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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864 -- 壁掛式有源指向性天線

簡要說明
UA864 天線包含在易於安裝的小尺寸外殼中，提供有源指向性 RF（射頻）覆蓋範圍，可安裝在牆壁、天花板或金屬

表面上，帶來改良的接收能力。可噴漆的中性白外殼讓天線很好地融入公司或教室環境。4 檔位可選擇增益開關用於
設定衰減和增強以使天線與環境匹配。不同的 UHF 提供寬頻 RF（射頻）範圍。

特色
• 小尺寸設計
• 壁掛或倒置安裝選件
• 寬頻性能（僅限 UHF 型號）

• 四檔位增益開關
• 可裝在金屬表面上
• 用於增益調整的 LED 指示燈
• 中性白、可噴漆外殼

可佈置天線用於分集式接收
UA864 是一個極化天線，必須正確定向以優化對各種發射機類型的接收。增益開關指向天線方向。按照以下指導原

則定位天線：

備註：每種不同型號的天線內部構造可能會不同。

手持式和腰包式發射機（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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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式麥克風（水平）

混合發射機類型（垂直和水平）

天線放置
在固定天線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 天線和接收機必須覆蓋相同的頻率範圍。

• 將天線安裝在 至少 四英尺遠的位置，以獲得最佳分集效能。

• 調整天線位置，讓發射機在視線範圍內沒有任何障礙物（包括觀眾）。

在線查找詳細訊息
有關詳細資訊，請登入 http://www.shure.com。

Installation

安裝在牆壁或天花板上
安裝板直接安裝在牆壁、天花板或標準接線盒上。

設備要求

• #8 或 #6 螺絲
• 平墊圈
• 鎖緊墊圈
• 鑽頭



Shure Incorporated

3/9

• 螺絲刀

安裝步驟

1. 對齊安裝板：

接線盒安裝：將安裝板與接線盒對齊，以便至少可以使用兩個螺絲。

牆壁安裝：以安裝板為範本標記安裝面的鑽孔位置。根據標記鑽孔。

2. 如圖所示使用墊圈將安裝板固定到表面（警告：切勿將螺絲旋得過緊）。

3. 如果射頻電纜從牆壁內部穿過，將它從安裝板的開口處引出，然後將電纜連接到天線輸出。

4. 將天線安裝杆定位在安裝板的鎖眼槽上，滑入到鎖定位置。

安裝在牆壁或天花板上

安裝到接線盒

將天線固定到安裝板上

佈置線纜
輸出接頭可接入天線上的埠 1 或 2。連接到牆壁中的射頻電纜時，從安裝板的開口處引出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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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蓋子
蓋子可鬆開並朝任意方向旋轉，以便在使用多重天線時獲得相配的外觀。

1. 從天線背面拆下固定蓋子的螺絲
2. 卸下蓋子並旋轉到所需位置
3. 裝回螺絲以固定蓋子

為天線上漆
天線蓋可噴漆以與安裝環境匹配。為天線蓋噴漆時請遵照以下指導原則：

• 在噴漆前請卸下天線蓋
• 只能使用非金屬漆，因為任何含金屬的成分都可能會干擾射頻接收

• 在裝回蓋子之前，先讓噴漆完全幹透

• 避開將漆噴到螺絲孔內

警告：蓋子移除之後，不要觸碰天線的內部元件。

連接到接收機
此天線與任何在天線的頻率範圍內工作的接收機、配電系統和分離機相容。對於帶有多個天線埠的接收機，將使用

的每個天線連接到單獨埠。

備註：該天線需要來自接收機或配電系統的偏壓，以便操作或支援 LED 功能。如果這些設備不支援偏壓，則可使用

舒爾 UABIAST 內聯電源。

設定增益開關
使用增益開關優化天線在房間或特定位置的射頻特性的效能。監控接收機的射頻訊號以確保實現最佳訊號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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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頻增益設定

(dB) 用例

護具：

−10，−20
當所需的無線話筒的訊號強度很強時，提供增強的隔離其他射頻源的能力。如果在使用較高增

益設定時 RF OVERLOAD LED 亮起，應使用護具來減弱訊號，但是只能在確認發射機與天線

相隔適當的距離之後使用。

0（預設） 適合典型房間環境，當電纜線路長 10 至 50 英尺時，大多數情況下能夠提供足夠的射頻增益。

增強：+10 如果使用長電纜線路（50 英尺或更長），可提供額外的 10 dB 射頻增益來補償訊號損失。

備註：操作天線和點亮 LED 需要接收機天線埠或外部電源提供的偏置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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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纜維護
為讓天線線纜保持最佳性能，應注意下列事項：

• 避免纜線急彎或扭結。

• 不要使用方便夾（例如用釘子環繞固定線纜）讓線纜改變形狀。

• 不要用於室外永久安裝場合。

• 不要暴露在極高濕度下。

規格
接头类型

BNC, 插孔

阻抗

50 Ω

電源要求

來自同軸連接的 10 至 15 伏直流偏移, 75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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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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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束寬 在中心頻率

UA864US 100 度

UA864LO 100 度

UA864HI 95 度

UA864A 90 度

UA864Z16 70 度

UA864Z17 70 度

UA864Z18 70 度

三階過載交截點 (OIP3)

>30 dBm

天線增益

在軸, 0 dB 增益設定 在中心頻率

UA864US 2.5 dBi

UA864LO 2.5 dBi

UA864HI 3.0 dBi

UA864A 5.5 dBi



Shure Incorporated

7/9

UA864Z16 7.5 dBi

UA864Z17 6.5 dBi

UA864Z18 4.5 dBi

訊號增益

±1 dB, 可切換

+10 dB0 dB−10 dB−20 dB

RF 訊號過強指示燈閾值

−15 dBm

外觀尺寸

176 x 176 x 51 毫米 (高度 x 寬度 x 深度)

重量

UA864 487 克 (17.2 盎司)

UA864Z 454 克 (16 盎司)

工作溫度範圍

−7°C (20°F) 到 49°C (120°F)

存儲溫度範圍

−29°C (-20°F) 到 74°C (165°F)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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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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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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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info@shure.de

指向性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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