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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845UWB
天线分配系统

简要说明
舒尔 UA845UWB 天线分配系统允许最多四台接收机使用相同的天线组。同时配有向每个接收机配电的电源接头。射频信号放大

器通过将天线输入拆分为多路输出，从而补偿插入损失。级联接头能够连接到第五个接收机或第二个 UA845UWB。前板的按钮
负责在 174 至 1805 MHz 中的五个频段切换。

系统功能
舒尔 UA845UWB 能确保最大的灵敏度和信号处理能力，能够为众多无线接收机提供最广范围的无线电频率。

5 个可选的频率范围 UA845UWB 通过在五个频段间切换，提供了避免互调失真干扰的更多方式。

射频功率 LED 指示灯 如果射频功率过载，则前板 LED 指示灯会显示为红色。

扩展能力 UA845UWB 天线分配系统专门用于大型无线系统。每个单元能够让四个无线接收机使用相同的两条天线，级联端

口能够连接到第五个接收机或第二个 UA845UWB。
兼容性 UA845UWB 兼容所有在兼容频率范围内运行的舒尔无线话筒接收机。

级联端口 两个 50 欧姆 BNC 型天线级联端口，能够额外连接一个 UA845UWB 单元或第五个无线接收机。大型无线系统可

以在使用一对天线的情况下工作。

电源输出和输出连接器 可以在电源输出上以链式连接多台接收机，并通过电源输出接头从单个电源供电。

低噪声和互调失真 UA845UWB 能够保持清晰的信号，具有最低失真度。

插入损失补偿 在将信号拆分给多个输出端口时，信号强度将衰减。UA845UWB 能够对信号进行放大补偿，以确保为接收机

提供较强的信号。

前侧安装天线 UA845UWB 附带有在前侧安装天线所需的硬件。

系统部件
UA845UWB 天线/功率分配系统
(4) 锁扣式直流电源线 (ULXD4)*
(4) 非锁扣式直流电源线（QLXD4、SLX4、BLX4R）
(10) 22 英寸 BNC 线缆**
(2) 6 英尺 BNC 线缆
(2) 用于前侧安装天线的隔板转接器
(1) 交流菊花链电线
(1) 交流电源线
机架安装硬件

*不包括 UA845UWB/LC 变体

**UA845UWB/LC 型号代替了 (2) 22 英寸 BNC 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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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板和后面板

前面板

后面板

① 前侧安装天线固定

② 射频电源过载指示灯
通过 2 个红色 LED 显示天线 A 和天线 B 的射频过载情况。

③ 频段选择器

④ 电源开关

⑤ 交流电源输入接头。

⑥ 交流电源输出接头。

每个放大器都有一个电源输出接头，用于将最多五个舒尔分集的单接收机或双接收机链式连接到单个电源。

⑦ 天线输入端口，通道 A 和 B。
用于天线的 BNC 接头。

⑧ 射频级联接头，通道 A 和 B。
用于添加第五个接收机或额外 UA845UWB 的 BNC 接头，允许连接更多无线接收机。

⑨ 射频输出接头，通道 A 和 B。
BNC 接头用于最多四个无线接收机。

⑩ 15 伏直流接头
用于直流电源的四个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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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安装说明
如果安装在封闭或多装置机架组件中，则机架环境的工作环境温度可能会高于室内环境温度。保持机架环境温度，不要让其

超过所安装设备的制造商指定的最高环境温度 (Tma)。
确保机架内的通风可保证设备安全运行。

不要将设备安装在机械载荷不均匀的机架中，以免发生危险情况。

将设备连接到供电电路时，请考虑电路过载可能对过电流保护和电源接线产生的影响。解决此问题时，请考虑所有设备铭牌

额定值。

保持机架安装设备可靠接地。特别注意与分支电路的间接电源连接（如电源板）。

系统安装

前侧安装天线

UA845UWB 配备了前侧安装天线。前侧安装方式应将天线移动到机架前侧，这样可以提高系统性能。当设备位于机架中时，天

线应为前侧或远程安装。

将隔板接头从每个支架上的孔中穿过，使用附带的配件将其固定在每一侧。

将附带的天线延长线连接到接收机天线输入端和接头。

将天线安装在隔板接头上，使其从前面板上伸出。

注意：要获得最佳效果，应将天线调整为向外分开倾斜 45° 角。这能够确保获得最佳的接收效果，并大幅度降低信号衰减的可能性。在使用无线系统之前，一定

要进行系统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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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远程天线

远程安装的天线具有不受设备限制，更为接近发射机的优势。可以将天线放置在所推荐的延长线长度范围内的任何位置上，建立

更宽的无线电接收范围，并进一步降低信号丢失的可能性。关于串联射频放大器的信息，请咨询您的舒尔经销商。

按照这些指导进行远程安装天线：

当使用延长丝时，使用舒尔兼容工作频率的低损耗线缆。如必要，使用舒尔串联射频放大器。

将天线放置在距离发射机 3 米（10 英尺）以外的地方。

连接接收机
单天线分配设置

使用舒尔低损耗 50 Ω 同轴线缆，将 UA845UWB 上左侧和右侧（通道 1 至 4，A 和 B）射频输出端口连接到每个接收机
上对应的左侧和右侧天线输入端。可以使用级联端口连接第五个接收机。

使用附带的电源线，将 UA845UWB 连接到电源插座。

通过链式连接将接收机与电源输出线连接在一起，应将 UA845UWB 的电源输出接头连接到接收机的电源输入接头。使用

类似方式连接其余接收机。将设备的电源输入端连接到电源。

注意：一台 UA845UWB 以链式连接最多可为五台舒尔接收机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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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UA845UWB 设置

多天线分配设置
将一个 UA845UWB 的射频输出通道的级联端口 A 和 B 连接到接收机或第二个 UA845UWB 的“天线输入”、通道 A 和 B。
如果需要，可以用相同的方式连接其他设备。

通过链式连接将接收机与电源输出线连接在一起，应将 UA845UWB 的电源输出接头连接到接收机的电源输入接头。使用

类似方式连接其余接收机。将设备的电源输入连接到交流电源。

警告：在将额外的 UA845UWBs 添加到系统中时，应单独将每个 UA845UWB 连接到独立的电源。一台 UA845UWB 最多能为五
台以上接收机供电。通过电源输出端口以链式连接为多台 UA845UWB 供电将导致单个电源过载，并可能引起设备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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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UA845UWB 设置

选择频率范围
按住 Set 按钮，直到绿色频段 LED 指示灯开始闪烁。

使用 Set 按钮在五种频率范围段中点击一个。

当 LED 指示灯停止闪烁时，即选中了亮起的范围。

射频功率过载
当过载天线 LED 指示灯显示红色时，即表示天线放大器正接收过载的强大射频信号。要纠正过载的状况，需增大天线与发射机

之间的距离，或降低天线增益设置。

警告：使天线放大器过载会造成通道数量降低，破坏系统性能。

可选配附件
使用1/2 波长全向接收机天线可改善无线信号接收状况 UA8

串联射频放大器通过延长的电缆线路补偿信号损失 UA834

UA874 主动定向天线通过排除多余信号，提高无线信号接收能力 UA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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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波长天线远程安装套件 UA505

带线缆和 BNC 接头的天线支架面板 UA440

注意：请务必选择与您的无线系统的工作频率范围兼容的天线和配件。如在选择正确的无线配件方面需要帮助，请联系舒尔或当地零售商。

选择天线缆线
使用 50 欧姆低损耗同轴线缆，如 RG-8U。舒尔提供长度为 6-100 英尺的预先端接的天线缆线。

注意：如需使用高于 1000 MHz 的频段，则从舒尔订购线缆时，需选择低损耗的“Z”型号（适用于更长的缆线）。

启用或禁用直流偏置电压
2018 年 8 月 10 日后构建的 UA845UWB 设备可禁用直流偏置电压。

注意：生成日期打印在设备底部。

要禁用直流偏置电压：

按住 SET 按钮打开设备。

当前面板上的所有指示灯亮起时，放开 SET 按钮。

重启设备。

当所有绿色指示灯短暂闪烁且与选定频率范围匹配的指示灯持续开启时，直流偏置电压将被禁用。

要启用直流偏置电压：

按住 SET 按钮打开设备。

当 2 个红色指示灯亮起时释放 SET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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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设备。

当频率范围指示灯亮起时，将启用直流偏置电压。（当启用直流偏置电压时，重启后指示灯不会闪烁。）

规格
载波频率范围

Band 1 174 到 216 MHz

Band 2 470 到 960 MHz

Band 3 1240 到 1260 MHz

Band 4 1492 到 1525 MHz

Band 5 1785 到 1805 MHz

分配输出电平（增益）
0 dB, 典型

接收机天线输入, 输出端口1 到 4 -2 dB 到 +2 dB

接收机天线输入, 级联输出 -1 dB 到 +1 dB

绝缘输出接头
>25 dB, 典型

三阶过载交截点 (OIP3)
24 dBm, 典型

输入-输出交流线电压, 交换
100 到 240 伏交流, 50/60 赫兹

直流输出
15 V DC, 4 接头

输出电流
所有 DC 输出总值

2.5 A, 最大值

阻抗
50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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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温度范围
-18°C (0°F) 到 63°C (145°F)

外观尺寸
44.5 x 482.6 x 295.3 毫米 高度 x 宽度 x 深度 (1.75 x 19 x 11.6英寸)

净重
3.32 公斤 (7.3  磅)

接头类型
BNC

功率消耗 伏交流
未连接通电天线或直流输出未连接接收机的典型安装

14.1 W/每台设备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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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中东、非洲总部

部门：欧洲、中东、非洲审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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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shur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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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产品信息
许可信息
许可授予：本设备在一些特定地区使用可能需要获得主管部门许可证。请向您所在国家的主管部门咨询相关要求。未经 Shure 
Incorporated 明确许可的修改或改装会使你操作本设备的授权失效。 获得 Shure 无线话筒设备的授权是用户的责任，许可情况

取决于用户类型和应用情况以及选择的频率。Shure 强烈建议你在选择和订购频率之前，应与相关的无线电管理机构联系，以了

解许可授予情况。

注意： 本无线电设备设计为用于专业音乐演出及其他相似场合。本无线电设备可能具有使用您所在地区未经授权频率的能力。请与您所在国的管理机构联系，以

获得有关您所在地区无线话筒授权使用频率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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