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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864 -- 壁挂式有源定向天线

一般说明
UA864 天线包含在易于安装的小尺寸外壳中，提供有源定向射频覆盖范围，可安装在墙壁、天花板和金属表面上，

带来改良的接收能力。可喷漆的中性白外壳让天线很好地融入公司或教室环境。4 档位可选择增益开关用于设置衰
减和增强以使天线与环境匹配。UHF 型号可提供宽频带射频覆盖范围。

特点
• 小尺寸设计
• 壁挂或倒置安装选件
• 宽频带性能（仅 UHF 型号）

• 四档位增益开关
• 可装在金属表面上
• 用于增益调整的 LED 指示灯
• 中性白、可喷漆外壳

可布置天线用于分集式接收
UA864 是一个极化天线，必须正确定向以优化对各种发射机类型的接收。增益开关可显示天线的方向。按照以下指

导原则定位天线：

注意：每个不同型号的天线内部结构可能不同。

手持式和腰包式发射机（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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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式麦克风（水平）

混合发射机类型（垂直和水平）

天线放置
在固定天线时，应注意下列事项：

• 天线和接收机必须覆盖相同的频率范围。

• 将天线安装在 至少 四英尺远的位置，以获得最佳分集性能。

• 调整天线位置，让发射机在视线范围内没有任何障碍物（包括观众）。

在线查找详细信息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shure.com。

Installation

安装在墙壁或天花板上
安装板直接安装在墙壁、天花板或标准接线盒上。

设备要求

• #8 或 #6 螺丝
• 平垫圈
• 锁紧垫圈
• 钻头



Shure Incorporated

3/9

• 螺丝刀

安装步骤

1. 对齐安装板：

接线盒安装：将安装板与接线盒对齐，以便至少可以使用两个螺丝。

墙壁安装：以安装板为模板标记安装面的钻孔位置。根据标记钻孔。

2. 如图所示使用垫圈将安装板固定到表面（警告：切勿将螺丝旋得过紧）。

3. 如果射频电缆从墙壁内部穿过，将它从安装板的开口处引出，然后将电缆连接到天线输出。

4. 将天线安装杆对准安装板的锁眼槽上，滑入到锁定位置。

安装到墙壁或天花板上

安装到接线盒

将天线固定到安装板上

布置线缆
输出接头可接入天线上的端口 1 或 2。连接到墙壁中的射频电缆时，从安装支架的开口处引出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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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盖子
盖子可松开并朝任意方向旋转，以便在使用多重天线时获得相配的外观。

1. 从天线背面拆下固定盖子的螺丝
2. 卸下盖子并旋转到所需位置
3. 装回螺丝以固定盖子

为天线上漆
天线盖可喷漆以与安装环境匹配。为天线盖喷漆时请遵照以下指导原则：

• 在喷漆前请卸下天线盖
• 只能使用非金属漆，因为任何含金属的成分都可能会干扰射频接收

• 在装回盖子之前，先让喷漆完全干透

• 避开将漆喷到螺丝孔内

警告：盖子移除之后，不要触碰天线的内部元件。

连接到接收机
此天线与任何在天线的频率范围内工作的接收机、配电系统和分离机兼容。对于带有多个天线端口的接收机，将使

用的每个天线连接到单独端口。

注意：该天线需要来自接收机或配电系统的偏压，以正常工作或支持 LED 功能。如果这些设备不支持偏压，则可使

用舒尔 UABIAST 内联电源。

设置增益开关
使用增益开关优化天线在房间或特定位置的射频特性的性能。监控接收机的射频信号以确保实现最佳信号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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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增益设置

(dB) 用例

护具：

−10，−20
当所需的无线话筒的信号强度很强时，提供增强的隔离其他射频源的能力。如果在使用较高增

益设置时 RF OVERLOAD LED 亮起，应使用护具来减弱信号，但是只能在确认发射机与天线

相隔适当的距离之后使用。

0（默认） 适合典型房间环境，当电缆线路长 10 至 50 英尺时，大多数情况下能够提供足够的射频增益。

增强：+10 如果使用长电缆线路（50 英尺或更长），可提供额外的 10 dB 射频增益来补偿信号损失。

注意：天线需要接收机天线端口或外部电源提供的偏置功率才能正常工作及点亮 LED 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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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缆维护
为让天线缆线保持最佳性能，应注意下列事项：

• 避免缆线锐角度弯曲或扭结。

• 不要使用临时的夹具（例如用钉子环绕固定缆线）弯曲让缆线改变形状。

• 不要用于室外永久安装场合。

• 不要暴露在极高湿度下。

规格
接头类型

BNC, 插孔

阻抗

50 Ω

电源要求

来自同轴连接的 10 至 15 伏直流偏移, 75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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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频率范围

UA864US 470–698  MHz

UA864LO 470–698  MHz

UA864HI 530–790  MHz

UA864A 650–952  MHz

UA864Z16 1240–1260  MHz

UA864Z17 1492–1525  MHz

UA864Z18 1785–1805  MHz

接收模式

3 dB 束宽 在中心频率

UA864US 100 角度

UA864LO 100 角度

UA864HI 95 角度

UA864A 90 角度

UA864Z16 70 角度

UA864Z17 70 角度

UA864Z18 70 角度

三阶过载交截点 (OIP3)

>30 dBm

天线增益

在轴, 0 dB 增益设置 在中心频率

UA864US 2.5 dBi

UA864LO 2.5 dBi

UA864HI 3.0 dBi

UA864A 5.5 d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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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864Z16 7.5 dBi

UA864Z17 6.5 dBi

UA864Z18 4.5 dBi

信号增益

±1 dB, 可切换

+10 dB0 dB−10 dB−20 dB

射频信号过强指示灯阈值

−15 dBm

外观尺寸

176 x 176 x 51 毫米 (高度 x 宽度 x 深度)

重量

UA864 487 克 (17.2 盎司)

UA864Z 454 克 (16 盎司)

工作温度范围

−7°C (20°F) 到 49°C (120°F)

存储温度范围

−29°C (-20°F) 到 74°C (165°F)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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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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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info@shure.de

指向性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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