明書中具有重要的操作和安全說明。

警告：本設備中的電壓具有致命危險。設備內部沒有用戶可維修的部件。所有維修均應由合格的維修人員執行。如果改變了廠方設定的工作電壓，則安全合格證

書不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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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如果有水或其他異物進入設備內部，可能會導致起火或觸電事故。

不要嘗試改裝本產品。 這樣做會導致人身傷害和/或產品故障。

概述
Shure AD600 數碼 Spectrum Manager 是一款用於規劃及管理頻率協調度的強大工具。使用設有指示的協調功能，以規劃、掃描

及部署頻率至整個系統。也有其他工具可分析頻譜、擷取資料以及監控網路上相容裝置的音訊。

AD600 是一款用於管理 RF 頻譜的單工具式解決方案：

為您的網路而設的進階綜合型頻率協調

掃描快速又即時，可找出可用的頻率並監控 RF 活動
16.75 公分 (6.6 英吋) 的大型彩色螢幕，可供檢視和分析 RF 頻譜
引導式頻率協調，在嚴苛的 RF 環境下可省時省力
檢視、分析及偵聽頻率活動的工具

調諧範圍：174 MHz 至 2 GHz，支援多重頻帶

6 個天線接頭，支援多重裝置並可增加覆蓋選項

資料擷取及儲存，以將 RF 資料存檔作分析之用
網路支援大範圍系統部署

具備 USB 接頭，可連接儲存掃描資料、事件記錄及其他資料的外部資料儲存裝置

已啟用 Dante，可對網路進行進階的音訊監控

與 Wireless Workbench 相容，可擴充控制及監控選項

包裝內容
AD600
電源線連 V 形鎖（地區限定）

USB 延長線
機架型硬體套件 (90YT1371)

安裝說明
本元件設計適合用於音響架。

警告：為防止本設備受損，請務必確實安裝在機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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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板和後面板

① 耳機音量旋鈕

控制耳機音量。削波指示燈可警告訊號過載。按下旋鈕以存取 Dante 選項和耳機設定。

② 監聽插孔、耳機插孔

6.35 毫米（¼ 吋）音訊輸出插孔。

③ 螢幕
用於檢視及分析 RF 頻譜的彩色顯示屏。

④ 功能按鈕
按下可存取編輯和設定選項。按鈕命名為 F1、F2、F3、F4（由上至下）並在選項可用時亮起。

⑤ ENTER 按鈕
按下可儲存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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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IT 按鈕
按下可取消變更並返回上一個功能表。

⑦ 控制旋鈕

按下以打開功能表

按下以選擇參數或功能表項目

旋轉可在功能表項之間滾動，或編輯參數值

⑧ 電源開關
打開和關閉設備電源。

⑨ 交流電源輸入
IEC 鎖定連接器，100 至 240 伏交流電。

⑩ 交流電源級聯（鎖定）

使用 IEC 延長線透過多個裝置建立電力級聯。

⑪ 乙太網路連接埠
四個乙太網路連接埠可傳送下列訊號：

ctrl 1: 網路控制；支援 PoE
ctrl 2: 網路控制；支援 PoE
Dante Primary：Dante 數位音訊
Dante Secondary：Dante 數位音訊

⑫ 網路狀態 LED 燈

關：無網路連結

亮起綠色：網路連結活動

閃爍綠色：網路連結活動，頻率表示網路流量

閃爍琥珀色：表示連線為 1Gbps，速率與通訊量相對應

⑬ USB 連接埠
轉移已記錄的掃描數據來往外置儲存裝置。

⑭ 天線偏移指示 LED 燈（每條天線一個）

綠色：天線偏移已啟用

紅色：天線故障

關：天線偏移已停用

⑮ 天線 A、B、C、D、E、F 的同軸輸入
天線 A、B、C、D、E、F 的 RF 連接。

⑯ 散熱口
正面和背面的散熱口，用於冷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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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螢幕
顯示每部天線之 RF 活動的主螢幕。在這個螢幕中，您可以存取主功能表和掃描工具。使用控制旋鈕來在功能表選項之間導航，

或開關天線繪製功能。

備註：這些選項僅限視覺，不會影響頻率監控的協調或備份。

主功能表：打開主功能表

掃描工具：打開掃描工具

掃描狀態：表示目前檢視的是進行中的掃描，抑或已儲存的檔案

天線 A 至 F：每條天線都在 RF 繪圖上以不同顏色標記
最高：將所有天線的實時峰值結合至一張繪圖中

圖示鍵

圖示 說明

USB：當有儲存裝置連接至 USB 連接埠時出現。選擇圖示以

查看更多資訊及卸除 USB 驅動器。

警報：當有一個或以上的硬件警報時出現。選擇圖示以檢視任

何啟用中的警報。

電源開關鎖定：防止意外關機。當啟用了電源鎖，且按動了電

源開關時，AD600 會保持開機。

前面板鎖定：防止功能表變更。啟用了控制鎖時，將無法編輯

功能表選項。

存取控制：啟用了存取控制時出現。

網路狀態指示燈：當 AD600 在網路中看到其他裝置時出現。

導航與控制
使用功能按鈕、控制旋鈕、ENTER 和 EXIT 來導航至功能表選項，以及設定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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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功能按鈕
按下可存取編輯和設定選項。按鈕命名為 F1、F2、F3、F4（由上至下）並在編輯選項可用時亮起。

② 控制旋鈕

按下可進入功能表

按下以選擇功能表項目

旋轉可在功能表選項之間滾動，或編輯參數

③ ENTER
按下可確認或儲存變更。

④ EXIT
按下可取消變更並返回主功能表。



Shure Incorporated

9/27

•
•

功能表地圖

系統範例
單頻段系統
在此範例中，所有連接至 AD600 的裝置均在相同頻率範圍內運作：

設定 AD600 天線以配合各已連接接收機的頻率範圍。

其他在相同頻率範圍內運作的接收機也可以新增至網路，以擴展系統。

貼士：連接接收機天線級聯連接埠至 AD600 的天線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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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頻率範圍系統
在此範例中，AD600 支援接收機在不同頻率範圍內運作。

設定 AD600 天線以配合各已連接接收機的頻率範圍。

其他在相同頻率範圍內運作的接收機也可以新增至網路，以擴展系統。

貼士：連接接收機天線級聯連接埠至 AD600 的天線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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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線配置
AD600 使用 6 條天線來支援多頻段，並為複雜系統提供更大的覆蓋範圍。

天線連接埠
AD600 的後面板共有 6 個天線連接埠。每個連接埠均可配置，以符合所連接天線的頻寬。使用偏移有源天線時，可開啟偏壓電

源。

設定天線參數
連接天線後，便可以設定天線參數。例如：如果您的裝置在 470-534 MHz 範圍內運作，請選擇適當的天線並將範圍設定為

470-534 MHz。

貼士：設定配置模式為已配對，為一對天線 (AB/CD/EF) 設定參數。

主選單 > 裝置配置 > 天線
啟用天線。如果您想顯示 RF 活動，而不打算在頻率協調中使用天線數據，請選擇僅限檢視。

選擇預設範圍或手動選擇範圍，以配合天線的頻寬。

如果使用有源天線，則將偏移設定為開。

備註：使用有源天線時，配置視窗中會出現總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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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線配置範例
以下範例是 AD600 的常見天線配置。

寬帶覆蓋範圍
寬帶覆蓋範圍支援不同頻段的裝置。天線會因應各裝置組別的頻率範圍而配置。在此範例中共有 3 對天線，支援在 3 種不同頻率
範圍內運作的裝置。

大範圍覆蓋
大範圍覆蓋會用於會議空間或運動場等場所。天線會有策略地放置，從而為該空間提供 RF 覆蓋範圍，並將覆蓋盲點減至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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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型或巡遊路線覆蓋
線型覆蓋會用於長走廊、跑道或道路等地方。放置天線時空出的距離考慮到了避免沿途出現覆蓋空隙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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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網
AD600 採用 4 個連接埠的網路介面。Dante 技術提供整合式解決方案來監聽數位音訊。Dante 透過乙太網使用標準的 IP，可以

與 IT 和控制資料在相同網路中安全共存。可選擇的網路模式可以路由連接埠訊號，實現靈活的網路設定。

網路訊號類型
網路支援以下訊號類型：

Shure Control：Shure Wireless Workbench 軟件能夠提供對無線音訊系統的全面控制
Dante Primary：Dante 數位音訊訊號
Dante Secondary：Dante Primary 音訊的第二副本（冗餘），通常用於額外的路由選項

引導式網路配置
AD600 提供引導式設置，以簡化裝置的連網程序。

設置包括以下各項：

交換模式

Shure Control
Dante Primary
Dante Secondary

網路模式
網路模式會左右路由至連接埠的訊號類型。

交換模式連接埠訊號

① Shure control 與 Dante primary

② Shure control 與 Dante primary

③ Shure control 與 Dante primary

④ Shure control 與 Dante primary

分割/冗餘模式連接埠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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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hure control

② Shure control

③ Dante primary

④ Dante secondary

設定交換模式
在主功能表上：裝置配置 > 網路設定 > 設置。

使用控制旋鈕將交換模式設定為交換或分割冗餘。

按 ENTER 儲存並重新開機。

設定介面模式（IP 位址）

必須網路中的每台設備分配 IP 位址，以確保元件之間的正確通訊和控制。可以使用 DHCP 伺服器自動分配有效的 IP 位址或從
有效的 IP 位址列表中分配位址。如果使用 Dante 音訊，還必須為每部 Dante 裝置分配單獨的 Dante IP 位址。

自動

如果使用具有 DHCP 功能的乙太網交換器，請將 DHCP 交換器設定為「開啟」。

從裝置設定功能表：網路設定 > 設置 > 下一步
使用控制旋鈕將介面模式設定為自動，套用至 Shure Control、Dante Primary 和 Dante Secondary（如適用）。

完成後，使用返回按鈕來回到主畫面。

手動

從裝置設定功能表：網路設定 > 設置 > 下一步
使用控制旋鈕將介面模式設定為手動。

設定有效的 IP 位址、子網路值和閘道，套用至 Shure Control、Dante Primary 和 Dante Secondary（如適用）。

完成後，使用返回按鈕來回到主畫面。

網路瀏覽器
使用網路瀏覽器工具，檢視網路上的 Shure 裝置。打開工具：主功能表 > 裝置配置 > 網路瀏覽器，並使用控制旋鈕來選擇一部

裝置。

全部識別

閃爍網路上所有裝置的前面板 LED 指示燈，以確認連線能力。

重新整理

更新裝置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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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體版本

顯示網路上找到之裝置的韌體版本。選擇型號以檢視裝置型號。

貼士：按下控制旋鈕以檢視裝置 ID 及該等裝置的 IP 位置。

頻率規劃
AD600 提供引導式頻率協調，以簡化為系統尋找頻率的程序。

設置或修改協調時有兩個選項：

普通協調，適用於大部分情況

進階協調，針對更複雜的情況，提供更多參數控制權限

建立或修改協調
要開始協調，前往主功能表 > 頻率協調，並選擇新建協調或修改現有協調。

備註：普通協調在大部分情況下適用。如果您需要新增虛擬頻道、手動設置例外情況或閾值，或要自訂協調，則請使用進階選項或 Wireless Workbench。

依照螢幕上的指示操作，在每一步選擇下一步來進行。

步驟 1：選擇裝置

使用控制旋鈕來選擇要加入協調中的裝置。

步驟 2：掃描

選擇開始掃描並監察顯示屏。較長的掃描能提供更多協調數據。繪圖穩定後，選擇停止掃描。

步驟 3：計算

AD600 會為您的系統自動計算頻率協調。選擇部署以分配裝置的頻率，並完成協調。

貼士：必要時重新同步便攜裝置。

進階協調
如果普通協調未能滿足您的需要，請使用進階協調選項。在進階協調中，您需要手動設定額外參數，例如例外情況、閾值、使用

者群組及 TV 頻道等。

貼士：您也可以使用 Wireless Workbench 來進行進階協調。

前往 主功能表 > 頻率協調，並選擇進階選項以建立或修改協調。依照螢幕上的指示操作，在每一步選擇下一步來進行。

步驟 1：選擇裝置

使用控制旋鈕來選擇要加入協調中的裝置。如須協調非網路中裝置的頻率，請新增虛擬頻道。

步驟 2：頻率要求

選擇可兼容水平及每部裝置的偏好備份頻率數量。

步驟 3：排除

選擇設定以選擇排除以下任何項目：

掃描：載入掃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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閾值：設定掃描高峰閾值及例外閾值

電視頻道：設定電視格式或載入電視數據

排除清單：使用新增功能，以新增頻率和範圍，將它們排除在計算範圍外

選擇開始掃描並監察顯示屏。較長的掃描能提供更多協調數據。繪圖穩定後，選擇停止掃描。

步驟 4：進階選項

選擇使用者群組：選擇地區使用者名單和群組。

更改協調順序：移動裝置以更改優先次序。

分析頻率清單：選擇分析以檢查頻率是否兼容您的 RF 環境。選擇鎖定兼容以鎖定所有兼容的頻率。

步驟 5：計算

選擇開始，為您的系統計算頻率。

步驟 6：分配和部署

選擇部署以分配裝置的頻率，並完成協調。

貼士：必要時重新同步便攜裝置。

掃描工具
AD600 設有一系列工具，可用於分析頻譜、擷取數據，以及自訂顯示。從主畫面的分頁打開掃描工具。

Cursor（遊標）

游標將可移動的縱向線放置在 RF 圖上。使用控制旋鈕來將游標設定在圖上的任何位置。選取點的頻率值和訊號強度會顯示在游

標旁。

縮放

縮放可以放大 RF 繪圖，查看光譜部分的詳細分析結果。可以使用縮放功能辨別嘈雜 RF 環境中的單個頻率。

範圍

使用控制旋鈕來定義顯示的繪圖上下限，或選擇以下其中一個預設值：

天線範圍：繪圖對應天線的範圍

頻率清單範圍：繪圖對應頻率清單

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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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600 會掃描並儲存 RF 活動的時間段，以提供 RF 頻譜的活動記錄。掃描檔案可以儲存以供日後參考，或在進階頻率協調中載

入。

打開掃描

使用控制旋鈕來從內置驅動器或 USB 驅動器載入已儲存或擷取的掃描。

即時掃描

當您正在檢視已儲存的檔案時，顯示屏會返回以顯示實時掃描活動。

偵聽

使用耳機偵聽頻譜中的 RF 活動。使用控制旋鈕來選擇天線並定義訊號類型。

儲存快照

儲存目前顯示屏的掃描數據。使用控制旋鈕來儲存檔案至目錄或驅動器。

標識符

在顯示屏上新增顏色標記，以對應使用中的頻率（白色）、備份頻率（綠色），以及降級備份頻率（紅色）。使用控制旋鈕來選

擇要顯示的標記類型。

管理於監聽
使用偵聽功能來監聽音訊
偵聽功能可讓您從耳機插孔監聽兼容裝置的解調音訊。

偵聽功能可以監聽以下訊號類型：

來自 Shure 產品的類比 FM，例如 Axient Analog、UHF-R、ULX、SLX、BLX、PSM1000、PSM900、PSM300
來自非 Shure 無線系統的類比 FM
非加密 Axient 數位訊號（標準和高密度）

在掃描工具功能表或頻率清單，選擇偵聽。使用控制旋鈕來選擇天線並導航至頻譜上的某個位置。頻率號碼會顯示在游標旁。

使用 Dante Browse 偵聽音訊
使用 Dante Browse 來偵聽網路上已啟用 Dante 功能之裝置的音訊。

按下耳機旋鈕並選擇 Dante Browse 或前往主功能表 > 耳機 > Dante Browse。

選擇 Shure 以僅顯示 Shure 裝置；或選擇全部以顯示任何啟用了 Dante 功能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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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控制旋鈕來從網路清單中選擇裝置及頻道。

調節耳機音量。

頻率清單監聽
頻率清單監聽會顯示網路上的裝置，以及它們獲分配的頻率狀態。網路上的裝置會出現在頻率池中，並同時顯示頻率狀態：

使用中：獲分配至裝置的頻率

就緒：提供作備用的頻率

降級：因質素欠佳而無法使用的備份頻率

區域名稱：Wireless Workbench 所分配的區域名稱

您可於頻率清單監聽中執行下列任務：

新增池：使用控制旋鈕來新增及配置頻率清單中的裝置。

編輯閾值：使用控制旋鈕來編輯閾值，以決定頻率被視為降級的時機。

重新部署：用於傳送新頻率或更新後的頻率至所有受管理頻道。

清除清單：用於清除所有裝置的頻率清單。

管理掃描檔案
您可以儲存掃描數據或從內置驅動器匯入掃描檔案至 AD600，或從連接至 USB 連接埠的外置驅動器中匯入。

貼士：要卸除外置儲存裝置，請選擇主畫面上的 USB 圖示，並按下控制旋鈕。

設定日期和時間
AD600 設有內置時鐘，可將時間戳記新增至掃描檔案、快照和事件日誌條目。

選擇：裝置配置 > 日期和時間
使用控制旋鈕來設定日期、時間和時區。

按 ENTER 儲存。

控制器的鎖定和解鎖
使用控制鎖定功能防止對控制和設定進行意外的或未經授權的更改。可單獨鎖定或解鎖前面板和電源開關。

主選單 > 裝置配置 > 鎖定
使用控制滾輪來選擇鎖定選項。

按 ENTER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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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機設定
AD600 設有耳機插孔，可用於監聽音訊訊號。

按下耳機旋鈕或從主功能表導航：耳機 > 耳機設定

使用音量旋鈕來控制耳機的音量。

調整限幅器閾值以衰減音訊峰值。音訊限幅器預設設定為 -10dB。

調節顯示屏
亮度和睡眠時間皆可調節。

提供下列顯示屏選項：

Brightness：Low、Medium、High、Auto
顯示屏睡眠（秒）：10、30、60、關閉

備註：僅從主畫面進入睡眠模式。

選擇：裝置配置 > 顯示屏
使用控制旋鈕來設定亮度或睡眠時間。

按 ENTER 儲存。

冷卻風扇設定
從裝置設定功能表：風扇

從下列風扇設定選項中選擇：

自動：自動開啟以調節溫度

開：風扇將會持續運轉，以在炎熱環境中提供最大冷卻能力

貼士：在螢幕上檢視內部溫度。

故障排除
每個網路只使用一個 DHCP 伺服器。

所有裝置必須分享相同的子網路遮罩。

所有裝置必須安裝相同級別的韌體版本。

查看每台設備顯示屏上的網路圖符：

如果未顯示圖符，請檢查纜線連接和網路插孔上的指示燈。

如果指示燈未點亮，並且線纜已插入，應更換線纜並重新檢查指示燈和網路圖示。

使用尋找所有公用程式（公用程式 > 網路 > 尋找全部）以檢視網路上的裝置：

Find All 報告將列出網路上的所有設備。

檢查未在 Find All 報告中顯示的設備 IP 地址，以確保位於相同子網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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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決與 Wireless Workbench 相關的網路問題，請參閱 Wireless Workbench 幫助系統的「連網」部分。

事件日誌
事件日誌會記錄 Spectrum Manager 及其所管理之裝置的操作。每宗事件都包含 ID、時間戳記、類別及說明，以便進行疑難排

解。日誌可儲存最多 9999 宗事件。最近期的事件會出現在日誌頂部。當達到儲存上限時，會覆寫最舊的事件。

使用控制旋鈕滾動並選擇事件。使用功能鍵來匯出日誌或清除日誌。

備註： 日誌條目不受電源開關的影響。

韌體更新
固件是在每個功能控制元件中的嵌入式軟體。定期開發的新固件版本中包含附加功能和效能增強部分。您可使用 Shure Update 
Utility 安裝韌體。

在 shure.com 下載 Shure Update Utility。

工廠重設
要將所有參數恢復為原廠設定：

主選單 > 裝置配置 > 原廠重設
選擇 ENTER 以恢復原廠設定。

詞彙表
存取控制

允許分配 PIN 進行保護，避免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從執行 Wireless Workbench 或其他 Shure Control 軟件的電腦存取連網元
件。

備用頻率

兼容 RF 環境而未獲分配至裝置的頻率。備用頻率可在遇到干擾時部署。頻率狀態：

使用中：獲分配至裝置的頻率。

就緒：可隨時使用的備用頻率。

https://content-files.shure.com/Pubs/WWB6/en-US/index.html
https://content-files.shure.com/Pubs/WWB6/en-US/index.html
https://www.sh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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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級：不適合使用且無法部署的備用頻率。

兼容頻率

不會與環境中正在使用之其他頻率產生衝突的頻率。

兼容程度

調節兼容程度能讓您指明合成頻率與其他頻率之間的空間，包括互調產品。有時候也稱為兼容設定或兼容設定檔。共有 3 種兼容
程度：

標準：使用預設頻道的空間分佈。使用此設定，以在可靠運作與頻率數量之間取得平衡。

可靠：在頻率之間採用偌大的空間分佈，以避免發生干擾。由於此設定需要在頻率之間分佈最大的空間，因此相比起標準或

更多頻率的設定，在指定頻譜內的頻率數量會更少。如可找到足夠的頻率，則此乃最佳選項。

更多頻率：使用較窄的空間分佈，從而分配更多頻率。如果需要最大可行頻率數量，請使用此設定。由於此設定需要在頻率

之間分佈最接近的空間，因此使用此設定之系統的工作範圍可能會受到更多限制，包括發射機至接收機的天線距離，以及發

射機之前的最短距離。

設備設定檔

協調設定的組合，可套用至指定型號的所有裝置。可於 Wireless Workbench 中編輯設備設定檔。有時候亦稱為裝置設定檔。

排除

作為頻率協調的一部分，您可以定義單一頻率和範圍，在頻率計算中避開它們。這些便稱為排除。

頻率清單

Wireless Workbench 或 Spectrum Manager 中計算得出之可用主要及備用頻率的清單。有時候亦稱為兼容頻率清單或 CFL。

頻率池

將頻率清單劃分為不同池區，即兼容個別指定裝置的頻率群組。同一個池中的頻率均為同一個裝置系列（ULX-D、QLX-D 等）、

頻段，有時候 RF 設定檔、納入群組或分區皆為相同。基於這些共通性，頻率伺服器可以將裝置池內的任何頻率部署至該裝置。

頻率伺服器

AD600 和 AXT600 作為頻率伺服器，將兼容頻率部署至裝置上並回應裝置對新頻率的要求（例如：在遇到干擾時）。

互調產品

較小的 RF 峰值是調解的副產品，有可能會造成干擾。亦稱為互調，這些是佔用頻譜空間的額外頻率。

受管理裝置

受管理裝置是指由 Spectrum Manager 提供服務的裝置。在 Wireless Workbench 的屬性面板中，監察裝置清單，以確保您的

RF 頻道按照原定計劃中的頻率運行。

監聽閾值

頻率被視為降級的水平（不適合使用）。高於此水平的頻率會標記為降級。

重新計算

再次運行計算程序，以找出用於裝置的其他頻率。

重新部署

向硬件傳遞協調變更。

RF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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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在大型場地的多個區域協調 RF 時，助您將可用頻率最大化的工具。通常用於運動場、校園和企業環境。

RF 區依賴裝置之間的距離來實現頻率重用。例如：如果您的系統是在校園內不同部分有 2 座建築物，只要建築物之間有足夠的

距離，您便可以重用頻率。每座建築物都應位於其各自的協調區域內。

AD600 的設置旨在管理單一區域。要協調多個區域，請配合 Wireless Workbench 一起使用。

RSSI

接收訊號強度指示器，或指定頻率中存在多少 RF 能量。

掃描高峰閾值

計算假定存在有源發射機的頻率。

Shure Control

Shure 提供的軟件，可用於控制裝置，例如 Wireless Workbench。

使用者群組

預先定義的一組頻率，設計旨在控制無線系統能在某個國家或地區的哪些地方運作。

虛擬頻道

虛擬頻道的建立是為了代表您打算新增至網路，或永不上線之不可連網（及第三方）設備的離線裝置。虛擬頻道可在協調期間發

揮佔位符的作用，這樣協調時，便會將離線裝置的頻率計算在內。有時候亦稱為虛擬裝置。

規格
RF 調諧頻率範圍

174-2000 MHz

RF 調節步進大小
25 kHz / 200kHz

背景噪聲
分辨帶寬

25 kHz -109 dBm，典型值

200 kHz -100 dBm，典型值

鏡頻抑制
> 90 dB

亂真信號響應
< -100 dBm，典型值

尺寸
43.2 x 482.6 x 285.7 毫米（1.7 x 19.0 x 11.25 吋），高 x 闊 x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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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
3.7 公斤 (8.15 磅)

外殼
鋼

電源要求
110-240 V AC，50-60 Hz

電流漏極
1.2 A

工作溫度範圍
-18°C - 50°C (0°F - 122°F)

存儲溫度範圍
-29°C - 74°C (-20°F - 165°F)

RF Input
接頭類型

BNC

阻抗
50 Ω

最大輸入電平
+10 dBm

偏置電壓
12-13.5 V DC

每條天線最大值為 150 mA，每部裝置最大值為 450 mA

耳機監控音訊輸出

音頻響應
20 Hz - 20 kHz, +/- 3 dB

設定
¼" / 6.3 毫米接頭，非平衡立體聲

阻抗
63 Ω

最大信號電平
350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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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針分配
貼士：音訊 +。左：|，環：音訊 +，右：|，輪端：接地

連網

網路接口
四連接埠乙太網路 10/100/1000 Mbps

冗餘 Dante 支援

控制連接埠支援 PoE

網路尋址功能
DHCP 或手動指定 IP 地址

直流電模組規格

直流電輸入電壓範圍
10.9-16V

最大直流電輸入電流
5.5 A

保護模式
反極性，過高電壓

接頭類型
4 腳 XLR（公）

直流電入口 XLR 接頭的外殼連接至機架接地。

建議纜線規格

6 呎或以下 18 AWG（1 mm ）

7 至 15 呎 16 AWG（1.5 mm ）

16 至 25 呎 14 AWG（2.5 mm ）

重要提示：纜線總長不可超過 25 呎。

用戶資訊
本設備已經過測試，符合 FCC 法規第 15 章有關 B 類數位裝置的限制。本設備會產生、使用並可能發射無線電頻率能量，如果

沒有按生產商說明書中的要求安裝和使用，可能會對無線電和電視接收產生干擾。

通知：根據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的法規，未經 Shure 公司明確許可的修改或改裝會使您操作本設備的授權失效。

這些限制專適用於在住宅內安裝此設備，能夠為用戶提供免受有害干擾影響的足夠保護。本設備產生、使用並可能發射無線電頻

率能量，如果沒有按照要求安裝和使用設備，可能會對無線電通訊產生有害干擾。但是，並不保證本設備在特定的安裝情況下不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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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干擾。如果本設備確實對收音機或電視機的接收產生有害干擾，可以通過關閉本設備然後再打開的方法來確定干擾，建議用

戶通過以下一種或多種方法自行排除此干擾。

調整接收天線的方向或位置。

增大設備和接收機之間的距離。

將設備連接到與接收機不同的電路插座。

可以向經銷商或有經驗的無線電/電視工程師諮詢尋求幫助。

本裝置符合 FCC 法規第 15 章的規定。必須滿足以下兩個條件才能操作本裝置：

本裝置不產生有害干擾。

本裝置必須能夠接受包括可能導致裝置意外操作的任何干擾。

澳洲無線警告
警告：此設備在 ACMA 級別許可證下運行，且必須符合該許可證所規定的所有要求，包括運行頻率。

加拿大無線警告
本設備在無保護、無干擾的情況下工作。如果使用者想要保護在相同電視波段工作的其他無線電服務，則必須獲取無線電許可。

如需瞭解詳細資訊，請查詢加拿大創新、科學及經濟發展部的「客戶程序通知 CPC-2-1-28」文件：「電視波段中免許可低功率無線

電設備的自願許可」。

認證
未經製造商明確許可的修改或改裝會使用戶操作本設備的授權失效。

本 B 類數位設備符合加拿大 ICES-003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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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棄電子電氣設備 (WEEE) 指引

在歐盟和英國，此標誌表示該產品不應在家居廢物中棄置。應在適當的設施棄置，以便循環再造及回收。

REACH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zation of Chemicals)（化學品註冊、評估、授權）指令

REACH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zation of Chemicals)（化學品註冊、評估、授權）是歐盟 (EU) 和英國 (UK) 的化學物
質監管框架。有關 Shure 產品中引起高度關注且濃度高於 0.1%（重量佔比，w/w）之物質的資訊可供索取。

CE 通知：
Shure Incorporated 特此聲明，本產品附有 CE 標記且已被判斷為符合歐盟要求。EU 合規聲明的全文載於以下網站：https://
www.shure.com/en-EU/support/declarations-of-conformity。

歐盟授權進口商/代表：

Shure Europe GmbH
部門：全球合規性

Jakob-Dieffenbacher-Str.12
75031 Eppingen, Germany

https://www.shure.com/en-EU/support/declarations-of-conformity
https://www.shure.com/en-EU/support/declarations-of-confor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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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49-7262-92 49 0
傳真：+49-7262-92 49 11 4
電子郵件：EMEAsupport@shure.de

UKCA 通知：
Shure Incorporated 特此聲明，本產品附有 UKCA 標記且已被判斷為符合 UKCA 要求。英國合規聲明的全文載於以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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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授權進口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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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產品符合「微功率短距離無線電發射設備目錄和技術要求」的具體條款和使用場景；

（二）不得擅自改變使用場景或使用條件、擴大發射頻率範圍、加大發射功率（包括額外加裝射頻功率放大器）不得擅自更改發

射天線；

（三）不得對其他合法的無線電臺（站）產生有害干擾，也不得提出免受有害干擾保護；

（四）需承受輻射射頻能量的工業、科學及醫療 (ISM) 應用設備的干擾或其他合法的無線電（站）干擾；

（五）如對其他合法的無線電臺（站）產生有害干擾時，應立即停止使用，並採取措施消除干擾後方可繼續使用；

（六）在航空器內和依據法律法規、國家有關規定、標準設立的射電天文臺、氣象雷達站、衛星地球站（含測控、測距、接收、

導航站）等軍民用無線電臺（站）、機場等的電磁環境保護區域內使用微功率設備，應當遵守電磁環境保護及相關行業主管部門

的規定。

해당 무선설비는 전파혼신 가능성이 있으므로 인명안전과 관련된 서비스는 할 수 없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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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 of Contents
	AD600   Axient Digital 頻譜管理器
	重要安全事項！
	警告


	概述
	包裝內容
	安裝說明
	前面板和後面板
	顯示螢幕
	顯示螢幕
	圖示鍵

	導航與控制
	功能表地圖
	功能表地圖
	系統範例
	單頻段系統
	多頻率範圍系統

	天線配置
	天線連接埠
	設定天線參數
	天線配置範例
	寬帶覆蓋範圍
	大範圍覆蓋
	線型或巡遊路線覆蓋


	連網
	網路訊號類型
	引導式網路配置
	網路模式
	設定交換模式
	設定介面模式（IP 位址）

	網路瀏覽器

	頻率規劃
	建立或修改協調
	進階協調

	掃描工具
	管理於監聽
	使用偵聽功能來監聽音訊
	使用 Dante Browse 偵聽音訊
	頻率清單監聽
	管理掃描檔案

	設定日期和時間
	控制器的鎖定和解鎖 
	耳機設定
	調節顯示屏
	冷卻風扇設定
	故障排除
	事件日誌
	韌體更新
	工廠重設
	詞彙表
	規格
	RF 調諧頻率範圍
	RF 調節步進大小
	背景噪聲
	鏡頻抑制
	亂真信號響應
	尺寸
	重量
	外殼
	電源要求
	電流漏極
	工作溫度範圍
	存儲溫度範圍
	RF Input
	接頭類型
	阻抗
	最大輸入電平
	偏置電壓
	耳機監控音訊輸出
	音頻響應
	設定
	阻抗
	最大信號電平
	插針分配
	連網
	網路接口
	網路尋址功能
	直流電模組規格
	直流電輸入電壓範圍
	最大直流電輸入電流
	保護模式
	接頭類型
	建議纜線規格

	用戶資訊
	澳洲無線警告
	加拿大無線警告


	認證
	CE 通知： 
	UKCA 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