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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T600
Spectrum Manager

簡要 說明
Axient 頻譜管理器是一款功能強大的工具，它能夠為無線元件計算、分析並分配相容頻率。 頻譜管理器掃描 RF 環境，並使用獲

得的資料為在網路中發現的所有無線頻道計算相容頻率。 可以從“相容頻率列表”中對已連網的無線系統進行編程，並且可以持續

監控備用頻率，並根據訊號質量對頻率進行分級。 在使用過程中，頻譜管理器可以在發生干擾時將清晰的頻率分配給接收機。

內置的頻譜監控工具能夠提供對 RF 活動的可視化和音訊跟蹤。

特性

帶寬掃描
頻率管理器能夠在可用於無線音訊的整個 UHF 頻率範圍內掃描資料。 掃描過程使用兩組天線輸入完成，這兩組天線都具有直接

適用於無線接收機的敏感度和解析能力。

相容頻率列表
相容頻率列表 (CFL) 是一個可用頻率的列表，可通過頻譜管理器進行計算、查看及編輯或可從運行 Wireless Workbench  6 的電

腦上生成。可進行調節內置頻率計算器以避開特定的電視頻道、頻率範圍或超出指定閾值的 RF 訊號。 頻率管理器在工作過程中

能夠提供列表中每項頻率的當前狀態。 將從相容頻率列表中分配清晰的頻率，以完成系統初始設定，或替代因為干擾而導致效果

不佳的頻率。

事件日誌
Event Log用於記錄頻譜管理器在工作過程中執行的操作。 操作內容包括對頻譜管理器控制的頻率和設備的更改。 每次演出後查

看事件日誌可以瞭解系統的工作概況。

備用頻率監控
資料螢幕可以讓使用者跟蹤可供 Axient 系統使用的所有頻率的狀態。 將為每個頻段顯示頻率數目，其中包括在用頻率和備用頻

率的實時狀態。

RF 掃描
頻譜管理器的掃描功能能夠以圖形方式繪製整個頻率範圍內檢測到的 RF 訊號。 Cursor、Zoom 和 Peak 工具可以讓您詳細查看

資料內容。

偵聽
可以使用 Listen功能切換到一個頻率，並使用耳機監聽 FM 解調訊號。 資料螢幕可以顯示選取頻率的訊號強度。

連網
可以通過連網方式實現 Axient 系統的許多進階功能，其中包括監聽和遠程設備的控制。 機架部件具有兩個 RJ45 以太網連接

埠，可實現 10/100 Mbps 連網速度。 以太網連接埠可通過以太網供電 (PoE) 方式工作，為 ShowLink  存取點和其它 1 類以太

網設備供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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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F 級聯連接埠
級聯連接埠最多可以在沒有天線分配器或分配放大器情況下與 5 個設備共享 RF 訊號。

前面板

① 資料顯示螢幕

顯示頻率監控狀態、RF 繪圖和信號強度。

② 資料顯示導航按鈕

用於存取功能表選項。

③ 功能表螢幕顯示

顯示功能表和設定。

④ 功能表導航按鈕

用於選擇和導航功能表。

⑤ Enter按鈕

用於輸入和儲存參數變更。

⑥ Exit按鈕

用於取消參數變更或返回到上一個功能表螢幕。

⑦ 控制輪

按下該旋鈕可選擇要編輯的功能表項目

繼而編輯參數值

技巧：按住控制輪 1 秒鐘，啟動 WWB 中的硬體識別功能。

⑧ Monitor削波 LED
亮起時指示音訊超載。

⑨ Monitor輸出 LED
指示監控器輸出打開或關閉。

⑩ Monitor音量旋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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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調節監控器音量。

⑪ Monitor插孔

6.5 毫米 (1/4”) 插孔。

⑫ 電源開關

打開或關閉設備電源。

後面板

① 交流電源主開關

交流主電源開關。

② 交流電源輸入

IEC 連接器 100 - 240 伏交流

③ 交流電源級聯

使用 IEC 延長纜線最多可以將 5 個機架設備連接到一個交流主電源。

④ 網路速度指示燈（棕色）

滅 = 10 Mbps
亮 = 100 Mbps

⑤ 以太網連接埠： 已啟用類別 1 PoE (2)
連接到以太網可以啟用遠程控制和監控。

⑥ 網路狀態指示燈（綠色）

滅 = 無網路連接

亮 = 有網路連接

閃爍 = 有網路連接，閃爍頻率表示資料流量

⑦ RF 天線輸入插孔

適用於天線 A 和天線 B。

⑧ RF 輸入狀態指示燈

用於表示 RF 輸入的電壓狀態。

綠色 = 直流電壓打開

紅色閃爍 = 故障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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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滅 = 直流電壓關閉

⑨ RF 級聯連接埠

將 RF 訊號傳送到其它設備。

⑩ 溫度控制風扇

用於確保在高溫環境中獲得最佳性能。 應根據需要清潔風扇濾網以保持通風。

連接天線
頻譜管理器使用兩部天線獲取掃描資料並分析各種不同接收機應用中使用的 RF 訊號。 如果使用了有源天線，應將 Antenna DC 
Power設定為 On。

要使用前端固定天線：

將帶有前端固定纜線的隔板轉接頭插入每個支架的小孔，確保使用附帶的固定將其從正面固定。

將附帶的天線纜線連接到後面板上的天線輸入 BNC 連接器。

安裝說明
該元件設計為可裝入音訊設備機架。

警告： 為了防止設備損壞，必須將設備牢固固定到機架中。

主功能表螢幕
在運行過程中，主功能表螢幕顯示以下指示符：



Shure Incorporated

7/22

◦
◦
◦

◦
◦
◦

◦
◦
◦
◦

◦
◦
◦
◦

① 事件日誌

在運行過程中，記錄頻譜管理器功能。

② 網路圖示

指示與網路上其它設備的連接。

注意：IP 地址必須有效才能啟用連網控制。

③ 滾動箭頭

指示上面或下面列出的其它日誌條目。

④ Wizard 子功能表

存取下列精靈功能：

All New
Update Freqs
Update Devices

⑤ Manual 子功能表

存取下列功能表：

Devices
Scans
Listen

⑥ Util 子功能表

存取下列功能表：

Display
Network
Lock
More（風扇、序號、全部重設，使用者群組）

⑦ CFL 子功能表

存取下列功能表：

New
Edit
More（包括 Analyze 與 Clear）
Deploy

⑧ 網路存取控制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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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hure 控制軟體中啟用「存取控制 PIN」時顯示。

資料顯示螢幕
操作過程中，資料顯示螢幕顯示備用頻率監控螢幕。 啟動 Scanning功能情況下，顯示屏顯示 RF RF 圖形。 在打開 Listen 功能

情況下，顯示屏以圖形方式顯示每個選取頻率的訊號強度。

① Band
可以為由頻譜管理器控制的 Axient 設備列出頻段

② In Use
列出由頻譜管理器控制的設備使用的 CFL 頻率數量

③ Ready
列出當前清晰並可以使用的頻率數目

④ More
顯示可以使用的其它頻段條目

頻譜管理器與接收機的連網
頻譜管理器使用以太網連接將頻率分配給連網的設備。 對於自動網路設定，可以使用 AXT620 等具有 DHCP 功能的以太網交換

機或啟用了 DHCP 服務的以太網路由器。 使用多台以太網交換機可以將網路範圍延伸到更大的覆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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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2.

◦
◦

1.
2.

•
•

注意： 對於較小範圍的系統，可以通過背板上的以太網連接埠連接頻譜管理器和接收機。 如果 IP 模式設定為“自動”，但是沒有設定 DHCP 伺服器，設備將恢復

使用相容的地址。

自動 IP 地址分配
如果使用舒爾 AXT620 以太網交換機，請將 DHCP交換機設定為 ON。
將所有設備的 IP 模式均設定為自動（Util > Network > Mode > Automatic）

手動 IP 地址
將頻譜管理器和接收機連接到以太網交換機。

將所有設備的 IP 模式均設定為 Manual：
功能表： Util > Network
使用控制輪為所有設備設定有效的 IP 地址。 將所有設備的子網掩碼設定為相同值。

設備重置
重設裝置以恢復工廠設定。

轉到Util > More > Reset All。
按 enter 以重設裝置。

故障排除
每個網路只使用一台 DHCP 伺服器

所有設備必須共享相同子網掩碼

所有設備都必須安裝相同級別的韌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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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纜線已插入，應更換纜線並重新檢查指示燈和網路圖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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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2.

3.
4.

5.

1.
2.
3.

•
•
•
•

•
•
•

•

使用 Find All 工具（Util > Network > Find All）查看網路上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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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檢查 WWB6 與網路的連接，應執行以下操作：

啟動 WWB6 軟體並使用庫存檢視，查看連接到網路的設備。

如果沒有此類設備，查找網路中一台設備的 IP 地址（比如 AXT400 接收機），並查看是否能從運行 WWB6 的電腦上

Ping 到該地址。

在 WINDOWS/MAC 命令提示窗口，鍵入設備的“ping IPADDRESS”（例如“ping 192.168.1.100”）。

如果 ping 操作返回成功（無資料包丟失），則電腦能夠看到網路上的設備。 如果 ping 操作返回失敗（資料包 100% 丟
失），應檢查電腦的 IP 地址以確保它與設備處於相同子網。

如果 ping 操作成功並且設備未在 WWB6 庫存中顯示，請檢查以確認所有防火牆均禁用，並且允許 WWB 網路流量均能

到達應用程式。 檢查確認防火牆設備未阻擋網路存取。

網路存取控制
在 Shure 控制軟體中設定網路 PIN，可控制 Shure 聯網組件的存取。設定 PIN 之後，必須在軟體中輸入正確的密碼，才能變更

組件參數。

採用下列步驟，清除網路 PIN：

在主熒幕中： Util > Network > Access。
使用控制旋鈕選擇 Disabled。
按 enter儲存。

技巧：執行一次 Reset All將清除一個網路 PIN；但是，所有參數將恢復為出廠設定。

RF 協調精靈
“頻譜管理器”具有一個可提供指導設備和頻率設定的精靈。 選擇下面一個設定任務選項：

All New
使用 All New選項進行初始的 RF 設定。

查找接收機和網路中要管理的其它設備

掃描 RF 頻譜，查找可用頻率

為滿足連網設備的需要，計算相容的頻率列表 (CFL)
為接受管理的設備分配頻率

Update Freqs
使用 Update Freqs選項，為現有的無線系統刷新頻率。

掃描 RF 頻譜，查找可用頻率

計算相容的頻率列表 (CFL) 以滿足網路設備的需要

為接受管理的設備分配頻率

Update Devices
可在將新設備添加到無線系統中時使用 Update Devices選項。

查找網路中要接受管理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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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將現有相容頻率列表 (CFL) 中的頻率分配給受管理的設備

使用 All New 精靈選項進行系統設定
下面的實例顯示了使用 All New精靈選項進行初始 RF 設定的相關步驟。 使用 Update Freqs 或 Update Devices 精靈選項管理現

有的無線系統。

從主功能表螢幕中選擇 Wizard 並選擇 All New選項。

Found Channels螢幕顯示頻段和網路中的設備型號。 按 Next。
使用控制輪在 Device ID旁的複選框添加選中標記。 使用控制輪選擇其它設備或按 Add All。 按 Flash 可標識列表中的特

定設備。 完成時按 Next。
將所有發射機靜音。 按 Next。
讓掃描過程完成。

將在資料視窗中顯示 RF 圖形。 按 Next。

完成 CFL 計算。

按 Deploy為網路設備分配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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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
◦
◦

4.

排除
大部分 RF 環境中包含的頻率並不是運行無線設備所需的頻率，例如那些保留用於本地廣播、公共安全或其它使用者的頻率。 可
以在頻譜管理器中輸入例外排除項目，以避免將這些頻率包括在相容頻率列表的計算中。

輸入排除項目
功能表： CFL > New > Exclusions

按下 Add選項旁的功能表按鈕。

按下控制輪，強調顯示 TV、Start 或 Stop：
要排除單個頻道，可將 Start頻率和 Stop 頻率設定為相同值。

要排除頻率範圍，可以使用 Start和 Stop 值定義頻率範圍

要排除電視頻道頻率，可使用控制輪設定頻道編號

完成設定後，按 ENTER保存更改。

在本實例中，電視頻道為 32，頻率範圍為 599.00 至 604.000 MHz，將在相容頻率計算中排除 650.000 MHz。

事件日誌
如同下面的說明所示，事件日誌記錄了頻譜管理器和其它受管理設備的操作。 日誌最多可記錄 150 項事件。 事件記錄的開始位

置標記有型號 (*)。 最新的事件顯示在日誌的頂部。 可以使用控制輪在事件列表中滾動。 在達到存儲限制時，最舊的條目將被覆

蓋。

注意： 在重新加電或韌件更新後，事件日誌內容將被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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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頻率：

備用頻率降級

備用頻率升級

頻率已用於 [頻道名稱]
保存的掃描內容

受管理設備：

[設備 ID] 離線

[設備 ID] 聯機

已刪除 [設備 ID]
已添加 [設備 ID]
已更改發射機 [Tx] 設定檔

相容頻率列表 (CFL)：

已清除 CFL
已增加新頻率

已刪除頻率

頻率值已更改

頻率類型已更改

已分配 CFL
已計算出新的 CFL

排除：

排除閾值已更改

已添加排除項目（頻率或範圍）

已清除排除項目（頻率或範圍）

頻譜監控
頻譜管理器具有多種內置工具，可提供優秀的資源，用於檢查和跟蹤 RF 頻譜的使用情況，並且可以進行故障排除。

備用頻率監控
資料螢幕可以在設備工作過程中跟蹤可用於系統中 Axient 頻道的各項頻率的狀態。 可以顯示可用於每個波段的頻率總數，其中

包括在用頻率和備用頻率的實時狀態。 已從 Ready頻率計數中刪除已被監控功能確定為訊號質量降低的備用頻率。

In Use= 已分配給 Axient 設備（包括離線設備）的頻率

Ready= 未佔用並且可作為備用頻率或供其它設備使用的頻率

More= 選擇可查看其它頻段

Listen
可以使用此功能監控選取頻率的 FM 解調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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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

2.

功能表： Manual > Listen

可使用控制輪選擇要監控的頻率和天線。

資料螢幕可顯示選取頻率的訊號強度。

功能表螢幕可顯示選取的頻率和天線。

還可以從 Listen > CFL 功能表使用 Edit 功能，從而輕鬆地顯示出佔用的和備用的頻率。

掃描
可通過執行頻譜掃描功能，在資料顯示屏上繪製 RF 活動的圖形。 可以使用 Cursor、Zoom 和 Peak 工具檢查繪圖的特定區域。

頻譜管理器可以讓 Store 功能保存 2 組掃描資料圖形，以供參考或 CFL 計算時使用。 從頻譜管理器功能表啟動的掃描操作可以

覆蓋整個調頻範圍。 可以使用 Wireless Workbench 軟體中的“頻率繪製”工具掃描此範圍內的子集，並為步進大小和解析帶寬提

供選項。

功能表： Manual > Scan

設定下列模式：

Sweep= Single 或 Continuous
Peak Hold= Off 或 ON
Exclusion Threshold= 頻譜管理器從“相容頻率列表”計算中排除了高於此值的掃描頻率。 可在編輯顯示屏中的Scan 
Data時查看閾值。

按 Start開始掃描。 顯示屏中顯示掃描進度。 掃描完成時，按 Store 可保存掃描結果。 選擇 Recall 可查看已存儲的掃描

結果。 恢復掃描結果會覆蓋當前的掃描資料。

“資料顯示”螢幕將顯示 RF 圖形。

光標工具
Cursor工具可以在 RF 繪圖上添加一個可移動的垂直線段。 可使用控制輪將Cursor放置在繪圖的任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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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將在繪圖頂部顯示選取點的頻率值和訊號強度。

縮放工具
Zoom可以放大 RF 繪圖，查看光譜部分的詳細分析結果。

可以使用 Zoom功能辨別嘈雜 RF 環境中的單個頻率。

峰值工具
Peak能夠讓光標只選取 RF 繪圖的最高峰。

Peak提供了一種用於查找 RF 繪圖中最強訊號的快速方法。

設定風扇速度
冷卻風扇具有以下速度選項 ：

Low Speed = 風扇始終低速開啟，噪音小

High Speed= 風扇始終高速開啟，冷卻效果最佳

Automatic= 內部溫度太高時，風扇才會運行。

注意：如果需要額外冷卻來保護組件，速度可能從低速切換到高速。

在主熒幕中選擇 Util  > More > Fan。
轉動控制輪，選擇一個速度選項。

按 Enter儲存。

韌件更新
韌件是一種內嵌的軟體，用於控制每個元件的功能。 定期開發的新韌件版本可以協調其它功能和性能增強。 要獲得因設計改進

獲得的好處，可使用 WWB6 軟體中的“韌件更新管理器”工具上傳並安裝新版本的韌件。 可從 http://www.shure.com/wwb 下載韌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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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RF 調諧頻率範圍

470–865, 925–952 MHz

RF 調節步進大小
25, 200, 1000 千赫

背景噪聲
分辨帶寬

25 千赫 -110 dBm

200 千赫 -100 dBm

1000 千赫 -90 dBm

鏡頻抑制
>110 dB, 典型

亂真信號響應
<-100 dBm, 典型

最終靜音
>90 dB, A-加權

外觀尺寸
44 毫米 x 483 毫米 x 366 毫米 (1.7 英寸 x 19.0 英寸 x 14.4 英寸) 高度 x 寬度 x 深度

重量
5.5 公斤 (12.0 磅)

外殼
鋼質；擠壓鋁形材

電源要求
100 到 240 伏交流, 50–60 赫茲

電流漏極
參考電壓 120 伏交流

0.8 A RMS

工作溫度範圍
-18°C (0°F) 到 63°C (145°F)

存儲溫度範圍
-29°C (-20°F) 到 74°C (16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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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時間
Spectrum Manager 可以使用 8 個並聯掃描模組在 64 秒內掃描整個射頻的調諧頻率範圍。在可讓掃描模組並聯工作的指定範圍

內，每 60 MHz 的掃描時間可以更短。

步進大小 每 60 MHz 的最長掃描時間

25 kHz： 48 秒

*200 kHz： 7 秒

*1000 kHz： 1 秒

*只能用於 WWB6 控制

RF 輸入
接头类型

BNC

設定
非平衡, 有源

阻抗
50 Ω

最大輸入電平
-20 dBm

偏置電壓
12 伏（直流）, 150 mA (300 mA 最大值)

級聯輸出

接头类型
BNC

設定
非平衡, 有源

阻抗
50 Ω

插入損耗
<5 dB

監控音訊輸出

音頻響應
40–18 千赫, ±3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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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非平衡單聲道, 1/4 英寸輸出 (可驅動立體聲耳機)

阻抗
50 Ω

最大信號電平
45 千赫最大偏移

1 W @ 63 Ω

插針分配

尖端 音頻 +

環 音頻 +

套筒 接地

連網
乙太網供電 (PoE)

50 伏（直流）, 類別 1

網路接口
雙連接埠乙太網路 10/100 Mbps

網路尋址功能
DHCP 或手動指定 IP 地址

附件
提供的附件

1 英尺同軸級聯纜線 (2) 95N2035

IEC 交流電纜 (1) 95A9128

IEC 交流延長電纜 (1) 95A9129

帶屏蔽 3 針腳以太網電纜 (1) C803

帶屏蔽 8 英寸以太網跳線 (1) C8006

固定套件 (1) 90XN1371

22 英寸同軸電纜* (1) 95B9023

33 英寸同軸電纜* (1) 95C9023

*帶有可用於前端固定天線的集成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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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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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符號表示本設備中存在可能導致觸電的危險電壓。

這個符號表示本設備附帶的說明書中具有重要的操作和維護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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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用幹布擦拭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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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明火、散熱器、調溫器、火爐或包括功率放大器在可的其它可能產生熱量的裝置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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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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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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做會導致人身傷害和/或產品故障。

應在技術規格指定的溫度範圍內操作此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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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舒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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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於所有耳筒的警告！
為正確而安全地使用耳筒，應在使用前閱讀本手冊。應將本手冊和安全資訊置於方便取用的地方，以便日後參考。

警告
使用過大音量收聽音訊可能會使聽力永久喪失。應使用盡可能低的音量。長期暴露在過高音量下，可能會導致噪音引起的聽力受

損。如果長時間暴露在高聲壓級別下，應遵循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部 (OSHA) 制定的指導原則，以避免聽力受損。

90 dB SPL

八小時

95 dB SPL

四小時

100 dB SPL

兩小時

105 dB SPL

一小時

110 dB SPL

半小時

115 dB SPL

十五分鐘

120 dB SPL

儘量避免，否則可能會造成損傷

警告
在有車輛通行的地方駕駛、騎自行車、步行和慢跑時，或在聽不到周圍聲音便可能會有危險或可能發生事故的其它活動中，

切勿使用本耳筒。

應將本產品及其附件放置在兒童無法觸及的地方。兒童玩耍或使用本產品及附件可能會有致命危險。產品附帶的小部件和纜

線具有窒息或勒扼危險。

應先將音響設備的音量設定在最低水平，連接耳筒後，再逐漸調節音量。突然暴露在較強的噪聲中，可能會導致聽力受損。

音量不要調得太高，能夠正常收聽即可。

耳內出現鳴響說明音量過高。請嘗試調低音量。

如果將這些耳筒連接到飛機上的音響系統，在使用耳筒時應調低音量，以免在飛行員大聲說話時感到不適。

定期讓聽覺治療師檢查聽力。如果耳朵裡積的耳垢太多，先讓專業醫療人員檢查耳朵，然後才能繼續使用耳筒。

未遵照製造商說明書中所述方式使用、清潔或維護耳筒套和管嘴，可能會增加耳筒套從管嘴上脫離，掉入耳道的風險。

插入耳筒前，一定要檢查耳筒套，確保它已牢牢地附著在管嘴上。

如果耳筒套卡在耳中無法取出，應請專業醫師幫忙取出。試圖讓其他非專業人士取出耳筒套可能會將耳朵弄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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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應在洗澡或洗臉時注意避免將耳筒浸入水中，因為這樣會導致音響效果減弱或耳筒損壞。

不要在睡覺時使用耳筒，以免發生意外。

用慢慢旋轉的方式把耳筒取出來。不要用力拉耳筒線。

如果耳筒造成明顯的不適、刺激感、皮疹、潰瘍或其它不適反應，應立即停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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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如果您目前正在接受聽力治療，在使用本裝置前，應向外科醫生咨詢。

注意：只能使用附帶的電源部件或經過 Shure 批准的對等部件。

警告
電池組可能爆炸或釋放有毒物質具有火災或燒傷風險不要拆開、擠壓、修改、拆卸、加熱到 140°F (60°C) 以上或焚燒。

遵循製造廠商的說明

不要將電池短接，否則可能會導致燒傷或起火

不要使用非本使用者指南指定的產品充電。

應使用正確方法丟棄電池向您所在地的供應商瞭解廢舊電池組的正確丟棄方法。

電池（已安裝的電池組或電池）不得暴露於過熱環境（陽光、明火或類似熱源）下

注意：僅限由 Shure 授權的維修人員執行電池更換工作。

請遵循您所在地的電池、包裝和電子廢棄物回收標準。

認證
符合下列歐盟指令的基本要求：

2008/34/EC 修訂的 WEEE 指導原則 2012/19/EU
RoHS 指令 EU 2015/863

注意：請遵循您所在地的電池和電子廢棄物回收標準

Shure 公司特此宣布無線電設備合乎歐盟指令 2014/53/EU。歐盟合規性聲明的完整文字可在下列網址取得：http://
www.shure.com/europe/compliance

歐盟授權代表：

Shure Europe GmbH
歐洲、中東、非洲總部

部門：歐洲、中東、非洲批准部

Jakob-Dieffenbacher-Str.12
75031 Eppingen, Germany
電話：+49-7262-92 49 0
傳真：+49-7262-92 49 11 4
電子郵件：EMEAsupport@shure.de

符合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法規第 15 章關於合格聲明 (DoC) 的要求。

符合 RSS-123 已通過加拿大 ISED 認證。

IC： 616A-AXT600

加拿大工業部 ICES-003 合規標籤：CAN ICES-3 (B)/NMB-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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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émetteur/récepteur exempt de licence contenu dans le présent appareil est conforme aux CNR d’Innovation, Sciences et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Canada applicables aux appareils radio exempts de licence. L’exploitation est autorisée aux deux 
conditions suivantes :

L’appareil ne doit pas produire de brouillage;

http://www.shure.com/europe/compliance
http://www.shure.com/europe/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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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appareil doit accepter tout brouillage radioélectrique subi, même si le brouillage est susceptible d’en compromettre le 
fonctionnement.

注意：EMC 符合性測試是使用提供的和推薦的纜線類型完成的。使用其他類型的纜線可能會降低 EMC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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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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