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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845UWB
天線分配系統

簡要說明
舒爾 UA845UWB 天線分配系統允許最多四台接收機使用相同的天線組。同時配有向每個接收機配電的電源接頭。射頻信號放大

器通過將天線輸入拆分為多路輸出，從而補償插入損失。級聯接頭能夠連接到第五個接收機或第二個 UA845UWB。前板的按鈕
負責在 174 至 1805 MHz 中的五個頻段切換。

系統功能
舒爾 UA845UWB 能確保最大的靈敏度和信號處理能力，能夠為眾多無線接收機提供最廣範圍的無線電頻率。

5 個可選的頻率範圍 UA845UWB 通過在五個頻段間切換，提供了避免互調失真干擾的更多方式。

射頻功率 LED 指示燈 如果射頻功率超載，則前板 LED 指示燈會顯示為紅色。

擴展能力 UA845UWB 天線分配系統專門用於大型無線系統。每個單元能夠讓四個無線接收機使用相同的兩條天線，級聯埠

能夠連接到第五個接收機或第二個 UA845UWB。
相容性 UA845UWB 相容所有在相容頻率範圍內運行的舒爾無線話筒接收機。

級聯埠 兩個 50 歐姆 BNC 型天線級聯埠，能夠額外連接一個 UA845UWB 單元或第五個無線接收機。大型無線系統可以在

使用一對天線的情況下工作。

電源輸出和輸出連接器 可以在電源輸出上以鏈式連接多台接收機，並通過電源輸出接頭從單個電源供電。

低雜訊和互調失真 UA845UWB 能夠保持清晰的信號，具有最低失真度。

插入損失補償 在將信號拆分給多個輸出埠時，信號強度將衰減。UA845UWB 能夠對信號進行放大補償，以確保為接收機提

供較強的信號。

正面固定天線 UA845UWB 附帶有在正面固定天線所需的硬體。

系統配件
UA845UWB 天線功率分配系統
(4) 鎖扣式直流電源線 (ULXD4)*
(4) 非鎖扣式直流電源線（QLXD4、SLX4、BLX4R）
(10) 22 英寸 BNC 線纜**
(2) 6 英尺 BNC 線纜
(2) 用於前側安裝天線的隔板轉接器
(1) 交流菊輪鍊電線
(1) 交流電源線
機架固定硬體

*不包括 UA845UWB/LC 變體

**UA845UWB/LC 型號代替了 (2) 22 英寸 BNC 線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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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面板

前面板

後面板

① 前側安裝天線固定

② 射頻電源超載指示燈
通過 2 個紅色 LED 顯示天線 A 和天線 B 的射頻超載情況。

③ 頻段選擇器

④ 電源開關

⑤ 交流電源輸入接頭。

⑥ 交流電源輸出接頭。

每個放大器都有一個電源輸出接頭，用於將最多五個舒爾分集的單接收機或雙接收機鏈式連接到單個電源。

⑦ 天線輸入埠，通道 A 和 B。
用於天線的 BNC 接頭。

⑧ 射頻級聯接頭，通道 A 和 B。
用於添加第五個接收機或額外 UA845UWB 的 BNC 接頭，允許連接更多無線接收機。

⑨ 射頻輸出接頭，通道 A 和 B。
BNC 接頭用於最多四個無線接收機。

⑩ 15 伏直流接頭
用於直流電源的四個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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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架安裝說明
如果安裝在封閉或多裝置機架組件中，則機架環境的工作環境溫度可能會高於室內環境溫度。保持機架環境溫度，不要讓其

超過所安裝設備的製造商指定的最高環境溫度 (Tma)。
確保機架內的通風可保證設備安全運行。

不要將設備安裝在機械載荷不均勻的機架中，以免發生危險情況。

將設備連接到供電電路時，請考慮電路過載可能對過電流保護和電源接線產生的影響。解決此問題時，請考慮所有設備銘牌

額定值。

保持機架安裝設備可靠接地。特別注意與分支電路的間接電源連接（如電源板）。

系統安裝

正面固定天線

UA845UWB 配備了正面固定天線。前側安裝方式應將天線移動到機架正面，這樣可以提高系統性能。當設備位於機架中時，天

線應為正面或遠程安裝。

將隔板接頭從每個支架上的孔中穿過，使用附帶的配件將其固定在每一側。

將附帶的天線延長線連接到接收機天線輸入端和接頭。

將天線安裝在隔板接頭上，使其從前面板上伸出。

注意：要獲得最佳效果，應將天線調整為向外分開傾斜 45° 角。這能夠確保獲得最佳的接收效果，並大幅度降低信號衰減的可能性。在使用無線系統之前，一定

要進行系統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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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遠端天線

遠端安裝的天線具有不受設備限制，更為接近發射機的優勢。可以將天線放置在所推薦的延長線長度範圍內的任何位置上，建立

更寬的無線電接收範圍，並進一步降低信號丟失的可能性。關於串聯射頻放大器的資訊，請諮詢您的舒爾經銷商。

按照這些指導進行遠端安裝天線：

當使用延長絲時，使用舒爾相容工作頻率的低損耗線纜。如必要，使用舒爾串聯射頻放大器。

將天線放置在距離發射機 3 米（10 英尺）以外的地方。

連接接收機
單天線分配設定

使用舒爾低損耗 50 Ω 同軸線纜，將 UA845UWB 上左側和右側（通道 1 至 4，A 和 B）射頻輸出埠連接到每個接收機上
對應的左側和右側天線輸入端。可以使用級聯埠連接第五個接收機。

使用附帶的電源線，將 UA845UWB 連接到電源插座。

通過鏈式連接將接收機與電源輸出線連接在一起，應將 UA845UWB 的電源輸出接頭連接到接收機的電源輸入接頭。使用

類似方式連接其餘接收機。將設備的電源輸入端連接到電源。

注意：一台 UA845UWB 以鏈式連接最多可為五台舒爾接收機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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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UA845UWB 設定

多天線分配設定
將一個 UA845UWB 的射頻輸出通道的級聯埠 A 和 B 連接到接收機或第二個 UA845UWB 的「天線輸入」、通道 A 和 B。
如果需要，可以用相同的方式連接其他設備。

通過鏈式連接將接收機與電源輸出線連接在一起，應將 UA845UWB 的電源輸出接頭連接到接收機的電源輸入接頭。使用

類似方式連接其餘接收機。將設備的電源輸入連接到交流電源。

警告：在將額外的 UA845UWBs 添加到系統中時，應單獨將每個 UA845UWB 連接到獨立的電源。一台 UA845UWB 最多能為五
台以上接收機供電。通過電源輸出埠以鏈式連接為多台 UA845UWB 供電將導致單個電源超載，並可能引起設備損壞。



Shure Incorporated

8/11

1.
2.
3.

多 UA845UWB 設定

選擇頻率範圍
按住 Set 按鈕，直到綠色頻段 LED 指示燈開始閃爍。

使用 Set 按鈕在五種頻率範圍段中點擊一個。

當 LED 指示燈停止閃爍時，即選中了亮起的範圍。

射頻功率超載
當超載天線 LED 指示燈顯示紅色時，即表示天線放大器正接收超載的強大射頻信號。要糾正超載的狀況，需增大天線與發射機

之間的距離，或降低天線增益設定。

警告：使天線放大器超載會造成通道數量降低，破壞系統性能。

選配附件
1/2 波長全向接收機天線可改善無線信號收訊 UA8

串聯射頻放大器通過延長的電纜線路補償信號損失 UA834

UA874 主動定向天線通過排除多餘信號，提高無線信號接收能力 UA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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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Wave Antenna Remote Mount Kit UA505

帶線纜和 BNC 接頭的天線支架面板 UA440

注意：請務必選擇與您的無線系統的工作頻率範圍相容的天線和配件。如在選擇正確的無線配件方面需要幫助，請聯繫舒爾或當地零售商。

選擇天線纜線
使用 50 ohm 低損耗的同軸纜線，如 RG-8U。舒爾提供提供 6 至 100 英尺已預先終結的天線線纜。

備註：向 Shure 訂購纜線並使用 1000 MHz 以上的頻帶時，確保選擇低損耗「Z」型號（可用於較長的纜線）。

啟用或停用直流偏壓
2018 年 8 月 10 日後製造的 UA845UWB 設備可停用直流偏壓。

注意：製造日期列印在設備底部。

若要停用直流偏壓：

按下SET按鈕並開啟設備。

在前面板上的所有 LED 燈亮起時，釋放SET按鈕。

讓設備進行電力循環。

所有綠色 LED 燈短暫閃爍且其中一個符合所選頻率範圍的 LED 燈持續亮著時，就會停用直流偏壓。

若要啟用直流偏壓：

按下SET按鈕並開啟設備。

在 2 個紅色 LED 燈亮起時，釋放SET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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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設備進行電力循環。

頻率範圍 LED 燈亮起時，就會啟用直流偏壓。（若啟用直流偏壓，則在電力循環後，LED 燈不會閃爍。）

規格
載波頻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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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輸出電平（增益）
0 dB, 典型

接收機天線輸入, 輸出埠1 到 4 -2 dB 到 +2 dB

接收機天線輸入, 級聯輸出 -1 dB 到 +1 dB

輸出連接器絕緣件
>25 dB, 典型

三階過載交截點 (OIP3)
24 dBm, 典型

輸入-輸出交流線電壓, 交換
100 到 240 伏交流, 50/60 赫茲

直流輸出
15 V DC, 4 接頭

輸出電流
所有 DC 輸出總值

2.5 A, 最大值

阻抗
50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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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溫度範圍
-18°C (0°F) 到 63°C (145°F)

外觀尺寸
44.5 x 482.6 x 295.3 毫米 高度 x 寬度 x 深度 (1.75 x 19 x 11.6英寸)

淨重
3.32 公斤 (7.3  磅)

接头类型
BNC

功率消耗 伏交流
未連接通電天線或直流輸出未連接接收機的典型安裝

14.1 W/每台設備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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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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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產品資訊
許可資訊
許可授予：本設備在一些特定地區使用可能需要獲得主管部門許可證。 請向您所在國家的主管部門咨詢相關要求。 未經舒爾公
司明確許可的修改或改裝會使你操作本設備的授權失效。 獲得舒爾無線話筒設備的授權是使用者的責任，許可情況取決於使用者

類型和應用情況以及選擇的頻率。 舒爾強烈建議你在選擇和訂購頻率之前，應與相關的無線電管理機構聯繫，以瞭解許可授予情

況。

注意：本無線電設備設計為用於專業音樂演出及其他相似場合。本無線電設備可能具有使用您所在地區未經授權的頻率的能力。請與您所在國的相關機構聯繫，

以獲得有關您所在地區無線話筒授權使用頻率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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