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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W   
Microflex  Wireless

概述
简要说明
Shure Microflex Wireless 系列 (MXW) 是用于多功能会议室和董事会议室的一整套话筒解决方案。它具有自动射频通道管理、充

电式加密 (AES256) 无线话筒和 Dante  数字音频网络功能。

MXW 访问接入点 (APT) 安装在天花板或墙壁上，可实现无线话筒和数字音频网络的通信。取决于所在地区，如果在安装时需要

在相同区域使多达 80 个话筒同时工作，则可以采用多个访问接入点。MXW 网络充电座给桌面应用的界面式和鹅颈话筒，以及

手持和腰包式发射机提供充电解决方案，提供给公司培训和演讲使用。利用控制软件对联网的任何计算机进行系统设置、远程监

测和控制。

特性

Shure 的传奇品质

极佳的音质
所有 Microflex 话筒均可捕获清晰自然的语音进行通信，设备采用 CommShield  技术，以避

免用户无线设备（比如手机和平板电脑）产生的无线干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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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式话筒

每个 MXW 话筒均采用充电式锂电池供电，这种电池可以随时充电，无需从话筒中取出。电池

统计特性可以从控制软件中查看（包括电池运行时间、充满时间、充电循环次数和电池容

量）。

低调严谨的专业设计
现代而低调的无线话筒设计，非常优雅地融入各种 AV 环境中。因为无需使用线缆，所以

MXW 大幅降低了杂乱，并且看起来更显专业优雅。

加密
MXW 无线连接通过美国政府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刊物 FIPS-197 规定的“高级加密标

准”(AES-256) 进行加密。

高级网络和控制

数字式音频网络

数字音频可在屏蔽超 5 类（或更高标准）网线组成的标准以太网内传输。通过 Dante 技术

（Audinate ）进行开发，MXW 可提供低延迟、时钟同步和高服务质量 (QoS)，以实现可靠的

语音传输。数字音频可以在 IT 和控制数据的相同网络中安全共存，或者在配置后使用专用网

络。

自动频率协调

MXW 系列采用自动频率协调功能，可快速设置所有话筒，实现可靠和不间断的无线通信。对

于话筒频道分配，只需将其置于相关的充电座中，然后按下 Link（连接）按钮即可将其分配给

单接入点收发器的频道。多接入点收发器可以一起工作，以支持大型装置或可扩展房间。一旦

连接之后，系统会自动扫描可用的 RF 频谱，然后选择最佳品质的 RF 通道。一旦检测到干

扰，话筒将自动切换最佳备份 RF 通道，备份通道是持续进行背景扫描时确定的。

远程控制和监测
Microflex 无线组件和软件兼容 Crestron、AMX 和其他可编程控制器。这些组件与电话会议设

备和数字信号处理器相连。

内置 RF 频谱扫描仪

MXW 无线组件在非授权频谱上传输信号，这种频谱可以与同区域其他无线设备共享，特别是

无线电话和耳机。MXW 接入点可以执行一个 RF 扫描仪的功能，记录平均和峰值 RF 干扰情

况。该数据可以对扫描区内安全工作的 MXW 频道数进行准确估计。

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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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W 无线系统

① 无线话筒

② 系统处理器和无线收发器

③ 话筒连接和充电站

④ 带千兆网络交换机的模拟输出设备

⑤ 屏蔽 Cat5e 电缆（未包含在内）

MXW 系统的组件

话筒发射机
MXW 话筒将加密的无线音频信号传输至接入点。一共有四种话筒：

混合腰包式 (MXW1)
腰包式固定在腰带或背带上，实现无需手持的移动通信。其特点是可以作为 TQG 输入（领夹

式话筒连接），以及具有集成式全向型话筒。

手持型 (MXW2)
手持型可以使发言者利用传统的 Shure SM58、SM86、BETA58 和 VP68 话筒拾音头进行通

信。

界面式 (MXW6/C, MXW6/O) 界面式发射机放在台桌或书桌上传输语音，同时又低调地融入会议环境中。

桌面鹅颈座式 (MXW8) 鹅颈座式兼容 5、10 和 15 英寸的 Microflex 鹅颈式话筒。

MXW1、MXW6 和 MXW8 话筒含有一个用于监听语音的耳机输出，比如翻译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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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接入点收发器（MXWAPT2、MXWAPT4、MXWAPT8）
访问接入点收发器（2、4 和 8 通道装置）安装在墙壁或天花板上，管理加密的无线话筒语音连接。收发器作为一个系统枢纽，可

以传输无线话筒和同网络其他 Dante 设备之间的数字音频信息。

音频网络接口 (MXWANI4, MXWANI8)
音频网络接口（4 和 8 通道）是一种向 MXW 系统提供模拟音频输入和输出的 Dante 网络设备。它设有一个 4 端口的千兆以太网

交换机，可以连接一个 MXW 接入点、一台计算机和最多两个 MXW 网络充电座。

网络充电座（MXWNCS2、MXWNCS4、MXWNCS8）
网络充电座（2、4 和 8 插槽类别）可以同时给多个 MXW 话筒充电。此外还可以连接话筒和访问接入点通道，并接入控制软件

的统计电池信息。

注：MXWNCS2 与 MXW8 鹅颈管话筒不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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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MXW 控制软件
MXW 控制软件提供综合的远程控制，包括按键设置、监控和管理功能。

系统设计和技术

音频频道技术概述
MXW 系统结合了舒尔传统音频品质和高级数字网络技术。下面概述了音频频道：

无线音频
MXW 发射机将语音转变成数字信号，然后以无线方式传输至访问接入点。

智能和自动的无线音频管理，采用数位增强无线电话系统 (DECT) 框架

与大部分 DECT 系统相比，自定义 RF 设计可以产生较高的音频品质和较少的杂音

数字音频网络
访问接入点从话筒处接收无线音频信号，然后分配给音频网络接口。

低杂音、严格的时钟同步和高服务质量 (QoS) 可以产生可靠的音频传输。

数字音频通过以太网电缆和标准 IP 设备进行传输。

音频可以在 IT 和控制数据的相同网络中安全共存，或者在配置后使用专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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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音频
音频网络接口将各个通道的网络音频转变成模拟输出。

向调音台、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 或电话会议设备发送模拟音频。

形成组和连接话筒
一旦所有 MXW 组件接入网络之后，就可以关联控制软件 Configuration（配置）选项卡中的 组。每个接入点可以和一个或两个

充电器（用于连接话筒）以及一个或两个音频输出设备（用于将音频路由至模拟输出端）构成一个关联组。然后可以将话筒置于

充电器中，并连接至接入点通道。

每个组通过一个接入点进行管理。话筒与接入点的通道相连，而不是用于连接话筒的充电器。此种关系一直持续到重新连接话筒

或重置接入点。

配置：管理多个分组
配置可以使多个组共享相同的首选项和全局控制。在将其他组添加到 Configuration（配置）页面后，即在配置的所有设备之间建

立了联系。新组将具有此种配置的设置。

对于多房间设置等专门应用，可以创建多个配置，分别控制各个组件组。

可能需要固件更新
Shure 定期更新设备固件，以添加功能，并提升系统性能。系统中的所有设备必须操作相同的固件版本，以实现完整功能。

如果您的系统未正确运行，从 Shure 网站 (https://www.shure.com/firmware) 下载相应的应用程序并将设备的固件更新到最新版

本。如需更多帮助，请联系 Shure 支持部门。

硬件说明
音频网络接口 (ANI)

前面板

① 输入通道

将模拟线路或辅助设备电平信号添加至数字网络。当设备和 MXW 组关联之后，输入信息自动被路由至相连的话筒通道（输

入 A 路由至通道 1-4；输入 B 路由至 5-8）。

② 输出通道

将数字网络音频转变为各个通道模拟输出。当与 MXW 组关联之后，接入点通道自动路由至 ANI 输出。

③ 频道选择器

选择一个通道，执行以下功能：

https://www.shure.com/firmware
https://www.shure.com/en-US/support
https://www.shure.com/en-US/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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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操作 功能

按一下

监听耳机将监听所在的通道

显示并调节通道输出电平和衰减

监控电平表上的输出信号

按下并保持（3 秒） 使通道静音/取消静音。静音通过静音 LED 进行指示。

④ 选定通道指示灯

选择通道时点亮。

⑤ 信号强度指示灯（sig/clip）
显示各通道音频信号强度：

绿色 = 正常

琥珀色 = 强
红色 = 削波（为了避免削波，需降低音频源的信号电平）

⑥ 静音指示灯

通道输出静音时显示红色（保持通道选择按钮 3 秒钟）。静音通道仍然路由到HEADPHONE插孔，用于监听或故障排除。

⑦ 输入电平选择器

将选定通道设置为线路或辅助设备电平以匹配输入信号。

⑧ 输出电平选择器

将选定通道设置为与连接设备匹配的输出电平：

线路：+4 dBu
辅助：-10 dBV
话筒：-30 dBV

⑨ 输出衰减控制

使用向上/向下按钮将通道输出从 0 dB（无衰减）降低至 -24 dB，每次降低 1 dB；然后从 -24 dB 降低至 -78 dB，每次降低 3 
dB。

⑩ 电平表

显示选定通道的音频电平，单位为 dBFS。将输出表上的 -18 dBFS 用作模拟表上 0 VU 的近似值是一个好办法。

⑪ 硬件状态 LED
显示应急状态：

LED 指示灯 颜色 状态

功率 绿色 设备电源已打开。

以太网 绿色 连接以太网设备。

网络音频 绿色 所有已连接的接收频道都工作正常（正常接收数字音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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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ED 指示灯 颜色 状态

绿色闪烁
一个或多个已连接的接收频道遇到预订错误或者无法解析（发射设备关闭、断开或已

被重新命名，或者网络设置不正确）。

关闭 没有连接的接收频道（没有建立路由）。

锁定 红色 锁定前面板增益和静音控制。如果硬件锁定，指示灯将在按钮按下时闪烁。

⑫ 耳机音量旋钮

调整耳机的输出音量。

⑬ 耳机输出

1/4" (6.35 mm) 输出插孔，用于监控数字音频网络的输入输出音频。

注意：音频仅在设备与数字音频网络相连时出现。

背板

① AC 电源

IEC 接头，100 - 240 伏交流。

② 电源开关

打开或关闭设备电源。

③ 输出块接头 (1-8)
三针脚低电压差动接头，为每个通道提供线路、辅助设备或话筒电平模拟输出。

④ 机柜接地 (1-8)
用于直接将电缆屏蔽层通过机柜接地线。

⑤ 输入块接头 (A,B)
三针脚低电压差动输入接头，可以将线路或辅助设备电平模拟信号添加至数字网络。

注意：该输入用于实现平衡连接。如果采用非平衡音源，比如 IPOD 或 MP3 播放器，则只能使用输入输出块接头的针脚 1（信号）和 3（接地）。请参见规格章

节的接线图。

⑥ 复位按钮

按下并保持按钮五秒钟，以工厂默认设置重启设备。

⑦ 以太网状态 LED（绿色）

灭 = 无网络连接

亮 = 已建立网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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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闪烁 = 网络连接已激活

⑧ 以太网连接速度 LED（琥珀色）

灭 = 10/100 Mbps
亮 = 1 Gbps（这是数字音频路由所需的网速）

⑨ 网络接口

四端口千兆交换机，将一个 MXW 组的组件连接在一起，或多个设备连接至一个更大的数字音频网络。以下为各个端口的说

明：

端口 说明

端口 1 (PoE) 为舒尔接入点提供以太网供电 (PoE)，用作标准千兆端口。

端口 2 和 3 标准千兆端口可以连接其他 MXW 网络、附加 MXWANI、一个 MXWNCS 充电站或外部控制系统。

端口 4（级联）

普通模式（默认）：该端口功能和端口 2 及 3 相同。

级联模式：仅传输控制数据。该模式会阻塞网络音频和 Shure Web Discovery Application、Dante 
Controller 和 Dante Virtual Soundcard 数据。

访问接入点收发器 (APT)
访问接入点收发器是音频信号流的枢纽，可以管理该组各个话筒的 RF 稳定性。APT 可执行以下功能：

接收并加密该组话筒的无线音频信号

将音频信号输送至数字音频网络和音频网络接口(ANI)
发送和接收组件、MXW 控制软件和第三方控制器之间的控制信息（比如增益调节和连接设置）。

将加密的音频信号传输至话筒的耳机输出端，以监听翻译音频或其他外部源。

型号类别

MXWAPT8 八通道收发器

MXWAPT4 四通道收发器

MXWAPT2 双通道收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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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① 电源 LED
显示绿色表示存在以太网供电 (PoE)。

② 网络音频 LED

颜色 状态

绿色 所有路由接收通道正常（接收数字音频符合预期）。

绿色闪烁

一个或多个已连接的接收频道遇到预订错误或者无法解析（发射设备关闭、断开或已被重新命名，或

者网络设置不正确）。

接收控制软件的识别信号（与连接状态 LED 同时闪烁）。

设备正在执行频谱扫描（与连接状态 LED 交替闪烁）。

时钟同步问题。

关 没有连接的接收频道（没有建立路由）。

注意：网络音频状态可以利用 Dante Controller 软件进行严密监控。

③ 话筒连接状态 LED

颜色 状态

绿色 ≥1 个话筒连接并加电，处于“激活”、“静音”或“待机”状态。

关 ≥1 话筒连接但已断电，或在非网络充电器中。

红色 无话筒连接。

红色闪烁
接收控制软件的识别信号（与网络音频 LED 同时闪烁）。

设备正在执行频谱扫描（与网络音频 LED 交替闪烁）。

④ 重置按钮

按下并保持重置按钮 10 秒钟，将 MXW 系统重置为工厂默认设置。

注：重置会删除分组相关性和话筒连接，然后在 DHCP 模式下重启设备。

⑤ 以太网端口

用一条屏蔽超 5 类（或更高等级）电缆连接以太网供电电源和网络。

⑥ 以太网状态 LED（绿色）

灭 = 无网络连接

亮 = 已建立网络连接

闪烁 = 网络连接已激活

⑦ 以太网连接速度 LED（琥珀色）

灭 = 10/100 Mbps
亮 = 1 Gbps（这是 MXW 正常发挥功能所需的网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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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电缆路由路径

提供以太网电缆路径，以便于装入天花板或墙壁中。

指向性天线
访问接入点含有多条指向性天线，以提供稳定可靠的话筒无线通信。以心形图样形式发送和接收 RF 信号（设备表面灵敏度最

强）。始终保持该面对准话筒覆盖面积。

心形射频指向性图样

网络充电座 (NCS)
MXW 网络充电站可以从一个位置对电池充电并连接通道。在充电座和某个组关联之后，其通道插槽被映射至接入点音频通道。

然后可以将话筒置于插槽中，以连接这些通道。

任何话筒均可在网络充电座中充电，不管分组相关性或网络连接如何。

小心：在按下相关充电座的 Link（连接）按钮之后，充电座的所有话筒将会被映射至接入点的相应通道。这会重写这些通道之前

连接的话筒。

型号变化

MXWNCS8
容纳八个界面、腰包或手持型话筒

或四个鹅颈座话筒

MXWNCS4
容纳四个界面、腰包或手持型话筒

或两个鹅颈座话筒

MXWNCS2
容纳两个界面、腰包或手持型话筒。

本充电座不支持 MXW8 鹅颈座式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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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① 充电插槽（A 型 USB 3.0）
充电并连接话筒，将其连接到充电座的 USB 插槽中。在充电座和某个组关联之后，插槽被映射至接入点通道（详情可参

见“音频通道分配”）。

注意：任何话筒均可在充电座中充电，不管分组相关性或网络连接如何。

② 电源指示灯

设备加电时亮起。

③ 话筒连接指示灯

显示连接程序的状态：

颜色 指示灯

关闭（默认） 还没有开始连接。

绿色闪烁 连接程序正在执行中。

绿色 话筒已成功连接至相应通道。

红色 连接程序不成功（RF 问题、网络故障或话筒在程序执行期间被移除）

琥珀色 由于充电站没有和某个组关联，导致连接程序无法启动。

红色闪烁 连接程序已被控制软件锁定。

蓝色 充电座处于高效模式。

④ 话筒连接按钮

按下并保持 6 秒钟，将充电座中的所有话筒连接至相关接入点收发座的通道。

在充电座通电的第一分钟内，连续三次按下并松开“连接”按钮可将充电座置于高效模式。您必须重新启动充电座，才能恢复到

标准充电模式。

⑤ 电池状态 LED
监控所连话筒的充电状态，充电增量为：<10、10、25、50、75、100%（更多详情可参见“电池”）。此外，这五个 LED 会在

话筒成功连接至通道之后闪烁几秒钟。

⑥ 锁定式直流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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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将 PS60 电源固定在充电站输入插口上。

⑦ 电源开关

打开或关闭设备电源。

⑧ 以太网端口

利用以太网电缆，通过 MXW 音频网络接口或交换机连接至 MXW 系统网络。

⑨ 以太网状态 LED（绿色）

灭 = 无网络连接。

亮 = 已建立网络连接。

闪烁 = 网络连接已激活。

⑩ 以太网连接速度 LED（琥珀色）

灭 = 10 Mbps
亮 = 100 Mbps

话筒的连接
将话筒置于充电器中，使其连接其中一个通道插槽。顶部通道设有两个 USB 端口，以连接不同类型的话筒。请勿尝试同时连接

两个 USB 端口。

注意：2 通道充电站不支持鹅颈管话筒。

手持、界面和腰包式：使用凹舱中的主用垂直插槽。

鹅颈座式：使用顶行的水平接头。

相同通道的不同接头

话筒发射机

说明

① 电源按钮

MXW6、MXW8：按下专用电源按钮并保持三秒钟，接通或切断发射机电源。

MXW1、MXW2：按下 Mute/Active（静音/激活）并保持按钮五秒钟，接通或切断发射机电源。

② 静音/激活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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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将音频状态从“激活”改为“静音”，或从“静音”改为“激活”状态。各个发射机类型的按钮行为可以单独设置，与 Preferences（首

选项）选项卡无关。以下为各个设置的功能的说明：

切换：按下并释放按钮，将状态改为“激活”或“静音”。
按下说话：按住按钮使音频通过。

按下静音：按住按钮使音频静音。

已禁用：该按钮不影响音频。

③ 状态 LED
显示发射机状态。“静音”和“激活”颜色指示灯可以在 Preferences（首选项）选项卡中进行自定义。除了鹅颈光环型 (MX405R/
410R/415R)，MXW 发射机的默认 LED 行为可参见状态 LED 表。

④ 低电量 LED（仅鹅颈和界面式）

颜色 状态

关 >5% 电池剩余运行时间

稳定红色 <5% 电池剩余运行时间

⑤ 耳机插孔

1/8" (3.5 mm) 插孔，可监测回路通道信号，比如翻译音频。该音频自动从音频网络接口输入端进行路由（输入 A 路由至通道

1-4；输入 B 路由至 5-8）。

注意：MXW2 手持型发射机无此功能。

⑥ 充电接头（A 型 USB 3.0）
连接至 NCS 充电器插槽或 USB 充电器。

⑦ 手持式话筒拾音头

MXW2 发射机兼容以下拾音头类型：SM58、Beta 58、SM86、VP68。

⑧ 鹅颈式话筒

鹅颈座式兼容 5、10 和 15 英寸的 Microflex 鹅颈式话筒。

⑧ TQG 接头

MXW 混合腰包式在外置领夹式或头戴式话筒上设有 TQG 接头。

⑩ 内置话筒

腰包式发射机设有内置全方向形话筒，在没有连接领夹式话筒时，可以设置自动启用。

状态 LED 表

状态 LED 指示灯 说明

激活 绿色 准备将音频传输至网络。

静音 红色 音频已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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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状态 LED 指示灯 说明

待机

红色节奏闪动（长时

间关闭，短时间开

启）

音频已静音，发射机处于休眠状态，以节省电池电量。

识别 闪烁黄光 已从控制软件中按下 Identify（识别）按钮。

初始化/射频通道采集 红色和绿色交替

发射机正在初始化并获取到链接接入点的射频连接。

标准密度模式下的交替速率较慢

高密度模式下的交替速率较快

超出射频覆盖范围
红色节奏闪动（短时

间开启/关闭）
发射机不在所连接入点的 RF 覆盖范围内。

正在充电 关 发射机正在充电。

电池统计信息重置 闪烁黄光 已重置发射机的电池统计信息。

两个话筒尝试连接至相同的

音频频道

红色节奏闪动（长时

间开启，短时间关

闭）

每个音频频道一次只能启用一个话筒。

关 关 无网络连接。发射机必须利用话筒电源按钮打开。

话筒发射机
MXW 话筒将加密的无线音频信号传输至接入点。一共有四种话筒：

混合腰包式 (MXW1)
腰包式固定在腰带或背带上，实现无需手持的移动通信。其特点是可以作为 TQG 输入（领夹式话筒连接），以及内置集成的全

方向话筒在发射机内部。

腰包发射机的佩戴

将发射机夹在皮带或口袋上。

为获得最佳效果，应将皮带固定在夹子的底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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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手持型 (MXW2)
手持型可以使发言者利用传统的 Shure SM58、SM86、BETA58 和 VP68 话筒拾音头进行通信。

正确放置话筒

在距音源 12 英寸范围内握住话筒。如需获得较多低音、温暖的声音，则应将话筒移近。

不要用手盖上网罩。

界面式 (MXW6/C, MXW6/O)
界面式发射机放在台桌或书桌上传输语音，同时又低调地融入会议环境中。心形和全向版本可用。



Shure Incorporated

20/98

话筒的放置
为获得最佳的低频效应和背景噪声抑制，应将话筒放置在地面、桌子或讲台等面积较大的平坦表面。

为降低混响，应避免话筒上方或侧面的反射表面（例如，讲台的倾斜面或悬挂支架）。

桌面鹅颈座式 (MXW8)
鹅颈座式兼容 5、10 和 15 英寸的 Microflex 鹅颈式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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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筒类型

将话筒插入底座

MX405、MX410 和 MX415

双色状态指示灯

MX405R、MX410R 和 MX415R

Light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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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410DF、MX415DF

双折曲

充电电池
MXW 可充电锂离子电池采用先进的化学技术，可以实现发射机运行时间最大化。通过控制软件的电源管理功能，可以详细查看

关键电池参数，比如充电状态、电池电量和循环次数。

利用 MXW 网络充电站，可以在一小时内将电池充至 50%，并在两小时内充满。

型号

话筒类型 电池型号

MXW1 腰包式

SB901AMXW6 界面式

MXW8 鹅颈座式

MXW2 手持式
SB902

SB905*

* 适用于 2020 年 12 月后生产的 MXW2

网络充电座 (NCS)
将发射机滑入充电插槽内，直到固定到位。充电循环开始启动时，充电 LED 点亮。不管分组相关性或网络连接如何，任何话筒

均可在 NCS 中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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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手持、界面和腰包式：使用凹舱中的主用垂直插槽。

鹅颈座式：使用顶行的水平接头。（双通道充电器上没有）。

充电状态 LED
每个充电器通道设有一行指示灯，其发光情况显示话筒的电池电量：

LED 指示灯 % 电池充电量

1
闪烁：< 10%
常亮：> 10%

2 > 25%

3 > 50%

4 > 75%

5 >95%

请注意：LED 在节能模式下不会亮起。

NCS 电源模式
充电座可以在标准充电模式以外的不同电源模式下运行：

节能模式

在低能耗模式下使用充电器以降低功耗。在该模式下，开启后每个通道仅一个 LED 指示灯亮起。

要更改为节能模式：

打开 MXW 控制软件以前往 工具 页面。

打开充电座的 Device Properties（设备属性）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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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
•
•

•
•

•

•

•

•

•

选择 Energy Efficient Mode复选框。

选择 Add updates以退出设备属性。

从 Utility（实用工具）页面选择 Apply All以推送至您的设备。

高密度模式

在高效模式下操作充电器可大大降低功耗。在此模式下：

以太网和充电 LED 指示灯功能被禁用。

电源指示灯呈绿色。

连接指示灯呈蓝色，指示处于高效模式。

要更改为高效模式：

在为充电器通电的第一分钟内，连续三次按下并释放“连接”按钮。

要将充电器恢复到标准充电模式，请重新启动充电器。

注意：

Shure 可充电电池需要大约 4 小时才能在高效模式下充满电。

重要提示：由于充电 LED 指示灯在高效模式下被禁用，因此您必须使用自己的计时器管理 4 小时的充电时间。

在高效模式下，充电器没有以太网连接。SystemOn 或任何其他连接的解决方案（如 Crestron/AMX）都没有监视和控制功

能。

当充电器转换为高效模式时，充电器中当前插入的任何话筒也会转换为高效模式（通过从充电器中取出话筒并观察话筒已关

闭来识别）。

在高效模式下重启充电器后，充电器直观地指示标准充电，从充电器中取出的任何话筒都遵循 APT 配置中配置的充电器的

初始状态首选项。

在处于高效模式的充电器中插入的话筒如未达到完全充电，可支持传统的电池充电循环次数重置机制（按住静音按钮 10 秒
以触发充电循环次数重置）。如果话筒已达到完全充电，则不支持此机制。

请注意：只有在安装新电池后，才应使用电池充电循环次数重置。

USB 充电器
USB 充电器 (SBC-USB) 可以连接至 MXW 发射机，以在工作期间提供电力。

控制软件上的电池统计
MXW 控制软件用于管理电池信息。用 Monitor（监控）选项卡查看电池充电状态：



Shure Incorporated

25/98

1.
2.

监控电池充电状态

在充电座中 显示话筒电池距离充满电的剩余时间。

在使用期间 显示话筒电池剩余运行时间。

对于电池健康统计信息，可利用 Utility（实用工具）选项卡进行查看：

电池统计

电池容量 话筒电池的充电容量百分比（和新电池电量相比）。

充电循环次数 电池记录的充电循环次数

重置话筒电池统计信息
安装新电池后，重置保存在话筒中的电池健康统计信息。

将安装了新电池的发射机放置在充电插槽中。您可使用任何已通电的 MXW 充电座。

按住话筒上的静音按钮，直至其指示灯闪烁（约 10 秒）。

小心：按住按钮时牢牢按住话筒以避免损坏充电座上的 USB 端口。



Shure Incorporated

26/98

1.
2.
3.
4.

最大化电池使用时间
虽然 MXW 发射机的可充电锂离子电池设计为一次充电可持续最长 9 小时，但电池健康状况和使用情况的不同可能导致电池运行

时间出现显著差异。尤其是，一致性和整体运行时间随充电循环次数增加而减少。80% 或以下的电池健康状况表示电池接近或达

到指定的使用寿命，应当进行更换。健康百分比和充电循环次数可通过 MXW 控制软件 > 实用工具选项卡获得。

通过 MXW 系统的辅助连接插槽，您可以准备当电池电量变低时要切换的备用话筒，以确保可变的电池运行时间不会造成音频中

断。然而，进行以下系统调整有助于您获得最长电池运行时间。

外部 LED 控制
LED 始终指示话筒状态会消耗大量电池电量。将发射机设置成“外部 LED 控制”可禁用内置 LED，除非通过 TCPI（第三方控制接

口）被外部指令激活。完全禁用 LED，或者将 LED 设置成仅当话筒未处于通常的使用状态时才指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电池

运行时间。

LED 控制通过 MXW 控制软件 > 首选项选项卡进行设置。

高密度模式
在需要时，高密度 (HD) 模式会重新分配系统资源以创建额外的通道。在延时、反向通道音频监控和滤波器控制并非主要考虑问

题的应用中，切换到 HD 模式也可以提供多达一小时的额外电池运行时间。

高密度模式通过 MXW 控制软件 > 实用工具选项卡 > [所需的 APT] > 编辑进行设置。

使用场景
要估计旧电池的运行时间，找到与您的设置最匹配的话筒和条件。运行时间（小时）采用健康状况为 80% 的电池进行计算。

系统设置 运行时间（小时）

LED 指示灯 密度模式 MXW1
MXW2 
(SB902)

MXW2 
(SB905)

MXW6 MXW8

外部 HD 8 15 30 8 8

外部 SD 7 14 26 7 7

內部 HD 7 14 29 8 7

內部 SD 6 12 23 7 6

提示：如果需要额外的运行时间，请确保射频功率为房间大小的最低设置。射频功率通过 MXW 控制软件 > 首选项选项卡进行设

置。

电池更换
锂电池容量会线性递减。Shure 建议根据客户要求制定专门的电池更换计划，然后在电池容量不合要求时进行更换。

重要提示：安装新电池后，按照上一节中重置话筒电池统计信息中的步骤重置存储在话筒中的电池运行状况统计信息。

MXW1、MXW6、MXW8 电池更换
拧松并打开发射机底部的电池盖。

拆除电池，轻轻从发射机上取下电池插头。

连接更换电池插头和发射机。

更换电池，使标签朝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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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
•
•
•
•

•

•
•
•
•

关闭电池盖，拧紧螺钉。

妥善处理电池。联系当地供应商以正确处理用过的电池组。

MXW2 电池更换
MXW2 电池只能由有资质的维修人员更换。

安装
附加设备

网络电缆 采用屏蔽超 5 类（或更高等级）以太网电缆，网络设备之间的最大电缆长度限制为 100 米。

音频电缆 请参考 MXW 音频网络接口随附的硬件工具包用户手册，将音频电缆装入接头中。

千兆 DHCP 路由器（系统的

APT 大于 1 个）

对于采用多个 APT 的系统，建议用 DHCP 路由器相连设备。务必确保满足以下要求：

千兆以太网端口

提供 0 级 PoE，功率至少为 6.5W（给 MXWAPT 供电）

可容纳 4 个队列的质量服务 (QoS)
采用严格优先级的 Diffserv (DSCP) QoS
如果路由器采用节能以太网（或绿色以太网），则确保从 MXW 系统专用端口中将其禁

用。

推荐使用：管理型交换机，提供每种网络连接的详细信息：端口速度、错误计数器、所用

带宽等。

连接 MXW 组件
MXW 组件通过以太网电缆和交换机进行连接。对于只有一个访问接入点的小系统，MXW 音频网络接口可以作为交换机之用。

对超过一个访问接入点的系统，需要额外设置一个千兆交换机将所有组件连接在一起。

要求：

采用屏蔽超 5 类（或更高等级）以太网电缆。设备之间的电缆长度限为 ≤100 m。

网络音频设备之间采用千兆网络设备（访问接入点超过一个的系统需要这种设备）。

确保 MXW 组件具有相同的固件版本。

确保 MXW 组件和 PC 在相同网络中，并设为相同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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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组系统（1 个访问接入点）
如果系统限为一个组（最多八个通道），则采用 MXW 音频网络接口的四端口交换机连接 MXW 组件。根据表格和图，将计算

机、接入点和最多两个充电器接入 MXW 接口中。

音频网络接口的端口 至组件

① 端口 1 (PoE) 访问接入点收发器 (APT)

② 端口 2 网络充电座 (NCS)

③ 端口 3 （可选）附加 NCS

④ 端口 4* 计算机

*当端口 4 设为级联模式时，Shure Discovery Application 设备发现应用程序支持受限。

多组系统（>1 个访问接入点）
如果装置需要超过八个通道，则可以接入附加 MXW 组件，以扩展系统。需要用千兆路由器将所有组件连接至相同网络中。下面

说明了多组系统的几种拓扑结构。

使用频谱扫描仪，确保装置具有足够的 RF 可用性。

大型单一房间安装
给 DHCP 路由器加电。

连接路由器和计算机。

连接各个 APT 和路由器上的以太网供电 (PoE) 端口。如果路由器没有提供，则采用 PoE 插件。

将各个 ANI 连接到路由器上。

将充电器连接到 ANI 端口或路由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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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本地系统星形设置
为了尽可能减少布线，MXW 组件可以使用音频网络接口，作为连接共享网络的本地交换机。

给 DHCP 路由器加电。

连接路由器和计算机。

连接路由器和音频网络接口上的端口 2、3 或 4。
连接访问接入点收发器和音频网络接口的端口 1。
连接网络充电座和音频网络接口的开放端口。

附加设备可重复步骤 2-4。

机架安装
利用硬件工具包提供的螺钉和垫圈将设备装入机架中。在将设备装入机架时，请按照常用的最佳做法：

机架的环境温度不应超过设备的指定温度范围。

让风扇的进风和侧面空气出口保持通常，不受障碍物阻挡，能够为机架提供足够的空气流动空间。

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在每个设备之间提供 1 RU 的空闲空间。

固定充电座
此套件可为工作台或其他表面提供垫片和螺钉。使用 NCS8 的两个套件。请参考 NCS 安装模板以放置螺栓孔。

重要提示：螺钉顶端必须刚好高于表面 ⁹/₆₄ (0.149) 英寸（3.78 毫米）（约为螺距的 4½ 倍）。

使用最适合工作台厚度的螺钉。

在每个螺钉上使用锁紧垫圈和平垫圈。

如有必要，可采用沉头螺钉或添加额外的平垫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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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露出螺纹

根据工作台厚度，必要时采用沉头螺钉与垫圈

NCS 安装模板

壁挂式双通道充电器
双通道充电器带有壁挂装置，可在教室或会议室方便地使用和收纳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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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NCS2 可固定到教室墙壁上

提示：为固定架喷漆以和墙壁颜色相配，以免显得突兀。

安装
确定固定架的方向和放置。

放置 方向

墙壁

抽屉或托盘

在固定架周围预留空间以为充电座布线。

将固定架安装到墙壁上。根据固定架的方向使用一组螺钉孔。

安装用螺钉孔

将固定架上的充电器对准，并用螺钉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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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使用固定架上的电缆扎带孔改进电缆的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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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S2 固定架尺寸

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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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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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尺寸

安装访问接入点收发器
APT 指向性天线以心形形式发送和接收 RF 信号（设备表面灵敏度最高）。始终保持该面对准话筒覆盖范围。

选择一个位置
访问接入点通常安装在话筒覆盖范围附近的天花板和墙壁上。为了获得最佳效果，需在即将部署发射机位置执行频谱扫描，寻找

最佳放置位置（更多详情请参见“无线管理”章节）。

在选择设备放置位置时，可采用以下最佳做法：

使访问接入点表面对准预定覆盖区域。

确定好访问接入点的位置，以使话筒视线畅通无阻。

使设备远离大体积金属物体。

访问接入点之间的距离至少为八英尺。

安装时要保持重置按钮可以使用，这对故障排除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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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始终执行“走动”测试，以检验在使用无线系统之前，在发言或演出期间的覆盖范围。测试天线的各种放置效果，找到

最佳放置位置。应根据实际情况标记“盲点”，并提示讲演者或演出者避开这些区域。

心形射频指向性图样

固定在墙壁或天花板上

设备要求
两个合适长度的 #8 螺钉*

*螺钉长度 = 表面厚度 + 螺纹咬合长度（最大 4.75 mm） + 平垫圈厚度 + 止动垫圈厚度

常规安装步骤
用安装板作为模板，标记钻孔位置。

在安装表面钻孔。

将安装板固定在表面上。

小心：请勿过度拧紧螺钉，这会给充电座造成永久损伤

利用电缆路由路径，将以太网电缆连接到 MXWAPT 上。

将 MXWAPT 置于安装板卡槽上方，然后向下滑入锁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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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涂漆盖
访问接入点配有外部盖板，可以在上面涂漆，以与安装装饰相配。在涂漆和干燥之后，盖板扣合在设备前板上。

给硬件供电

① 音频网络接口 (ANI)
在背板和交流电源之间接入一条 IEC 电源线。接通电源开关。

② 访问接入点收发器 (APT)
在 MXWAPT 和 MXWANI 网络端口 1 之间接入一条屏蔽超 5 类电缆。如果采用外置千兆交换机，则确保 0 级 PoE 至少向

APT 提供 6.5W 的电力。没有电源开关。

③ 网络充电座 (NCS)
将充电器的 PS60 外置电源连接至交流电源。接通电源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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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发射机充满电
如有可能，应先给 MXW 发射机充满电，然后再工作。发射机可以在任何网络充电座中充电，即使与其他组关联或位于单独的网

络中。

电池充电时间
大约充电时间

充电器类型 充满电的时间* (hr:min)

网络充电座 (NCS)

MXW1、MXW6、MXW8、MXW2（带

SB902）：2:00

MXW2（带SB905）：5:00

高效模式下的网络充电座 (NCS)（连接 LED 呈蓝色）

MXW1、MXW6、MXW8、MXW2（带

SB902）：4:00

MXW2（带SB905）：5:30

USB 充电器

MXW1、MXW6、MXW8、MXW2（带

SB902）：

加电 = 3:30
断电 = 2:30

MXW2（带SB905）

加电 = 9:30
断电 =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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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电池进行计算。运行时间根据电池健康情况而不同。

打开 MXW 控制软件
下载并安装 MXW 控制软件，以便从 MXW 网络上的任何一台计算机控制系统。

MXW 设备一共有两种不同的控制接口：

MXW 系统：对 MXW 系统的按键设置、监控和管理功能进行综合控制。利用访问接入点收发器 (APT) 进行访问。

音频输入和输出：用于在 Dante 网络上下发送音频通道。利用音频网络接口 (ANI) 进行访问。

获取 Shure Microflex Wireless 应用程序

从 www.shure.com/software 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

将计算机连接到 MXW 网络

所有网络设备必须连接至相同网络中（设为相同子网）。

关闭 WiFi（建议）

为获得最佳结果，关闭 PC 的 WiFi，强制采用有线网络接口。

打开 Shure Microflex Wireless 应用程序

打开应用程序以查看连接的 MXW 设备，如 APT。可以利用“识别”按钮使设备 LED 闪烁，以便于识别。

初始化新硬件

当设备首次开机或恢复出厂设置后，控制软件会将其识别为“新设备”，并提示您在使用前对其进行初始化。单击“初始化设

备”，用 8-64 个 ASCII 或 Unicode 字符创建密码。

操作系统要求
为了操作控制软件，计算机必须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操作系统

Windows 10（专业版或企业版），64 位版本

MacOS 10.15 "Catalina"

MacOS 10.14 "Mojave"

硬件

8 GB 可用 RAM

1 GB 可用磁盘空间

i5 或更高版本双核处理器

系统设置
组设备以形成音频通道
使用组配置在话筒、访问接入点 (APT)、充电器及音频输入装置之间形成音频通道。音频通道可建立一系列设备之间的音频路

由、射频协调和数据控制。组由多个连网设备组成（设置为相同子网）。一个组件一次可属于一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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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APT 开始并选择相应设备：

充电器：用于连接话筒

音频输出：用于将音频路由至模拟输出

网络中的组组件

组形成后，可使用充电座将话筒连接至通道。

为组选择设备
使用 MXW 控制软件查看网络中的设备并将其分配给组。

提示：使用 ID 按钮来识别设备。这将使元件的 LED 闪烁，以便于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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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到“配置”选项卡 从 MXW 控制软件的配置选项卡将设备分配给组。

2.选择访问接入点收发器

(APT) 用于第 1 组

选择 APT 以确定组的通道数量（2、4 或 8）。

第 1 组自动使用已从设备列表中打开的 APT。其他联网的（和打开的）APT 可用于其他组。

3.选择网络充电站

选择一个或两个网络充电站 (NCS) 至该接入点。在下列情况下，可将额外的充电器添加到组

中：

使用多个小型充电器来满足组的通道数量时。例如，使用两个 4 通道充电器形成 8 通道

组时。

采用鹅颈话筒。鹅颈话筒覆盖充电器的前后插槽，导致只有一半的插槽可用。例如，需要

用两个八通道充电器满足一个采用鹅颈话筒的八通道接入点。

4.选择音频输出设备

选择一个或两个音频输出设备（MXWANI 或 SCM820），自动路由接入点的数字音频通道。

从以下设备中选择：

音频网络接口 (MXWANI) 四通道或八通道变化形式。

Shure SCM820 IntelliMix  混音器。可以选择启用 Dante 的 SCM820 作为该组的音频输

出。这可以自动将 SCM820 的辅助输入路由至话筒，以实现个人监控（SCM820 左辅助

通道路由至 MXW 通道 1-4；右辅助通道路由至 MXW 通道 5-8）。

注：组件组和话筒连接数据永久保存在每个设备中。如果 MXW 系统关闭后重新启动（不含计算机），设备仍会保持与接入点关联。

Device Availability
When setting up a group or managing devices,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pen and associated 
devi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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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Device
A device that is not associated to a group is considered 'open.' Open devices are available 
for association by selecting the drop-down window in a Group row. The device will show 
Open in the Group column of the Utility page.

Associated Device

A device is considered 'associated' once it has been selected in a group row. Each device 
can only belong to one group at a time (and therefore one Configuration). Once a device has 
been associated to a group, it is managed on the Configuration tab can be viewed in detail 
on the Utility tab. The device will show its group number in the Group column of the Utility 
page.

A device can be unassociated by selecting 'none' in the group row drop-down to clear it from the group. The device is then 
open and available for association to another group.

Tip: Performing a factory reset will default the device to open.

Device Availability

自动组设置
如果网络只有一个访问接入点收发器 (APT)、一个网络充电座 (NCS) 和一个音频网络接口 (ANI)，则无需使用控制软件就可以对

MXW 组进行关联。为了获得最佳结果，应恢复设备出厂设置，清除之前的任何组关联信息。

将一个 APT、一个 NCS 和一个 ANI 接入网络。在网络中，每种设备只能含有一个。

恢复设备出厂设置（见“恢复出厂设置”章节）。

在 ANI 前面板上，同时按下两个输入电平选择按钮，并保持五秒钟。通道选择 LED 显示绿光；音频电平表闪烁，表示关

联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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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间的通道路由
选择充电座与输出设备时路由通道以形成 APT 组（2、4 或 8 通道）。一旦将设备选择为组设备，充电插槽、音频输出与无线接

收机之间的通道将相互映射。

从控制界面的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执行组选择。

组选择确定路由

每个组的充电座和音频输出设备有两种选择。该选择决定了组中的通道路由。

充电座示例

8 通道组

界面、腰包或手持型话筒

使用这些类型的话筒，只需要一个 8 通道充电器即可形成组。

鹅颈话筒

此设置可使用鹅颈话筒形成 8 通道组。当向此组加入一个额外的充电器时，通道将重新路由。（鹅颈底座式话筒更大，

并带有两个充电器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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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颈和界面话筒组成的混合话筒

选择 4 通道和 8 通道充电器后，五通道至八通道组将自动路由至 8 通道充电器的后排。

4 通道组

鹅颈话筒

此设置可使用鹅颈话筒形成 4 通道组。

2 通道组

2 通道充电器

2 通道充电器支持界面、手持式和腰包式话筒。

音频输出示例

8 通道组

8 通道 SCM820 数字自动混音器

通道被路由至混音器的八个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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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 4 通道音频网络接口

通道在两个接口之间路由以形成组。

4 通道组

8 通道音频网络接口

通道被路由至接口的前四个输出。

将话筒连接至组通道
用网络充电座 (NCS) 连接话筒和接入点通道。根据“配置”选项卡中的组设置，将充电器的插槽映射至 APT。一旦连接程序完成之

后，音频将路由至该组的相应通道。

连接会将充电站中的任何话筒映射至相应的 APT 通道。这会替换该通道之前的话筒连接。即使在连接程序期间有空置插槽，也

不会对通道造成影响。

1.将话筒置于充电器中。

根据在充电器中的布置，将话筒连接至接入点通道。

注：2 通道充电器不支持鹅颈管话筒。

连接话筒和充电插槽

2.连接话筒和通道。

利用控制软件或充电站连接话筒和 APT 通道。如有需要，可以在充电站中禁用该功能，以使

只能在控制软件中实施连接：

控制软件：从“配置”页面中，按下该组各个充电器的“连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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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电站：按下 Link（连接）按钮并保持 6 秒钟。LED 在该过程期间闪烁，一旦连接成功

之后，将变为固定的绿色。

注：按 NCS 上的“连接”按钮将把话筒连接到相关 APT 上的主要插槽。使用控制软件将话筒连接到辅助插槽。

3.移除话筒并测试音频

测试每个话筒的音频，必要时利用控制软件的 Monitor（监控）选项卡调整话筒增益。增益应

设为音频正录入信号指示灯（绿色/黄色）但还没有削波（红色）的水平。

监控选项卡

准备备用话筒
为每个通道准备一个替代话筒，以增强活动的灵活性和可靠性。可将两台 MXW 话筒发射机连接到同一通道，使用户可以选择使

用其中的任意一个话筒。

将话筒连接到辅助插槽，以应对活动期间可能产生的各种需求：

话筒偏好

让发言者可在两种不同的话筒类型中做选择，如手持式话筒或腰包式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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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充满电的备用话筒

连接已充满电的话筒作为备用话筒，为长时间的活动做准备

分享资源

轻松添加临时话筒，而无需断开最常用的话筒。

每通道一个主用话筒
在一个通道上，每次只能运行一个话筒，以防止第二个话筒干扰射频和音频性能。备用话筒的 LED 灯会快速闪烁，表明通道已

被占用，话筒会自动关闭，以节约电池电量。要使用第二个话筒，只需关闭第一个话筒即可。

每个音频通道有两个准备就绪的话筒

在系统中，每个通道上只能有一个主用话筒。

步骤
连接单个话筒：

将辅助话筒放到主话筒曾使用的充电槽内。

打开所需的 MXWAPT（从设备视图中双击），然后进入“监控”选项卡。

选择该通道的连接槽内选择 Secondary。
在通道条上选择 Link 按钮连接该话筒。当完成全部步骤后，充电器的 LED 灯会闪烁。

连接多个话筒：

将辅助话筒放到主话筒曾使用的充电槽内。

打开所需的 MXWAPT（从设备视图中双击），然后进入配置选项卡。

在组行中找到所需的充电器。使用 ID 按钮确保选择了正确的充电器。

在组行中选择 Link 按钮。

在弹出窗口中，为该连接槽选择 All Seco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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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更换或拆除

更换发射机
执行相同的连接程序，交换一个组中的发射机。将新发射机置于对应于所需通道的充电插槽中，然后执行连接程序。这会将新发

射机映射至该通道，并清除旧发射机的任何连接。

如果 NCS 通道插槽在连接程序期间为空置插槽，通道不受影响。

重要提示：更换话筒时要小心操作，因为连接程序适用于充电站的所有话筒。连接会立即重写现有话筒的音频以及与系统的 RF 连接。

从组中移除设备
若要从某个组中移除设备，请打开 MXW 控制软件，转到 Configuration（配置）选项卡。在组行中，选择含有所需设备的下拉窗

口。选择“无”清除设备关联。

注意：恢复工厂设置还会清除任何关联或连接状态。

将话筒连接至网络
为改善中央服务台或技术员座对设备的管理，可使用远程充电座将话筒连接至网络中所有组。使用控制系统，发送命令字符串* 
以替代特定通道中的话筒。组设置不受此程序的影响。

将备用充电器连接到网络。

将话筒放置在充电插槽中。

根据设置修改以下命令字符串：

① PRI（主）或 SEC（次）通道链接

② 用于新话筒的充电插槽编号

③ 以此程序为目标的通道

④ APT 的 IP 地址（储存组设置的设备）

向充电器发送命令。

验证命令响应：

* 在 Shure 网座上提供了 MXW 命令字符串的完整列表，请访问 www.shure.com 并搜索“命令字符串”。

大规模安装
用于管理大系统的 Shure SystemOn 软件
Shure SystemOn 音频资产管理软件提供了一个中央平台，用于管理 Shure 音频软件在企业和高等教育网络中的任务关键型大规

模部署。SystemOn 除了具有 MXW 控制软件的功能，还可在子网和 APT 中运作，让 IT 管理员 AV 技术员能够使用笔记本电

脑、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远程对 Shure 硬件设备进行主动监控。

如需了解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www.shure.com/SystemOn。

http://www.shure.com/Syst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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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模式
“高密度” (HD) 模式可以为大型会议和拥挤的射频环境建立更多通道。HD 模式可使标准模式下可用的通道数量增加一倍，且部分

系统功能几乎不会发生变化。您可单独设置每个 APT 的密度模式以取得合适的通道数量和最佳音频性能。

密度模式对比

特性 标准密度 高密度

可用通道* 最多 40 个 最多 80 个

音频延迟 18 毫秒 28 毫秒

话筒电池使用时间 最长 7 小时 最长 8 小时

EQ 滤波器 选配件 常开

反向通道音频（话筒上的耳机输出） 可用 不可用

*对于美国地区。参见全球可用的最大通道数表。

设置密度模式
从设备属性设置每个 APT 的模式：

转到 MXW control software > Utility tab > [Find the desired APT] > Edit
选择密度模式：

标准（默认值）

高

选择 Add updates以退出设备属性。

从 Utility（实用工具）页面选择 Apply All以推送给您的设备。

配置：管理多个分组
配置可以使多个分组共享相同的首选项、全局控制和登录信息。附加组添加到 Configuration（配置）选项卡中之后，新组件即拥

有该配置的首选设置和全局动作。例如，在按下 Mute All（全部静音）全局按钮之后，与该配置中的组相连的所有话筒将静音。

对于多房间设置等专门应用，可以创建单独的配置，分别控制各个组件组。

主要接入点
当利用配置管理多个组时，系统会动态分配一个主要接入点。该配置的所有接入点利用该主要接入点作为相同控制接口的入口

点。这可以协调首选设置并同步多个设备的系统操作。

当移除主要接入点（或 PoE 断电）之后，系统迅速重建一个新的 APT，以保持对配置的控制。如果从“配置”选项卡的组中取消选

择 APT，从而手动移除主要接入点，则系统会弹出警告信息：“是否确定”？如果选择“是”，浏览器将关闭，然后自动选择新的主要

接入点。

创建单独的配置
对于安装跨越多个房间，给定空间可能需要不同系列的首选设置和全局控制。可以通过建立单独的设置实现这一点：

打开 Shure Microflex Wireless 控制软件。

双击将用于新配置的接入点。APT 必须打开（还没有分配给某个组），以启动新配置。

转到 Configuration（配置）选项卡。

从第 1 行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访问接入点。用 ID 按钮确保选择正确的访问接入点。

选择充电座和输出设备完成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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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中的 10 个组均重复步骤 4-5。
根据 Preferences（首选项）选项卡的需要对配置进行自定义。

注：确保所有 APT 接入相同的网络并设为相同子网，即使分配给不同的配置。这可以确保最佳系统性能、最大通道数和最紧密的数字音频时钟，以便于安装。

无线管理
通道协调概述
MXW 系统利用时分多址 (TDMA) 原理工作，以在规定的 RF 频谱范围内承载 MXW 通道（音频和控制数据）。通道通过接入点

自动分配给时隙，如果发现有干扰，接入点可以管理频谱和无缝变更时隙。MXW 系统可以自动完成调整，无音频噪声。

最大通道数
下表显示了各个区域的可用的最大 MXW 通道数。使用频谱扫描仪查看您的安装情况可使用这些通道中的多少。

频段 地区
密度模式

标准 (SD) 高 (HD)

Z10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40 80

Z11 欧洲、亚洲、中东 80 160

Z12 日本 48 96

Z14 巴西 40 80

Z15 台湾 64 128

扫描可用 RF 频谱
MXW 无线组件非授权频谱上工作，这种频谱可以与同区域其他无线设备共享，比如无绳电话、步话机和对讲机。MXW 控制软

件含有一个扫描工具，用于探测这些设备的 RF 频谱。软件计算该区域的射频干扰 (RFI) 百分比，并提供推荐通道数目范围。标

准和高通道数量模式都会显示估计通道数量。

在扫描期间，关闭与接入点连接的任何话筒，以探测该区域是否有其他设备的干扰。扫描可以计算当前频谱和最小可用频谱，以

在确定通道数目可用性时提供最大的安全性。最小可用频谱数据一直存续到执行新扫描或清除数据时。

扫描期间的频谱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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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可用频谱的百分比

射频干扰 (RFI)

扫描仪分析频谱，并将干扰数据分为三类：

可用性：高（绿色）

RF 干净无噪音，可以供 MXW 系统使用。

可用性：中等（黄色）

检测到一些中等干扰，但是仍然可以供 MXW 系统使用。

可用性：无（红色）

RF 繁忙，被其他设备占用。

话筒通道数估计

扫描仪为 MXW 话筒提供两个估计水平：

安全（更可靠）

最大通道稳定性可参考该频道估计。其中包括为实现最佳干扰规避而额外使用的备份频谱，以使多个话筒同时寻找可用频

率。

最多（更多通道）

参考此估计值以获取最多通道。仅保留最低的额外备份频谱，以规避干扰。请确保对频谱进行不定时监控，如果 RFI 增大，

则进行通道调整。

执行扫描
按以下步骤执行 RF 扫描。

提示：在正常工作期间执行扫描，以准确捕获环境中的常见干扰。

确保所有常用设备均已接通电源，包括已经投入使用的 MXW 设备。

将新 MXW 接入点置于安装位置附近。

确保 APT 在相同网络中，并且子网设置和其他 MXW 设备相同。

打开 MXW 控制软件，前往“监控”选项卡。确保从 Monitor（监控）选项卡左上角的下拉框中选择新接入点。

选择频谱扫描仪以打开窗口。

选择窗口顶部的“开始扫描”按钮。如果任何话筒连接至该接入点，则扫描期间其电源会被切断。

为取得最佳结果，扫描长达 24 小时以取得频谱在一天之内的完整快照。按下 End Scan（终止扫描）终止扫描模式。

PHS 检测
APT 扫描可能会从 JDECT (Z12) 频谱的优先设备中发现干扰。当检测到个人手持电话系统 (PHS) 时，MXW 系统会自动将工作

频谱降低为常见频谱使用率的 67%。

在加电之后以及从 Monitor（监控）选项卡中手动启动频谱扫描仪时，APT 会自动扫描 PHS。当计算最大通道估计时，频谱扫描

仪会采用 PHS 极限以提供最安全的估计值。



Shure Incorporated

52/98

1.
2.
3.
4.
5.

1.
2.
3.
4.
5.
6.

排除 PHS 频段
为在 JDECT 频谱中工作而不受 PHS 干扰，将 MXW 接入点 (APT) 设置为排除 PHS 通道。这会减少可用的 MXW 通道数量，但

可确保话筒在进行 PHS 检测时永远都不会被覆盖。

转到 MXW control software > Utility tab.
选择 APT 并打开设备属性。

选择 PHS Exclusion。
选择 Add updates以关闭窗口。

通过从 Utility（实用工具）页面选择 Apply All开始更新。

识别 PHS 检测错误
在没有排除 PHS 的 JDECT 频段中运行时，来自相邻 MXW 系统的传输可能会触发 PHS 检测。

JDECT 法规要求在 PHS 移动电话网络使用的通道上传输射频信号的设备有自动切断功能。当 MXW APT 检测到高于 -82dBm 
RSSI 阈值的信号时，它将停止传输，并在 MXW Web 应用程序的“监视”选项卡上显示一条警告。

某些应用程序可能超出了 PHS 移动网络的范围，可以从使用其他通道中受益。要克服附近 MXW 系统的 PHS 检测，请运行频谱

扫描以查找新的、不受限制的频率。

解决 PHS 检测错误
在开始之前，请确认所有 APT 都已联机并连接到同一子网。

接下来，前往控制软件中的设备“首选项”，通过将射频功率降至“低”，来减少 APT 之间的无线射频重叠。解决错误后，可以改回

功率设置。

小心：在频谱扫描期间，音频会暂时中断。不要在实时会议期间启动扫描。

运行频谱扫描
对接充电器中的所有话筒，以减少 MXW 对射频频谱的影响。

选择控制软件中的每个 APT，然后前往“监控”选项卡。

在所有 APT 上开始扫描，让它们同时运行至少 15 秒。这将分析频谱，并选择要操作的最佳通道。

停止扫描，并检查检测。如果没有显示任何 PHS 错误，即表明系统准备就绪。

如果 PHS 错误仍然存在，请重复扫描最多 3 次。

如果通过 3 次或更多次频谱扫描后 PHS 检测持续存在，则信号很可能来自 PHS 网络。将您的系统切换到 PHS 排除模

式，以便在更少的通道上可靠地运行。

提示：在通过手动或重新启动/电源重启系统来开始新的频谱扫描之前，不应再次出现已解决的检测通知。

设置 RF 功率
可以限制配置的 RF 半径，以使其他 MXW 系统重复使用频率时隙。用最低设置支持安装是最好的做法。对发射机执行走动测

试，确保覆盖范围设置足以使用。

RF 功率从控制软件的 Preferences（首选项）选项卡中设置。该设置适用于“配置”的每个接入点。关于 RF 功率的设置，请参考

下表。

RF 功率电平

设置 发射机功率 (mW) APT 覆盖距离 典型应用

最大 80 150 舞厅和礼堂空间

高 16 100 大会议室空间和演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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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发射机功率 (mW) APT 覆盖距离 典型应用

中等（默认） 3 50 会议室、培训和多功能厅

低 1 25 小视频会议室和董事会议室

RF 覆盖范围

接入点最佳布置

将访问接入点置于安装中心，以获得最佳覆盖范围。

多个 2 或 4 通道访问接入点的使用
MXW 访问接入点利用两组天线覆盖工作频谱。每组天线覆盖一半的 MXW 通道时隙。八通道装置同时使用两组天线；二和四通

道装置每次使用一组天线，在可用时隙的一半时间内工作。如果配置为交替工作的天线组，就可以覆盖整个频谱。

如果安装采用多个二或四通道接入点（APT2 或APT4），则配置好接入点设置，以实现通道数的最大化。这对相同房间或邻近房

间安装的 APT 来说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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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替天线模式以使用整个频谱

要求
MXW 系统必须利用最低 8.0.3 版的固件进行工作。

设置
在设备视图中双击打开所需的 MXWAPT。
转到 Utility（实用工具）页面。

打开双通道或四通道访问接入点（MXWAPT2 或 MXWAPT4）的 Device Properties（设备属性）窗口。

请注意，APT 默认情况下设置为模式 A（设备视图 > 射频模式设置 > 射频协调模式）。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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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相邻 APT2 或 APT4 的Device Properties（设备属性）。

将装置设置为模式 B（设备属性 > 射频模式设置 > 射频协调模式）。

选择 Add Updates（添加更新）保存设置，然后关闭窗口。

确保将附加的 APT 设为交替 RF 协调模式。

选择 Utility（实用工具）页面的 Apply All（应用全部）按钮，更新所有设备设置。

网络
联网最佳方案
设置网络时，请使用以下最佳方案，以确保通讯可靠：

请始终采用“星形”网络拓扑结构，使每个组件直接连接交换机或路由器。

将 MXW 网络设备接入相同网络，并设为相同子网。这可以确保最佳系统性能和最大话筒数。

每个网络仅采用一台 DHCP 服务器。禁用附加服务器的 DHCP 寻址功能。

在 MXW 设备之前打开交换机和 DHCP 服务器。

若要扩展网络，可采用多个以太网交换机，构成星形拓扑结构。

将每台设备直接连接到以太网交换机的端口。对于大型网络，应避免在设备之间使用“菊花链”以太网端口连接。

请勿采用环形网络连接。

所有设备必须采用相同的固件版本。

Configuring IP Settings
Go to the Utility tab of the control software to manage the IP configurations of each network interface. By default, they are set 
to Automatic (DHCP) mode. DHCP mode enables the devices to accept IP settings from a DHCP server, or automatically fall 
back to Link-Local settings when no DHCP is available. To manually set the IP address of an interface, select Manual (Static).

The MXW control software coordinates IP updates across the entire system of devices. To configure the IP properties, follow 
these steps:

Open the desired MXWAPT by double-clicking from the Devices view.
Go to the Utility 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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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 IP settings for each device by selecting the Device Properties.

After adjustments have been made, select Add Updates. This saves the settings to the changes queue.

Repeat for any additional components.
To send updates to the devices, select Apply All to the Pending Changes field of the Utility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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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Go to Utility > Device Properties to manage the interfaces of each MXW device on the network.

网络音频和 Shure Control 数据
MXW 设备通过网络传输两种类型的数据：Shure Control 和网络音频。

Shure Control
Shure Control 承载控制软件操作、固件更新和第三方控制系统 (AMX、Crestron) 数据。此种

数据被传输至与网络相连的所有 MXW 组件。

网络音频
该网络承载 Dante Controller 的 Dante 数字音频和控制数据。该数据在 APT、输出设备和计

算机之间传输。该网络音频需要有线千兆以太网连接才能工作。

配置每个 MXW 设备的这两种类型的数据的方式不同。前往Utility > Device Properties以查看并编辑 MXW 设备的 IP 设
置。

每个 MXW 设备的网络设置

MXW 设备 音频和控制的网络实现

访问接入点收发器 (APT) 单独的 IP 设置

音频网络接口 (ANI) 共享的 IP 设置

网络充电座 (NCS) 仅 Shure Control 设置。（NCS 不传输网络音频。）

手动分配静态 IP 地址
如需为 MXW 系统手动分配 IP 地址，请按照以下步骤执行：

打开“实用工具”选项卡。

选择“编辑”以打开设备属性窗口。

选择“手动（静态）IP 模式”。
输入 IP 设置

选择“添加更新”按钮以将保存的设置存入队列。

为所有附加组件重复上述操作

按下“实用工具”选项卡中的“全部应用”按钮完成所有更新。包含待定变更的所有设备均将更新。

注意：如果已为 APT 更新设置，则控制软件可能会关闭。

更改计算机的 IP 地址以匹配 MXW 设备的子网。

使用 Shure Device Discovery 应用程序重新打开 MXW 控制界面。

高级设置
关于配置高级 MXW 网络的更多信息，请参考网站 www.shure.com 中的“Microflex 无线网络”白皮书。

音频网络和控制网络的隔离
当连接公司或公共网络时，可以配置 MXW 系统，以分开音频网络和控制网络。这可以避免音频干扰整个网络，并显著减小网络

流量。

可以将 MXW 音频网络接口 (ANI) 设置为级联模式，使其中一个网络端口专门用作控制连接。级联模式可阻塞 ANI 端口 4 的组播

流量，同时限制网络音频和 Shure Discovery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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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由于设备不会出现在 Shure Device Discovery 应用程序中，所以必须记录控制软件的 IP 地址，以访问服务器。

记录 ANI 的 IP 地址。

将 ANI 端口 4 接入网络。

在控制软件中打开 ANI。
转到 Preferences（首选项）选项卡。

在网络面板中，将端口 4 模式更改为“级联”。

控制软件在 Wi-Fi 网络中工作
当控制软件在 Wi-Fi 网络中工作时，需要正确设置无线路由器，以发挥最佳性能。MXW 系统采用一些依赖于组播技术的标准化

协议。因向下兼容的原因，Wi-Fi 处理广播数据包和组播数据包的方式与处理常规数据包的方式不同。在某些情况下，Wi-Fi 路由

器会限制组播数据包的传输速率，这导致 GUI 无法正确工作。

Wi-Fi 路由器通常支持 802.11b、802.11a/g 和/或 802.11n 标准。许多路由器默认配置成允许较早的 802.11b 设备运行在此种网

络中。在这种配置中，这些路由器会自动将组播数据速率（有时称为“基本速率”或“管理速率”）限制为 1-2Mbps。

注意：Wi-Fi 连接只能用于控制软件。网络音频无法通过 Wi-Fi 传输。

提示：对于较大的无线话筒结构，建议提高组播传输速率，以向 MXW 控制软件提供足够的带宽。

重要提示：为了发挥最佳性能，可采用不会将组播速率限制为 1-2 Mbps 的 Wi-Fi 路由器。

舒尔推荐使用以下 Wi-Fi 路由器品牌：

Cisco
Linksys
Apple

指定一个领导时钟专用设备
Dante 利用 IEEE 1588 精确时钟同步协议 (PTP) 自动选择一个设备，作为网络中所有 Dante 设备的领导时钟。PTP 可确保所有

设备时钟相同，这对音频在网络中传输和利用无线连接进行 RF 时间同步传输都很重要。MXW 系统的领导时钟是与网络相连的

第一个 MXW 接入点。如果同时有若干连接，则选择最小 MAC 地址的接入点。相同网络中的其他 MXW 组件遵循（同步至）该

访问接入点的领导时钟。

如果一个领导设备关闭或离线，系统自动开始选择其他领导设备。在选择期间（最多 30 秒），整个系统不会使音频通过。

如果网络设置或构建管理要求定期关闭设备，您可以从 Dante Controller 软件中手动选择一个访问接入点，作为首选主设备。这

可以便于安装程序对系统进行设置，确保领导访问接入点永远不会在所有情况下关闭。

设置延迟
“延迟”指的是信号在网络中传输到达设备输出端口的时间。为满足不同设备和通道之间延迟时间的差异，Dante 具有一组预先选

择的延迟设置。如果选中了相同的设置，就可以确保网络中的所有 Dante 设备实现同步。

应根据网络中的交换机数目设定 Dante 设备的延迟设置。MXW 音频网络接口和访问接入点均含有一个内置交换芯片 — 这可以

视为交换机。例如，与访问接入点相连的一个网络接口等于两个交换机。

利用 Audinate 的 Dante Controller 软件变更延迟设置。

延迟建议

延迟设置 交换机的最大数量

0.25 ms 3

0.5 ms（默认） 5

1 m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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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设置 交换机的最大数量

2 ms 10+

连接到外部控制系统
MXW 系统通过以太网连接 AMX 或 Crestron 控制系统。为避免消息发送出现冲突，只能在每个系统中使用一台控制器。有关

MXW 命令符的完整列表，请访问：http://shure.custhelp.com/app/answers/detail/a_id/5207

连接：以太网（TCP/IP；MXW 作为客户端）

端口：2202

IP Ports and Protocols

Shure Control

Port TCP/UDP Protocol Description
Factory 
Default

21 tcp FTP Required for firmware updates (otherwise closed) Closed

68 udp DHCP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Open

80* tcp HTTP Required to launch embedded web server Open

427 tcp/udp SLP Required for inter-device communication Open

843* tcp Flash Required for web application Open

2202 tcp ASCII Required for 3rd party control strings Open

5353 udp mDNS Required for device discovery Open

5568 udp SDT Required for inter-device communication Open

8180* tcp Flash Required for web application Open

8181* tcp Flash Required for web application Open

8427 udp Multcast SLP Required for inter-device communication Open

64000 tcp Telnet Required for Shure firmware update Open

Dante Audio & Controller

Port TCP/UDP Protocol Description

[319-320]* udp PTP Dante clocking

4321, 
14336-14600

udp Dante Dante audio

[4440, 4444, 
4455]*

udp Dante Dante audio routing

5353 udp mDNS Used by Dante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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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 TCP/UDP Protocol Description

[8700-8706, 
8800]*

udp Dante Dante Control and Monitoring

8751 udp Dante Dante Controller

16000-65536 udp Dante Used by Dante

*These ports must be open on the PC or control system to access the device through a firewall.

These protocols require multicast. Ensure multicast has been correctly configured for your network.

数据包网桥
数据包网桥允许外部控制器从 Shure 设备的控制接口获取 IP 信息。要访问数据包网桥，外部控制器必须通过单播 UDP* 向
Shure 设备的 Dante 接口上的端口 2203 发送查询数据包。

发送至少有 1 字节有效载荷的 UDP 数据包。

注意：可接受的最大有效载荷为 140 字节。允许任何内容。

Shure 设备将使用与查询数据包的源端口相同的目标 UDP 端口，通过单播 UDP 向控制器发送响应数据包。响应数据包

的有效载荷遵循以下格式：

字节 内容

0-3 IP 地址，作为网络顺序的 32 位无符号整数

4-7 子网掩码，作为网络顺序的 32 位无符号整数

8-13 MAC 地址，作为 6 字节数组

注意：Shure 设备应当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在典型的网络上响应。如果没有响应，请验证目的地 IP 地址和端口号后，再次尝试发送查询。

*UDP：用户数据报协议

软件
MXW 系统控制软件
MXW 控制软件可以对系统实施综合控制，并通过计算机进行监控。它通过 MXW 访问接入点的内嵌主机，在与计算机正确联网

之后即可使用。所有硬件功能均可利用该软件接口进行调整。

设备列表
MXW 控制软件默认打开的是设备列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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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设备列表： 单击设备以查看其属性。双击设备以打开。

② 搜索条： 按名称搜索连接的设备。

③ 属性窗格： 查看所选设备的标识、控制、音频和技术信息。

④ 新设备： 单击“初始化设备”，为新设备设置密码。

⑤ 按 IP 地址添加设备 手动或通过文件添加跨子网设备。

⑥ 识别：
悬停在设备图标上以显示该按钮，该按钮将命令发送到硬件，使前面板上的 LED 闪烁，以便

于识别。

⑦ 设置： 打开全系统设置菜单。

按 IP 地址添加设备
Microflex Wireless 软件会自动发现同一子网中支持的 Shure 设备，您可以手动或通过文件添加跨子网设备。文件必须是 .txt 
或 .csv 格式，IP 地址由空格、逗号或新行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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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从设备列表中清除任何不需要的或无法发现的 IP 地址，方法是选择这些行并单击“忘记设备”。

注意：要通过端口 4 在上行模式下访问 MXWANI，请手动输入 ANI 及其连接设备的 IP 地址，因为自动发现将被阻止。

设置
管理 MXW 系统的全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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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语言： 选择控制软接口的语言。该设置将保存到计算机。

② 网络设置： 选择网络接口或刷新可用网络接口列表。

使用密码
首次启动设备或恢复出厂设置后，必须为软件应用程序创建管理员密码。密码可在管理视图中的首选项选项卡中更改。

登录页面
双击进入已初始化的设备，即可登录并使用软件控制该设备的设置。

①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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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软件一共有三个安全级别：Admin 管理员、Tech 技术员和 Guest 来宾。默认状态下仅启用 Admin。登录后转到

Preferences（首选项）选项卡，管理登录的用户。

Admin（默认）：全部编辑权限。Admin 可以启用或禁用 Tech 级用户登录。

Tech：部分编辑权限，仅限于在 Monitor（监控）选项卡中进行话筒管理。

Guest：仅监控。

② 密码

输入密码，以 Admin 或 Tech 的身份登录。若要更改密码，请以 Admin 的身份登录，然后转到“首选项”选项卡。

③ 登录按钮

按下该按钮登录到控制软件。

Monitor Tab

① Access Point Selection
Determines which Access Point displays on the tab.

② Density Mode Selection
Displays the density mode as selected in the APT device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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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③ Spectrum Scanner
Opens the Spectrum Scanner window. See Scanning Available RF Spectrum section for more details.

④ Global Mic Control
Controls the status of all microphones in the configuration (all groups made from the Configuration tab).

⑤ Channel Name
Channel names are customizable for channel (RF and Audio) identification. The nam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channel on the 
APT, will be stored on it, and is independent from the microphone linked to that channel.

⑥ Device Name
Device names are customizable for microphone identification. The nam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registered microphone, will 
remain stored on it, and is independent from the channel it is linked to.

⑦ Microphone Link Slot
Selects the which microphone displays on the channel strip.

Note: One microphone is on-air per channel, though an alternate microphone can be prepared in the secondary link slot.

⑧ Microphone Status and Control
View or change the microphone state:

Active: On and passing audio to the network.
Mute: On but the audio is muted.
External: On and passing audio to an external controller that controls the mute/active behavior.
Standby: On but in a 'sleep' state with audio muted. Standby conserves battery charge and enables a change to the 
microphone's status from the control software.
Charging: Battery is charging.
Inactive: Off or out-of-range. A microphone in this state cannot be remotely controlled by the software.
Power Off: Turn off the microphone.

⑨ Battery Status

In the charger: Displays the remaining time until the microphone battery is fully charged
Out of the charger: Displays the remaining battery runtime of the microphone.

⑩ Audio Input Meter
Indicates the average input signal level.

Color Audio Signal Level (dBFS) Description

Red 0 to -9 Overload

Yellow -9 to -18 Normal peaks

Green -18 to -60 Signal Present

⑪ RF Signal Strength
Indicates the signal strength of the microphone. When the bars are grey, the microphone is out of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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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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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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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 Mic Gain
Adjusts microphone gain from -25 dB to +15 dB gain in 1 dB steps.

⑬ Low-Pass Filter
Engages a 6 dB-per-octave filter above 12 kHz for attenuating undesired high frequencies, sometimes caused by sibilant 
vocals or paper rustling. Automatically enabled in HCD mode.

⑭ High-Pass Filter
Engages a 12 dB-per-octave filter below 150 Hz for attenuating undesired low frequencies, sometimes caused by table 
vibrations or air-conditioning rumble. Automatically enabled in high channel density mode (HCD).

⑮ Microphone Type
Displays the microphone type.

⑯ Link/Unlink Buttons
For setting up a single audio channel. Links the microphone to the primary or secondary link slot (as selected at the top of 
the channel strip).

Link: Links the microphone from the corresponding charging slot.
Unlink: Unlinks the microphone from the audio channel.

⑰ Bodypack Mic Options
There are two input sources available on the MXW1 bodypack: the internal, omnidirectional microphone or the external, 
TQG input for lavalier or headset microphones. Select the input source preference:

Auto: The internal mic is used until the MXW1 detects a connection at the TQG input. The microphone automatically 
selects the external source whenever available.
Internal: Audio source is always from the internal microphone.
External: Audio source is always from a connected microphone. (Internal mic is off.)

Note: When an MX153 earset headworn microphone is connected, make sure External input is manually selected.

⑱ Return Channels
Monitor the signal level and mute/unmute the audio of the return channel. Disabled in high density mode (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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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选项卡

① 组行

每行代表配置的一个组。选择一个 APT，然后关联充电器和音频输出设备，构成每个组。

② ID 按钮

命令选定设备的 LED 闪烁，以便于识别。

③ 连接按钮

将充电器中的所有话筒接入关联组的通道中。

连接话筒

将充电器中的所有话筒连接至接入点音频通道。

每个音频频道最多可连接两个话筒，但一次仅使用一个进行广播。在活动期间使用次连接槽添加话筒以确保充足的电池电量或实

现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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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连接槽选择

使用主和次连接槽最多可连接两个话筒至每个音频通道。次连接槽对于可在活动前准备的额外或替代话筒非常有用。

② 连接按钮

将充电站中的话筒连接至音频频道。

③ 取消按钮

取消连接程序。

Utility 选项卡

① 导出按钮

将 MXW 设备数据导出为文本文件 (.csv)。

② 设备

设备类型或话筒频道。

APT：接入点收发器；同时会显示所选通道的密度模式（SD = 标准，HD = 高）

NCS：网络充电站，每组最多两个（A 或 B）
话筒 1-8：通道 1-8 的话筒，每个通道最多两个话筒（主话筒或辅助话筒）

Out：设备未与组关联或连接

③ 组
表示组中的设备状态：

1 - 10：设备与配置中的组产生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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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设备未与任何组关联

无：话筒连接至一个已经从某个组移除的接入点（从“配置”选项卡的“组”行中取消选择）

独立：音频网络接口设为独立模式，这会限制与某个 APT 组发生关联

未知：话筒连接至一个断电或接入不同网络的 APT
其他：设备与不同配置中的组发生关联。

④ 设备型号

设备型号。

⑤ 设备名称

显示在 Configuration 选项卡中定义的设备名称，或在 Monitor 选项卡中定义的频道名称。

⑥ IP 地址

显示控制网络接口的 IP 地址（Shure 控制数据）。

⑦ IP 地址网络音频

显示网络音频网络接口（Dante 数字音频数据）的 IP 地址。

⑧ 电池容量

话筒电池的充电容量百分比（和新电池电量相比）。

⑨ 充电循环次数

电池记录的充电循环次数。

⑩ 固件版本

显示设备的固件版本。

⑪ 设备属性

可打开编辑单个设备属性的窗口。设备的属性已编辑时，该按钮显示黄色。通过“实用工具”选项卡上的“待定更改”按钮可以应

用或取消更改。

⑫ 待定更改按钮

该按钮可以应用或取消对设备属性的任何更改。

应用全部：确认并执行对设备属性的所有更新。此时计算机可能会丢失与控制软件的连接。

取消全部：清除对设备属性的所有待定变更。

设备属性
打开“实用工具”选项卡的“设备属性”窗口，即可编辑每个设备的设置。设备属性是单独编辑的，却是通过从“实用工具”选项卡中选

择全部应用按钮批量上传到设备的。这可以确保在整个网络中正确部署更改。

某些设置根据设备功能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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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T8 属性窗口

① 设备名称

可以使用 31 个字符指定设备名称。

② 编号

用于在 Shure 网站中注册设备、产品质保和客服排障的唯一识别符。

③ 恢复出厂设置

将设备重置为默认设置，清除所有 MXW 组和连接相关性。控制软件的访问密码也会重置。

④ 将“设备名称”推送到 Dante
使用 MXW 网络接口的设备和频道名称覆盖 Audinate 出品的 Dante Controller (DC) 软件中的名称。

注：请谨慎使用，它可能会中断之前在 DC 中设置的路由配置，导致音频信号中断。

⑤ 重启

设备执行了循环加电。

⑥ 调试模式

仅供 Shure 支持人员使用。如果选择，需要重启设备才能恢复正常操作。

⑦ 网络接口

查看并调整设备网络接口的 IP 设置。每个设备的网络设置不同。每个 MXW 设备的配置详情可参见“联网”章节。

控制：Shure Control（软件界接口操作、固件更新、Shure Device Discovery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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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Dante：Dante 网络音频（数字音频网络和 Dante 软件）。

⑧ IP 模式

设置选定网络接口的 IP 模式：

自动 (DHCP)：自动分配 IP 地址。

手动（静态）：设置静态 IP 地址。

⑨ IP 设置

查看并编辑每个网络接口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网关。

⑩ MAC 地址

网络接口的唯一标识。

⑪ 密度模式

设置 APT 上的密度模式：

Standard 密度（默认值）

High 密度（双倍可用频道）

⑫ 射频模式设置

对于附近房间内安装的 APT2 和 APT4，可交替使用模式（Mode A、Mode B）来获得最佳的射频性能。

⑬ 应用更新

选择“应用更新”，将设备更改保存到控制软件中。所有设备属性在 Utility（实用工具）选项卡中同时更新。一旦保存之后，设

备在 Properties（属性）栏中显示“待定”状态。

⑭ 取消更新

取消对设备属性的任何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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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Preferences 选项卡

所有首选项都应用于 Configuration 选项卡中的每个设备。

① 开关行为

定制每个发射机类型的开关。

切换（默认）：按下并释放按钮，将状态改为“激活”或“静音”。
按下说话：按住按钮使音频通过。

按下静音：保持按钮使音频静音。

已禁用：该按钮不影响音频。

② 充电器的初始状态

在发射机从充电器上移除后确定其状态：

激活：通电并将音频传输至网络。

静音：通电但音频被静音。

待机：通电但是在“睡眠”状态，音频被静音。待机状态节省电池电量，并且可以从控制软件中变更发射机状态。

关闭：断电。该状态的发射机无法通过软件远程控制。

注：这些设置仅适用于独立模式；将高效模式下的发射机从转换器上移除时会将其关机。

③ 有源/静音 LED 行为

设置每个发射机类型的静音/激活 LED 的行为。待机模式始终伴随着脉冲式红色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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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激活 静音

稳定绿色* 稳定红色

稳定红色 红色闪烁

稳定红色 关

外部 LED 控制

*不适用于 MX400R 系列鹅颈式话筒

④ 静音首选项

本地静音 - 单个（默认）：每个发射机单独静音。

本地静音 - 全部：如果一个发射机静音，则所有发射机均静音。

外部静音：发射机音频接通，但是被第三方控制器静音。

⑤ 射频功率

确定接入点的射频覆盖范围。

低：25 ft (1mW)
中等：50 ft (3mW)
中高：100 ft (16mW)
最大：150 ft (80mW)

⑥ 超范围警报

触发之后，发射机如果不在 RF 覆盖范围，就会蜂鸣报警。（默认禁用。）

⑦ 返回范围内操作

发射机重新进入射频覆盖范围时，可以设置为自动激活（默认）或静音。

⑧ 待机模式

局部（默认）：可单独激活发射机。

全系统: 所有发射机从待机模式中同时激活。

⑨ 连接首选项

可以禁用网络充电座上的 Link（连接）按钮，将连接程序限于控制软件。Link（连接）按钮默认启用。

⑩ 识别首选项

确定从控制软件中识别发射机时发射机的响应方式：

启用：发出蜂鸣声，LED 闪烁。

已禁用：仅 LED 闪烁（无声音）

⑪ 权限

下面说明了每次登录的访问权限：

Admin（默认）：全部监控和编辑访问权。Admin 可以启用或禁用 Tech 和 Guest 级登录。

Tech：可以监控，具有有限的编辑访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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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st：仅监控。

⑫ 保存/加载首选项

以文件形式将配置首选项保存到计算机中。文件可以载入设备，这会重写配置中所有设备的设置。

MXW 音频网络接口的控制软件
MXW 音频网络接口使控制软件能够管理 MXW 系统的模拟输入和输出，以及网络接口背板上的 4 端口千兆交换机。

登录页面
双击进入已初始化的设备，即可登录并使用软件控制该设备的设置。

① 用户

控制软件一共有三个安全级别：Admin 管理员、Tech 技术员和 Guest 来宾。默认状态下仅启用 Admin。登录后转到

Preferences（首选项）选项卡，管理登录的用户。

Admin（默认）：全部编辑权限。Admin 可以启用或禁用 Tech 级用户登录。

Tech：部分编辑权限，仅限于在 Monitor（监控）选项卡中进行话筒管理。

Guest：仅监控。

② 密码

输入密码，以 Admin 或 Tech 的身份登录。若要更改密码，请以 Admin 的身份登录，然后转到“首选项”选项卡。

③ 登录按钮

按下该按钮登录到控制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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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选项卡

① 通道名称

单击文本框可自定义通道名称。名称最长可为 12 个字符。

② 输入音频电平表

显示模数转换前的输入音频电平。

③ 静音按钮

将通道的音频静音或取消静音。该按钮在通道静音时显示为红色。

④ 模拟输入电平（A、B）
设置模拟输入增益电平：线路（默认）或辅助。

⑤ 输出音频电平表

显示数模转换前的输出音频电平。

⑥ 衰减

可以按照每次 1 dB 的幅度调节输出衰减。

⑦ 模拟输出电平

设置输出增益电平。

⑧ 设置

可打开网络接口的设置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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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设置窗格

① 通用

可查看或修改所选设备的基本信息。

② 网络

可为您的设备配置网络设置。

③ 固件

显示设备的当前固件版本。

④ 前面板锁定

禁用硬件上的前面板控制部件。但仍然可以选择要在耳机插孔处监听的通道。

⑤ 权限

首次启动接口或恢复出厂设置后，创建管理员密码。技术员和猜测权限可以激活或停用，密码也可以在此页面更改。

管理员（默认）：全部编辑权限。Admin 可以启用或禁用 Tech 级用户登录。

技术员：权限仅限于 Inputs/Outputs（输入输出）页面（仅硬件功能）。

Guest：仅监控。

⑥ 恢复出厂设置

重启，恢复出厂默认设置，或进入调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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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设置

① 设备名称

可以使用除“=”、“.”或“@”以外的 31 个字符指定设备名称。

② 设备型号

设备型号。

③ 序列号

用于在 Shure 网站中注册设备、产品质保和客服排障的唯一识别符。

④ 推送到 Dante
使用 MXW 网络接口的设备和频道名称覆盖 Audinate 出品的 Dante Controller (DC) 软件中的名称。

网络设置

① 寻址模式

自动：IP 设置为本地地址或自动从 DHCP 服务器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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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Manual：IP 设置（IP 地址、子网掩码和网关）为静态，可手动输入。

② IP 设置

查看并编辑每个网络接口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网关。

③ MAC 地址

分配给每个网络接口的唯一标识。

④ 音频路由模式

MXW 模式：当设备属于某个 MXW 组时（在 MXW 系统控制软件中指定），启用通道自动路由功能。

单独模式：必须利用 Dante Controller 软件对通道进行手动路由。

⑤ 端口 4 模式

配置网络接口的端口 4：

开关模式（默认）：端口 4 完全支持以太网。

级联模式：仅传输控制数据。限制 Dante 数字音频组播流量和 Shure Web Device Discovery 应用程序。

Audinate 提供的 Dante 软件
Audinate 软件提供了对 Dante 数字音频网络的附加功能和控制功能。访问 Audinate 网站获得下载和安装指南。

Dante Controller
Dante Controller (DC) 是 Audinate 出品的免费软件，用于配置和管理 Dante 设备网络。可通过该程序在启用了 Dante 功能的设

备间路由，并监控设备、时钟及网络状态。

重要提示： MXWAPT 必须作为网络的 Dante 领导时钟。请勿将 MXWAPT 领导时钟（默认选择）更改为其他设备。

注意：在 MXW 系统内路由音频不需要 DC 软件。使用 DC 软件时请小心，因为设置的更改会影响 MXW 系统的功能。

与 Dante Domain Manager 兼容
此设备与 Dante Domain Manager (DDM) 软件兼容。DDM 是一款网络管理软件，可为 Dante 网络和启用 Dante 的产品提供用

户身份验证、基于角色的安全保护以及审计功能。

受 DDM 控制的 Shure 设备的注意事项：

将 Shure 设备添加到 Dante 域中时，请将本地控制器访问权限设置为读取写入。否则，您将无法访问 Dante 设置、执行工

厂复位或更新设备固件。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设备和 DDM 无法通过网络通信，您将无法控制 Dante 设置、执行工厂复位或更新设备固件。当连接重建

时，设备会遵循 Dante 域中为其设置的策略。

如果 Dante 设备锁已启用、DDM 离线或设备的配置设置为阻止，则会禁用某些设备设置。禁用的设置包括：Dante 加密、

MXW 关联、AD4 Dante 浏览和 Dante 提示以及 SCM820 链接。

请参阅 Dante Domain Manager 的说明文档了解更多信息。

注：虽然 MXWAPT 设备与 DDM 完全兼容，但 MXWANI 设备必须放在一个未受管域中，或者与 Legacy Interop 模式下的域关联。这样就可以与该域中的其他

设备共享音频，但不通过 DDM 控制对 MXWANI 的访问。

Dante 虚拟声卡
Dante 虚拟声卡 (DVS) 可作为音频驱动程序，监控并记录数字音频，无需使用附加设备。DVS 使用计算机标准以太网端口，可

以从同一网络中的任何 Dante 驱动设备接收最多 64 个通道的信号。

https://audinate.com/
https://audin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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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2.
3.
4.
5.

固件更新
固件是在每个功能控制组件中的嵌入式软件。定期开发的新固件版本中包含附加功能和性能增强部分。若要享受设计改进带来的

优势，可利用“Shure Update Utility”工具上传和安装新版固件。可在 www.shure.com 网站下载软件。

按照以下步骤更新固件：

小心！确保设备在更新期间具有稳定的网络连接。在完成更新之前，请勿关闭设备电源。

将设备和计算机接入同一网络（设为相同子网）。

若要更新 MXW 发射机，请将其置于连接至相同网络的 MXW 网络充电座中。

如果 MXW 音频网络接口通过端口 4 连接，则确保在 ANI 控制软件的 Preferences（首选项）选项卡中将网络模式设

为开关模式（默认）。

打开 Shure Update Utility 应用程序。

单击 Check For Updates... 按钮查看可供下载的新版固件。

选择所需的固件，按下下载将其下载到固件库中。

从 Update Devices 选项卡中选择新固件，然后按下 Send Updates... 开始更新固件，这会重写设备现有的固件。

固件发行要求
Microflex 无线设备采用多通信协议的网络，这些协议同时确保设备正常工作。推荐的最佳做法是所有 MXW 设备采用相同的版

本。若要查看网络中每个 MXW 设备的固件，可打开 MXW 控制软件的 Utility（实用工具）页面。

Shure 设备的固件格式为 MAJOR.MINOR.PATCH。（例如在固件“1.6.2”中，1 为主要固件级别，6 为次要固件级别，2 为补丁固

件级别。）至少，在相同子网工作的设备应拥有相同主要和次要版本号。

故障排除
下表提供了Microflex 无线系统排障的常用解决方法。

音频

问题 指示灯 解决方案

无音频信号或

音频信号失真

音频网络接口或

SCM820 上的网

络音频 LED

绿色

检查缆线

检查发射机是否接通，通道是否取消静音

检查 MXW 控制软件 Monitor（监控）选项卡中的输入电平表是否正常。如

果通道产生削波，则信号会衰减。

检查音频网络接口 (ANI) 前面板或 ANI 控制软件中的输出电平表。用耳机

监听 ANI 的音频。如果通道产生削波，则信号会衰减。

检查 ANI 输出电平是否和连接设备的输入相配

检验 APT 是否没有执行频谱扫描

绿色闪烁
确保所有设备接通并具有稳定的连接

使用 Dante Controller 软件 (DC) 验证频道预订

红色 检查 DC 的领导时钟（MXWAPT 必须作为领导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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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指示灯 解决方案

关
将设备放在一个组中，以自动路由音频

确保接入点收发器网络音频设置的子网与音频网络接口子网相配

音频不时中断

（间歇性）
音频是间歇性的

执行频谱扫描，监测射频干扰情况

减小通道数，检验系统的射频频谱是否过载

系统设置和 MXW 组

问题 指示灯 解决方案

组件无法关联

至组

设备下拉框未在

Configuration（配置）选项卡

的组行中显示所需组件

检查设备是否加电和接入相同网络及子网

打开 MXW 控制软件的 Utility（实用工具）选项卡，取消选中配置筛选器，

显示网络中的所有 MXW 设备。如果设备显示“其他”，则说明设备属于其他

配置。

在其他配置的组行中选择“无”，取消组件关联。

恢复设备出厂设置，清除任何关联信息。

网络和设备监控

问题 指示灯 解决方案

控制软件需要

花费很长的时

间加载

软件无法连接到控制接口

确保 PC 和设备在相同网络和子网

检查 Windows 防火墙设置是否拦截 Shure 软件

设置路由器，不将默认网关作为 DHCP 一部分发送

设置 Shure Web Device Discovery 应用程序，通过 IP 地址打开。

手动在设备所在的同一网络上将计算机设置为静态 IP 地址

控制软件工作

性能欠佳
指示灯移动缓慢或未实时显示

减少同一配置打开的窗口或选项卡数

有关正确网络设置，请参见“网络”部分

控制软件未发

现充电器
充电器不会出现在 UI 中 确保 MXWNCS 充电器未处于高效模式（稳定的蓝色话筒链路指示灯）

其他资源
若要获得故障排除方面的其他帮助，或复杂安装的进一步信息，请访问 https://www.shure.com/support 或联系您当地的 Shure 
服务中心。

有关数字音频网络、高级联网指导和 Dante 软件故障排除方面的相关信息，请访问 www.audinate.com 网站。

恢复出厂设置
如果在尝试排障方法治后，网络中仍没有出现设备，则对特定固件进行重置，使设备恢复默认设置。工厂默认设置设计成自动和

其他舒尔网络设备兼容。

注意：恢复出厂设置会清除 MXW 组和连接相关性。需要新密码才能访问该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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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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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硬件

访问接入点收发器

长按凹入式重置按钮 10 秒钟。网络音频状态 LED 短暂熄灭，表示设备正在重启。

小心：恢复出厂设置会删除设备保存的所有组关联和话筒连接。

音频网络接口

长按重置按钮 10 秒钟。前面板指示灯闪烁，表示设备正在重启。

网络充电站

切断电源开关。

长按“连接”按钮。

在按住“连接”按钮的同时，接通电源开关。

继续按住“连接”按钮 12 秒钟，直到指示灯发出琥珀色光。

从控制软件
打开 MXW 控制软件的“实用工具”选项卡。

选择设备的“编辑属性”按钮。

选择恢复出厂设置复选框。

选择“添加更新”将设置保存到编辑队列中。

为更多设备重复上述操作。

按下“应用全部”，将编辑过的属性应用到所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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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和各种型号
MXW 设备 说明 部件号

访问接入点收发器

8 通道访问接入点收发器 MXWAPT8

4 通道访问接入点收发器 MXWAPT4

2 通道访问接入点收发器 MXWAPT2

安装板 65A20096

可涂漆盖板 65A20030

音频网络接口

8 通道音频网络接口 MXWANI8

4 通道音频网络接口 MXWANI4

硬件套件 90A20081

IEC 电缆 各地区有所差异；见表格

网络充电站

8 通道音频网络接口 MXWNCS8

4 通道音频网络接口 MXWNCS4

2 通道音频网络接口 MXWNCS2

电源 PS60

发射机

腰包式发射机

MXW 腰包式发射机（不含领夹话

筒）
MXW1/O

领夹话筒 见表格

电池 SB901A

手持式

SM58 MXW2/SM58

SM86 MXW2/SM86

Beta58 MXW2/BETA58

VP68 MXW2/VP68

电池 SB902

电池 SB905*

界面式

全方向 MXW6/O

心形 MXW6/C

白色全向 MXW6W/O

白色心形 MXW6W/C

电池 SB9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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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W 设备 说明 部件号

鹅颈底座式

黑色 MXW 鹅颈底座式发射机（不含

鹅颈话筒）
MXW8

白色 MXW 鹅颈底座式发射机（不含

鹅颈话筒）
MXW8W

鹅颈话筒 见表格

电池 SB901A

USB 充电器 各地区有所差异；见表格

单声道耳机/音量控制 DH 6125+VC

防滚环 (MXW2) A1K

* 适用于 2020 年 12 月后生产的 MXW2

领夹式选项

话筒说明 部件号

Microflex  5 毫米超小型领夹式话筒，全向，黑色 MX150B/O-TQG

Microflex  5 毫米超小型领夹式话筒，心形，黑色 MX150B/C-TQG

Microflex  全向超小型耳机，黑色 MX153B/O-TQG

Microflex  全向超小型耳机，茶色 MX153T/O-TQG

Microflex  全向超小型耳机，深褐色 MX153C/O-TQG

Microflex  1 厘米全向领夹式话筒，黑色 WL183

Microflex  1 厘米超心形领夹式话筒，黑色 WL184

Microflex  1 厘米心形领夹式话筒，黑色 WL185

全向性浓缩迷你型领夹式，黑色 WL93

鹅颈管选项

话筒说明 指向性模式 长度 部件号

双色 LED 状态指示灯

心形 5" (12.7 cm) MX405LP/C

超心形 5" (12.7 cm) MX405LP/S

迷你短枪式 5" (12.7 cm) MX405LP/MS

心形 10" (25.4 cm) MX410LP/C

超心形 10" (25.4 cm) MX410LP/S

心形 15" (38.1 cm) MX415LP/C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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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筒说明 指向性模式 长度 部件号

超心形 15" (38.1 cm) MX415LP/S

光圈指示灯 不含拾音头

5" (12.7 cm) MX405RLP/N

10" (25.4 cm) MX410RLP/N

15" (38.1 cm) MX415RLP/N

仅炭精盒

心形 长度不限 R185B，R185W-A

超心形 长度不限 R184B，R184W-A

迷你短枪式 5" (12.7 cm) R189B，R189W-A

白色，带双色状态指示灯 不含拾音头

5" (12.7 cm) MX405WLP/N

10" (25.4 cm) MX410WLP/N

15" (38.1 cm) MX415WLP/N

白色，带光环指示灯 不含拾音头

5" (12.7 cm) MX405WRLP/N

10" (25.4 cm) MX410WRLP/N

15" (38.1 cm) MX415WRLP/N

白色双折曲，带双色状态指

示灯
不含拾音头

10" (25.4 cm) MX410WLPDF/N

15" (38.1 cm) MX415WLPDF/N

白色双折曲，带光环指示灯 不含拾音头
10" (25.4 cm) MX410WRLPDF/N

15" (38.1 cm) MX415WRLPDF/N

IEC 电源线缆

视具体地区而定的电源线 部件号

USA 95B8389

巴西 95A14336

阿根廷 95A14335

欧洲 95C8247

英国 95A8713

日本 95B9021

中国 95B9073

韩国 95B9074

澳大利亚 95A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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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充电器

各区域 USB 充电器 部件号

USA SBC10-USB-A

英国 SBC10-USBUK-A

欧洲 SBC10-USBE-A

澳大利亚 SBC10-USBAZ-A

日本和台湾 SBC10-USBJTW-A

巴西 SBC10-USBR-A

印度 SBC10-USBIN-A

Microflex 无线规格
系统
射频载波频率范围

频段 地区 频率范围

Z10 美国 , 加拿大 , 墨西哥 1920– 1930 MHz

Z11 欧洲 , 亚洲 , 中东 1880– 1900 MHz

Z12 日本 1893– 1906 MHz

Z15 台湾 1880– 1895 MHz

Z14 巴西 1910– 1920 MHz

音频响应
65 赫兹 - 16 千赫茲

功率消耗
2.5 W

最大输出功率
3.0 W RMS

前置放大器输出削波电平
小于 1% THD

信噪比
<90  分贝（A 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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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线要求
超五类或更高规格

外观尺寸
61 x 150 x 168 毫米

重量
650 克

工作温度范围
5℃ (41℉) - 40℃ (104℉)

发射机
增益调节范围
−25 到 +15 dB (采用 1 dB 步进)

最大输入电平
话筒增益 @ −16 dB

−9 dBV

耳机输出
3.5 毫米（1/8 英寸）, 双单音 (可驱动立体声耳机)

最大耳机输出功率
1kHz（1% 失真），峰值功率，电阻为 16Ω

17.5 mW

天线类型
内部, 空间分集, 线性极化

天线增益

平均值 -1.1 dBi

峰值 0.5 dBi

充电插头
USB 3.0（A 型）

外壳
塑模成形

推荐的存储温度范围
0°C (32°F) 到 25°C (77°F)

MXW1 混合腰包式发射机
话筒接头

4 针插头迷你连接器（TA4M）,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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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阻抗
@ 1 千赫

>20 kΩ

内置话筒
全方向性 (20 赫兹 – 20 千赫茲)

电池使用时间

标准密度模式 高密度模式

最多 7 小时 最多 8 小时

用新电池进行计算。运行时间根据电池健康情况而不同。

外观尺寸
22 毫米 x 45 毫米 x 99 毫米 (0.9 英寸 x 1.8 英寸 x 3.9 英寸) 高度 x 宽度 x 深度

重量
85 克 (3.0 盎司)

带电池, 无话筒

MXW2 手持式发射机
话筒拾音头

SM58, SM86, Beta58, VP68

配置
非平衡

输入阻抗
@ 1 千赫

>20 kΩ

电池使用时间

SB902, 标准密度模式 SB902, 高密度模式 SB905, 标准密度模式 SB905, 高密度模式

最多 15 小时 最多 16 小时 最多 23 小时 最多 29 小时

用新电池进行计算。运行时间根据电池健康情况而不同。

外观尺寸
226 毫米 x 51 毫米 (8.9 英寸 x 2.0 英寸) 长度 x 直径

包括 SM58 话筒拾音头

重量
369 克 (13 盎司)

带电池, 包括 SM58 话筒拾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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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W6 界面式发射机
话筒拾音头

MXW6/O R183B

MXW6/C R185B

电池使用时间

标准密度模式 高密度模式

最多 7 小时 最多 8 小时

用新电池进行计算。运行时间根据电池健康情况而不同。

外观尺寸
23 毫米 x 44 毫米 x 114 毫米 (0.9 英寸 x 1.75 英寸 x 4.5 英寸) 高度 x 宽度 x 深度

重量
108 克 (3.8 盎司)

带电池

MXW8 鹅颈式发射机
话筒接头

Shure MX405/10/15 用 6 针脚连接器

配置
非平衡

输入阻抗
@ 1 千赫

>20 kΩ

鹅颈选项
见附件列表

电池使用时间

标准密度模式 高密度模式

最多 7 小时 最多 8 小时

用新电池进行计算。运行时间根据电池健康情况而不同。

外观尺寸
36 毫米 x 71 毫米 x 124 毫米 (1.4 英寸 x 2.8 英寸 x 4.9 英寸) 高度 x 宽度 x 深度

重量
193 克 (6.8 盎司)

带电池, 无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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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接入点收发器 (APT)
网络接口

RJ45: 千兆以太网, Dante 数字音频

增压额定值
UL 2043

电源要求
以太网供电 (PoE) 级别 0, 6.5W

天线类型
内部, 空间分集, 圆形极化

天线增益

平均值 0.5 dBi

峰值 3.0 dBi

外壳
塑模成形, 铸锌

外观尺寸
24 毫米 x 170 毫米 x 170 毫米 (1.35 英寸 x 6.7 英寸 x 6.7 英寸), 高度 x 宽度 x 深度

无安装板或盖板

重量

APT8 856 克 (1.9 磅)

APT2, APT4 845 克 (1.9 磅)

可涂漆盖板 85 克 (0.2 磅)

安装支架 68 克 (0.15 磅)

网络充电座 (NCS)
充电时间

MXW1, MXW6, MXW8 50%=1 小时; 100%=2 小时; 高效模式=4-5 小时

MXW2
SB902 50%=1.5 小时; 100%=3 小时; 高效模式=4-5 小时

SB905 50%=2.5 小时; 100%=5 小时; 高效模式=5-6 小时

网络接口
10/100 Mbps 以太网

电源要求
15 V DC @ 3.33 A 最大值, 由外部电源供电（尖端为正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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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壳
塑模成形, 铸锌

外观尺寸

NCS8 68 毫米 x 343 毫米 x 184 毫米 (2.7 英寸 x 13.5 英寸 x 7.25 英寸), 高度 x 宽度 x 深度

NCS4 68 毫米 x 191 毫米 x 184 毫米 (2.7 英寸 x 7.5 英寸 x 7.25 英寸), 高度 x 宽度 x 深度

NCS2 48 毫米 x 102 毫米 x 154 毫米 (1.9 英寸 x 4.0 英寸 x 6.1 英寸), 高度 x 宽度 x 深度

重量

NCS8 2.9 公斤 (6.4 磅)

NCS4 1.7 公斤 (3.7 磅)

NCS2 0.8 公斤 (1.8 磅)

频网络接口 (ANI)

频网络接口 (ANI)
音频响应
20 赫兹 到 20 千赫茲 (+1, −1.5 dB)

动态范围
20 赫兹至 20 千赫, A-加权, 典型

模拟到 Dante 113 dB

Dante 到模拟 110 dB

输出噪音
20 赫兹至 20 千赫, A-加权, 典型

Line（线路） 辅助 麦克风

−84.5 dBV −95.2 dBV −106.5 dBV

THD+N
20 赫兹至 20 千赫+4dBu 模拟输入, −10 dBFS 数字输入

<0.05%

极性
非倒向，任何输入倒任何输出

外观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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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度 x 深度

重量

MXWANI4 3.1 公斤 (6.9 磅)

MXWANI8 3.2 公斤 (7.1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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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壳
钢质；挤压铝形材

电源要求
100 到 240 伏交流, 50-60 赫兹, 1 A

工作温度范围
−18°C (0°F) 到 63°C (145°F)

存储温度范围
−29°C (-20°F) 到 74°C (165°F)

模拟连接

输出

配置 阻抗
削波电平 (最小值)

Line（线路） 辅助 麦克风

有源平衡 310 Ω +26.2 dBV +16.2 dBV −3.8 dBV

输入

配置 阻抗
削波电平 (最小值)

Line（线路） 辅助

有源平衡 10.6 kΩ +23.8 dBV +10.8 dBV

耳机输出
6.35 毫米（1/4 英寸）TRS, 100 mW, 350 Ω, 双单音 (可驱动立体声耳机)

0 dBV = 1 V RMS; 0 dBu = 0.775 V RMS; 0 dBV = 2.2 dBu

数字式信号处理

AD/DA 转换器
24 位, 48 千赫茲

延迟
预计标称值, ±0.1 毫秒

模拟到 Dante 0.21 毫秒

Dante 到模拟 0.24 毫秒 + TN

T  = 网络延迟（以毫秒计），在 Dante 控制器中设置。

注意：Dante 网络延迟通常与接受设备相关。

连网

网络接口
四端口千兆以太网交换机, Dante 数字音频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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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联端口（端口 4）
可选择, 阻塞组播流量

以太网供电 (PoE)
在端口 1 上提供，对 MXWAPT 供电

缆线要求
超五类或更高规格, 屏蔽, 网络设备之间最大为 100 m

网络寻址功能
DHCP, 本地连接, 静态

发射机输出功率

频带：Z10、Z11、Z14、Z15

MXW1

设置 dBm 毫瓦

低 -2 1

中 5 3

高 12 16

最大 17 50

MXW2

设置 dBm 毫瓦

低 0 1

中 7 5

高 12 16

最大 17 50

MXW6、MXW8

设置 dBm 毫瓦

低 -2 1

中 5 3

高 12 16

最大 19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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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带：Z12

MXW1、MXW6、MXW8

设置 dBm 毫瓦

低 0 1

中 5 3

高 9 8

最大 12 16

MXW2

设置 dBm 毫瓦

低 0 1

中 7 5

高 9 8

最大 12 16

接线 图

TA4M 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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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网络接口 (ANI)

安全信息
安全事项
根据危险程度和损坏严重性的不同，使用“警告”和“小心”文字对未正确使用可能导致的后果做出标识。

警告：如果没有遵循这些警告事项，在操作不正确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亡事故。

小心：如果没有遵循这些警告事项，在操作不正确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常见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

警告
在过大音量下收听音频信号可能会导致永久性失聪。应尽可能使用较低音量。长时间暴露在过高音量级别下可能会导致噪声性永

久失聪(NIHL)。如果要长时间暴露在高声压级别下，为避免丧失听力，请遵循美国职业安全健康局 (OSHA) 制订的指导原则。

90 dB SPL

八小时

95 dB SPL

四小时

100 dB SPL

两小时

105 dB SPL

一小时

110 dB SPL

半小时

115 dB SPL

十五分钟

120 dB SPL

尽量避免，否则可能会造成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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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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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警告
电池组可能爆炸或释放有毒物质。火灾或烧伤风险。不要拆开、挤压、修改、拆卸、或加热到 140°F (60°C) 以上或焚烧。

遵循制造厂商的说明

只能使用 Shure 充电座为 Shure 可充电电池充电

警告：换用不正确的电池可能出现爆炸危险。只能更换相同的，或型号相当的电池。

禁止将电池放入口中。如果吞入，请与外科医生或当地的毒物控制中心联系

不要将电池短接，否则可能会导致烧伤或起火

请勿使用 Shure 充电电池以外的电池组，也不要为此类电池充电

应正确处置电池。联系当地供应商以正确处理用过的电池组。

不应将电池（已安装的电池组或电池）暴露在阳光、火源或其他类似的高温环境下

请勿将电池浸入水、饮料或其他液体中。

请勿以相反极性安装或插入电池。

避免儿童接触。

请勿使用异常电池。

运输时请妥善包装电池。

警告：换用不正确的电池可能出现爆炸危险。只能使用两节 AA 电池供电。

注意：只能使用附带的电源部件或经过舒尔批准的对等部件。

重要安全事项！
必须阅读这些注意事项。

必须保留这些注意事项。

必须注意所有警告内容。

必须遵循所有注意事项。

不要在靠近水的地方使用本设备。

只能用干布擦拭设备。

不要堵塞任何通风口。留出足够的距离，确保充分通风，并安装在符合制造商要求的位置。

不要将本设备安装在任何热源附近，如明火、散热器、调温器、火炉或其它可能产生热量的装置（包括功率放大器）。不

要将任何明火火源放置在产品上。

不要破坏带极性或接地类型插头的安全功能。极性插头带有两个插片，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宽。接地类型插头带有两个插片

和第三个接地插脚。较宽的插片或第三个插脚是为安全目的设置的。如果提供的插头无法插入您的插座，请向电工咨询如

何更换合适的插座。

保护电源线防止被脚踩踏或被夹紧，尤其是在插头、方便插座和机身电源线的引出处。

只能使用制造商指定的连接部件/附件。

只能使用制造商指定的或随设备售出的手推车、支座、三角架、托架或支撑台。如果使用手推车，在移动装有设备的手推

车时应注意安全，避免设备翻落。

在雷电天气或长时间不使用情况下，应拔下设备插头。

所有维修均应由合格的维修人员执行。如果设备因下列情况损坏，应进行维修：电源线或插头损坏、液体泼溅到设备上或

异物进入设备，设备暴露在雨水或潮湿环境中而无法正常工作，或摔落到地上。

不要将本设备暴露在可能滴水和溅水的地方。不要将装有液体的容器（如花瓶等）放在本设备顶部。

电源插头或电器转接头应保持在随时可用的状态。

本装置的空气噪声不超过 70 d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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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21.

1.
2.

•
•
•
•

1.

2.

3.

4.

应将符合 I 类标准的设备连接到带有接地保护装置的主电源插座。

为降低起火或电击危险，不要将本设备暴露在雨中或潮湿环境下。

不要尝试改装本产品。否则可能会导致人身伤害和/或产品故障。

应在技术规格指定的温度范围内操作此产品。

重要产品信息
该设备适用于专业音频应用。

EMC 符合性测试是使用附带的和推荐的缆线类型完成的。使用其他类型的缆线可能会降低电磁兼容性能。

Changes or modifications not expressly approved by Shure Incorporated could void your authority to operate this equipment.

请遵循您当地的电池、包装和电子废弃物的回收计划。

注意：本设备不适用于直接与公共互联网网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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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审验合格的射频电信终端设备，非经许可，公司、商号或使用者不得擅自变更频率、加大功率或变更原设计的特性及功

能。

射频电脑终端设备的使用不得影响飞航安全及干扰合法通信；经发现有干扰现象时，应立即停用，并改善至无干扰时方得

继续使用。所谓合法通信，系指依电信法规定作业的无线电信。

输入、制造射频电信终端设备的公司、商号或其使用者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使用或变更无线电频率、电功率者，除依电

信法规定处罚外，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还将撤销其审验合格证明。

减少电磁波影响，请恰当使用

腰包式话筒发射机

这些发射机已经过测试，证明符合为非受控环境规定的国际辐射曝露限制。本设备在一般工作条件下与使用者的身体直接接触。

禁止将这些发射机与任何其他天线或发射机一同使用或配合使用。

手持式话筒发射机

桌面边缘式话筒发射机

桌面鹅颈式话筒发射机

无线访问点发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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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些移动发射机是为在距离人体大于 20 厘米的位置使用而准备。这些移动发射机由于其预期使用情况与用户身体保持了距离且

功率输入低，所以免于根据国际辐射曝露标准的要求进行测试。这些移动发射机应放置或安装在距离人体至少 20 厘米的位置，

并且不得与任何其他天线或发射机一同使用或配合使用。

认证
此设备符合 FCC 第 15 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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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日本电波法》和《日本电信商业法》。此设备依照《日本电波法（電波法）》和《日本电信商业法（電気通信事業法）》获得许

可。不得对此设备进行修改（否则，许可的指定编号将失效）。

符合根据 IEC 60065 制订的电气安全要求。

本产品符合所有相关欧盟指令的基本要求，并且允许使用 CE 标志。

可从 Shure Incorporated 或其任何欧洲代表处获得“欧盟符合性声明”。有关联系信息，请访问 www.shure.com

可从以下地址获得“CE 符合性声明”：www.shure.com/europe/compliance

授权的欧洲代表：

Shure Europe GmbH
Global Compliance
Jakob-Dieffenbacher-Str.12
75031 Eppingen, Germany
电话：+49-7262-92 49 0
电子邮件：info@shure.de
www.shure.com

根据 FCC 第 15b 章的验证条款获得授权。

加拿大工业部 ICES-003 合规标签：CAN ICES-3 (B)/NMB-3(B)

注意：参见充电座外壳底部标签上的 FCC 标志、CE 标志、RCM 标志和电气额定值。

已通过 FCC 第 15 章认证。

FCC:DD4MXW1、DD4MXW2、DD4MXW6、DD4MXW8、DD4MXWAPT4 和 DD4MXWAPT8。

符合 RSS-213 的适用要求。

IC：616A-MXW1、616A-MXW2、616A-MXW6、616A-MXW8、616A-MXWAPT4 和 616A-MXWAP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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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
Audinate 、Audinate 徽标和 Dante  是 Audinate Pty Ltd 的商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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