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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RA
专业无线腰包发射机
重要安全事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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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明火、散热器、调温器、火炉或包括功率放大器在可的其它可能产生热量的装置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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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在雷电天气或长时间不使用情况下，应拔下设备插头。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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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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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电源插头或电器转接头应保持在随时可用的状态。
17. 本装置的空气噪声不超过 70dB (A)。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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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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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不要尝试改装本产品。这样做会导致人身伤害和/或产品故障。
21. 应在技术规格指定的温度范围内操作此产品。
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
第十二條
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可，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得擅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
能。 第十四條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擾現象時，應立即停用，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
用。前項合法通信，指依電信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低功率射頻電機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
設備之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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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电池组可能爆炸或释放有毒物质。存在火灾或烧伤风险。不要拆开、挤压、修改、拆卸，或者加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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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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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 不要拆开或改装设备，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故障。
• 不要用力过大，不要拉扯线缆，否则会损坏线缆。
• 应让产品保持干燥，并避免暴露在极高的温度和湿度环境下。

警告
• 如果有水或其他异物进入设备内部，可能会导致起火或触电事故。
• 不要尝试改装本产品。这样做会导致人身伤害和/或产品故障。
本设备可产生高于 85 dB SPL 的音量。 请根据您所在国家的劳动保护要求，检查允许的最大连续噪声暴露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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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dB SPL

100 dB SPL

105 dB SPL

四小时

两小时

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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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时

110 dB SPL

115 dB SPL

120 dB SPL

半小时

十五分钟

尽量避免，否则可能会造成损伤

本产品仅供专业人士使用。该产品只能通过专业销售渠道进行销售。

澳大利亚无线警告
此设备在 ACMA 级许可下运行且必须符合所有该许可的所有条件，包括运行频率。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如果此设备运
行在 520-820 MHz 频带，则它将符合条件。警告：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之后，为了符合条件，此设备不得运行在 694-820
MHz 频带。

简要说明
®

Shure P3RA 腰包接收机与 Shure P3T 发射机配合使用，为 PSM300 立体声个人监听系统的一部分。高级用户菜单配备 LCD
显示屏，在标准 PSM300 腰包接收机上实现增强功能，同时全金属外壳经久耐用。与 Shure SB900B 充电电池兼容，延长电池
使用寿命；经济环保且可减少浪费。
有关配合 PSM300 系统使用 P3RA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PSM300 用户指南（发射机已随附并可在 shure.com 查看）。

P3RA 腰包接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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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天线
接收来自 P3T 发射机的信号

② 射频指示灯
当腰包接收机正在接收来自发射机的信号时亮起

③ 音量旋钮/电源开关
打开/关闭电源和调节耳机音量

④ 电池 LED
指示电池状态
注意：请参见电池使用周期表，了解具体的运行时间值

⑤ 耳机输出
使用带有 3.5 毫米（1/8 英寸）插头的耳机

⑥ 显示屏
显示设置和菜单导航

⑦ 导航按钮 (▲▼)
用于在菜单项之间滚动及调节设置

⑧ 退出按钮
按下可退回至上一个屏幕

⑨ Enter 按钮
按下可进入菜单屏幕或确认设置

⑩ IR 同步窗口
用于在腰包接收机和发射机之间发送群组和频道设置

⑪ 扫描按钮
按下此按钮可执行射频扫描

⑫ 电池舱
使用 Shure SB900B 充电电池或两节五号电池

⑬ 可拆卸式 AA 适配器
卸下可使用 Shure SB900B 充电电池
注意：要卸下它，请打开舱门并将适配器滑出。要重新安装，应将适配器压下锁定到位，在嵌入到位时会发出咔哒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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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设置
MODE

STEREO： 通道 1 中的音频可通过左侧耳机听到；而频道 2 中的音频可通过右侧耳机听到。
MIXMODE： 两个通道的音频均可通过左和右侧耳机听到。混音之间的合成可以调节。

EQ

使用两波段搁架均衡器来增强或削减低音和高音频率，最多可增强或削减 +6 分贝，增量为 2
分贝。
LOW BOOST： 增强低于 100 Hz 的频率
HIGH BOOST： 增强高于 10 kHz 的频率
OFF： 无 EQ（平坦）

VLIMIT （最高音量）

设置值（-3 到 -21 分贝，可调，增量为 3 分贝），以降低最高音量。将音量旋钮转过其整个转
动范围仍会影响音量；此极限值仅使 dB 调节范围变窄。
注意：VLIMIT 不压缩音频。

平衡控制的行为取决于腰包接收机设置为哪种模式：
BAL MX/BAL ST （平衡）

STEREO： 调节左/右平衡
MIXMODE： 调节通道 1 和通道 2 之间的合成

工具
CONTRAST

在低和高之间选择一个设置，即可自定义显示屏对比度

LOCK PANEL

锁定除音量旋钮之外的所有控制装置，以防止意外更改设置
锁定：选择工具 > 锁定面板
解锁：当锁定设置屏幕出现时，按下退出按钮并选择关闭。按 enter 按钮以确认。
显示电池剩余运行时间（小时:分钟）、温度、状态、循环计数、健康状况和电压

BATTERY

RESTORE

自动关闭

注意：仅适用 SB900B 电池

将腰包发射机恢复为出厂默认设置
当处于节能模式或连接到已接通电源的充电器时，在选定时间之后自动关闭腰包发射机（5、
30 或 60 分钟）。如需恢复腰包发射机电源，必须先关闭电源开关，然后再次打开。
注意：在腰包发射机关闭时，SB900B 电池充电最快

射频设置值
RADIO 菜单包含可选择的 GROUP 和 CHANNEL 设置，用于手动将接收机和发射机同步。
频率和波段显示在群组和频道设置下面，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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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音模式和立体声监控
腰包可在以下聆听模式下运行：

立体声（默认）
要在立体声模式下运行，请进入菜单并选择 AUDIO > MODE > STEREO 。
在立体声模式下，频道 1 中的音频可通过左侧耳机听到，而频道 2 中的音频可通过右侧耳机听到。在立体声模式下聆听可提高清
晰度及每个频道来源之间的分隔。

调节平衡
要调节左/右平衡，请选择 AUDIO > BAL ST。使用 ▲▼ 按钮更改设置。

混音模式
要在混音模式下运行，请进入菜单并选择 AUDIO > MODE > MIXMODE。
在混音模式下，两个监听混音（例如，乐器混音和人声混音）之间的合成可以调节。信号为单声道，意味着每个混音通过左侧和
右侧耳机均可听到。

调节混音合成
要调节频道 1 和频道 2 之间的合成，请进入菜单并选择 AUDIO > BAL MX。使用箭头按钮 (▲▼) 来作出调整。
在此情景中，频道 1（左侧）为乐器混音，频道 2（右侧）为人声混音：

要听到频道一的更多内容（乐器），请将平衡朝左侧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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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听到频道二的更多内容（人声），请将平衡朝右侧移动。

在主屏幕调整平衡和混音
如需快速对立体声平衡和混音模式合成作出调整，请在主屏幕中使用箭头按钮 (▲▼)。如有必要，使用锁定功能以防止任何意外
调整。

Shure SB900B 充电电池
Shure SB900B 锂离子电池提供可充电选件，为腰包发射机供电。电池在一小时内快速充电至 50% 容量，在三小时内完全充满
电。
可提供单电池充电器和多单元充电器为 Shure 电池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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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Shure 电池充电器只能用于为舒尔可充电电池充电。

单舱充电器
SBC-100 单电池充电器提供紧凑充电解决方案。
1. 将充电器插入交流电源或 USB 端口。
2. 将电池插入充电舱。
3. 注意观察电池状态 LED 指示灯，直到充电完成。

充电状态 LED 指示灯
颜色

状态

红色

正在充电

绿色

充电完成

琥珀色灯闪烁

故障：检查连接和电池

关闭

充电舱中无电池

多舱充电器
Shure 提供多种型号的多舱位充电器：
•
•
•
•

SBC200 两舱位充电器
SBC210 两舱位充电器
SBC220 两舱位网络充电器
SBC800 八舱位充电器

SBC200 和 SBC220 充电器可为装在腰包发射机中的一节或多节电池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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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充电器插入交流电源。
2. 将电池或腰包发射机插入充电舱。
3. 注意观察电池状态 LED 指示灯，直到充电完成。

充电状态 LED 指示灯
颜色

状态

绿色

充电完成

绿色/红色

充电量高于 90%

红色

正在充电

琥珀色灯闪烁

故障：检查连接和电池

关闭

充电舱中无电池

Shure 充电电池保养和存储的重要提示
只有正确保养和存储 Shure 电池才能确保可靠的性能和较长的使用寿命。
• 始终将电池和腰包储存在室温下
• 长期存储时，电池的充电量最好为大约 40%
• 在存储期间，每隔 6 个月检查电池，根据需要将电池的电量充到 40%

电池寿命
大约的剩余小时数 (h:mm)
电池指示灯

三色电池指示灯
碱性电池

Shure SB900B 充电电池

绿色

5:30 至 4:25

6:35 至 5:15

绿色

4:25 至 3:20

5:15 至 3:55

绿色

3:20 至 2:10

3:55 至 2:40

绿色

2:10 至 1:05

2:40 至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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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色

1:05 至 0:30

1:20 至 0:35

红色

< 0:30

< 0:35

5:30

6:35

合计电池使用时间
注意：使用 Energizer™ 品牌五号碱性电池，在下列条件下的电池使用周期：

• 接收机音频设置为 EQ = 关闭，V LIMIT = 关闭
• 腰包接收机的音频输出：在 100 dB SPL 时使用 SE112 耳机（阻抗为 20 Ω）在耳朵中产生的粉红噪声
节能模式：未插入耳机达 5 分钟时，接收机进入节能模式，以延长电池使用周期。在此模式中，LED 缓慢开启/关闭，并继续显
示表示剩余电池寿命的颜色。

规格
音频响应
38 Hz–15 kHz

工作范围
取决于环境

90 m（300 英尺）

有源射频灵敏度
在 20 dB SINAD 下

2.2 µV

有效射频增益控制
20 dB

镜频抑制
>90 dB

临近频道干扰抑制
>60 dB

互调衰减
>50 dB

阻滞
>60 dB

音频输出功率
1kHz @ <1% 失真，峰值功率，@32Ω

80 mW（驱动两个通道）

输出阻抗
<2.5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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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负载阻抗
4Ω

耳机输出
3.5 毫米（1/8 英寸）
立体声

低架均衡
2 dB

步进大小

可选择：在 100 Hz 条件下，-6 至 +6 dB

高架均衡
2 dB

步进大小

可选择：在 10 kHz 条件下，-6 至 +6 dB

音量限制器
3 dB

步进大小

可选择：-3 至 -21 dB

净重
196 g(6.6 oz.)（带电池）

尺寸
99 x 66 x 23 mm
高x宽x厚

电池寿命
持续使用

五号电池

5.5 小时

SB900B

7 小时

工作温度
-18°C 至 +63°C

选配附件和替换部件
Shure 锂离子充电电池

SB900B

AA 电池适配器

65A15224

动态 MicroDriver 耳机

SE112

动态 MicroDriver 耳机

SE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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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已调谐低音端口的高清 MicroDriver 耳机

SE315

带有双 MicroDriver 的高清耳机

SE425

带有三 MicroDriver 的高清耳机

SE535

带有四 MicroDriver 的高清耳机

SE846

单机架固定件

RPW503

双机架固定件

RPW504

认证
符合下列欧盟指令的基本要求：
• 低电压指令 2006/95/EC
符合低压外部供电 (EC) No.278/2009 相应法规的要求。
符合下列欧盟指令的基本要求：
• 2008/34/EC 修订的 WEEE 指导原则 2012/19/EU
• RoHS 指导原则 EU 2015/863
注意：请遵循您所在地的电池和电子废弃物回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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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ure Incorporated 特此声明该无线电设备符合指令 2014/53/EU 的要求。欧盟符合性声明的全文可在以下网址查看：http://
www.shure.com/europe/compliance
授权的欧洲代表：
Shure Europe GmbH
欧洲、中东、非洲总部
部门：欧洲、中东、非洲批准部
Jakob-Dieffenbacher-Str.12
75031 Eppingen, Germany
电话：+49-7262-92 49 0
传真：+49-7262-92 49 11 4
电子邮件：EMEAsupport@shure.de
符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法规第 15 章关于合格声明 (DoC) 的要求。
符合 RSS-GEN 中所述要求。
加拿大工业部 ICES-003 合规标签：CAN ICES-3 (B)/NMB-3(B)
This device contains licence-exempt transmitter(s)/receiver(s) that comply with Innovation, Scie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ada’s licence-exempt RSS(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interference.
2.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of the device.
（一）本产品符合“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目录和技术要求”的具体条款和使用场景；
（二）不得擅自改变使用场景或使用条件、扩大发射频率范围、加大发射功率（包括额外加装射频功率放大器），不得擅自更改
发射天线；
（三）不得对其他合法的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也不得提出免受有害干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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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当承受辐射射频能量的工业、科学及医疗（ISM）应用设备的干扰或其他合法的无线电台（站）干扰；
（五）如对其他合法的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并采取措施消除干扰后方可继续使用；
（六）在航空器内和依据法律法规、国家有关规定、标准划设的射电天文台、气象雷达站、卫星地球站（含测控、测距、接收、
导航站）等军民用无线电台（站）、机场等的电磁环境保护区域内使用微功率设备，应当遵守电磁环境保护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的规定。

1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