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N5-C
Microflex™ 聯網吊裝式揚聲器

Shure MXN5-C loudspeaker user guide. Learn how to install and control this PoE-powered ceiling loudspeaker. Control it with other Shure
devices in Desi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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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N5-C
Microflex™ 聯網吊裝式揚聲器
重要安全事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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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在雷電天氣或長時間不使用時，應拔下設備的插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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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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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電源插頭或電器轉接頭應保持在隨時可用的狀態。
17. 本裝置的空氣噪聲不超過 70dB (A)。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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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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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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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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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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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說明
Shure MXN5-C Microflex 聯網吊裝式揚聲器提供高品質講演重現，適用於 A/V 會議應用場景。藉由經過優化的小尺寸設計，
MXN5 可輕鬆地在吊頂環境中安裝，並透過 Dante 音訊網路通訊協定與其他具有 PoE 功能的 Shure 聯網音訊裝置無縫整合。

特性
揚聲器技術要素
•
•
•
•
•
•
•

預調頻率響應針對 A/V 會議應用場景中的語音清晰度進行優化
小尺寸淺口式設計與大部分吊頂安裝相容
雙向驅動系統，帶 5.25 英吋低音單元
具有 PoE/PoE+ 功能，無需使用外置放大器
整合了 Shure DSP 公用程式：EQ、延遲、限幅器、訊號/音調生成器
2 個 Dante輸入和 1 個 Dante 輸出
與 AES67 相容

基於軟體的設定和控制
• 藉由 Shure Designer System Configuration 軟體輕鬆進行設定和配置
• 藉由 SystemOn Audio Asset Management 軟體進行遠端管理和故障排除
• Shure 網路音訊加密
簡潔的設計要素
•
•
•
•
•

美學設計巧妙融入吊頂環境
可拆卸式磁性可塗漆網罩無縫遮蓋整個揚聲器
可拆卸式 Shure 標誌
UL 2043 阻燃額定值
瓦式橋附件，可快速輕鬆地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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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N5-C 揚聲器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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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0.
11.
12.

瓦式橋（不隨附）
軟管夾
蓋板
輔助連接點
安裝臂
網罩安全約束裝置（尼龍 6/6）
網罩
網路連接埠
◦ 網路速度 LED 燈（琥珀色）:
滅 = 10/100 Mbps
亮 = 1 Gbps
◦ 網路狀態 LED 燈（綠色）:
滅 = 無網路連結
亮 = 已建立網路連結
閃爍 = 網路連結活動
安裝臂螺釘
用於網罩安全約束裝置的立柱
電源 LED 燈
重設按鈕

包裝內容
• Loudspeaker
• Magnetic grille with removable Shure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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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ible conduit clamp
• Cover plate

安裝吊裝式揚聲器
對於吊頂板安裝，請使用瓦式橋附件支撐揚聲器的重量。如果材料可以安全地支撐揚聲器的重量，您可以在其他類型的吊頂中安
裝揚聲器。
要安裝，您需要：
•
•
•
•
•
•

美工刀或用於在吊頂板開洞的其他工具
屏蔽式 Cat5e（或更高標準）乙太網纜線
螺絲刀或鑽子
用於輔助連接點的編織金屬纜繩或其他高強度鋼絲（不隨附）
用於吊頂板安裝的瓦式橋（不隨附）
用於其他吊頂類型的預構造支架（不隨附）

吊頂板
1. 使用揚聲器包裝內容或瓦式橋在板材中標記一個挖剪口。
2. 使用切割工具在板材中挖一個 266 毫米（10.5 英吋）的洞。
3. 在板材上使用瓦式橋重新安裝吊頂板。

4. 請遵照以下步驟連接揚聲器。
所有其他吊頂
1. 在未裝飾的吊頂中，使用釘子或螺釘將預構造支架固定到吊頂龍骨上。在龍骨上方安裝 Cat5e 纜線。完成吊頂所需的任
何裝飾作業。
預構造支架可幫助分散吊頂上的揚聲器重量。
2. 使用揚聲器包裝內容在吊頂材料中標記一個挖剪口。
3. 在吊頂材料中挖一個 266 毫米（10.5 英吋）的洞。
4. 請遵照以下步驟連接揚聲器。
連接揚聲器
1. 將 Cat5e 纜線連接到揚聲器。如果需要導管，沿導管進行 Cat5e 纜線走線，並將其連接到揚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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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螺絲刀連接蓋板。如果使用導管，將導管連接器推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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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纜線連接到揚聲器的輔助連接點和吊頂上的連接點。此纜線可為安裝提供額外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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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揚聲器置於安裝孔中。擰緊揚聲器每一側的螺釘，直到每個安裝臂完全展開以固定揚聲器。請勿過度擰緊螺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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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滑動以將網罩安全約束裝置連接到揚聲器的立柱上。請勿透過擰松螺釘來連接約束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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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將磁性網罩連接至揚聲器。Shure 標誌也是磁性的，因此在有需要的情況，您可以調整其位置或移除它。

連接電源
Shure 建議使用乙太網路供電 Plus (PoE+) 為此裝置供電。乙太網路供電 (PoE) 也可為此裝置供電，但會導致音量較低。
使用以下選項之一提供 PoE+：
• 帶 PoE+ 的網路交換器
• PoE+ 載入程式裝置
PoE/PoE+ 訊號源還必須是十億位元裝置。

重設按鈕
要使用重設按鈕，請移除網罩。
有 2 個硬體重設選項：

網路重設（按住按鈕 4-8 秒鐘）
將所有 Shure 控制和音訊網路 IP 設定重設為工廠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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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工廠重設（按住按鈕超過 8 秒鐘）
將所有網路和 Designer 設定重設為工廠預設值。

電源 LED 燈行為
LED 行為

裝置狀態

綠燈常亮，然後熄滅

裝置電源開啟

綠燈閃爍 30 秒

裝置識別

4 秒後綠燈閃爍

網路重設

4 秒後綠燈閃爍，8 秒後綠燈常亮

完全出廠重設

紅色

錯誤（查看事件記錄獲取詳細資訊）

琥珀色燈常亮

韌體更新正在進行

網罩塗漆
您可以給揚聲器的網罩塗漆，使其與環境相符。要獲得最佳結果，請遵循以下建議：
• 使用專業塗漆公司。
• 從揚聲器上取下網罩後才進行塗漆。
• 在塗漆前移除磁性 Shure 標誌。

透過 Shure Designer 軟體控制裝置
要控制此裝置的設定，請使用 Shure Designer 軟體。藉由 Designer，集成者和系統規劃者可以為使用 MXA 話筒和其他 Shure
聯網裝置的安裝環境設計音訊覆蓋範圍。
要在 Designer 中存取您的裝置：
1.
2.
3.
4.

在與您的裝置連接到同一網路的電腦中下載並安裝 Designer。
開啟 Designer，並在設定中檢查您是否連接到了正確的網路。
按一下 聯機裝置。系統會顯示連線裝置的清單。
要識別裝置，請按一下產品圖示，使裝置上的燈閃爍。在清單中選擇您的裝置，然後按一下 設定 以控制裝置設定。

若要瞭解更多，請至 shure.com/designer。
您還可使用 Shure Web Device Discovery 存取基本裝置設定。Designer 中提供全面控制功能。

SystemOn 相容性
您可使用 Shure SystemOn 軟體監控並管理此裝置。安裝 SystemOn 可以：
• 遠端監控網路上的 Shure 裝置
• 接收有關重大問題的即時警報，例如電池電量低或缺失發射機
• 透過使用者設定檔控制對裝置的存取
若要瞭解更多，請至 sh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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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聲器 Dante 頻道
揚聲器具有 2 個 Dante 輸入頻道和 1 個 Dante 輸出頻道。

使用 Dante 輸入
2 個 Dante 輸入頻道相加後傳送至揚聲器輸出。如果您需要傳送遠端訊號以及設定傳送至揚聲器的音訊，這些輸入頻道很有用。

使用 Dante 輸出
如果您需要將揚聲器訊號傳送至其他揚聲器或 AEC 參考頻道，Dante 輸出很有用。Dante 輸出訊號有 2 個處理選項：
DSP 處理前
傳送 DSP 處理前訊號至 Dante 輸出（DSP 仍套用至揚聲器輸出）。使用此選項傳送訊號至其他揚聲器。此選項可防止 DSP 阻
止互相疊加。
DSP 處理後
傳送 DSP 處理後訊號至 Dante 輸出。使用此選項將揚聲器訊號傳送至 MXA910 上的 AEC 參考頻道。

將訊號路由至揚聲器
要將音訊路由至揚聲器，您可使用 Shure Designer 軟體或 Dante Controller 軟體。
1. 在 Designer 中，建立一個包含所有揚聲器和任何 Dante 音訊源的位置。
◦ 藉助 Shure 的 P300 或 ANI 處理器，可輕鬆管理來自多個來源的 Dante 訊號。
2. 轉至 路由。從音訊源輸出拖放至揚聲器輸入，以建立 Dante 路由。
如果從一個揚聲器將訊號傳送至另一個揚聲器，請使用 DSP 處理前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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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訊號路由至多個揚聲器
在安裝了多個揚聲器的房間中，您可使用 Dante 輸出頻道將訊號從一個揚聲器路由至另一個揚聲器，也可以分別將訊號路由至各
個揚聲器。

分別路由至各個揚聲器
此方法適用場景如下：
• 訊號來自使用 Brooklyn II 晶片的裝置，例如 P300 或者
• 訊號來自使用 Ultimo 晶片的裝置並透過多點傳播傳輸
透過我們的常見問題解答或 Audinate 進一步瞭解 Dante 流。
如果您使用 Shure P300 或其他單播 Dante 流量限制較高的裝置，請使用 Designer 或 Dante Controller 將訊號分別路由至各個
揚聲器。

在揚聲器之間路由訊號
此方法適用場景如下：
• 訊號來自使用 Ultimo 晶片的裝置並透過單點傳播傳輸，例如 Shure ANI
透過我們的常見問題解答或 Audinate 進一步瞭解 Dante 流。
如果您遇到單點傳播 Dante 流量限制，請使用 Dante 輸出頻道從一個揚聲器路由至另一個揚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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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在 Designer 中，將所有揚聲器和您想要路由到的其他裝置放在同一位置。
將訊號路由至第一個揚聲器。
在 Designer 中，開啟第一個揚聲器的設定視窗。
選擇 Dante output signal 功能表中的 Pre-DSP。此選項可防止 DSP 阻止訊號鏈中的互相疊加。
使用 Designer 或 Dante Controller 將訊號從第一個揚聲器路由至下一個揚聲器。對其他各個揚聲器重複此過程。

設定裝置高度和聽眾高度
要準確顯示揚聲器覆蓋範圍，請在 Designer 中設定裝置高度和聽眾高度。
1. 將揚聲器新增到某個位置並轉到[Your location] > Coverage map.
2. 選擇揚聲器並轉到Properties > Position以調整：
◦ 位置網格中的 X/Y 位置
◦ 裝置高度
◦ 聽眾高度
3. 設定裝置高度和聽眾高度以顯示準確的覆蓋範圍資訊。3 個環表示 1 千赫 時為 -3、-6 和 -9 dB。當您調整裝置高度和聽
眾高度以顯示揚聲器覆蓋範圍時，這些環會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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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E 檔案可從 shure.com 獲取。

DSP 設定
參數等化器 (PEQ)
透過使用參數等化器 (PEQ) 調整頻率回應，最大限度地提高揚聲器的音訊品質。
常見等化器應用：
• 改善語音清晰度
• 減少室內的不規則空間
• 調節系統以獲得均勻一致的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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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波段等化器

濾波器類型：
參數：在可自訂的頻率範圍內衰減或增強訊號。
低切：滾降低於所選頻率的音訊訊號。
低頻棚架：衰減或增強低於所選頻率的音訊訊號。
高切：滾降高於所選頻率的音訊訊號。
高頻棚架：衰減或增強高於所選頻率的音訊訊號。

頻率
選擇要減弱/增強的濾波器中心頻率。

增益
調節特定濾波器的電平 (+/- 18 dB)。

Q
調節受到濾波器影響的頻率範圍。此值增加時，頻寬會減小。

寬度
調節受到濾波器影響的頻率範圍。此值以倍頻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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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Q 和寬度參數會以相同方式影響均衡曲線。唯一的差異是值的呈現方式。

延遲
如果在較大區域中安裝揚聲器，您可能需要使用延遲對部分揚聲器進行時間對齊。這樣可確保訊號同時到達房間的所有部分，實
現均勻覆蓋。
Delay range: 0-160 毫秒

限幅器
使用限幅器防止輸出訊號出現削波或失真。要使用限幅器，請為閾值輸入dBFS值。啟用限幅器後，輸出訊號將不會超出閾值。
備註：此揚聲器還具備用於保護硬體的內部安全限幅器。此限幅器僅在輸出訊號達到揚聲器的最大聲壓水平 (SPL) 時才會打開。

訊號產生器
訊號產生器播放 4 種不同的訊號來幫助您微調系統以及平衡聲音電平。當您使用訊號產生器時，Dante 輸入會被繞過。訊號產生
器為前 EQ，因此，可將 EQ 套用至訊號。
0 dB 的增益調整相對 1 米處的 76 分貝聲壓級 而言。
粉紅噪聲
每個倍頻程能量相等。用於檢查電平以及驗證多揚聲器安裝中的覆蓋區域。
白噪聲
每個頻率能量相等。用於檢查電平以及驗證多揚聲器安裝中的覆蓋區域。
正弦波
在選定頻率播放一個音。用於檢查電平、評估梳狀濾波效果以及識別可能的駐波。
掃描
在揚聲器可以再現的每個頻率播放一個音，從最低頻率開始，向上掃描到最高頻率。用於識別可能的安裝問題，例如嘎嘎作
響或嗡嗡作響。

揚聲器靜音
揚聲器擁有多個靜音點，適用於不同場景：
1. Dante 輸入靜音：將選定 Dante 輸入頻道靜音。
2. 裝置靜音：將揚聲器輸出和 Dante 輸出頻道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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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
加密僅在現場模式下的位置級別運行，意味著此位置級別中包含的所有裝置都必須具有這些設定。音訊通過美國政府國家標準技
術研究所 (NIST) 刊物 FIPS-197 規定的「進階加密標準」(AES-256) 進行加密。第三方裝置不支援加密。
若要啟動加密：

1. 在某個位置，按一下位於右上角的
2. 選擇 音訊加密。
3. 選擇 Enable Encryption。

（設定）。

如果之前已啟用加密並且您不再想要加密，則可透過其他選項更新加密金鑰或停用加密。
重要資訊：要讓加密起作用：
• 加密必須在相同位置連接的所有 Shure 裝置上全部啟用或停用。
• AES67 必須在 Dante 控制器中停用，才能開啟或關閉加密。目前不支援 AES67 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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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67
AES67 是網路音訊標準，可在使用不同 IP 音訊技術的硬體元件之間啟用通訊。此 Shure 裝置支援 AES67，可針對現場聲音、
整合安裝和廣播應用提升網路系統內的相容性。
發射或接收 AES67 訊號時，下列資訊十分重要：
• 將 Dante 控制器軟體更新為最新的可用版本，以確保顯示 AES67 設定標籤。
• 開啟或關閉加密之前，必須在 Dante Controller 中停用 AES67。
• 若發射和接收裝置都支援 Dante，則 AES67 無法操作。
Shure 裝置支援：

裝置 2 支援：

AES67 相容性

Dante 和 AES67

Dante 和 AES67

否。必須使用 Dante。

Dante 和 AES67

AES67 不使用 Dante。任何其他音訊
網路通訊協定都可接受。

是

個別的 Dante 和 AES67 流量可同時運作。流量總數由裝置的流量上限來判定。

從 Shure 裝置傳送音訊
所有 AES67 設定皆在 Dante 控制器軟體中管理。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Dante 控制器使用者指南。
1.
2.
3.
4.

在 Dante 控制器中開啟 Shure 發射裝置。
啟用 AES67。
重新開機 Shure 裝置。
根據 Dante Controller 使用者指南中的說明建立 AES67 流。

從使用不同音訊網路通訊協定的裝置接收音訊
第三方裝置：當硬體支援 SAP時，在裝置使用的路由軟體中識別流。否則就要接收 AES67 流，這需要 AES67 工作階段 ID 和 IP
位址。
Shure 裝置：發射裝置必須支援 SAP。在 Dante Controller中，可像任何其他 Dante 裝置一樣路由發射裝置（以 IP 位址顯
示）。

用於 Dante 網路通訊的交換器和纜線建議
交換器和纜線決定音訊網路的性能。使用高品質交換器和纜線可讓您的音訊網路更加可靠。
網路交換器應具備：
•
•
•
•
•

十億位元連接埠：10/100 交換器或許能在小型網路上執行，但十億位元交換器的性能更好。
用於需要供電的任何裝置的乙太網路供電 (PoE) 或 PoE+ 連接埠
用於提供有關連接埠速度、錯誤計數器和所用頻寬的資訊的管理功能
關閉節能乙太網 (EEE) 的功能。EEE（也稱為「綠色乙太網」）可能導致音訊掉頻或時鐘同步問題。
採用嚴格優先順序和 4 個佇列的 Diffserv (DSCP) 服務品質 (QoS)

乙太網纜線應該為：
• Cat5e 或更高標準
• 屏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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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te Flows for Shure Devices
Dante flows get created any time you route audio from one Dante device to another. One Dante flow can contain up to 4 audio
channels. For example: sending all 5 available channels from an MXA310 to another device uses 2 Dante flows, because 1
flow can contain up to 4 channels.
Every Dante device has a specific number of transmit flows and receive flows. The number of flows is determined by Dante
platform capabilities.
Unicast and multicast transmission settings also affect the number of Dante flows a device can send or receive. Using
multicast transmission can help overcome unicast flow limitations.
Shure devices use different Dante platforms:
Dante Platform

Shure Devices Using
Platform

Unicast Transmit Flow
Limit

Unicast Receive Flow Limit

Brooklyn II

ULX-D, SCM820, MXWAPT,
MXWANI, P300, MXCWAPT

32

32

Brooklyn II (without SRAM)

MXA910, MXA710, AD4

16

16

Ultimo/UltimoX

MXA310, ANI4IN, ANI4OUT,
ANIUSB-MATRIX, ANI22,
MXN5-C

2

2

DAL

IntelliMix Room

16

16

Learn more about Dante flows in our FAQs or from Audinate.

EASE 檔案可在線上提供
適用於此裝置的 EASE 檔案可在以下網址中找到：shure.com。

規格
接头类型
RJ45

電源要求
乙太網供電 (PoE) 0 類 或 附加 PoE 類別 4

功率消耗
乙太網供電 (PoE)

12 W 最大值 (11 W 典型)

附加 PoE

24 W 最大值 (23 W 典型)

重量
6.5 磅 (2.95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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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外觀尺寸
12 x 12 x 4 英寸 (304.8 x 304.8 x 101.6 毫米) 高度 x 寬度 x 深度

控制軟體
Shure Designer

高壓額定值
UL 2043 (適合於空氣處理空間)

工作溫度範圍
−6.7°C (20°F) 到 40°C (104°F)

存儲溫度範圍
−29°C (-20°F) 到 74°C (165°F)

頻率響應 (-3 dB)
120 赫茲 到 20 千赫

最大輸出電平
1 米處

乙太網供電 (PoE)

92 分貝聲壓級

附加 PoE

98 分貝聲壓級

覆蓋角度
-6 dB 於 2 千赫

180 度

-6 dB 於 10 千赫

107 度

數字訊號處理
延遲, 限幅器, 訊號產生器, 等化器 (4 波段參數)

延遲
不包括 Dante 延遲

1.5 毫秒

重要產品資訊
此設備用於專業音響場合。
注意：不能將本設備直接連接到公眾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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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ICES-3 (B)/NMB-3 (B)
本 B 類數位設備符合加拿大 ICES-003 標準。
請遵循您所在地的電池、包裝和電子廢棄物回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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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o the user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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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從以下地址獲得“CE 符合性聲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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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shur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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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從舒爾公司或其任何歐洲代表處獲得“歐盟符合性聲明”。 有關聯繫資訊，請存取 www.shure.com

選配附件和替換部件
瓦式橋

A-MXN5-TB

新施工支架

A-MXN5-NCB

磁性格柵和 Shure 標誌

RPMXN5-G

夾套導管

RPMXN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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