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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r
系统配置软件
概述
借助 Designer 系统配置软件，集成商和系统规划师可以为使用各种精选 Shure 话筒和其他精选 Shure 设备的安装环境设计和实
施准确的音频覆盖范围。Designer 在一个工具中即可实现联机和脱机设计、路由、配置以及推送到联机设备。您可以导入平面
图、确定房间比例、在听众区域放置设备并在房间图上安排拾音波瓣，实现精确的覆盖范围，从而为会议和演讲空间建立准确模
型。
Designer 让您能够在安装设备之前创建和编辑覆盖范围参数：
•
•
•
•
•

确定话筒定位、房间大小和天花板高度
添加通道
创建准确的覆盖区域
调整均衡器设置
管理信号路由

脱机完成设计工作之后，您可以将设置推动到连线设备并在现场微调，一切尽可在 Designer 中操作。只要您愿意，还可以随时
导出设备预设进行上传并使用每台设备的 Web 用户界面。

特性
• 为使用这些 Shure 话筒和设备的安装环境联机或脱机设计音频覆盖范围：
®
◦ IntelliMix Room
◦ MXA910/MXA920 天花板矩阵话筒
◦ MXA710 线性阵列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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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MXA310 桌面矩阵话筒
◦ P300 IntelliMix 音频会议处理器
◦ ANIUSB-MATRIX USB 音频网络接口
◦ Microflex 网络天花板扬声器
◦ MXA 网络静音按钮
准确确定平面图的比例，并参考照片了解准确的设备设置
添加多台设备，创建更大型和更复杂的系统
在一个软件工具中为多种 Shure 产品执行信号路由
在多个位置中创建并重新使用模板
将设置一次性推送到一组设备
轻松导出单个位置的设备预设
为多个房间、建筑物和客户组织系统
通过导入平面图并使用虚拟设备来脱机设计系统，极大地节省时间和差旅费用
与其他 Designer 用户分享项目文件，实现多人协同设计同一项目

入门指南
1. 创建项目
启动 Designer 项目，然后创建与计划环境匹配的房间。您可以创建房间（现场）或创建可后续部署的房间（设计）。

2. 将设备添加到房间
将待使用设备拖动到房间中。
• 如果要创建房间（现场），则需要将网络上的联机设备添加到房间。
• 如果要创建房间（设计），则需要将虚拟设备添加到房间，以便稍后与联机设备关联并进行部署。

3. 优化房间
单击优化，允许 Designer 连接 Shure 设备。要使用 Designer 的优化功能，房间中必须至少具有一个话筒和一个处理器。
如果只有话筒也可以继续手动调整，您可以单独选择各台设备，将其属性调整到合适的值，或单击配置，以访问和更改更高级的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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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有至少 1 个话筒和 1 个音频处理器时，Designer 的优化工作流能够加快系统连接过程。优化功能还能够在具有 MXA 网络静
音按钮的房间创建静音控制路由。当您在某个房间选择优化时，Designer 将执行以下操作：
•
•
•
•

创建音频路由和静音控制路由
调整音频设置
打开静音同步
为适用的设备启用 LED 逻辑控制

这些设置会针对特定的设备组合进行优化。优化工作流为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起点，您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自定义设置。
优化完某个房间后，应检查设置并根据您的需要进行调整。这些步骤可能包括：
•
•
•
•

删除不必要的路由。
检查电平和调整增益。
验证 AEC 参考信号的路由是否正确。
根据需要微调 DSP 块。

兼容设备：
•
•
•
•
•
•
•
•
•

MXA910
MXA920
MXA710
MXA310
P300
IntelliMix® Room
ANIUSB-MATRIX
MXN5-C
MXA 网络静音按钮

4. 微调系统
使用覆盖范围图配置设备，并调整房间中的覆盖区域。此外，您还应单独选择各台设备，将其属性更改到合适的值，或单击配置
，以访问和更改更高级的设置。

5. 设备特定任务
• 仅适用于天花板和线性阵列话筒和天花板扬声器：
1. 覆盖范围图选项卡 - 使用实际的房间尺寸和规格确定房间的大小。
2. 使用平面图或参考图像开始设计您的房间。单击添加图像，导入平面图并将其缩放到图纸上的参考点。
使用图像将音频覆盖范围集中在预计参与者区域，采用实际房间尺寸进行更精确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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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添加设备并定位参与者区域周围的通道。多个设备能在同一房间进行设置，实现更大和更复杂空间的出色音频覆盖
范围。单击添加通道，用波瓣覆盖该空间。

4. 使用 Designer 调整均衡器设置、管理信号路由和设置设备属性。
• 仅限桌面阵列话筒：
1. 选择设备并单击配置。
2. 单击添加通道，为话筒添加通道。
3. 使用属性选择通道设置。
• 其他设备：
1. 选择设备并单击配置。
2. 使用各种功能为信号处理设置进行选择。

6. 最终调整
要完成房间中的设备配置，您可以直接对设备进行更改，通过听声音检查来微调每个通道，以及从 Designer 中实时进行调整。

软件安装
下载应用程序
下载应用程序，并在 www.shure.com/designer 详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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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版本
此软件的新版本会定期发布，以包含新功能和性能改进。此文档适用于最新版本的软件。如需各个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www.shure.com 上的发布说明。

联系 Shure 支持团队
Shure 系统支持部门提供地区支持团队，他们深入了解 Shure 设备、数字音频联网和最佳安装实践的知识。如果您在安装和设置
软件的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请联系 Shure 系统支持部门以获取协助。在美洲地区，您可以拨打 312-736-6006 或访问
www.shure.com 查找当地支持联系人。

系统要求
前提条件

所需的端口
Web API
MongoDB
Shure 系统 API

四个端口在安装时使用 10000-65535 范围内的可用端口进行
动态分配

安装 Windows 更新
在安装软件之前，请确保您的操作系统处于最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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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件
系统内存

16 GB RAM 可用

硬盘控件

2 GB 可用

处理器

i5 双核处理器

自动配置更新
以下设置会在软件安装期间自动设定。

安装程序前提条件
MongoDB v5.0.3 会在安装过程中自动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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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防火墙
本地端口

5568、8427

备份和恢复数据库
将存储 Shure 软件信息的 MongoDB 数据库（通过 Designer 安装）进行备份，以防止数据丢失。备份还在迁移至新服务器时非
常有用。
备份会存储您团队在软件中进行的所有项目、位置和设备设置。备份恢复时，仅支持与当前操作软件版本相匹配的备份文件
(.bak)。

识别 MongoDB 端口
您必须查看以下配置部分，以识别 MongoDB 的动态分配端口：
"[location of Designer Software install directory]\Services\Mongo-5.0.3\Bin\mongod.cfg"
端口号在以下行中指定：
"
net:
port: [port #]
"

备份 Mongo 数据库
使用安装了软件的计算机创建 MongoDB 备份。
1.
2.
3.
4.

确定存档数据库备份的位置。您需要在命令行中使用此路径。
打开“开始菜单”并开始输入“command”，开始打开命令提示窗口。请勿按 Enter。
右键单击命令提示窗口，然后选择 Run as administrator。
替换由 [ ] 标记的占位符后，输入以下命令行（包括文件路径的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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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默认设置的命令行示例（全部位于一个命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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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按 Enter。文件将存档在提示窗口中指定的路径。

恢复数据库备份
1. 在安装了软件的计算机上，打开“开始菜单”并开始输入“command”，开始打开命令提示窗口。请勿按 Enter。
2. 右键单击命令提示窗口，然后选择 Run as administrator。
3. 替换由 [ ] 标记的占位符后，输入以下命令行（包括文件路径的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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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默认设置的命令行示例（全部位于一个命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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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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 Enter。
5. 在命令提示窗口中输入
iisreset
以重新加载数据库配置。

支持的设备
Designer 支持以下 Shure 设备。请尽可能升级到最新受支持的固件版本，以充分发挥新功能和系统改进。
MXA910 天花板矩阵话筒 (User Guide)
MXA920 天花板矩阵话筒 (User Guide)
MXA710 线性矩阵话筒 (User Guide)
MXA310 桌面矩阵话筒 (User Guide)
IntelliMix Room 音频处理软件 (User Guide)
P300 IntelliMix 音频会议处理器 (User Guide)
ANIUSB-MATRIX 音频网络接口 (User Guide)
Microflex 联网天花板扬声器：MXN5-C (User Guide)
MXA 网络静音按钮 (User Guide)

•
•
•
•
•
•
•
•
•

重要提示：
• 有关兼容的固件版本列表，请参阅发布说明
• 导出项目不向后兼容，不能在更早版本的 Designer 上运行
有关固件更新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固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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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界面语言
1. 单击左上角您的名称附近的区域以访问我的帐户。
2. 使用下拉菜单选择您的首选语言。
3. 单击保存更改。

组织您的设计
Shure Designer 软件可以帮助您开发和组织音频安装项目。将项目设置成最能反映您的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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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使用位置的项目组织

项目可扩展：可以设计一个房间，也可以构建跨越多个建筑物和园区的多个位置

按使用房间的布局组织

复制和重复使用房间设计，创建类似房间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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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项目
要创建项目，
1. 单击左侧菜单中的My projects。
2. 单击New > Project。
3. 为您的项目输入名称和描述。
4. 单击Create。

设计房间
Designer 使用的房间功能支持您在每个项目中创建多个设计。您可以在项目中为设计的每个空间创建一个房间。您可以根据项目
基础设施（建筑物和楼层）或您自己的工作流程（房间类型），安排房间。

创建房间
1. 打开项目。
2. 如果尚未选择，请选择房间。
3. 单击新建 > 房间（活动）或房间（设计）。
4. 为您的房间输入名称和描述。
5. 单击“创建”。
Designer 会在您的项目列表中创建具有该名称的房间并打开该房间的设计窗口。
如果您要创建多个房间并且更喜欢将其分组到文件夹，您可以先创建一个文件夹。
1.
2.
3.
4.
5.

打开项目。
如果尚未选择，请选择房间。
单击新建 > 文件夹。
输入文件夹的名称和描述。
单击“创建”。

Designer 会创建具有该名称的文件夹并将其添加到您的项目列表。
双击文件夹，将其打开，然后按照之前的步骤来创建房间。

导入和导出项目
导出您的 Designer 项目，与其他系统设计师共享和协作，或者保存您的工作备份。导出文件包括项目中的所有房间，包括所有
虚拟设备设置、路由和覆盖范围设计。
Designer 项目下载为 .dprj 文件，仅与 Shure Designer 软件兼容。

导入项目
1. 单击我的项目。
2. 单击导入项目，浏览至要导入的文件。

导出项目
1. 单击我的项目。
2. 将鼠标悬停在项目上时，右侧将出现
（更多）。单击该图标。
3. 选择导出。文件名为 Designer 中的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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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房间
添加设备
将虚拟设备从左侧菜单拖动到工作区上，将其添加到工作区。

使用 Designer Optimize 工作流
在具有至少 1 个话筒和 1 个音频处理器时，Designer 的优化工作流能够加快系统连接过程。优化功能还能够在具有 MXA 网络静
音按钮的房间创建静音控制路由。当您在某个房间选择优化时，Designer 将执行以下操作：
•
•
•
•

创建音频路由和静音控制路由
调整音频设置
打开静音同步
为适用的设备启用 LED 逻辑控制

这些设置会针对特定的设备组合进行优化。优化工作流为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起点，您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自定义设置。
优化完某个房间后，应检查设置并根据您的需要进行调整。这些步骤可能包括：
•
•
•
•

删除不必要的路由。
检查电平和调整增益。
验证 AEC 参考信号的路由是否正确。
根据需要微调 DSP 块。

兼容设备：
•
•
•
•
•
•
•
•
•

MXA910
MXA920
MXA710
MXA310
P300
IntelliMix Room
ANIUSB-MATRIX
MXN5-C
MXA 网络静音按钮

要使用优化工作流：
1. 请将所有相关设备放在一个房间。
2. 选择优化。Designer 将为您的设备组合优化话筒和 DSP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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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删除或添加了设备，请重新选择优化。

路由
您可以单击并拖动，在设备之间建立连接，从而为支持的 Shure 设备创建 Dante 路由。
• 您可以拖动设备以在工作区中安排。Shure 设备名称用于识别设备。
• 悬停在设备的输入或输出上可显示 Dante 名称、Dante 通道并将其识别为输入或输出。
• 单击一个设备的输入或输出通道，然后单击其他设备的通道，以创建路由。

Designer 创建路由后，悬停在任一端点上可识别 Dante 设备和通道连接。
注意：默认情况下，将虚拟设备设置推送到发现的设备时，Designer 将推送路由，但是如果您在使用第三方 DSP，则可以选择不创建和推送路由。

确定路由状态
路由页面使用图标标识有效和无效的 Dante 路由：

•

— 表示您已成功创建虚拟路由。

•

— 表示您已在发现的设备之间成功创建有效路由并处于现场模式。

•

— 表示这是无效路由。创建无效路由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如下表所述：

可能出现的问题

解决方法

接收器无法定位订阅的发射机。
or

如果只是脱机，则联机设备将在脱机设备回到联机状态时对其
定位。

发射机无法定位订阅的接收器。

接收器可以定位订阅的发射机，但存在编码不匹配问题，因为
两个端点中有一个未启用加密功能，而另一个已启用。

更新加密密钥或禁用两台设备的加密功能。

接收器可以定位订阅的发射机，但存在编码不匹配问题，因为
端点的加密密钥不同。

更新加密密钥或禁用两台设备的加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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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现的问题

解决方法

接收器可以定位订阅的发射机，但存在编码不匹配问题或其他
问题，妨碍了整个路由的正常工作。

更新加密密钥或禁用两台设备的加密功能。

使用覆盖区域映射
覆盖范围图可用于 MXA910 和 MXA920 吊顶式阵列话筒、MXA710 线性矩阵话筒和 Microflex 联网吊顶式扬声器。覆盖范围图
非常有用，当您添加了房间图像后，可将其用于定位话筒及其通道。您可以将一个或多个话筒拖动到工作区上、将其拖动到所需
位置或在属性中输入精确坐标。
要创建更准确的布局，请从覆盖范围编辑器或属性面板编辑工作区属性，以匹配房间规格。要访问工作区编辑模式，您必须单击
工作区网格上方的尺寸

启用编辑后，您可以修改工作区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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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区
长度和宽度

设置房间的长度和宽度。

天花板高度

设置房间的天花板高度。当您添加设备时，此设置将变为默认设备高度，但您随时可以单独更
改设备高度。
选择房间的测量单位：
• 英尺（默认）
• 米

单位

提示：根据您的硬件设备选择相符的测量单位（例如，MXA910-24IN 选择英寸，
MXA910-60CM 选择米）。

网格：网格起点（X 和 Y）

网格从工作区上不同的点开始，以对齐到参考对象，如背景图像中的天花板瓷砖。

覆盖区域映射键盘快捷方式
快捷方式

说明

删除

删除已选设备或通道
移动已选设备或通道

上、下、左、右键

网格对齐打开：对齐到最近的网格
网格对齐关闭：一个测量单位（0.1 英尺或 0.01 米）

Shift + 旋转键（使
用鼠标拖动）

以 45 度增量旋转已选设备或图像

控制轮

在工作区放大或缩小

添加背景图像
在您的房间添加背景图片，以帮助将设计集中在参与者座位安排和演示区域。图像可以缩放，以表示真实房间尺寸，准确定位设
备和音频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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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图像

1.
2.
3.
4.

打开一个房间并单击覆盖范围图。
单击工作区网格上方的尺寸以访问工作区编辑模式
选择添加图像，浏览至计算机上的图像。
选择“打开”，以将其添加到工作区。

支持的文件类型：
•
•
•
•

.jpg
.jpeg
.png
.gif

重绘图像以缩放
将图像添加到 Designer 后，您可以根据图纸中的参考点进行缩放。如果不知道图像中的实际测量结果，您稍后可以随时缩放图
像。
1. 添加图像到工作区。
2. 查找图纸中已知长度的对象。
3. 使用光标绘制参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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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参考尺寸窗口中输入对象的实际长度，然后选择应用。

使用参考尺寸缩放图像

5. 调整工作区的大小，以适应新缩放的图像。
通过编辑图像 > 按比例绘制，您可以随时重绘以缩放。

使用网格和标尺定位设备
使用 Designer 中的网格将对象移动到工作区中的确定点。选择对齐到网格后，设备参考角将自动对齐到最近的网格角。

对齐设备到网格

打开覆盖范围页上的网格和参考线，以启用或禁用定位工具：
•
•
•
•

显示网格可帮助对齐对象。
对齐到网格可确保对象在工作区上精确对齐。
显示网格显示从工作区 0,0 坐标到设备参考点的 X 和 Y 坐标。
对齐旋转 45° 将旋转限制到 45 度增量。按住 Shift + 抓住旋转手柄也可将旋转限制为 45 度增量。

使用层列出并选择覆盖区域映射上显示的设备。使用可见性 (

) 切换打开和关闭该设备的参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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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偏移
通过调节网格偏移，用图像中的参考点对齐网格，如天花板瓷砖或门框。
1. 选择工作区上方的尺寸，以进入编辑模式。

2. 抓住网格偏移工具，并将其移动到参考线。

移动、旋转和调整对象大小
您可以在 Designer 覆盖区域映射 中更改设备。

覆盖范围图 - 图像
单击工作区上方的编辑图像，以进入编辑模式。
在图像外任意位置选择即可退出。
更改不透明度

调整背景图像不透明度，以提供工作区和设备的更多或更少可见性。不透明度值越低，图像越
透明，值越高，匹配原文件的图像越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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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图像大小

拖动图像的角，或在属性面板输入值，以调整图像大小。比例锁定时，对一个尺寸的更改会成
比例影响另一个尺寸。

移动图像

更改设备相对于工作区左上角的位置。
旋转设备，使其在房间中正确定位。单击并拖动手柄，以将图像旋转到所需位置。

旋转图像

提示：按住 shift 键，以 45 度增量旋转。

覆盖区域映射 - 设备
添加设备

将设备从设备面板拖动到工作区中。

选择设备

在工作区中单击设备以将其选中并能够编辑其属性。要退出，单击设备以外的任何位置。

移除设备
选择设备并按删除或

。

拖动或推动设备到工作区上所需的位置。设备属性显示其相对于工作区 0,0 点的位置。

定位设备

设备参考点

该点用于测量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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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设备

单击并拖动手柄，以将设备旋转到所需位置。
提示：按住 shift 键，以 45 度增量旋转。

覆盖区域映射 - 通道
选择该通道，编辑其属性。在通道外任意位置选择即可退出。
添加通道

选择该设备并按下Add channel

移除通道
选择通道并按删除或
定位通道

。

拖动或推动通道到所需的位置。通道属性显示其相对于设备和工作区 0,0 点的位置。
通道尺寸是可选择宽度设置和根据布局规格自动计算属性的组合。

调整通道大小

• 通道宽度：窄 (35°)、中 (45 °) 或宽 (55 °)
• 布局规格：通道根据发言者高度、设备高度和到话筒的距离改变形状。

覆盖范围图 - 图层
如果工作空间中具有多个设备，则在尝试选择设备或通道时可能会非常拥挤。使用工作空间左侧的 层 菜单可更方便地选择要使
用的设备。

使用虚拟设备
Designer 允许系统规划师使用虚拟设备，无需连网或到现场即可开展工作。采用虚拟设备可以直接准备话筒覆盖范围、设置设备
属性、调整均衡器设置和配置 Dante 音频路由，一切皆无需连接硬件。要使用虚拟设备，选择创建房间（设计）：
完成房间或项目后，您可以将其与发现的联机设备关联并部署设计，现场完成作业。然后，您可以使用 Designer 在这些设备上
实时微调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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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设计部署到发现的设备
将设备添加到房间、优化和配置音频覆盖范围后，可以部署设计将设置推送到发现的设备。
1. 单击部署，以便能够将设计推送到发现的设备。
2. 从可用设备列表中进行选择，将发现的设备与您的设计相关联。
在您单击部署之前，将发现的设备与设计设备相关联并不会真正将设置推送到发现的设备。
单击 X 可将设备断开关联。
3. 完成所有关联后，单击部署。
顶部的绿色横幅表示您处于现场模式，且正在使用发现的设备。
在左侧，您可以看到网络中已发现但尚未添加到其他房间的设备。Designer 会自动发现同一子网中支持的 Shure 设备，
您可以导航至联机设备，通过 IP 地址添加跨子网设备。
如果您有许多设备，您可以按设备名称、IP 地址或设备型号进行排序。您应该一开始就将鼠标悬停在已发现的设备上，
并单击进行识别，确保使用了正确的设备。
当您部署时，Designer 会覆盖已发现设备上的所有内容，除了：
• 网络设置
• 密码和加密设置
• Dante 设备名称和通道名称
在现场模式下，您直接对发现的设备进行更改，并可通过 Designer 对其进行微调。
注意：请切记，您进行的某些更改可能会导致音频短暂切断。

保存预设
为指定的房间配置并设置设备后，您可能想要将特定设计保存为所有设备上的预设。此时预设功能将非常有用，例如，对于房间
具有不同配置的多功能或组合式房间。您可以在房间配置更改时应用多个预设的设计。

要将设置保存为预设：
1.
2.
3.
4.

单击右上角的
选择预设位置。
输入预设名称。
单击Save。

（预设），打开设备预设窗格。此时将显示该房间中所有设备的预设。

要对设备应用预设：
1. 单击右上角的
（预设），打开设备预设窗格。
2. 选择您要应用的预设。
3. 单击应用。
注：

• 路由信息不会保存在预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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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处于现场模式，预设活动可能导致音频短暂切断。
• 应用预设之后进行的任何更改都会成为未保存状态。请将任意新设置保存到新预设位置，或用新设置覆盖旧预设位置。
• Designer 会根据设备预设位置名称评估当前房间的状态。如果同一房间的多台设备未共享相同的预设位置名称，则
Designer 会将该房间的状态确定为“混合”。要解决混合状态的问题，您必须分别更改设备上的预设位置名称，使其一一匹
配。

"Event Log" (事件日志)
要查看事件日志，请从主菜单中单击事件日志。
事件日志可提供 Designer 中详细的活动信息。该日志会收集活动记录并为其添加时间戳，并在设置中指定的期限内保留这些记
录，从 30 到 360 天不等。导出功能创建了一个 CSV（逗号分隔值）文件以保存和排列日志数据。
如要导出特定设备的事件日志，请在实时模式下导航至该设备，然后单击
CSV（逗号分隔值）格式的日志数据文件。

（设置） > 常规 > 导出日志。该功能会创建

在解决故障时参阅日志文件了解详情或咨询 Shure 系统支持部门。
严重性级别
信息

操作或事件已成功执行。

警告

操作无法完成，但是整体功能稳定。

错误

出现可能妨碍功能的问题。

日志详情
事件

指示事件类型。

说明

提供有关事件和错误的详情，包括 IP 地址和适用的房间。

日期

事件的日期和时间。

提示：选择类别以排列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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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盖范围
若要访问覆盖范围图设置：
• Designer： 将话筒添加到房间，然后前往覆盖区域映射。
• Web 应用程序： 前往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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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控制自动覆盖，请前往设置 > 通用 > 自动覆盖。

MXA920 可覆盖的空间有多大？
对于大部分房间，Shure 建议：
• 发言者与话筒之间的最大距离为：4.9 米（16 英尺）
• 最大安装高度：3.7 米（12 英尺）
具体数字还取决于房间的声学、结构和材料。自动覆盖开启的情况下， 默认覆盖范围为 9 × 9 米 （30 × 30 英尺）的动态 覆盖区
域。

覆盖范围的工作方式
使用自动覆盖时，话筒可捕捉您希望听到的发言者的声音，并避开您让其避开的区域。可以为每个话筒添加最多 8 个动态和专用
覆盖区域组合。
如果关闭自动覆盖，可以手动控制最多 8 个波瓣。
在自动覆盖关闭或开启的情况下，MXA920 利用 Shure 的 Autofocus™ 技术，在发言者变换位置或站立时，实时微调覆盖范围。
Autofocus 始终处于激活状态，无需任何调整即可工作。

添加覆盖区域
自动覆盖 = 开启
打开覆盖范围时， 即可使用 9 × 9 米 （30 × 30 英尺）的动态覆盖区域。区域内的所有发言者均被覆盖，即使发言者站起来或四
处走动。

选择添加覆盖区域以添加更多覆盖区域。每个话筒可最多使用 8 个覆盖区域，并且可以根据需要混合使用两种类型的覆盖区域。
通过拖放来移动覆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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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覆盖区域

动态覆盖范围的覆盖范围灵活，即话筒可智能调节覆盖范围，以覆盖覆盖区域内的所有发言者。改变大小以适应您的空间，在覆
盖区域边界内的任何发言者都将得到话筒覆盖（即使在移动时）。

专用覆盖区域

专用覆盖范围始终有话筒覆盖。设置的大小为 1.8 × 1.8 米（6 × 6 英尺），最适合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个位置的发言者，如在讲台
上或白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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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话筒覆盖范围排除的区域
如需将房间的某个部分排除在覆盖范围之外，请勿在房间的这个部分设置任何覆盖区域或波瓣。覆盖区域或波瓣以外的发言者的
语音不会被话筒拾取。这一策略对于抑制房间或 HVAC 设备的噪音也很有用。
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做到这一点：
• 移动或改变动态覆盖区域的大小
• 移动专用覆盖区域
• 移动或删除额外的话筒波瓣（当自动覆盖关闭时）

使用可配置的波瓣
自动覆盖 = 关闭
若要使用可配置的波瓣，请在设置 > 通用 > 自动覆盖中关闭自动覆盖功能。可以手动定位最多 8 个话筒波瓣。这种模式最适用
于直接输出的情况，比如多分区语音断开系统。
自动覆盖关闭时话筒不能启用覆盖范围功能。
了解更多关于波瓣使用的信息，请参见 MXA910 指南。

调节电平
调节电平前：
®

1. 设置一种使用 Dante 耳机放大器或Dante Virtual Soundcard直接收听话筒的方式。
2. 打开 Designer 并在在线设备列表中找到 MXA920。或者，启动设备的 Web 应用程序。

自动覆盖开启
1. 在覆盖区域内以正常演讲音量发言。您可以调节：
◦ 覆盖区域增益（选通控制后）： 从覆盖区域选项卡中打开右侧的属性面板。选择覆盖区域以查看选通控制后增益和静
音控制。
◦ IntelliMix 增益 （选通控制后）： 转到 IntelliMix 选项卡，调整自动混音输出电平和控制 DSP 设置。
2. 根据需要调节 EQ 设置。您可使用 EQ 提高语音清晰度并将噪音降到最小。如果 EQ 变化导致电平显著地升高或降低，则
根据步骤 1 调节电平。

自动覆盖关闭
在这种模式下，有 2 组增益推子：
• 通道增益（选通控制前）：要调整，前往通道。这些推子会在通道增益到达自动混音器之前影响通道增益，进而影响自动混
音器的选通决策。在此处提高增益会使波瓣对声源更加敏感，且更有可能进行选通。在此处降低增益会降低波瓣敏感度和选
通的可能性。如果您仅为每个通道使用直接输出且没有自动混音器，您仅需使用这些推子。
• IntelliMix 增益（选通控制后）：若要调整，请前往 IntelliMix。或者，在覆盖范围中选择一个波瓣，在属性面板中查看选通
控制后增益和静音控制。在波瓣打开选通后，这些推子可调整每个通道的增益。在此处调整增益不会影响自动混音器的选通
决策。仅当您对自动混音器的选通行为满意时才使用这些推子来调整通道的增益。

Dante 通道
自动覆盖设置改变 MXA920 的 Dante 输出的数量。

自动覆盖开启
• 1 个配备 DSP 的自动混音输出IntelliMix（适用于所有覆盖区域）
• 1 个 AEC 参考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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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自动覆盖功能开启时，Dante Controller 显示 8 个传输通道和自动混音输出。自动混音输出是在自动覆盖开启的情况下发送音频的唯一通道。

自动覆盖关闭
• 最多 8 个单独的 Dante 输出（一个波瓣对应 1 个）
• 1 个配备IntelliMix DSP 的自动混音输出
• 1 个 AEC 参考输入

MXA910
配置 MXA910 话筒覆盖范围
参考这些步骤进行恢复，并运行 MXA910 天花板矩阵话筒。关于话筒属性和最佳实践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全 MXA910 天花板矩
阵用户指南。

设置设备属性
选择该设备并设置属性：
1. 输入设备高度（地面和话筒之间的距离）值。默认情况下，设备高度和天花板高度相同，但您可以单独调整设备高度。
2. 移动并旋转设备以匹配您的布局。

定位话筒覆盖范围
1. 单击工作区上方的添加通道，以添加通道。
2. 通过选择通道并提供属性中的值，输入发言者的高度。这可确保精确对准。
3. 移动通道以覆盖相应的区域：
◦ 可以独立选择通道，并且可以在最大允许覆盖区域内任意移动通道。如果将波瓣拖动到这个区域以外，波瓣会变为红
色，并返回到最后一个可接受的位置。
◦ 拖动或推动通道可对其定位。到设备的距离值和到工作区的距离值 0,0 在属性面板中计算。
◦ 使用网格测量精确定位。

调节通道宽度
由于独立的宽度控制，一些通道可捕捉单独发言者（窄），而其它通道覆盖多个发言者（宽）。
要更改通道宽度：
1. 选择通道
2.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宽度设置。宽度会根据波瓣位置和输入的设备和发言者高度进行计算和显示。
宽度设置：
• 窄 (35°)
• 中 (45°)
• 宽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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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话筒位于工作台上 6 英尺处时，通道宽度有三种设置

使用自动定位
您可以使用自动定位以正确定位所选通道的波瓣。
1.
2.
3.
4.
5.

选择通道。
单击自动定位。
确保已选择正确的通道并指定发言者高度。
单击倾听。Designer收听并确定通道的正确位置和宽度。
Designer确定正确的位置和宽度时会显示确认对话框。

天花板阵列话筒放置
房间变量
最佳的话筒布置取决于座次安排和房间结构。 使用本指南达到最佳潜在效果：
•
•
•
•

在家具布置灵活或有多个矩阵话筒的房间里，应使用 Designer中的话筒配置工具，以确保可覆盖到所有座位。
波瓣朝向每一位发言者正面。视频会议时，发言者可能会面对屏幕，所以要仔细考虑话筒的布置。
避免直接将话筒布置在不需要的声源附近，比如通风口或噪杂的投影机处。
如果房间内回音太大，应考虑安装噪音消减设备，以提高语音清晰度。

天花板矩阵话筒的安装高度
在 Designer中可为天花板矩阵话筒设置的最大安装高度为 9.14 米（30 英尺）。在典型的声学环境1中，根据 STIPA2（扩声系统
语言传输指数体系）国际标准，当话筒距离发言者达 16 英尺时，话筒仍维持在“A”级。在更好的声学环境中，STIPA "A" 等级可
超过 16 英尺。
确定话筒安装高度时应考虑以下事宜：
• 天花板矩阵话筒的拾音模式比短枪式话筒的更为狭窄，因此与其它话筒相比，可以布置的更远离声源。尽管 Designer显示
了每个通道理想的覆盖区域，但仍需牢记，在音频降解和断开之间并没有特定的界限。在产品规格中可查到每个设定宽度的
波瓣灵敏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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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所有话筒一样，音调随着与声源的距离的增大而改变。
• 清晰度尺度可帮助预先了解话筒在给定高度下的效能。
• 在较远的距离上，波瓣的覆盖区域会扩大。
[1] 房间条件：RT60（混响时间）= 500 ms @ 1kHz，A 权重的房间噪音 = 40dBSPL(A)
[2] IEC-602682-16 标准

清晰度标尺
清晰度标尺会客观对比矩阵话筒和心形鹅颈话筒在不同距离上的声学性能。这些信息对预测矩阵话筒在特定距离上的性能以及决
定最佳安装高度十分有用。清晰度标尺表中的数据是通过按照语言传输指数 IEC-602682-16 标准对话筒进行测量得到的。

相对于等效语言传输指数值的距离
天花板矩阵话筒（与发言者的距离）

心形鹅颈话筒（与发言者的距离）

1.83 米（6 英尺）

1.14 米（3.75 英尺）

2.44 米（8 英尺）

1.52 米（5 英尺）

3.05 米（10 英尺）

1.91 米（6.25 英尺）

3.66 米（12 英尺）

2.29 米（7.5 英尺）

数据在一个典型的拥挤房间内通过以下方法采集：
• 混响衰减时间：500 ms @ 1kHz
• 本底噪声：40 dB SPL（A-权重）
注意：这些数据只针对上述房间。在控制良好的声音环境中，矩阵话筒可在更远的距离下表现出等效的语言传输指数。在高回音的房间内，效果低于预期。

A = 矩阵话筒和发言者之间的距离
B = 心形话筒和发言者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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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示例中，距离发言者（A）英尺的矩阵话筒的声学性能与距离发言者（B）英尺的心形鹅颈话筒的声学性能不相上
下。

使用自动对焦™来增加覆盖范围
此话筒使用内置的自动对焦技术实时微调每个波瓣的位置，即使与会者向后倾斜或站起来也能进行调整。当与会者变换位置时，
您将看到波瓣在 Designer 的覆盖范围图中移动。自动对焦仅会响应室内音源。
为了使自动对焦实现最佳效果，应始终将参考源路由至话筒的“AEC 参考输入”通道。即使您仅使用来自话筒和其他 DSP 的直接
输出，也要将参考信号路由到话筒的“AEC 参考输入”通道，以充分利用自动对焦的好处。

MXA710
参考这些主题进行恢复，并运行 MXA710 线性阵列话筒。关于话筒属性和最佳实践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完整的 MXA710 话筒用
户指南。

如何调整话筒覆盖范围
要控制话筒覆盖范围，请使用 Designer。话筒覆盖范围适用于房间级别，即一个房间的所有话筒都使用同一个覆盖范围图。
1. 前往[您的房间] > 覆盖区域映射。
2. 将话筒拖到覆盖范围图上（如果尚未在上面）。第一次执行此操作时，系统将提示您选择安装方向。有 4 个选项：
◦ 墙壁水平
◦ 墙壁垂直
◦ 天花板
◦ 桌面
这些覆盖范围模板经过设计和测试，适合大多数常见的安装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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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需要在属性面板中调整各个波瓣的宽度（窄、中或宽）和位置。调整话筒的位置和方向以符合房间布局。
4. 收听话筒的每个通道，并根据需要调整波瓣位置、宽度和增益。
每个波瓣中的蓝色实线代表覆盖范围最强的位置。每个波瓣的蓝色覆盖区域的边缘代表波瓣敏感度达到 -6 分贝的位置。
Autofocus 技术可实时微调每个波瓣的位置，即使与会者向后倾斜或站起来。

提高覆盖范围的提示
• 单击并拖动波瓣，更改其位置。
• 选择话筒并前往属性 > 位置，更改安装类型。
• 根据宽度的不同，波瓣可以覆盖 1 位或多位发言者。请测试并收听设置的效果，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 天花板安装：为达到最佳覆盖范围，请避免使用窄波瓣。
• 由于话筒的拾音模式，某些位置上波瓣是双向的。

使用自动对焦来增加覆盖范围
此话筒使用内置的自动对焦技术实时微调每个波瓣的位置，即使与会者向后倾斜或站起来也能进行调整。当与会者变换位置时，
您将看到波瓣在 Designer 的覆盖范围图中移动。自动对焦仅会响应室内音源。
为了使自动对焦实现最佳效果，应始终将参考源路由至话筒的“AEC 参考输入”通道。即使您仅使用来自话筒和其他 DSP 的直接
输出，也要将参考信号路由到话筒的“AEC 参考输入”通道，以充分利用自动对焦的好处。

MXA310
参考这些主题进行恢复，并运行 MXA310 桌面矩阵话筒。关于话筒属性和最佳实践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全 MXA310 桌面矩阵用
户指南。

桌面矩阵话筒放置
根据座次的布置，每个话筒均具有相互独立的 4 个通道。每个通道均具有独立的指向性和额外的通道设置，可通过 Designer访
问。
Designer提供比传统的会议话筒更高的定位灵活性：
•
•
•
•

可配置的拾取区域可以按照发言者人数旋转和修改。
利用“网络连接”、“设备标识”和“预设”，可以方便地移动、添加和删除话筒。
“独立通道”和“自动混音”让 Dante 信号路由变得简单灵活。
定制预设可以保存，以立即调用不同的房间配置。

座位情景
每个通道可以捕捉一个或多个发言者。在家具布置灵活的房间里，可以移动话筒来覆盖各种座位安排，前提条件是将其插入同一
个网络即可。
注意：设置可以保存在每个话筒中，并能在插入不同的网络端口时保留此设置。可通过 Designer或外部控制系统调用和部署预设。

单话筒应用（多通道）
由于其有 4 个独立通道和指向性模式，可自定义覆盖范围，以适用于不同的工作台形状、大小和座位安排。自动混音功能可帮助
减少外部噪声（如打字或纸摩擦声）对远端言语可懂度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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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模式应用
环形模式会抑制来自话筒正上方的声音，减少视频投影仪或其他不需要的声音来源的噪声。这是确保所有发言者都能被均衡覆盖
的最简单的方式，并保留了方向指向性模式带来的噪声抑制好处。在使用这种模式时，通过单通道发送声频。因此，如果需要自
动混音，可配置话筒来使用多个方向性模式而不是使用环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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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覆盖所有发言者的同时，安装在天花板上投影仪的噪声会被消除。

若某一桌子上放置了一个话筒和站着 4 个以上的发言者，则采用环形模式可以确保所有声音都能被同样地采集到。

多话筒覆盖
如使用大桌子，须使用一组话筒便捕捉所有发言者的声音。将话筒放在桌子的中心，以达到均衡采集和准确锁定目标。若要达到
最佳音频质量和清晰度，使用足够的话筒，使每个发言者都有自己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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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4 个话筒覆盖有 10 个人的桌子，并且每个人都有独立的通道。

对于有 2 个话筒的大桌子，摆放话筒使其覆盖同样大小的区域。使用环形或全方向形设置来覆盖整张桌子。

IntelliMix Room
请参考这些主题以启动并运行 IntelliMix Room。有关此软件和最佳实践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完整的 IntelliMix Room 用户指南。

IntelliMix Room 许可证如何工作
在所有设备上安装 IntelliMix Room 之后，请使用 Shure Designer 软件激活许可证。Designer 通常安装在单独的计算机上，因为
它可以管理所有 IntelliMix Room 安装项。
在管理 IntelliMix Room 的许可证时，需要了解以下几个术语：
• 安装项：设备上安装的 IntelliMix Room 软件的单个实例。
• 许可证：每个 IntelliMix Room 安装项都需要一个许可证才能运行。可以选择 8 通道或 16 通道许可证。
• 项目：Designer 中的一种分组，它是装配设备的房间集合。每个项目使用 1 个许可证 ID。如果要管理多个许可证 ID，请为
每个许可证 ID 创建单独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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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证 ID：一个 12 位数的代码，用于在 Designer 中激活所有已购买的安装项。当您从 Shure 购买一组许可证时，您将收
到包含此代码的购买电子邮件（您也可以通过在 software.shure.com 的帐户获取该代码）。每个客户都有 1 个许可证 ID。

以下是整个工作流程的示例：
确定需要多少个 8 通道许可证和多少个 16 通道许可证。从 Shure 购买许可证。
在所有设备上安装 IntelliMix Room。
在连接到同一网络的计算机上安装 Designer，并发现所有安装项。
在 Designer 中创建一个项目。同时将所有 8 通道安装项移到该项目中，然后重复此流程移动 16 通道安装项。您需在此
步骤中选择用于安装项的许可证类型。
5. 单击激活，然后添加许可证 ID。具有互联网连接的所有安装项便会快速激活。
1.
2.
3.
4.

配合使用视频会议软件和 IntelliMix Room
要将 IntelliMix Room 连接到视频会议软件，选择 IntelliMix Room Echo Cancelling Speakerphone 作为视频会议软件的扬声
器和话筒。在计算机的声音设置中进行相同操作。

此话筒设置会从连接到 IntelliMix Room 的任意话筒向视频会议软件发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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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者设置会将远端信号从视频会议软件发送到 IntelliMix Room。IntelliMix Room 通过这种方式获得 AEC 参考和信号，以便增
强本地声音。
如果您选择与发言者不同的源，您不能将视频会议软件的远端音频输入 IntelliMix Room，以用作 AEC 参考。

将话筒信号路由至 DSP
要将您的话筒信号路由到 IntelliMix Room 进行处理，请使用 Designer。
这个例子展现了配备如下配置的小型会议室：
1. 使用 4 个通道的 MXA310
2. 安装有 8 通道 IntelliMix Room 和视频会议软件的计算机
3. 显示器和摄像头

要将信号路由至 DSP：
1. 在 Designer 中创建一个位置。从联机设备列表中将 MXA310 和 IntelliMix Room 安装添加到该位置。
◦ 两个设备必须位于相同的位置，以便在它们之间路由音频。
2. 打开该位置并转到路由。此页面可用于创建 Shure 设备之间的 Dante 音频路由。
®
3. 将 MXA310 的 4 个输出拖放到 IntelliMix Room 上的任意 4 个输入。由于 IntelliMix Room 自带自动混音器，最好使用来
自话筒的单个通道输出，而非自动混音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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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优化音频。此功能会自动更改话筒和 DSP 设置，使其最适合您所连接的设备。您可以进一步自定义设置，但优化音
频可为您提供一个好的开始。
5. 打开 IntelliMix Room 的设备配置窗口。在这里，您可以调整 DSP 设置并将信号路由到其他音源。检查话筒输入是否正在
使用您准备使用的 AEC 参考。
6. 要将您的信号发送到其他音源，请转到 阵列混音器。
◦ 要将自动混音信号发送到视频会议软件，请路由到虚拟音频输出。
◦ 要将自动混音信号发送到其他 Dante 音源，请路由到适当的 Dante 输出。请使用 Dante Controller 将 IntelliMix
Room Dante 输出路由到非 Shure 设备。
注意：如果您使用的并非 Shure Dante 话筒，请通过 Dante Controller 将近端信号路由到 IntelliMix Room。

P300
参考这些主题进行恢复，并运行 P300 IntelliMix® 音频会议处理器。关于此设备和最佳实践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全 P300
IntelliMix® 音频会议处理器用户指南。

增益前和增益后电平表
这两种测量模式让您可以在增益阶段前后监控信号电平。

输入测量
• 前置增益：显示推子前信号电平。如果信号过低或削波，请在音频源处进行调节。
• 后置增益：显示推子后信号电平，以便电平表可以在输入推子上反映出增益调节。该电平表不包括自动增益控制或任何其他
处理。

输出测量
• 前置增益：显示在输出推子前，应用输入增益后的信号电平。该电平表包括输入推子、数字信号处理方块、自动混音和交叉
点增益。
• 后置增益：显示发送到每个输出的推子后信号电平。该电平表包括在输出推子上进行的增益调节。

在 MXA310 和 P300 上设置静音同步
使用此设置可以通过按下 MXA310 上的静音按钮来使 P300 静音。在 P300 的信号链中，静音会在 DSP 之后发生，以使 AEC 保
持收敛。
1. 在 Designer 中打开 P300 并转到输入。
2. 在任何通道条上，选择逻辑启用。这将在所有通道上启用逻辑功能。
3. 在 Designer 中打开 MXA310 并转到Settings > Logic control。
4. 将静音控制功能设置为逻辑输出。
5. 转到灯。将风格设置为环。

ANIUSB
参考这些主题进行恢复，并运行 ANIUSB-MATRIX 音频网络接口。关于此设备和最佳实践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全 ANIUSBMATRIX 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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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te 传输流
本设备可支持最多两个传输流和两个接收流。单个流通过单播或多播传输可支持最多 4 个通道。
• 单播流是指两个设备之间的点对点连接，每个流最多支持 4 个通道。
• 多播流是一种一对多传输，可向网络中的多台接收设备发送最多 4 个通道。

Shure 设备应用程序
此设备可最多连接两个 Dante 设备。
Shure MXA310、ANI22、ANIUSB-MATRIX 和 ANI4IN 支持多播传输。这意味着信号流可以传输到多个设备，最多为网络支持的
设备数。如果使用单播流，这些设备中的每一个可最多连接两个 Dante 接收设备。
Shure ANI4OUT 可最多连接两个 Dante 发射设备。

在 MXA310 和 ANIUSB-MATRIX 上设置静音同步
使用此设置可以通过按下 MXA310 上的静音按钮来使 ANIUSB-MATRIX 静音。在 ANIUSB-MATRIX 的信号链中，静音会在输入
之后发生。
Designer 4.2 及以上版本：
1. 将 ANIUSB-MATRIX 和 MXA310 添加到 Designer 中的同一位置。
2. 选择 优化。Designer 可为您的设备组合优化话筒和 DSP 设置，包括打开静音同步。
Designer 4.1.x 及以下版本
1. 在 Designer 中打开 ANIUSB-MATRIX 并转到输入。
2. 在任何通道条上，选择逻辑启用。这将在所有通道上启用逻辑功能。
3. 在 Designer 中打开 MXA310 并转到Settings > Logic control。
4. 将静音控制功能设置为逻辑输出。
5. 转到灯。将风格设置为环。

Microflex™ 网络天花板扬声器
参考这些主题设置和运行 Microflex 网络天花板扬声器。关于扬声器属性和最佳实践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完整的网络天花板扬声
器用户指南。

将信号路由到扬声器
要将音频路由到扬声器，可以使用 Shure Designer 软件或 Dante Controller 软件。
1. 在 Designer 中，创建一个包含所有扬声器和所有 Dante 音频源的房间。
◦ Shure 的 P300 或 ANI 处理器是管理多个来源的 Dante 信号的简便方法。
2. 前往路由。从音频源输出拖放到扬声器输入中，创建 Dante 路由。您还可以使用 Designer 的优化工作流。
如果要将信号从一个扬声器发送到另一个扬声器，请使用 DSP 前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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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信号路由到多个扬声器
在安装了多个扬声器的房间中，您可以使用 Dante 输出通道将信号从一个扬声器路由到另一个扬声器，也可以将信号分别路由到
每个扬声器。

分别路由到每个扬声器
在以下情况下使用此方法：
• 信号来自使用 Brooklyn II 芯片的设备，例如 P300 或
• 信号来自使用 Ultimo 芯片进行多播传输的设备
请访问我们的常见问题解答或 Audinate 了解更多有关 Dante 流的信息。
如果您使用的是 Shure P300 或其他单播 Dante 流限制较高的设备，请使用 Designer 或 Dante Controller 将信号分别路由到每
个扬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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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信号从扬声器路由到扬声器
在以下情况下使用此方法：
• 信号来自使用 Ultimo 芯片进行单播传输的设备，例如 Shure ANI
请访问我们的常见问题解答或 Audinate 了解更多有关 Dante 流的信息。
如果遇到单播 Dante 流限制，请使用 Dante 输出通道将一个扬声器路由到另一个扬声器。

1.
2.
3.
4.
5.

在 Designer 中，将要路由至的所有扬声器和其他设备放在同一房间。
将信号路由到第一个扬声器。
在 Designer 中打开第一个扬声器的配置窗口。
选择 Dante 输出信号菜单中的前級 DSP。这样可以防止 DSP 块在信号链中相互堆叠。
使用 Designer 或 Dante Controller 将信号从第一个扬声器路由到下一个扬声器。对每个其他扬声器重复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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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静音按钮
参考这些主题设置和运行 MXA 网络静音按钮。关于静音按钮属性和最佳实践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完整的 MXA 网络静音按钮用
户指南。

网络静音按钮的工作方式
网络静音按钮是一种简单的静音解决方案，适用于房间的桌上没有话筒、话筒没有静音按钮或需要其他方式控制静音的情况。使
用 Shure Designer 软件可将静音按钮连接到兼容设备。
您可以将静音按钮连接到 Shure 话筒、DSP 或音频网络接口。将静音按钮连接到 DSP 或音频网络接口后，连接到 DSP 或音频
网络接口的所有受支持设备都将与按钮的静音状态匹配。
例如，在这个房间中，有 2 个静音按钮连接到 P300。P300 连接了两个 MXA910 话筒，P300 将近端信号发送到计算机上运行的
软编解码器。当按下静音按钮之一时，所有连接的设备均会显示正确的静音状态。信号会在信号链的最佳点处被静音，以提高
DSP 性能。

将静音按钮连接到设备
使用 Designer 将一个或多个静音按钮关联设备。将静音按钮关联到具有 IntelliMix DSP 的 Shure 设备后，AEC 会保持收敛以提
供最佳性能。
在大部分房间中，所有静音按钮都可控制同一设备的静音。要进行设置：
1. 在 Designer 中创建一个房间。
2. 将静音按钮和其他 Shure 设备添加到该房间。
3. 打开该房间并前往路由。
在此处，您可以将静音按钮连接到兼容设备。
4. 将每个静音按钮拖放到要静音的设备。
在具有至少 1 个话筒和 1 个音频处理器的房间中，您可以使用优化工作流使 Designer 自动为您创建静音控制路由。
按以下规则来选择将静音按钮连接到哪个设备：
带 IntelliMix DSP 的话筒（MXA910 或 MXA710），无单独的 DSP：将静音按钮连接到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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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或多个话筒连接到单独的 DSP（P300、IntelliMix Room 或 ANIUSB-MATRIX）：将静音按钮连接到 DSP。

话筒连接到第三方 DSP：如果使用话筒的 IntelliMix 输出，请将静音按钮连接到话筒。如果使用话筒的直接输出，请使用
第三方命令字符串来设置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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