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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C   
Microflex  Complete

重要安全措施
閱讀這些說明 - 操作設備或系統前，應閱讀所有安全和操作說明。

保存這些說明 - 重要安全說明和操作說明應妥善保管以備將來參考。

遵循所有警告 - 應嚴格遵循設備上和操作說明中的所有警告。

遵循所有說明 - 應遵循所有安裝或使用/操作說明。

不要在靠近水的地方使用本設備 - 不要在水中或潮濕環境中使用本設備，例如，靠近浴盆、洗手盆、廚房水槽或洗衣盆，

在潮濕地下室內、泳池旁、無防護的戶外安裝環境中，或者被認為比較潮濕的任何區域。

警告：為降低火災或觸電危險，不要將本設備暴露在雨中或潮濕環境下，也不要將裝有液體的物體（如花瓶）放到本設備

上。

只能用乾布擦拭設備 - 清潔前，先將設備插頭從插座中拔出。不要使用液體清潔劑或氣霧清潔劑。

不要堵塞任何通風口。遵循製造商的說明進行安裝 - 設備外殼上的所有開口都是為了通風和確保設備可靠運行，以及防止

設備過熱。不得堵塞或遮蓋這些開口。除非提供適當通風或遵循了製造商說明，否則不應內建安裝本設備。

不要將本設備安裝在任何熱源的附近，如散熱器、調溫器、火爐、風管或其他可能產生熱量的設備（包括功率放大器）。

不要將本設備安裝在有陽光直射、大量灰塵或濕氣，或者有機械振動或震動的地方。

為避免水汽凝結，不要將設備安裝在溫度會急劇升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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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插座，請向電工諮詢如

何更換合適的插座。

防止電源線被腳踩踏或被夾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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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的所有安裝都應遵循製造商說明並使用製造商推薦的安裝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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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急停、用力過大和表

面不平可能會使裝有設備的手推車翻倒。

在雷電天氣或長時間不使用情況下，應拔下設備插頭 – 如要保持特殊功能，如疏散系統，則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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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換部件 - 需要替換部件時，確保維修技術人員使用製造商指定的替換部件或與原裝部件具有相同特徵的替換部件。

違規替換可能會引發火災、觸電和其他風險。

安全檢查 - 對本設備進行任何保養或維修後，要求維修技術人員進行安全檢查，以確定設備處於正常工作條件下。

過載 - 不要讓插座和延長線過載，否則可能有火災或觸電風險。

電源 － 本設備只應使用標籤上註明的電源類型。如果您不確定您要用的電源類型是否合適，請諮詢您的設備經銷商或當

地電力公司。有關使用電池或其他電源供電的設備，請參見操作說明。

電線 － 戶外系統不應位於高架電線或其他電燈或電路附近，也不應位於可能會落到這些電線或電路中的地方。安裝戶外

系統時，應謹防接觸到此類電線或電路，否則可能會導致死亡。

物體和液體進入 - 切勿將任何類型的物體透過設備開口插進設備，否則可能會觸及危險電壓點或使部件短路，進而引發火

災或觸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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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讓任何類型的液體溢出到設備上。如果有任何液體或固體落入機箱，先拔掉設備插頭並讓合格人員進行檢查，然後才

能操作設備。

標籤
「閃電符號」，即在等邊三角形中包含一個閃電箭頭符號，旨在提醒使用者注意產品外殼內存在未絕緣的「危

險電壓」，該電壓可能足以對人體構成觸電危險。

「驚歎號符號」，即在等邊三角形中包含一個驚歎號，旨在提醒使用者注意在產品隨附資料中有重要操作和

維護（維修）說明。

電源連接說明
檢查確認您當地的供電電源電壓在設備工作電壓範圍內。如需轉換電壓，請諮詢您的 DIS 經銷商或合格人員。

如要將設備閒置多日，請將電源開關設定為「關閉」。

重要提示：設備必須接地。

設備隨附的主要導線中的電線採用以下顏色代碼：

黃綠色地線

藍色中線

棕色火線

綠色和黃色電線必須連接到插頭中標有字母「E」或安全接地符號，或者標有綠色和黃色的端子。

藍色電線必須連接到標有字母「N」或標有黑色的端子。

棕色電線必須連接到標有字母「L」或標有紅色的端子。

對於可插拔設備，電源插座應安裝在設備附近且觸手可及。

斷開電源
任何時候，只要電源線插入電源即會對設備供電，不管設備是否帶有電源開關；但是，僅當開關在「開啟」位置時，設備才會工

作。電源線是所有設備的主要斷電裝置。

概述
Shure Microflex  Complete (MXC) 數位會議系統專為有多位發言者和活躍與會者的會議而設計。單個系統支援 MXC 及傳統的

DCS 會議裝置、專用口譯控制台，以及與 SW6000 會議管理軟體集成。

Microflex Complete 符合國際會議標準，支援最多 3800 名參與者的高級發言者控制、同聲傳譯、投票功能和會議管理。

備註：舊版 DIS 5900 和 6000 會議裝置可更新至最新韌體以配合 MXC 系統使用，但不支援 MXC 會議裝置的擴展功能。更新為最新韌體的 DIS 5900 裝置不再

與舊版 DIS 5900 系統相容。

CCU 功能
控制由會議裝置、口譯員控制台和頻道選擇器組成的系統

透過專有的轉碼器算法傳輸安全的音訊訊號

提供網路伺服器，用於透過瀏覽器介面進行進階控制

為系統中的裝置供電

支援多語言會議的最多 31 個口譯頻道

提供八個音訊輸出，將口譯頻道或話筒群組傳送到 PA 系統、混音器、錄音機或語言分配系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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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兩個音訊輸入，用於連接無線話筒，在會議間歇期處理音訊訊號、緊急廣播訊息 (EEM) 或音樂

一個機架單位 (1RU) 尺寸安裝到標準 19" 機架中。

購買功能授權檔案
請聯繫您所在地區的 Shure 銷售代表，購買功能授權檔案以啟用擴展功能。這些功能包含在專為 CCU 的序號產生的單個 .xml 
檔案中。

將功能授權新增到 CCU
請聯繫您所在地區的 Shure 銷售代表，購買功能授權檔案以啟用擴展功能。這些功能包含在專為 CCU 的序號產生的單個 .xml 
檔案中。購買授權檔案後，請使用 CCU 網路介面將其上傳到裝置：

將授權檔案（.xml 副檔名）儲存到電腦或 USB 驅動器。

連接 CCU 並開啟網路介面。如設定了密碼，以 Admin 身份登入。

轉到License頁面（System > License）。

選擇Browse以查找授權檔案。

選擇Go以將檔案安裝到 CCU。裝置將重啟。

安裝授權檔案後

CCU 中央控制單元具有以下功能：

最多 250 個會議裝置

最多 4 個口譯頻道

Vox 語音激活已啟用

投票已啟用

設定為雙代表裝置的會議裝置計為 2 個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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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獲取附加功能授權，功能可擴展為包括更多功能，例如將支援的會議裝置最大數量增加到 3,800，或者將支援的譯員頻道擴

展到 8、16 或 31

DIS-CCU 中央控制設備

會議系統 MXC 和舊版 DIS 線路的中央控制單元。包含一個網路介面，可用於系統設定、話筒控制和在會議期間顯示發言者清

單。

包含：

EEM 接頭的接線端子

19” 機架托架

USB 記憶卡中包含使用手冊

鵝頸話筒鎖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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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音訊圖

CCU 硬體說明

前面板

① 功能表顯示屏 2x20 字元的 OLED 顯示屏可在沒有電腦的情況下進行系統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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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板

② 導航按鈕 5 按鈕小鍵盤用於在沒有電腦的情況下設定系統。

③ 電源按鈕

電源按鈕用於開啟或關閉中央單元。所有已連接 DCS-LAN 的裝置和電源將透過 CCU 自動開

啟或關閉。

綠色 = 開機

紅色 = 關機，但連接到電源

關閉 = CCU 上未連接電源

備註：系統設定儲存在裝置中，重新啟動時會繼續使用。

背板

④ 電源接頭 螺紋接頭緊固到 PS-CCU 電源上。

⑤ DCS-LAN 輸出

四個 RJ45 插口用於連接會議裝置，形成 DCS-LAN。DCS-LAN 鏈在同一條纜線上安全地傳

遞數位音訊、控制資料和電力。使用四個輸出中的任何一個或全部可形成不同佈局配置。

重要提示：僅可將 DCS-LAN 設備連接到此輸出。

⑥ 控制接頭 (TCP/IP)
使用 RJ45 接頭，可方便地從電腦存取內建網頁應用程式，或連接到 AMX  或 Crestron  等控

制系統。

⑦ 音訊輸出 八個平衡的 XLR 公接頭，用於連接到 PA 系統、混音器、錄音機或語言分配系統。

⑧ 音訊輸入

兩個平衡的 XLR 母接頭，用於為會議新增外部音訊設備，例如無線話筒、電話會議系統、已

處理的音訊訊號、緊急廣播訊息 (EEM) 或會議間歇期的音樂。可透過 CCU 前面板或網頁應

用程式調節輸入增益和音量。

⑨ 緊急開關接頭
在出現緊急情況時，提供緊急取代訊號。當已連接的開關關閉時，「輸入 2」上的音訊訊號指派

到所有輸出頻道，取代所有其他音訊輸入。

功能表瀏覽
CCU 透過前面板提供用於系統設定和配置的控件。使用 5 按鈕小鍵盤在功能表中導覽和變更設定。

下圖概述了功能表結構。

使用箭頭按鈕來切換功能表項目

按 Enter（中央）按鈕導覽到可編輯欄位。

使用向上/向下按鈕在可用值之間循環切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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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表概覽 - DCS 6000 模式

MXC 會議裝置
MXC 會議裝置促進小組會議和大會與會者之間的交流。裝置將鵝頸式話筒、揚聲器、耳機插孔和使用者控制部件相結合，即使

在大型多語言活動中也能讓與會者清晰地發言和被聽到。對於進階的會議任務，一些會議裝置包括用於投票、遵循議程、管理發

言者等事項的功能。

備註：發言者和會議管理設定可配置性高，可量身定製以滿足您的活動需求。請參閱「會議設定」瞭解更多資訊。

會議裝置硬體說明
並非所有 MXC 會議裝置都提供所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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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功能按鈕（左按鈕）
用於與發言和與會者管理相關的各種功能。預設情況下，此

按鈕將與會者的話筒靜音。

② 發言按鈕（右按鈕）
發言按鈕用於控制與會者的話筒以及與發言和與會者管理相

關的各種功能。

③ 耳機輸出
3.5 mm 插孔，用於輔助收聽全體與會者/揚聲器音訊以及口

譯音訊。

④ NFC 卡讀卡器槽 讓與會者能夠透過 Shure NFC 卡登入和驗證身份。

⑤ NFC 狀態指示燈 在相容裝置上顯示 NFC 讀卡器的狀態。

⑥ 音量控制器 提高和降低音訊播放音量。

⑦ 頻道選擇器 為耳機輸出選擇音訊頻道。

⑧ 頻道指示燈 指示選定的口譯頻道。

⑨ 話筒輸入 可鎖定接頭，與 Shure Microflex 鵝頸話筒兼容。

⑩ DCS-LAN 網路連接
RJ-45 輸入/輸出連接埠在同一條線纜上提供電源、音訊和控

制資訊。

⑪ 揚聲器 提供全體與會者混音的單獨本地化音訊訊號。

⑫ 投票按鈕 可配置用於 2 按鈕、3 按鈕或 5 按鈕投票工作階段。

⑬ 前面板接頭
平鑲接口板連接（連接埠 A 和連接埠 B）。線纜向前面板傳

送音訊和資料資訊，並從前面板接收音訊和資料資訊。

⑭ XLR 輸入

話筒/線路音訊輸入。在裝置設定功能表中從連接埠 A 和
XLR-話筒/XLR-線路之間選擇。XLR 輸入在雙代表模式下停

用。

⑮ 接地/斷開開關 將接地從 XLR 輸入的針腳 1 斷開。

⑯ 觸控式螢幕 提供投票和高級會議互動。

可攜式型號類別
可攜式會議裝置產品可放在桌面或講台上，便於重新設定。纜線穿過設備底部走線。

MXC615 和 MXC620 會議裝置
使用 NFC 卡進行與會者識別（僅 MXC620），並具有雙語言頻道選擇器和可選的盲文「禁音/發言」覆蓋層。支援主席、代表和雙

代表設定。

備註：雙代表不支援 N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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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C630 投票會議裝置
使用 NFC 進行參與者識別，並具有投票功能、單語言頻道選擇器以及發言和功能按鈕集成式盲文「靜音/發言」標籤的會議裝置。

支援主席和代表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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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C640 觸控式螢幕會議裝置
使用 NFC 卡進行與會者識別，並具有觸控式螢幕控件、投票功能、雙語言頻道選擇器以及發言和功能按鈕集成式盲文「靜音/發
言」標籤的會議裝置。支援主席、代表和雙代表設定。

備註：雙代表不支援 NFC。

MXC605 會議裝置
MXC605 便攜式會議裝置支援使用 CCU 設定的代表、主席、口譯員和環境角色。可套用可更換覆蓋層來指示按鈕功能。

備註：不像其他 MXC 會議裝置，MXC605 使用 3 針鵝頸式連接器，針對 Shure GM406/416/420/425 咪高峰進行了優化。

按鈕覆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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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當設定為投票裝置時，頻道選擇、音量控制及功能按鈕會被停用。

嵌入式型號類別
嵌入式會議裝置產品可永久安裝到桌面或平台。低調的設計可隱藏底座和桌面下方的佈線。

MXC620-F 會議裝置
具有 NFC 卡參與者識別和單語言頻道選擇器的平鑲會議裝置。支援主席和代表角色。

MXC630-F 投票裝置
具有 NFC 功能、單語言頻道選擇器的平鑲投票會議裝置。支援主席和代表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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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CMIU 多介面裝置
適用於安裝空間有限應用場景的緊湊型會議裝置。可透過連接埠 A 和連接埠 B 與平鑲接口板，或透過 XLR 輸入與外部音訊源配

合使用。透過可選的 MXC-ACC-HD15 轉接器連接到 HM 4042 手持式話筒、舊式 DIS 接口板或第三按鈕和 LED。支援主席、代

表和雙代表設定。



Shure Incorporated

16/77

MXCMIU-FS | MXCMIU-FL 嵌入式介面板

MXC605-FS/FL 會議裝置
平鑲 MXC605-F 裝置有兩種外形尺寸。MXC605-FS 是具有有限控制按鈕的小型裝置；MXC605-FL 提供對最多 4 個口譯頻道的

收聽。可選的 MXC605-LS 揚聲器可連接到任一版本。

這兩種裝置均支援代表、主席和環境角色。角色使用 CCU 設定，並可套用覆蓋層來指示按鈕功能

備註：不像其他 MXC 會議裝置，MXC605 使用 3 針鵝頸式連接器，針對 Shure GM406/416/420/425 話筒進行了優化。

按鈕覆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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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NFC 卡功能
NFC 卡功能是讓參與者能夠使用 MXC NFC 卡識別自身或登入系統的功能。

在獨立系統中，卡根據名稱識別參與者。使用免費的 Shure NFC Card Programmer 應用程式（可在 www.shure.com 獲得）和

經過授權的 NFC 卡編程器裝置在支援的 NFC 卡上對此資訊進行編碼。

大部分裝置上的 NFC 狀態透過 LED 燈指示，觸控式螢幕裝置上的 NFC 狀態透過 LCD 燈指示。

指示燈 NFC 狀態

藍色 支援使用 NFC 卡

綠色 卡已驗證和/或使用者已登入

綠色（慢速閃爍） 需要重新驗證

紅色（快速閃爍） 卡在系統中無效

Off 不支援使用 NFC 卡

與 SW6000 配合使用時，NFC 卡包含參與者 ID、登入代碼、位置 ID 資訊，Microflex  Complete 系統使用這些資訊讓使用

SW6000 資料庫的參與者登入並對其進行驗證。SW6000 CAA 使用者手冊對一般功能進行了說明。

一張卡可以包含可用於獨立模式系統的資訊以及與 SW6000 配合使用的資訊。

鵝頸式話筒（MXC416、MXC420、MXC425、MXC406/
MS）
MXC 系列鵝頸式話筒透過專為語音定製的頻率回應來提供卓越的音訊體驗。

Commshield  技術消除 RF 噪聲

單曲和雙曲鵝頸選項可提供靈活的定位

鎖定 10 針模組化連接器

內建 LED 狀態指示燈（LED 環）

與 Microflex 系列心形、超心形和全向話筒頭相容

提供 40 公分（16 英吋）、50 公分（20 英吋）和 63 公分（25 英吋）的長度，以及 MXC406/MS 迷你短槍式話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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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

•

將話筒固定到會議裝置
將話筒插入話筒接頭。

將六角扳手插入會議裝置上話筒旁邊的孔中並逆時針轉動。

扣入式防風罩
扣入話筒頭下方的凹槽。

若要移動，請使用螺絲起子或拇指甲擴張間隙。

重要提示：為避免損壞防風罩，始終在卸除前正確分離

提供 30 dB 的「噗聲」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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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MXCSIGN
MXCSIGN 電子顯示器配備為可程式化的雙面電子文件顯示器。請參見 MXCSIGN 使用者指南瞭解更多資訊。

連接會議裝置和 DCS-LAN 組件
使用每個裝置上的兩個 RJ45 連接埠按順序（菊花鏈）連接會議裝置和 DCS-LAN 組件。接頭不可互換：上一個裝置必須連接到 
IN 連接埠，下一個裝置必須連接到 OUT 連接埠。

電源、控制資料和音訊透過同一個屏蔽 Cat5e 纜線從一個裝置傳輸到下一個裝置。

為保護設備，請確保在連接或斷開會議裝置時中央控制單元 (CCU) 始終關閉。使用四個鏈接頭（A、B、C 和/或 D）中的任意一

個連接 DCS-LAN 組件。

設定期間關閉 CCU 以保護設備。

使用屏蔽 Cat5e 纜線將 CCU 上的鏈輸出連接到第一個會議裝置。

使用每個裝置底部的 RJ45 插孔依次連接其餘的會議裝置。

使用隨附的線纜夾將線纜固定到位。

按下電源按鈕，開啟 CCU。會議裝置將通電。一旦控制按鈕 LED 停止閃爍，裝置即保持穩定。

警告：在系統穩定之前，不要關閉 CCU 電源

連接圖
以下系統圖舉例說明 CCU 的典型硬體連接。實際的安裝可能會使用不同組合的硬體，但遵照下面概述的一般概念。

備註：除非另有說明，否則嵌入式和可攜式會議裝置在下圖中可互換。

會議裝置的基本設定
系統無需使用電腦即可運行。如果需要，使用 CCU 導覽螢幕更改發言操作設定。如果需要高級設定選項，請使用 CCU 網路介

面。

https://pubs.shure.com/guide/MXCSIGN/en-US
https://pubs.shure.com/guide/MXCSIGN/e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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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多個鏈的基本系統

冗余
系統無需使用電腦即可運行。使用 CCU 導覽螢幕設定安裝。

透過將最後一個 MXC 會議裝置的 DCS-LAN 輸出連接埠連接到 MXC 冗余接口盒 (MXC-ACC-RIB)，並環回到 CCU 上的 DCS-
LAN 連接埠，可在 MXC 系統中實現線纜冗余。

注意：包含傳統的 DIS 裝置的系統不支援線纜冗余。

帶冗余線纜的基本系統

用於進階控制的電腦
將電腦連接到 CCU，透過網路瀏覽器全面管理系統。使用乙太網路線纜從專用 TCP/IP 連接埠連接到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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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將 CCU TCP/IP 連接埠連接到電腦

混音器或 DSP
將混音器與 CCU 類比輸出連接，以控制個別話筒音量或均衡。使用瀏覽器介面為裝置分組並指派到特定輸出 (A-H)。

要將音訊返回至 DCS 6000 系統：

將外部裝置的輸出連接到 CCU 上的音訊輸出 1
透過選擇揚聲器和頻道 0 並取消選擇輸出 A（組）路由輸入 1Audio > Input Control > Audio In 1
為避免反饋環路，透過取消選擇揚聲器和頻道 0 關閉內部全體與會者路由：Audio >  Input Control > Floor

插入混音器或 DSP

用於無線控制的平板電腦或筆記本電腦
使用無線路由器透過筆記本電腦或平板電腦存取網路瀏覽器。行動裝置上的網路瀏覽器提供同樣的全面系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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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無線控制

錄音機
將錄音機連接到 CCU 的類比輸出，錄製全體與會者聲音、翻譯內容或一組特定的話筒。使用瀏覽器介面為裝置分組並指派到特

定輸出 (A-H)。將 CCU 的 XLR 輸出連接到錄音機的輸入。

錄音

控制會議裝置
MXC 會議裝置可配置為支援與會者的主席或代表角色。角色在 CCU 網路應用程式中的Participant setup下進行設定。預設角色

為代表。所有會議裝置預設使用主音訊（全體與會者）混音。

主席角色
作為活動的主持人，主席的會議裝置上啟用了數項獨特的功能。

發言按鈕：打開話筒。只要未超出打開話筒的最大數目，主席就始終可以打開話筒，取代代表裝置。

注意：按鈕和話筒 LED 指示話筒狀態：

紅色 = 話筒開啟

功能按鈕：主席的功能按鈕可編程為以下功能：

靜音：使話筒的音訊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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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全部靜音：使所有打開代表話筒的音訊靜音。

關閉所有代表：關閉所有代表話筒。

獨佔：使所有代表話筒靜音並啟用主席話筒（釋放後，代表話筒會取消靜音）

下一個開啟：打開請求清單中的第一個請求

回覆：將主席置於回覆清單中（如果發言模式支援回覆功能）。

代表角色
同時發言代表的數量受限制，需要不同的控制按鈕才能參與討論：

發言按鈕：打開話筒或在請求隊列中增加使用者，具體取決於發言模式。

注意：按鈕和話筒 LED 指示話筒狀態：

紅色 = 話筒開啟

綠色 = 話筒處於請求隊列中

功能按鈕：代表功能按鈕可編程為以下功能：

靜音：暫時使話筒的音訊靜音。

注意：按下按鈕時，代表將保留發言權利，但話筒不會傳遞音訊。

回覆：如果發言模式支援回覆，回覆功能可將與會者置於回覆清單中

雙代表
在此設定中，兩位與會者共享一個會議裝置。左按鈕和右按鈕均設定為發言按鈕，一個按鈕供一位與會者使用。

雙代表功能可透過 CCU 在以下裝置上配置：

MXC615

備註：靜音和回覆功能在雙代表模式下停用

MXC620

備註：靜音和回覆功能在雙代表模式下停用

MXC640
MXCMIU

MXC615、MXC620 和 MXC640 雙代表裝置共享話筒和揚聲器。MXCMIU 雙代表裝置支援為每位與會者提供單獨的前面板。

使用者指示
發言 LED 紅色表示話筒已打開

靜音 LED 藍色表示話筒已靜音

請求 LED
綠色表示話筒已新增至請求隊列中

（請參閱「發言模式」）

回覆 LED 綠色表示回覆功能已啟用

所有代表關

閉
藍色表示所有代表會議裝置已靜音

獨佔 LED 橙色表示獨佔模式已啟用

下一個開啟

LED
紅色表示「下一個開啟」功能已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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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筒光圈 紅色表示話筒已打開 綠色表示與會者請求發言 關閉表示話筒已關閉或靜音

網路介面
有關系統的全面管理和遠端控制，請在電腦或平板電腦上開啟網路介面。CCU 提供一個網路伺服器，用於從聯網電腦上的網路

瀏覽器進行系統控制。網路介面提供用於設定系統的進階參數，並使主席或主持人能夠根據與會者名稱和座位號來管理話筒。該

介面最多支援 6 個同步連接。

注意：電腦網路獨立於會議裝置使用的 DCS-LAN 網路。

系統要求

為獲得最佳性能，請始終將瀏覽器更新到最新發佈的版本。以下瀏覽器可正常使用系統介面：

Internet Explorer (IE) 8+
Safari
Chrome

打開 CCU 網路介面
在電腦上打開網路介面時請遵照以下說明。



Shure Incorporated

25/77

1.
2.
3.
4.
5.
6.
7.
8.

連接到 CCU

將電腦連接到 CCU 上的 TCP/IP 連接埠。

開啟設備電源。

將電腦指派為自動獲得 IP 位址。這樣可使電腦自動連接到 CCU。
透過選擇 LAN Setup  > IP address mode > Dynamic 以獲取 IP 地址。

檢視 IP 位址：LAN Setup  > IP address。
在電腦上打開網路瀏覽器。

輸入 http://IP-address，其中「IP 位址」為從 CCU 中記錄的位址。

瀏覽器介面打開管理員螢幕。

指派網路地址
可從兩個網路地址存取網路介面：IP 位址和主機名稱。將任一位址輸入瀏覽器即可存取已連接的 CCU 的介面。

從網路瀏覽器管理網路地址：System > LAN Se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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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螢幕
除了對網路介面的管理員存取權限，在會議期間，還有兩個獨立的螢幕有用：

用於發言者管理的話筒控制螢幕（由主席或主持人使用）。

用於查看發言者和回覆/請求清單的顯示螢幕（在大螢幕上使用，以供與會者或觀眾參考）。

預設情況下，任何人都可以從聯網的電腦或行動裝置存取上述視圖。為了保護這些頁面，管理員可從 Security 頁為每個頁面指定

一個密碼。

話筒控制螢幕
此螢幕專門在會議期間用於話筒控制。以主席或會議操作員身分使用此螢幕管理發言者、說出要求並回覆。

從Microphone control標準開啟此螢幕。要直接存取，請輸入 CCU 的 IP 位址，後跟 /chairman（範例：http://172.17.11.137/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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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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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螢幕
顯示螢幕用於為觀眾提供發言者、請求和回覆清單視圖。

要進行存取，請輸入 CCU 的 IP 位址，後跟 /display（範例：http://172.17.11.137/display）。

提示：在會議期間讓頁面進入全螢幕模式：

電腦：F11
Mac：ctrl + cmd + f

語言設定
系統和瀏覽器介面支援各種語言。轉至系統 > 語言選擇所需的語言。

全球語言：確定連接的 MXC640 和 MXCSIGN 裝置的預設語言

瀏覽器介面語言：確定 CCU 瀏覽器介面的預設語言

語言 全域 CCU（瀏覽器）

阿爾巴尼亞文 Shqip ✓
阿拉伯文 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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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 全域 CCU（瀏覽器）

巴斯克文 Euskal ✓ ✓
波士尼亞文 Bosanski ✓
保加利亞文 български ✓
加泰隆尼亞文 Català ✓ ✓
中文（簡體） 中文（简体） ✓ ✓
中文（繁體） 中文（繁體） ✓ ✓
克羅埃西亞文 Hrvatski ✓ ✓
捷克文 Čeština ✓
丹麥文 Dansk ✓
荷蘭文 Nederlands ✓
English English ✓ ✓
法文 Francais ✓ ✓
德文 Deutsch ✓ ✓
希臘文 Ελληνική ✓
冰島文 Íslenska ✓
印尼文 Bahasa ✓
義大利文 Italiano ✓ ✓
日文 日本語 ✓ ✓
韓文 한국인 ✓ ✓
立陶宛文 Lietuviškai ✓
馬其頓文 македонски ✓
蒙特內哥羅斯拉夫文 Црногорски ✓
蒙特內哥羅拉丁文 Crnogorski ✓
挪威文 Norsk ✓
波斯文 فارسی ✓
波蘭文 Polski ✓ ✓
葡萄牙文 Português ✓ ✓
俄文 русский ✓ ✓
塞爾維亞斯拉夫文 Српск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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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 全域 CCU（瀏覽器）

塞爾維亞拉丁文 Srpski ✓
斯洛維尼亞文 Slovenščina ✓
西班牙文 Español ✓ ✓
瑞典文 Svenska ✓
泰文 ภาษาไทย ✓ ✓
土耳其文 Türk ✓
越南文 Tiếng Việt ✓

MXC640 的使用者介面
啟動螢幕
系統通電後會顯示初始化和啟動螢幕，其中可能包含與會者名稱。

如果在 SW6000 中啟動了會議，它還可能包含會議名稱。

備註：您可以使用韌體更新公用程式上傳自訂啟動影像。

要啟用控制台，請觸摸 LCD 觸摸螢幕或插入 NFC 卡。

如果已連接 SW6000，則可能會顯示登入螢幕，具體取決於會議模式。請參閱 SW6000 使用者指南，瞭解登入選項。

https://www.shure.com/en-US/products/software/firmware_update_u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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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窗格
使用者離開啟動螢幕時會顯示主螢幕。螢幕頂部為導覽窗格，用於在不同的螢幕之間移動，以存取不同的選項和資訊。

① 耳機語言和音量選擇（僅當連接耳機時可見）

② 首頁

③ 啟動會議/議程（僅當連接到 SW6000 時使用）

④ 投票/結果

⑤ 設定

主螢幕
代表角色的主螢幕包括帶滾動功能的發言者/回覆/請求的組合清單，以及可配置的軟體按鈕。預設功能為靜音。

主席控制台主螢幕包括多個軟體按鈕，其會根據 Function 按鈕的設定、清單中的選定項以及發言模式改變功能。以下功能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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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筒開啟 開啟回覆/請求清單中選定條目的話筒

話筒關閉 關閉發言者清單中選定條目的話筒

下一個開啟 開啟回覆/請求清單中第一個條目的話筒

靜音 啟用按鈕時可在不撤消發言權的情況下使選定話筒靜音

全部靜音 啟用按鈕時可使所有代表話筒靜音

回覆 將與會者置於回覆/請求清單中

關閉回覆 從回覆/請求清單中移除選定條目

關閉所有回覆 移除回覆/請求清單中的所有回覆條目

關閉請求 從回覆/請求清單中移除選定條目

所有請求關閉 移除回覆/請求清單中的所有請求條目

所有代表關閉 關閉所有代表話筒

獨占 啟用按鈕時可使所有代表話筒靜音並啟用主席話筒

議程
如果正在使用 SW6000，議程螢幕會顯示活動會議的議程。選擇一個項目可顯示完整詳細資訊。議程在 SW6000 中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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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可透過選擇主題來將議程主題設為啟用，此時會顯示一個快顯視窗，列出主題詳細資訊。快顯視窗將提供「設為啟用」或「關

閉」選項。

如果沒有活動會議，議程螢幕允許主席選擇並啟動/停止即將舉行的會議。

投票/結果功能表
投票/結果功能表始終可供主席使用，並顯示可用投票選項。在獨立模式下，提供四個選項，而 SW6000 會啟用 SW6000 中定義

的所有選項（投票設定）。

僅當投票結果可用時，代表才可使用投票/結果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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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投票工作階段或出勤考核時，所有會議裝置上都會自動顯示用於進行投票的螢幕。

結果
結果快顯視窗僅在投票或出勤考核完成時顯示。此視窗僅在投票完成後顯示。按一下 OK 忽略

備註：已取消的投票工作階段不會提供或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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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頻道選擇器和音量控制
頻道選擇器和音量控制允許兩個使用者選擇一個可用的口譯音訊頻道並設定耳機音量。當耳機插入相應的輸入時，可使用對相應

的控制。

投票功能
可在主席模式下使用 MXC640 會議裝置，或透過 SW6000 議會式投票軟體模組控制投票功能。

在獨立模式下，CCU 支援 2 按鈕、3 按鈕和 5 按鈕投票配置。除非主席將投票會話定義為「秘密」，否則會話期間將提供實時結

果。CCU 在投票會話和出勤考核結束時提供最終結果。

使用者控件和指示
具有投票功能的裝置將包括以下控件和介面。

+ 投「贊成」票，或聲明使用者「到場」

0 記錄「棄權」響應

- 投「反對」票

+ + 投「+ +」票

- - 投「- -」票

投票按鈕 LED 向參與者指示可用的選項。出勤考核透過 + LED 指示。

參與者可在投票會話期間進行投票或更改投票。

注意：在「秘密」投票會話中，LED 在進行投票後停止閃爍；但是，仍可在投票會話期間更改投票。

會議控制
多種因素可能會影響會議需求和會議運行方式：房間大小、與會者數目、活動的形式以及在職技術支援人員數。在 CCU 中調整

這些設定以充分滿足會議需求：

發言模式：允許參與者向全體與會者發言的方式

回覆功能：在不更改要求佇列的情況下簡短評論目前發言者

同時發言者數量：透過限制同時發言者的數量來控制談話

話筒取代（打斷模式）：發言者清單已滿時的話筒啟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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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話筒設定

發言模式
「發言模式」確定話筒系統的行為。

自動（自動式）模式允許透過按下 Speak 按鈕來即時切換會議裝置的開關狀態。

手動模式具有請求清單。Speak 按鈕可將代表新增至請求隊列中。再次按下該按鈕可取消請求。

在手動模式下，僅可透過 CCU 網路應用程式、從 SW6000 或從第三方控制系統遠端打開會議裝置話筒。但可使用 Speak 按鈕進行關閉。

FIFO（先進先出）是一種自動模式，具有即時啟用功能和請求清單。會議管理員可設定最大發言者和請求數量。按下 
Speak 按鈕可即時啟用代表的話筒，直至達到最大代表發言者數量。此時，代表會進入請求隊列，直至達到最大請求數量。

啟用的裝置關閉時，隊列中的第一個裝置會自動打開。請求指示燈在會議裝置位於隊列首位並將在下一個打開時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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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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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X（語音啟用）模式允許會議裝置在代表透過話筒發言時自動打開，以及使用 Speak 按鈕進行開關。話筒還會在 4 秒後

自動關閉。

雙代表裝置不支援 VOX。如果選擇 VOX，雙代表裝置會在自動模式下運行。主席裝置始終處於自動或 VOX 模式下。

發言打斷能力
Speak interrupt ability 設定確定在達到 Max. speakers: Delegates 和 Max. speakers: Total 中設定的啟用話筒數量限值時，參與

者何時可透過打開自己的話筒來打斷（關閉）其他活躍發言者。

不允許：當打開代表話筒數量達到 Max. speakers: Delegates 限值時，或打開主席話筒數量達到 Max. speakers: Total 限值

時，將不能再打開更多代表/主席話筒，且綠色 LED 將閃爍 3 次。

注意：如果達到 Max. speakers: Delegates 限值但未達到Max. speakers: Total 限值，主席可打斷添加到發言清單中的第一位代表。

較低：達到 Max. speakers: Delegates 限值時，發言者可打斷添加到發言清單中的具有較低優先級的第一位代表。

相同或更低：達到 Max. speakers 限值時，任何參與者都可打斷添加到發言清單中的具有相同或較低優先級的第一位代表。

僅當主席話筒處於啟用狀態時，主席才可打斷添加到發言清單中的第一位主席。

可在 Devices > Participant setup 下的 Speak priority 列中手動確定各個優先級設定。

代表發言按鈕鎖定
遠端控制話筒時，可暫時停用 Speak 按鈕以避免代表意外啟用。

Speak button lock 預設為 Off 狀態。處於 On 狀態時，僅發言優先級為 0-4 的裝置/使用者被鎖定。來自 TCP/IP、SW6000 和具

有話筒控制權限的裝置的遠端命令不受影響。

鎖定持續時間指按鈕的切換功能受到影響的時長。

範圍為 2 到 120 秒（以 1 秒為間隔）

此時間過後，功能恢復正常

鎖定覆蓋時間指發言者必須按住 Speak 按鈕以繞過鎖定的時長（以秒為單位）。

範圍為 1 到 120 秒（以 1 秒為間隔）

不可長於鎖定持續時間

允許代表關閉其話筒
此選項可確定代表是否能夠關閉其話筒，預設值為 Allowed。

設為 Not allowed 時，僅具有話筒控制權限的參與者（主席）可關閉話筒。

該設定在「自動」、「自動 + 回覆」、「手動和手動 + 回覆」模式下可用，並且僅適用於發言優先級為 0-4 的裝置/使用者。

發言按鈕行為
切換：按下會議裝置上的 Speak 按鈕開啟或關閉發言狀態。

按住：按下 Speak 按鈕啟用發言功能。釋放該按鈕停用發言功能。

備註：在手動和 FIFO 模式下，此選項僅適用於主席裝置。按下代表裝置上的發言按鈕可將與會者新增到發言清單。

靜音按鈕行為（僅 MXC）
切換：按下會議裝置上的 Mute 按鈕可讓話筒靜音，再次按下該按鈕可取消話筒禁音。

按住：按下 Mute 按鈕可讓話筒禁音，釋放該按鈕可取消話筒禁音。

回覆功能
回覆模式讓與會者能夠對目前發言者進行簡短評論或提問。這樣可在不影響要求佇列的情況下對發言者進行簡潔的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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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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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與者的會議裝置上，左（功能）按鈕可編程作為回覆按鈕運行。MXC640 會議裝置還可將回覆按鈕分配到觸控式螢幕上。參

與者按下回覆按鈕可將自己添加到回覆清單中（在請求清單上方顯示），主席或會議主持人可手動啟用回覆。請求清單中的參與

者可新增到回覆清單中，但發言清單中的參與者不可以。

回覆選項在手動、自動和 VOX 模式下可用。在手動模式下，打開下一個請求時會清除回覆清單。

回覆按其接收順序排序。如果使用多個回覆選項，則回覆按優先級排序。參與者的話筒打開時，參與者會從回覆清單中移除。

發言清單設定
為改進發言者管理和音訊的清晰度，同時發言者的數量存在限制。啟動的話筒數量可在 1 - 8 之間調整。達到限制時，嘗試開啟

話筒的與會者可能會被新增到要求佇列或被拒絕存取，具體取決於話筒操作模式。

轉到 Meeting controls > Speak list settings 定義以下參數：

注意：口譯員控制台不受發言清單設定影響。

最大發言者數

總數：可同時發言的最大參與者數量。這包括代表和主席裝置。限值：8
代表：允許同時發言的最大代表數量（只要未超出「最大發言者數：總數」中設定的數量，

就始終可打開主席裝置）。

最大要求數 可置於請求清單中的最大發言者數。限值：250

最大回覆數 可置於回覆清單中的最大發言者數。限值：250

範例設定
主席（主持人）可隨時發言而無需打斷他人

將 Max. speakers: Total 限值設為比 Max. speakers: Delegates 大一 (1)。

使用 FIFO 模式

先進先出 (FIFO) 模式根據按時間順序排列的隊列清單自動打開話筒。此模式在 Max. speakers: Delegates 設定為一 (1) 時最有

效，此時代表必須等待其他人說完之後才可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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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啟動
在語音啟動 (VOX) 模式下，話筒會在與會者發言時自動啟動。該模式非常適合有更多對話的會議，允許在不發出發言要求和按鈕

啟動的情況下來回交流。

以下設定（Meeting controls > Voice detection下）允許為會議自訂 VOX，具體取決於系統。

MXC 模式
自動偵測語音啟動模式。在僅包含 MXC 會議裝置的系統中，VOX 模式將為 MXC。

當語音啟動已啟用時，設定為單個裝置的 MXC 會議裝置在 MXC VOX 模式下工作。雙 MXC 裝置在自動模式下工作。

語音偵測閾值偏移

確定話筒的靈敏度。較低的設定可透過更安靜的源啟動話筒，而更高的設定需要更大聲音的源

來啟動話筒。

預設值 0 dB

最小值 -12 dB

最大 12 dB

釋放時間

確定與會者停止發言之後話筒保持啟動多長時間。該設定可按 0.5 秒增量進行選擇。

預設值 4 秒

最小值 1 秒

最大 10 秒

最後一個話筒保持開啟
此設定確保至少一個話筒始終啟動。對於帶有回聲抵消設備的視訊或音訊會議而言，此功能很

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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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設定

室內混響時間
調整話筒啟動閾值以考慮室內聲學。較低的混響時間使話筒更容易啟動，較高的混響時間會增

大啟動閾值。

額外話筒啟動的閾值 當一個活動的發言者正在發言時，啟動另一個話筒所需的輸入量。

6000 模式
在連接舊式 5900 或 6000 會議裝置的系統中，VOX 模式將為 6000。

當語音啟動已啟用時，舊式會議裝置在 6000 VOX 模式下工作，系統中的任何 MXC 裝置在自動模式下工作。

語音偵測閾值

確定啟動話筒的輸入電平 (dB)。較低的設定可透過更安靜的源啟動話筒，而更高的設定需要

更大聲音的源來啟動話筒。

預設值 0 dB

最小值 -12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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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 8 dB

釋放時間

確定與會者停止發言之後話筒保持啟動多長時間。該設定可按 0.5 秒增量進行選擇。

預設值 4 秒

最小值 1 秒

最大 10 秒

Book Drop
確保僅與會者的話音才會啟動話筒，開啟 Book Drop 功能。此功能可快速關閉由於很大的噪

音意外啟動而不是被話音啟動的話筒。

最後一個話筒保持開啟
此設定確保至少一個話筒始終啟動。對於帶有回聲抵消設備的視訊或音訊會議而言，此功能很

有用。

話筒自動關閉
此設定在與會者停止發言時自動關閉話筒。此設定適用於 FIFO、手動或自動模式下的系統。請參閱Meeting controls > 
Voice detection以調整該模式下的釋放時間。

關閉（預設）

開啟

自動關閉時間

在與會者停止發言多久後關閉話筒。

預設值 20 秒

最小值 5 秒

最大 60 秒

音訊設置
話筒功能
打開話筒時，音訊預設路由到主混音（A 組）和耳機輸出（頻道 0）。此混音通常稱為「全體與會者」混音，因為它將發言者的聲音

傳輸給會議的其餘參與者。

允許的打開話筒數目可在 CCU 中設定。來自所有打開話筒的聲音在全體與會者混音中混合。全體與會者混音可在連接的會議裝

置和口譯員控制台中收聽，或傳送到外部 PA 系統。

將話筒路由至群組
預設情況下，全體與會者混音路由到每個連接的會議裝置的揚聲器和耳機輸出（頻道 0）。轉到組設定頁面 (Audio > Group 
Setup) 以查看或修改話筒路由。

以下路由選項可用於每個話筒（座位）：

僅群組 A（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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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
◦

群組 A + 另一群組

群組 B、C、D、E、F、G 或 H
無

要變更音訊源：

將話筒路由到Group A以將其新增到全體與會者混音（預設情況下選中）：Audio > Group Setup

為揚聲器和頻道 0（耳機）選擇音訊源：Audio > Input Control：
全體與會者（預設）

音訊輸入 1
音訊輸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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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揚聲器上的全體與會者混音
大部分會議裝置中包含揚聲器，用於本地增強會議的聲音。當參與者使用話筒時，在系統中其他裝置的揚聲器處可以聽到他們的

發言。這提高了大房間中的發言清晰度，減少了與聲音增強系統有關的典型問題。

揚聲器音量
揚聲器音量是一個系統設定，套用於所有已連接的裝置。音量可從 -0 分貝（無衰減）調節到 -40 分貝，包括關閉（靜音）。要調

節音量：

從瀏覽器介面 轉到揚聲器控制頁面 (Audio > Loudspeaker Control) 或 Microphone control 螢幕

從 CCU 捲動到揚聲器功能表（loudspk. control > loudspk. volume > db）

揚聲器中的混音消除
預設情況下，啟動會議裝置的話筒會將該裝置的揚聲器靜音。啟用混音消除時，啟動話筒時會將揚聲器音量降低 6 dB，且不會在

該裝置的揚聲器中聽到來自該裝置自身話筒的音訊。（如果啟用了混音消除但無法套用，則該裝置的揚聲器在話筒啟動時會被靜

音。）

備註：為避免反饋雜音，請在啟用混音消除的系統中將開啟話筒的最大數量限制為 4 個。

耳機頻道
會議裝置包含一個耳機輸出，用於收聽譯員頻道或全體與會者頻道上的其他與會者。每位與會者透過會議裝置頻道選擇器來選擇

頻道。

頻道 1 - 31 專用於語言口譯。在雙語活動期間，與會者選擇其中一個頻道來收聽其語言。音訊源來自傳輸到其選擇的頻道的口譯

站。請參閱本指南的「口譯」部分，瞭解更多詳細資訊。

譯員通常選擇頻道 0（全體與會者頻道）來提供向全體與會者發言者的同聲傳譯，參與者也可選擇該頻道來透過耳機收聽全體與

會者頻道。

將耳機連接到會議裝置側面的耳機插孔。

按頻道選擇器按鈕以選擇頻道。

使用裝置音量控制來調節耳機的音量。

類比音訊輸出
八個類比輸出可用於錄音、語言分配系統、電話會議裝置或外部 PA 系統。

八個類比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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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每個類比輸出選擇音訊源

轉到Audio > Output Control並從以下選項中選擇：

群組：用於隔離特定話筒的八個獨立群組。此選擇對應於從Group Setup頁面設定的群組。

頻道 1-31：口譯頻道

全體與會者：路由到群組 A（全體與會者混音）的所有開啟話筒的音訊。此混音有三個類別可供選擇：

頻道 0：帶 AGC 的耳機混音，可用於傳送至 IR 語言分配系統。

全體與會者 1：揚聲器混音，可用於傳送至 PA 或廣播設備。

全體與會者 2：帶音量衰減的揚聲器混音（Audio > Loudspeaker Control）

新增外部音訊源
CCU 上有兩個輸入可用於將外部音訊源新增到系統，通常可用於電話會議或網路電話。

將電腦的音訊輸出、電話會議裝置或無線話筒系統等線路-電平音訊源連接到 CCU 後面板上的音訊輸入。

開啟網路介面，轉到Audio > Input Control。
根據外部裝置的輸出來選擇輸入增益。如有必要，選擇 10 dB 的輕微增益增強。

為音訊頻道選擇路由：

揚聲器：到所有話筒裝置揚聲器

頻道 0：到話筒裝置上的耳機輸出

如有需要，可將頻道路由至輸出 A（組）以使用會議裝置的全體與會者混音來輸出外部訊號源的合成：

取消選擇可用於電話會議或訊號處理以避免出現反饋環路

選擇可用於與其他話筒裝置音訊合成的無線話筒

調節音訊源的音量，以便與會議裝置的發言音量自然混音。

輸入控制頁面

Audio > Input Control

緊急音訊訊號
要為緊急事件做準備，請將緊急疏散訊息 (EEM) 音訊訊號連接到輸入 2。連接器塊提供一個「常開」開關，當閉合時，將緊急訊號

指派到揚聲器及所有輸入和輸出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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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當開關用於輸入 2 時，EEM 音訊訊號繞過音量和開/關設定。在訊號源輸出處控制 EEM 訊號的音量。

將 EEM 訊號連接到輸入 2。
將開關連接到連接器塊。

閉合開關並測試音訊訊號。將音訊源的音量調節至所需水平。

將外部音訊源連接至 MXCMIU
設定為單一裝置的 MXCMIU 允許音訊輸入透過裝置設定螢幕在連接埠 A、XLR 線路和 XLR 咪高峰之間切換：

選擇 XLR 線路或 XLR 咪高峰時，連接面板上的咪高峰被停用，但控制部件和揚聲器會啟動。

為連接埠 A 和連接埠 B 音訊輸入維持當前音訊設定（0 到 -6 dB）。預設 XLR 輸入為 0 dB，可調節範圍為 +10 dB 到 -20 dB。

當 MXCMIU 設定為雙代表裝置時，XLR 連接埠被停用。

當 MXCMIU 設定為口譯來源時，XLR 咪高峰和 XLR 線路輸入可將音訊路由至口譯頻道。詳細設定可於口譯 > MIU 設定中配

置。

環境音效
環境（房間）音效可告訴與會者講演中的這些暫停並非連接或音訊問題，對於譯員或不在同一會議房間的其他與會者，這尤其有

用。

設定為環境裝置的 MXCMIU 允許音訊輸入透過裝置設定螢幕在連接埠 A、XLR 線路和 XLR 咪高峰之間切換。連接面板上的控制

部件和揚聲器會被停用。

環境裝置的單獨音訊設定被停用。在音訊 > 環境咪高峰啟動並調整全局環境咪高峰電平。最多可將 5 個裝置設定為提供環境音

效。

備註：另一個咪高峰打開時，或音源為手提電腦或視像會議系統等外部系統時，環境咪高峰會自動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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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訊輸出裝置
AO 6004 音訊輸出設備可將 4 個全體與會者或語言頻道，輸出至 IR 語言分配系統、串流或錄製裝置。使用描述欄位來描述 AO 
6004 的功能，並使用下拉式功能表為每個輸出設定頻道和音量。

備註：CCU 控制軟件目前暫不支援 AO 6008 音訊輸出裝置。

裝置
名稱、角色和座位號
會議開始時，主席或主持人將需要根據名稱、座位號或兩者來介紹與會者。名稱和座位號的正確指派對確保會議的連續性至關重

要。

分配座位號
首次打開系統時，或連接新的會議裝置時，每個會議裝置都會自動分配到一個座位號。要根據座位圖更新座位號，請執行以下操

作：

轉到Devices > Device setup。

檢查清單中的序列號和座位號指示，確保所有裝置均已連接和正常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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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可透過選擇 Remove Unregistered Units 從清單中移除已斷開的裝置。

重新指派座位號以匹配房間內或座位圖上的實際座位號。

按一下座位號欄位，讓座位表中的項與房間內的對應裝置匹配。話筒上的光圈會閃爍紅色以確認選擇。

輸入新的座位號，或使用向上/向下箭頭重新安排清單中的座位。輸入其他會議裝置使用的座位號會將裝置的座位號互

換。

Type 欄表示裝置類型。如果裝置類型可變更，則會提供下拉式清單以供選擇。可能的選擇包括Single unit、Dual unit、Ambient
和Interpreter

變更裝置類型會重啟裝置。如果類型變更為Dual unit，則在頁面資訊重新整理時，原始條目會移除，並建立兩個具有新座位號的

新條目。

備註：MXCMIU 可設定為單代表裝置或雙代表裝置，也可設定為環境話筒。如需詳細資訊，請參見「將外部音訊源連接至 MXCMIU」。

分配名稱和角色
MXC 會議裝置可支援與會者的主席或代表角色。角色在 Devices > Participant setup 功能表中手動設定：

預設發言優先級為 1。主席裝置的發言優先級為 5。

將發言優先級設為 0 會停用該裝置的發言權利，但仍允許收聽和投票，話筒可由主席打開。

Participant name 也可在此螢幕上修改。預設情況下，此欄位填充座位號（座位 1、座位 2 等）。手動更新每個座位的 
Participant name 欄位，或按一下 Reset all names 重設為預設值。

如果 Use card data 設為開，MXC 系統會從 NFC 卡中拉取參與者資訊（如適用）。移除卡時，資訊會恢復為網頁應用程式中設

定的值。

姓名標牌設定（CCU 集成）
CCU 可以寫入連接到同一有線網路的任何 MXCSIGN 單元。從 CCU Web 介面轉到 Devices > Name sign se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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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selection 選項可確定 MXCSIGN 上顯示的資訊：

參與者名稱
MXCSIGN 會顯示在 Participant setup 螢幕中設定的相關座位號內容。因此，在使用

NFC 卡時，將使用來自該卡的參與者資訊。

文字行

內容是從 Text, first line 和 Text, second line 欄位提取得來。

註：在 Seat #: Dual B 下分配數字時，第一行文字對應於座位 A 的參與者，第二行對

應於座位 B 的參與者。

識別 顯示序號和分配的座位號（如有）。

空白 將從 MXCSIGN 中刪除所有資訊。

Font size change 預設為 0，表示分配範本的預設字體大小。字型可以增大或減小，值的範圍為 190 到 -70。
Apply content 會將所選資訊推送到連接的 MXCSIGN 單元

Delete all text lines 可清除文字行欄位中的值

顯示範本
從 CCU 傳送到 MXCSIGN 的資訊使用預定義的範本，具體取決於填充的欄位：

有效內容 座位號：單/雙 A 座位號：雙 B 文字，第一行 文字，第二行 範本

參與者名稱

X

X X

文字行

X X

X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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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MXC 組件使用專有轉碼器算法來防止未經授權裝置收聽音訊訊號。為進一步保護會議內容，請為瀏覽器介面指定一個密碼並在

無線路由器上啟用安全功能。

瀏覽器介面的密碼保護
您可指定一個密碼以限制對瀏覽器介面的存取。可為管理員、主席和顯示這三個介面位址中的每個位址指派獨立密碼。

以管理員身份登入瀏覽器介面。

轉到安全頁面（System > Security）。

輸入密碼。

選擇變更密碼以儲存登入資訊。

備註：從 CCU 硬體恢復裝置出廠設定時會清除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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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口譯
最多 31 個頻道可用於會議的同聲傳譯。口譯裝置從 CCU 連接到 DCS-LAN 網路，將音訊傳輸到獨立的語言頻道。與會者在連接

到各自會議裝置的耳機上收聽其語言。請參閱 MXCIC 使用者指南以瞭解更多詳細資訊。

提供四種語言，並可透過附加授權支援 8、16 或 31 種語言。

口譯設定
可透過獨立系統中的 CCU Web 介面設定多語言翻譯，或在 SW6000 中進行設定。如果需要 4 種以上語言，請先購買並安裝額

外的功能許可證，然後再設定口譯。

口譯頻道
分配所需的口譯頻道數量 (0-31)：Interpretation > Interpretation channels。

注意：如果選擇 0，則僅全體與會者音訊（頻道 0）可用。

Channel display 設定確定與會者會議裝置上的頻道選擇器如何顯示口譯頻道：

編號：頻道編號

縮寫：用英語表示的語言名稱的前三個字母

語言設定
Language setup 清單顯示 Interpreter channels 設定中定義的頻道。透過下拉式功能表為每個頻道分配一種語言。

MIU 設定
設定為口譯來源的 MXCMIU 裝置（在裝置 > 裝置設定下方）列有以下設定選項：

MIU 口譯裝置：啟用或停用所有裝置。當選擇了全部啟用時，所有裝置的狀態均為關閉。裝置在預設情況下停用。

音訊電平：使用下拉式功能表，設定音訊輸入電平（10dB 至 -20dB）。

頻道編號：選擇口譯音訊頻道。

狀態：設定為口譯來源的 MXCMIU 裝置在預設情況下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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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譯亭頻道設定
為了簡化多種語言的管理，口譯控制台分組為口譯亭。

預設情況下，口譯亭 1 分配給頻道 1，口譯亭 2 分配給頻道 2，以此類推；但可在 Interpretation > Booth channel setup
手動將語言分配給口譯亭。可將多個口譯亭分配給同一口譯頻道。

自動全體與會者
預設情況下，無活動口譯的口譯頻道自動具有全體與會者混音。要更改設定，請轉到 Interpretation > Auto floor。

開：沒有口譯的語言頻道具有全體與會者混音

關：沒有口譯的語言頻道無聲音

話筒按鈕設定
當有多個譯員翻譯同一語言時，套用 Interpretation > Mic button setup 設定。預設情況下，各個譯員交替說話，不能取

代已在使用中的裝置。

備註：主 (A) 語言對應於小隔間語言。譯員從 MXCIC 中選擇其 B 和 C 語言。

允許打斷：譯員可隨時打開其話筒，取代當前譯員。這適用於採用任何設定的任何譯員

A 打斷 A：打開 A 頻道的譯員可打斷另一個譯員的 A 頻道。

A 打斷 B + C：一個譯員的 A 頻道可打斷另一個譯員的 B 或 C 頻道，而不是另一個譯員的 A 頻道。

A 打斷 A + B + C：一個譯員的 A 頻道可打斷另一個譯員的任何頻道。

不允許打斷（預設）：當一個頻道正在使用時，另一個譯員不能打開其話筒

話筒按鈕中的綠燈指示
允許話筒按鈕中的綠燈指示透過話筒按鈕向口譯員表明，他是否能中斷另一個口譯員，他是否開始口譯。

已停用：白色 LED 表示未使用話筒；紅色 LED 表示正在使用話筒

當口譯亭未啟用時：綠色 LED 表示口譯亭中未進行口譯

當口譯亭或所選頻道未啟用時：綠色 LED 表示所選頻道未進行口譯（頻道未被佔用），並且口譯亭中未進行口譯

收聽口譯
按照下面的步驟來收聽其中一個口譯頻道：

將耳機連接到會議裝置上的耳機插孔。

按下裝置前面的選擇器按鈕，選擇一個頻道。

提示：未選擇任何頻道時，Settings功能表中的Auto Floor選項會自動切換為全體與會者聲音。

使用音量按鈕調節耳機的音訊水平。

使用 MXC605 進行口譯
MXC605 便攜式裝置可設定為功能有限的簡單口譯員裝置。口譯員可存取系統中設定的前 4 個口譯頻道，並可透過耳機收聽全體

與會者音訊。

要變更口譯頻道，請關閉話筒並按頻道選擇按鈕。

要暫時靜音傳出音訊，請按住功能按鈕。

MXC605 口譯裝置可分配到 SW6000 中的口譯亭。如果口譯亭的 A 語言與分配的頻道相符，裝置將為該口譯亭提供 A 語言口

譯；否則，裝置將提供 B 語言口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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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語言分配
透過將無線語言分配系統連接到 CCU 音訊輸出之一來提供更多監控存取。使用瀏覽器介面將所需的口譯頻道或一部分耳機路由

到該群組輸出。

DIR 數位式紅外語言系統將此音訊訊號傳輸到許多可攜式收聽裝置。

無線語言分配

韌體更新
MXC Firmware Update Utility (FUU) 與 Shure 網站上的韌體下載捆綁。使用此程式讓系統及時更新最新的韌體版本，或將影像

檔案上傳到相容的會議裝置。（請參見 FUU 指南瞭解更多資訊。）

確保系統開啟並正確運行。

從 Shure 網站下載最新的韌體並將內容提取到電腦上。

打開 MXC Firmware Upgrade Utility 資料夾並啟動應用程式。

為電腦和設備指定連接方法並選擇OK按鈕退出設定視窗：

乙太網：鍵入 CCU 的 IP 位址並使用 IP 連接埠 3142。
有關 CCU 和所有已連接裝置的資訊顯示在主視窗中。

在Selected Release Id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所需韌體版本（通常最高/最新）

選擇 Upgrade System 按鈕開始韌體更新過程。將出現一個狀態視窗並顯示韌體升級的進度。

機架安裝 CCU
使用隨附的 19” 托架將中央控制單元安裝在標準 19” 機架中。拆下用於固定頂蓋和底板的螺釘，然後使用相同的螺釘將托架安裝

到裝置前部。

重要提示：使用兩枚最靠近正面且長度為 10 mm 的自攻螺釘和最遠離正面且長度為 8 mm 的螺紋釘。

https://www.shure.com/en-US/products/software/firmware_update_utility
https://www.shure.com/en-US/products/software/firmware_update_utility
https://www.shure.com/en-US/products/software/firmware_update_utility
https://www.shure.com/en-US/products/software/firmware_update_utility
https://www.shure.com/en-US/products/software/firmware_update_u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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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建風扇在左側吸入空氣並在右側排出空氣，因此不需要額外的上方或下方空間用於冷卻。

安裝會議裝置
為適應每種安裝中的許多變量，MXC 系列提供便攜式和平鑲式配置的多種會議裝置型號。

安裝選項

兩種型號都包含相同的功能，但用於不同的環境和應用。

桌面型（可攜式）

無需對桌面進行任何修改

輕鬆新增或移除裝置

可使用 4 號螺釘固定到桌面

嵌入式（已安裝）

在桌面上佔用的空間更小

簡潔、專業的外觀

無可見的線纜

在決定購買何種類型的 MXC 會議裝置時，請考慮以下情況：

持久性：這是臨時還是永久安裝？

佈線：您的傢俱是否具有重要歷史意義或改裝成本高昂？

連接 DCS-LAN 設備
Shure 提供專為 MXC 會議和討論設備線路設計的纜線。Shure EC 6001 纜線是高品質乙太網纜線，提供從 0.5 m 到 100 m 之間

的各種長度。每根纜線均經過測試，以確保可靠的系統性能。請參閱「附件」部分，瞭解 EC 6001-xx 的訂購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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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需要使用屏蔽 Cat5e（或更高等級）線纜以獲得可靠的系統性能。

DCS-LAN Tool
The Shure DCS-LAN Tool is a desktop application for planning and managing conference and discussion systems. The 
software calculates the power consumption of connected MXC or legacy DIS components, identifying the need for additional 
components, such as power inserters or expansion units. The application is available on shure.com.

纜線要求
類型 Cat5e（或更高等級）雙絞線，F/UTP 或 U/FTP，最低線規：AWG 24

接頭 屏蔽 RJ45，EIA 568-B 接線

纜線長度

從 CCU/EX/RP 到第一個 MXC 會議裝置最長 200 米
MXC 裝置之間最長 100 米
CCU 和 EX/RP 之間以及 EX/RP 之間最長 200 米
從 CCU 到最後一個裝置最長 1000 米等效線纜距離

每個 MXC 裝置表示 15 米的等效線纜距離

每個 EX/RP 裝置表示 100 米的等效線纜距離

最長饋送線纜應與冗余線纜一起用於等效線纜長度計算

級聯 EX/RP 裝置之間或 CCU 和 EX/RP 裝置之間無 MXC 裝置

最多 3 個級聯 EX/RP 裝置

重要提示：纜線和接頭必須屏蔽以實現穩定系統性能。如果裝置不使用 Shure EC 6001 纜線，則必須符合 Cat5e 纜線要求。

使用接線板
設計具有接線板的系統時，將線纜壓接到接線板上的母屏蔽接頭。然後使用短跳線連接到會議裝置即可。

屏蔽連續性
DCS-LAN 鏈中的屏蔽必須一致。用於 MXC 組件的任何纜線或接線板都需要屏蔽 RJ45 接頭。所有 MXC 組件都具有屏蔽 RJ45 
母接頭。

避免意外接地（電流隔離）

透過將前面板、會議裝置和牆板中的 DCS-LAN 連接與建築地面隔離，避免 DCS-LAN 訊號意外接地。DCS-LAN 使用屏蔽作為

訊號接地參考並且不能接觸連接中任何位置的另一個接地。

https://www.shure.com/en-US/products/software/dcs_lan_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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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在接線板中接地

要避免接地問題：

接線板中的塑料框：這可確保 RJ45 母接頭不會透過接線板的底座接地。

接頭之間的空白距離：接線板中每個 RJ45 母接頭之間留一定距離。

屏蔽連續性：鏈中的每個組件必須正確屏蔽。

備註：所有 MXC 組件裝置中的母接頭皆具有氣隙，該氣隙可隔離接頭的底座和裝置的底座，從而防止出現任何電流（物理和電氣）連接。

正確固定纜線
對於任何傳輸訊號的纜線，安裝設備時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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彎曲規則

切勿大幅度彎曲纜線。乙太網纜線不能彎曲到纜線直徑的四倍以上。

擠壓纜線

切勿過度緊固纜線。擠壓的纜線不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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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注意：始終使用屏蔽 Cat 5e（或更高等級）網路纜線，保證可靠的系統運行。確保使用正確的纜線並正確安裝，然後再參考故障

排除表格。

系統通電後，話筒上的燈環一直閃爍。

檢查纜線是否為屏蔽 Cat 5e（或更高等級）

確保所有纜線上的所有接頭均牢固地插入裝置上的插口

檢查來自會議裝置的饋線纜線是否正確插入 DIS-CCU 上的「DCS-LAN」插口。

主席裝置上的功能按鈕無法關閉代表裝置 檢查並確保裝置已配置為主席且功能按鈕已配置為 All del off

在代表或主席裝置的耳機上無法聽到來自譯

員裝置的音訊

檢查裝置上的耳機音量控制

檢查會議裝置上的頻道選擇

確定耳機插頭牢固地插入耳機插口

確定口譯控制台話筒上的燈環亮起且鵝頸式話筒牢固地插入插口

內建揚聲器不發出聲音

使用 CCU 上的互動式功能表或使用瀏覽器控制來檢查「揚聲器音量」設定。

檢查揚聲器是否已設定為足夠大的音量。（DIS-CCU browser  > Audio > 
Loudspeaker Control）
檢查全體與會者混音是否分配至揚聲器（DIS-CCU browser  > Audio > 
Input Control > Loudspeaker
檢查是否選中了「群組 A」中的座位（DIS-CCU browser  > Audio > Group 
Setup）。「群組 A」始終用作全體與會者混音的來源。如果未在「群組 A」中選擇

某個裝置，則不會在內建揚聲器中聽到來自該裝置的音訊。

話筒無法開啟

檢查線纜。所有線纜都必須是帶屏蔽 RJ45 線纜的 Cat 5e 或更高等級線纜。

檢查設定Max. Delegate Speaker和Max. Total Speakers以確保有開啟另一個麥

克風的空間。

檢查Speak Mode以確保模式允許與會者開啟其話筒。

CCU 瀏覽器應用程式不能在 PC 上打開

使用 CCU 上的互動式功能表檢查 IP 位址：LAN setup  > Acquire IP 
address。使用此 IP 位址開啟瀏覽器

驗證 CCU 和 PC 是否連接到同一個網路

檢查區域網路纜線連接

驗證平板電腦或筆記本電腦是否已連接至正確的無線存取點

檢查 CCU 是否已連接至與無線存取點相同的子網路

診斷
為幫助進行故障排除，提供網路拓撲和系統診斷資訊。還可針對高級故障排除生成詳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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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診斷
以下資訊在 Diagnostics > System diagnostic 下提供：

事件日誌：查看系統活動和警報，包括網路映射、線纜斷路、斷開連接和電源問題。

網路：儲存當前參考網路以啟用網路映射和拓撲報告。此選項在所有裝置均已註冊且網路已經過完全分析時可用。

指示燈：點擊 Indication in all devices 以啟用所有已連接裝置中的 LED，從而目視檢查所有裝置是否已連接並可正常工作。

點擊 Indication in selected DCS-LAN connection 以查看特定鏈或環路中的裝置，並按順序確定第一個和最後一個裝置。

備註：系統診斷不支援舊版 DC、DM、CM、IS、SZ 或 JB 硬體。

報告
轉到 Diagnostics > Report。
按一下 Network topology 或 System diagnostic 按鈕以生成選定報告。

注意：要生成網路拓撲報告，首先必須在 Diagnostics > System diagnostic 下儲存參考網路。

儲存生成的檔案並傳送給 Shure 支援團隊以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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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份、還原、恢復出廠設定

從瀏覽器介面

開啟 CCU 瀏覽器介面。

轉到System > Factory defaults & backup。
備份當前系統配置：

在 System backup, 下，按一下 Save。
將檔案儲存到電腦或外部存儲上。記錄備份檔案的位置，其中包括所有

CCU 設定和參與者設定條目。

從備份還原系統設定：

在 System backup, 下，按一下 Restore。
找到並打開所需的備份檔案。

按一下 Reset 以重新啟動系統。

將系統恢復出廠預設設定：

在 Reset to factory defaults 下，按一下 Reset。
等待系統重新啟動。在此期間，電腦將斷開與瀏覽器介面的連接。

自硬體

這會將 CCU 恢復為出廠設定，清除所有與會者、系統及 IP 設定。裝置將在 5900 模式下重新

啟動。

轉到 CCU 中的前面板。

將主功能表捲動到System > Restore factory def.。按中央按鈕進入功能表。

按中央按鈕以選擇OK並確認重設。

等待系統重新啟動。在此期間，電腦將斷開與瀏覽器介面的連接。

裝置和附件
MXC615/620 主席按鈕套件 MXC615-620-ACC-CM

MXC630/640 主席按鈕套件 MXC630-640-ACC-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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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C615/620 A/B 按鈕，數量 10 MXC615/620-ACC-A/B

MXC630/640 A/B 按鈕，數量 10 MXC630/640-ACC-A/B

MXC615/620 靜音按鈕，數量 10 MXC615/620-ACC-M

MXC630/640 靜音按鈕，數量 10 MXC630/640-ACC-M

MXC615/620 回覆按鈕，數量 10 MXC615/620-ACC-RPY

MXC630/640 回覆按鈕，數量 10 MXC630/640-ACC-RPY

MXC615/620 盲文「靜音/發言」按鈕覆蓋層 95A38214

19 插針互連纜線，帶鎖定連接器 95A37040

用於 MXC605 的僅發言覆蓋層，數量 10 MXC605-ACC-SPK

用於 MXC605 的發言 + 功能覆蓋層，數量 10 MXC605-ACC-SPK+FUN

用於 MXC605 的口譯員覆蓋層，數量 10 MXC605-ACC-INT

用於 MXC605-FS 的僅發言覆蓋層，數量 10 MXC605-FS-ACC-SPK

用於 MXC605-FS 的發言 + 功能覆蓋層，數量 10 MXC605-FS-ACC-SPK+FUN

用於 MXC605-FL 的僅發言覆蓋層，數量 10 MXC605-FL-ACC-SPK

用於 MXC605-FL 的發言 + 功能覆蓋層，數量 10 MXC605-FL-ACC-SPK+FUN

型號類別

CCU 變體

中央控制設備，不含電源 DIS-CCU

中央控制設備，含歐洲通用電源 DIS-CCU-E

中央控制設備，含英國通用電源 DIS-CCU-UK

中央控制設備，含美國通用電源 DIS-CCU-US

中央控制設備，含阿根廷通用電源 DIS-CCU-AR

中央控制設備，含巴西通用電源 DIS-CCU-BR

CCU 功能授權

供其他與會者使用 DCS6000 系統的 DIS-CCU 功能授權（最多 3,800 個座位） FL6000-3800

DCS6000 系統中其他口譯頻道的 DIS-CCU 功能授權（最多 8 個頻道） FL6000-INT-8

DCS6000 系統中其他口譯頻道的 DIS-CCU 功能授權（最多 16 個頻道） FL6000-INT-16

DCS6000 系統中其他口譯頻道的 DIS-CCU 功能授權（最多 31 個頻道） FL6000-INT-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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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CCU 電源
CCU 電源、DCS-LAN 電源套件和接入式電源。

PS-CCU 型號類別

美國電源 PS-CCU-US

阿根廷電源 PS-CCU-AR

澳洲電源 PS-CCU-AZ

巴西電源 PS-CCU-BR

中國電源 PS-CCU-CHN

歐洲電源 PS-CCU-E

印度電源 PS-CCU-IN

日本電源 PS-CCU-J

韓國電源 PS-CCU-K

台灣電源 PS-CCU-TW

英國電源 PS-CCU-UK

內聯插入式電源套件

內聯插入式電源，不帶電源 PI-6001

內聯插入式電源，帶美國電源 PI-6000-US

內聯插入式電源，帶阿根廷電源 PI-6000-AR

內聯插入式電源，帶巴西電源 PI-6000-BR

內聯插入式電源，帶歐洲電源 PI-6000-E

內聯插入式電源，帶英國電源 PI-6000-UK

選配附件和替換部件
DCS-LAN 的冗余介面盒 MXC-ACC-RIB

連接 MXCMIU 的介面，用於手持話筒、舊式前板、第三方附件 MXC-ACC-HD15

MXC/MXCW/DCS 雙卡，數量 10 MXCDualCard-10pk

用於 MXC/MXCW 的 NFC 單功能卡，數量 10 MXCNFCCARD-10PK

含 4 個輸出的配電箱 JB 6104

備件套件 DIS-CCU SPS CU



Shure Incorporated

61/77

DCS-LAN 擴展設備，可增加 個會議設備 EX 6010

內聯資料中繼器；1 個 x 4 個輸出，用於 DCS–LAN 網路 RP 6004

預先測試 Shure 纜線
Shure 提供專為 Shure 會議和討論設備進行單獨測試的纜線。EC 6001 是高品質屏蔽 Cat5e 纜線，可提供 0.5 m 至 50 m 間的

各種長度，採用公轉公屏蔽接頭製成。

公轉公插線纜線

0.5 公尺黑色屏蔽 Cat5e F/UTP 纜線 (屏蔽 RJ45) EC 6001-0.5

1 公尺黑色屏蔽 Cat5e F/UTP 纜線 (屏蔽 RJ45) EC 6001-01

2 公尺黑色屏蔽 Cat5e F/UTP 纜線 (屏蔽 RJ45) EC 6001-02

3 公尺黑色屏蔽 Cat5e F/UTP 纜線 (屏蔽 RJ45) EC 6001-03

5 公尺黑色屏蔽 Cat5e F/UTP 纜線 (屏蔽 RJ45) EC 6001-05

10 公尺黑色屏蔽 Cat5e F/UTP 纜線 (屏蔽 RJ45) EC 6001-10

20 公尺黑色屏蔽 Cat5e F/UTP 纜線 (屏蔽 RJ45) EC 6001-20

30 公尺黑色屏蔽 Cat5e F/UTP 纜線 (屏蔽 RJ45) EC 6001-30

50 公尺黑色屏蔽 Cat5e F/UTP 纜線 (屏蔽 RJ45) EC 6001-50

技術規格
Microflex Complete 系統
MXC 系統符合有關會議系統的國際標準 ISO 22259。

音訊性能規格透過從會議裝置的音訊輸入到會議裝置的耳機輸出測得。

連線細節圖

主電源連接
藍色 零線

棕色 火線

綠色/黃色 地線

DCS-LAN 鏈
CCU 使用帶屏蔽 RJ45 接頭的 Cat5e、Cat6 或 Cat7 F/UTP 或 U/FTP 纜線。

必須使用 EIA 568-B 接線。

重要提示：Cat5/6/7 纜線類型的名稱已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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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名稱 新名稱

FTP F/UTP

STP U/FTP

UTP U/UTP

重要提示：僅使用 F/UTP 或 U/FTP（已屏蔽）纜線和已屏蔽的 RJ45 接頭，而不使用未屏蔽的 U/UTP 纜線。

如何將 Cat5e (EIA 568-B) 纜線連接到 RJ45 接頭：

插針 功能 接頭 1 接頭 2

1 傳入 + 橙/白 橙/白

2 傳入 - 橙 橙

3 +48V 綠/白 綠/白

4 0V 藍 藍

5 0V 藍/白 藍/白

6 +48V 綠 綠

7 傳出 - 棕/白 棕/白

8 傳出 + 棕 棕

如果使用了其他顏色代碼，那麼四對線按以下方式連接：

第 2 對：插針 1 和 2
第 3 對：插針 3 和 6
第 1 對：插針 4 和 5
第 4 對：插針 7 和 8

接線對的相位必須正確且必須遵照接線規範 EIA 568-B (Cat5e)。

Cat6 和 Cat7 纜線通常僅在插口（母接頭）終接而不是在纜線插頭終接。

Cat6 和 Cat7 僅可用於在牆壁插座或接線板終接的饋送纜線。

類比音訊輸出
XLR3 公接頭

插針 訊號 纜線類型

1 接地

2 x 0.25 mm ，已屏蔽。2 訊號 +

3 訊號 –

類比音訊輸入
XLR3 母接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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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針 訊號 纜線類型

1 接地

2 x 0.25 mm ，已屏蔽。2 訊號 +

3 訊號 –

緊急開關
接線端子

將緊急開關連接到插針 1 和 2。

耳機
3.5 mm 插孔插頭

插針 接頭 功能

1 正極線 訊號左

2 負極線 訊號右

3 輪端 電氣接地/屏蔽

CCU 系統規格
延遲

話筒輸入 到 耳機輸出 5.5毫秒

話筒輸入 到 類比輸出 6.25毫秒

類比位置 到 耳機輸出 7.25毫秒

THD+N
0.2%

數字訊號處理
24 位, 32 千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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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故障間隔時間
>400,000 小時

工作溫度範圍
0℃ (32℉) - 35℃ (95℉)

存儲溫度範圍
−20℃ (−4℉) - 50℃ (122℉)

相對濕度
95% (最大值)

Conference Unit Specifications
極性

震膜上的正壓力能夠在針腳 2 上產生相對針腳 3 的正電壓 (DIS-CCU 輸出)

耳機輸出
雙單聲道 (可驅動立體聲耳機)

網路連線
DCS-LAN

電源組件
DCS-LAN (DIS-CCU, EX6010, PI6000)

電源電壓
48 伏

纜線要求
屏蔽 Cat 5e 或更高等級

NFC 載波頻率
13.56 MHz

天線類型
內部 NFC 回路

NFC 卡相容性
ACOS3 雙介面無接觸式

顏色
黑色

外殼
模鑄塑料, 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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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C615/MXC620
外觀尺寸

75.3 x 154.9 x 170.7 毫米 (3.0 x 6.1 x 6.8 英寸)高度 x 寬度 x 深度

重量

MXC615 770 克 (27.2 安士)

MXC620 790 克 (27.9 安士)

話筒接頭
10 插針鵝頸式, 非平衡

插針分配
專有 Shure 插針設定

螢幕類型
OLED

螢幕尺寸
19.37 x 7.86 毫米 (0.76 x 0.31 英寸)

顯示器解析度
96 x 39 (125 PPI)

功率消耗

MXC615 (一般) 1.8 W

MXC615 (最大) 2.8 W

MXC620 (一般) 1.9 W

MXC620 (最大) 3.8 W

音訊輸入

標稱輸入電平
−60 dBV

最大音訊輸入電平

話筒 −1.5 dBV 在 1% THD 下

頭戴式耳麥 −5.5 dBV 在 1% THD 下

前置放大器等效輸入噪聲 (EIN)
−115.8 dBV

音頻響應
20 赫茲 - 16 千赫 (+0.5/-10 dB)



Shure Incorporated

66/77

THD+N
話筒輸入 0.04%

耳機輸入 0.07%

動態範圍

話筒輸入 , 未加權 110 dB

話筒輸入 , A-加權 112 dB

耳機輸入 , 未加權 92 dB

耳機輸入 , A-加權 94 dB

輸入阻抗

話筒 26 kΩ

頭戴式耳麥 2.2 kΩ

音訊輸出

標稱輸出電平
70 分貝聲壓級 0.5 m 時

最大音頻輸出電平

揚聲器輸出 82 分貝聲壓級 0.5 m 時

耳機輸出 1.7 dBV

音頻響應

揚聲器輸出 200 赫茲 - 16 千赫 (+0.5/-10 dB)

耳機輸出 110 赫茲 - 16 千赫 (+0.5/-3 dB)

THD+N
揚聲器輸出 <1%

耳機輸出 <0.2%

動態範圍

揚聲器輸出 , 未加權 88 dB

揚聲器輸出 , A-加權 90 dB

耳機輸出 , 未加權 91 dB

耳機輸出 , A-加權 93 dB

負載阻抗
>8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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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C630
外觀尺寸

74 x 268 x 153 毫米 (2.9 x 10.6 x 6.0 英寸) 高度 x 寬度 x 深度

重量
1020 克 (36.0 安士)

話筒接頭
10 插針鵝頸式, 非平衡

插針分配
專有 Shure 插針設定

螢幕類型
OLED

螢幕尺寸
19.37 x 7.86 毫米 (0.76 x 0.31 英寸)

顯示器解析度
96 x 39 (125 PPI)

功率消耗

一般 1.9 W

最大 4.1 W

音訊輸入

標稱輸入電平
−60 dBV

最大音訊輸入電平

話筒 −1.5 dBV 在 1% THD 下

頭戴式耳麥 −5.5 dBV 在 1% THD 下

前置放大器等效輸入噪聲 (EIN)
−115.8 dBV

音頻響應
20 赫茲 - 16 千赫 (+0.5/-10 dB)

THD+N
話筒輸入 0.04%

耳機輸入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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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範圍

話筒輸入 , 未加權 110 dB

話筒輸入 , A-加權 112 dB

耳機輸入 , 未加權 92 dB

耳機輸入 , A-加權 94 dB

輸入阻抗

話筒 26 kΩ

頭戴式耳麥 2.2 kΩ

音訊輸出

標稱輸出電平
70 分貝聲壓級 0.5 m 時

最大音頻輸出電平

揚聲器輸出 82 分貝聲壓級 0.5 m 時

耳機輸出 1.7 dBV

音頻響應

揚聲器輸出 200 赫茲 - 16 千赫 (+0.5/-10 dB)

耳機輸出 110 赫茲 - 16 千赫 (+0.5/-3 dB)

THD+N
揚聲器輸出 <1%

耳機輸出 <0.2%

動態範圍

揚聲器輸出 , 未加權 88 dB

揚聲器輸出 , A-加權 90 dB

耳機輸出 , 未加權 91 dB

耳機輸出 , A-加權 93 dB

負載阻抗
>8 Ω

MXC640
外觀尺寸

74 x 268 x 153 毫米 (2.9 x 10.6 x 6.0 英寸)

重量
1080 克 (38.1 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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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筒接頭
10 插針鵝頸式, 非平衡

插針分配
專有 Shure 插針設定

螢幕類型
帶電容式觸控式螢幕的彩色 TFT LCD

螢幕尺寸
109.2 毫米 (4.3 英寸)

顯示器解析度
480 x 272 (128 PPI)

功率消耗

一般 2.8 W

最大 4.8W

音訊輸入

標稱輸入電平
−60 dBV

最大音訊輸入電平

話筒 −1.5 dBV 在 1% THD 下

頭戴式耳麥 −5.5 dBV 在 1% THD 下

前置放大器等效輸入噪聲 (EIN)
−115.8 dBV

音頻響應
20 赫茲 - 16 千赫 (+0.5/-10 dB)

THD+N
話筒輸入 0.04%

耳機輸入 0.07%

動態範圍

話筒輸入 , 未加權 110 dB

話筒輸入 , A-加權 112 dB

耳機輸入 , 未加權 92 dB

耳機輸入 , A-加權 94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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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阻抗

話筒 26 kΩ

頭戴式耳麥 2.2 kΩ

音訊輸出

標稱輸出電平
70 分貝聲壓級 0.5 m 時

最大音頻輸出電平

揚聲器輸出 82 分貝聲壓級 0.5 m 時

耳機輸出 1.7 dBV

音頻響應

揚聲器輸出 200 赫茲 - 16 千赫 (+0.5/-10 dB)

耳機輸出 110 赫茲 - 16 千赫 (+0.5/-3 dB)

THD+N
揚聲器輸出 <1%

耳機輸出 <0.2%

動態範圍

揚聲器輸出 , 未加權 88 dB

揚聲器輸出 , A-加權 90 dB

耳機輸出 , 未加權 91 dB

耳機輸出 , A-加權 93 dB

負載阻抗
>8 Ω

MXC605
外觀尺寸

71 x 128 x 146 毫米 (2.8 x 5.0 x 5.75英寸) 高度 x 寬度 x 深度

重量
500 克 (17.64安士)

話筒接頭
3-插針 XLR

功率消耗

一般 1.8W

最大 2.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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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訊輸入

最大音訊輸入電平
−1.5 dBV 在 1% THD 下

音頻響應
150 赫茲 - 15 千赫 (±3 dB)

THD+N
0.1%

動態範圍
105 dB (A-加權)

輸入阻抗
4 kΩ

音訊輸出

標稱輸出電平 (揚聲器輸出)
70 分貝聲壓級 0.5 m 時

最大音頻輸出電平 (耳機輸出)
70 分貝聲壓級 0.5 m 時

音頻響應

耳機輸出 150 赫茲 - 15 千赫 (±3 dB)

揚聲器輸出 200 赫茲 - 16 千赫 (±3 dB)

動態範圍
95 dB

負載阻抗
>8 Ω

MXC620-F/MXC630-F
外觀尺寸

90 x 235 x 72 毫米 (3.543 x 9.252 x 2.835 英寸) 高度 x 寬度 x 深度

重量
1160 克 (40.9 安士)

話筒接頭
10 插針鵝頸式, 非平衡

插針分配
專有 Shure 插針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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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幕類型
OLED

螢幕尺寸
19.37 x 7.86 毫米 (0.76 x 0.31 英寸)

顯示器解析度
96 x 39 (125 PPI)

功率消耗

一般 1.9 W

最大 3.6 W

音訊輸入

標稱輸入電平
−60 dBV

最大音訊輸入電平

話筒 −1.5 dBV 在 1% THD 下

頭戴式耳麥 −5.5 dBV 在 1% THD 下

前置放大器等效輸入噪聲 (EIN)
−115.8 dBV

音頻響應
20 赫茲 - 16 千赫 (+0.5/-10 dB)

THD+N
話筒輸入 0.04%

耳機輸入 0.07%

動態範圍

話筒輸入 , 未加權 110 dB

話筒輸入 , A-加權 112 dB

耳機輸入 , 未加權 92 dB

耳機輸入 , A-加權 94 dB

輸入阻抗

話筒 26 kΩ

頭戴式耳麥 2.2 kΩ

音訊輸出

標稱輸出電平
70 分貝聲壓級 0.5 m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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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音頻輸出電平

揚聲器輸出 82 分貝聲壓級 0.5 m 時

耳機輸出 1.7 dBV

音頻響應

揚聲器輸出 200 赫茲 - 16 千赫 (+0.5/-10 dB)

耳機輸出 110 赫茲 - 16 千赫 (+0.5/-3 dB)

THD+N
揚聲器輸出 <1%

耳機輸出 <0.2%

動態範圍

揚聲器輸出 , 未加權 88 dB

揚聲器輸出 , A-加權 90 dB

耳機輸出 , 未加權 91 dB

耳機輸出 , A-加權 93 dB

負載阻抗
>8 Ω

MXC605-F
外觀尺寸

底座 50 x 50 x 106 毫米 (1.97 x 1.97 x 4.17英寸) 高度 x 寬度 x 深度

MXC605-FS 前板 12 x 73 x 63 毫米 (0.47 x 2.87 x 2.48英寸) 高度 x 寬度 x 深度

MXC605-FL 前板 12 x 152 x 63 毫米 (0.47 x 5.98 x 2.48英寸) 高度 x 寬度 x 深度

MXC605-LS 44 x 108 x 78 毫米 (1.73 x 4.25 x 3.07英寸) 高度 x 寬度 x 深度

重量

底座 188 克 (6.63安士)

MXC605-FS 前板 38 克 (1.34安士)

MXC605-FL 前板 79 克 (2.79安士)

MXC605-LS 260 克 (9.17安士)

話筒接頭
3-插針 XLR

功率消耗

一般 1.8W

最大 2.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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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訊輸入

最大音訊輸入電平
−1.5 dBV 在 1% THD 下

音頻響應
150 赫茲 - 15 千赫 (±3 dB)

THD+N
0.1%

動態範圍
105 dB (A-加權)

輸入阻抗
4 kΩ

音訊輸出

標稱輸出電平 (揚聲器輸出)
70 分貝聲壓級 0.5 m 時

最大音頻輸出電平 (耳機輸出)
70 分貝聲壓級 0.5 m 時

音頻響應

耳機輸出 150 赫茲 - 15 千赫 (±3 dB)

揚聲器輸出 200 赫茲 - 16 千赫 (±3 dB)

動態範圍
95 dB

負載阻抗
>8 Ω

MXCMIU

MXCMIU
外觀尺寸

MXCMIU 40 x 140 x 78 毫米 (1.6 x 5.5 x 3.1 英寸) 高度 x 寬度 x 深度

MXCMIU-FS 39 x 90 x 90 毫米 (1.5 x 3.5 x 3.5 英寸) 高度 x 寬度 x 深度

MXCMIU-FL 39 x 160 x 90 毫米 (1.5 x 6.3 x 3.5 英寸) 高度 x 寬度 x 深度

重量

MXCMIU 400 克 (14.1 安士)

MXCMIU-FS 360 克 (12.7 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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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CMIU-FL 670 克 (23.6 安士)

功率消耗

MXCMIU (一般) 1.8 W

MXCMIU (最大) 2.0 W

MXCMIU-FS (一般) 0.1 W

MXCMIU-FS (最大) 0.6 W

MXCMIU-FL (一般) 0.1 W

MXCMIU-FL (最大) 0.9 W

MXCMIU Connection to MXCMIU-FS / MXCMIU-FL
19 插針互連, x2

最大線纜長度
5米

XLR 輸入 類型
3-插針 XLR , 平衡

插針分配
1 = 接地，2 = 音訊 +，3 = 音訊 −−

接地斷開

左 已接地

右 未接地

音訊輸入

標稱輸入電平
−60 dBV

最大音訊輸入電平

話筒 −1.5 dBV 在 1% THD 下

頭戴式耳麥 −5.5 dBV 在 1% THD 下

XLR 輸入 , 衰減關閉 -21.1 dBV

XLR 輸入 , 衰減開啟 21.7 dBV

前置放大器等效輸入噪聲 (EIN)
−115.8 dBV

音頻響應

話筒 / 頭戴式耳麥 20 赫茲 - 16 千赫 (+0.5/-10 dB)

XLR 輸入 50 赫茲 - 14.3 千赫 (+0.5/-3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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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D+N
話筒輸入 0.04%

耳機輸入 0.07%

XLR 輸入 0.07%

動態範圍

話筒輸入 , 未加權 110 dB

話筒輸入 , A-加權 112 dB

耳機輸入 , 未加權 92 dB

耳機輸入 , A-加權 94 dB

XLR 輸入 , 衰減關閉 , 未加權 89.5 dB

XLR 輸入 , 衰減關閉 , A-加權 91 dB

XLR 輸入 , 衰減開啟 , 未加權 115 dB

XLR 輸入 , 衰減開啟 , A-加權 116 dB

輸入阻抗

話筒 26 kΩ

頭戴式耳麥 2.2 kΩ

XLR 輸入 17 kΩ 1 千赫下

音訊輸出

標稱輸出電平
70 分貝聲壓級 0.5 m 時

最大音頻輸出電平

揚聲器輸出 82 分貝聲壓級 0.5 m 時

耳機輸出 1.7 dBV

音頻響應

揚聲器輸出 200 赫茲 - 16 千赫 (+0.5/-10 dB)

耳機輸出 110 赫茲 - 16 千赫 (+0.5/-3 dB)

THD+N
揚聲器輸出 <1%

耳機輸出 <0.2%

動態範圍

揚聲器輸出 , 未加權 88 dB

揚聲器輸出 , A-加權 90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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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機輸出 , 未加權 91 dB

耳機輸出 , A-加權 93 dB

負載阻抗
>8 Ω

清潔
為了使機箱保持原狀，請定期使用軟布將機箱擦拭乾淨。可使用一塊布沾上一點溫和洗潔液來清除頑固污漬。切勿使用稀釋劑或

磨砂清潔劑等有機溶劑，否則會損壞機箱。

重新包裝
請將原始裝運箱及包裝材料保存好，它們可能用於裝運本設備。為了提供最大限度的保護，請按照設備最初出廠時的包裝方式重

新包裝本設備。

保固
本裝置針對材料或工藝上的缺陷提供 24 個月的保固。

認證
本產品符合所有相關歐盟法規的基本要求，並且允許使用 CE 標誌。

EAC 聲明：本產品符合俄國法規以及 EAC 標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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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hure.com/europe/compliance
http://www.shure.com/europe/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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