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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W   
Quick Setup

MXW 无线系统

① 无线话筒
② 系统处理器和无线收发器
③ 话筒连接和充电站
④ 带千兆网络交换机的模拟输出设备
⑤ 屏蔽 Cat5e 电缆（未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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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系统

打开设备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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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话筒充电

注意：MXWNCS2 与鹅颈管话筒不兼容。

Download the Shure Microflex Wireless Application

To discover and access devices on the network, download the Shure Microflex Wirelsss Application from .

https://www.shure.com/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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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网络中的设备

Microflex Wireless 应用程序显示连接到计算机的 MXW 设备。

Initialize New Devices
New networked devices must be initialized with a passphrase. The same passphrase is assigned to each new device as part of 
initialization, and is required to access those devices.

Double-click an initialized device to ope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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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组选择设备

组通道数量由接入点 (APT) 型号确定：2、4 或 8 个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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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话筒连接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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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话筒

准备就绪后，话筒指示灯停止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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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音频

MXW 帮助链接
使用以下链接中的信息确保成功配置和使用 Microflex  Wireless：

使用指南视频

培训

用户指南

®

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shure+mxw
https://www.shure.com/en-US/support/shure-audio-institute
https://pubs.shure.com/guide/MXW/en-US?utm_source=MXW&utm_medium=embedded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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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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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小时

95 dB SPL

四小时

100 dB SPL

两小时

105 dB SPL

一小时

110 dB SPL

半小时

115 dB SPL

十五分钟

120 dB SPL

尽量避免，否则可能会造成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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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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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只能使用附带的电源部件或经过舒尔批准的对等部件。

腰包式话筒发射机

这些发射机已经过测试，证明符合为非受控环境规定的国际辐射曝露限制。本设备在一般工作条件下与使用者的身体直接接触。

禁止将这些发射机与任何其他天线或发射机一同使用或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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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话筒发射机

桌面边缘式话筒发射机

桌面鹅颈式话筒发射机

无线访问点发射机

这些移动发射机是为在距离人体大于 20 厘米的位置使用而准备。这些移动发射机由于其预期使用情况与用户身体保持了距离且

功率输入低，所以免于根据国际辐射曝露标准的要求进行测试。这些移动发射机应放置或安装在距离人体至少 20 厘米的位置，

并且不得与任何其他天线或发射机一同使用或配合使用。

重要产品信息
本设备适用于专业音频应用。

EMC 符合性测试是使用附带的和推荐的缆线类型完成的。使用其它类型的缆线可能会降低电磁兼容性能。

未经 Shure Incorporated 明确许可的修改或改装，会使您操作本设备的授权失效。

请遵循您当地的电池、包装和电子废弃物的回收计划。

注意：本设备不适用于直接与公共互联网网络连接。

Information to the user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received,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Note: This equipment has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s for a Class B digital device, pursuant to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These limit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gainst harmful interference in a residential 
installation. This equipment generates uses and can radiate radio frequency energy and, if not installed and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may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communications. However,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interference will not occur in a particular installation. If this equipment does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or 
television reception, which can be determined by turning the equipment off and on, the user is encouraged to try to correct the 
interference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measures:

Reorient or relocate the receiving antenna.
Increase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equipment and the receiver.
Connect the equipment to an outlet on a circuit different from that to which the receiver is connected.
Consult the dealer or an experienced radio/TV technician for help.

经审验合格的射频电信终端设备，非经许可，公司、商号或使用者不得擅自变更频率、加大功率或变更原设计的特性及功

能。

射频电脑终端设备的使用不得影响飞航安全及干扰合法通信；经发现有干扰现象时，应立即停用，并改善至无干扰时方得

继续使用。所谓合法通信，系指依电信法规定作业的无线电信。

输入、制造射频电信终端设备的公司、商号或其使用者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使用或变更无线电频率、电功率者，除依电

信法规定处罚外，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还将撤销其审验合格证明。

减少电磁波影响，请恰当使用

认证
此设备符合 FCC 第 15 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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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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interference.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of the device.

遵守《日本电波法》和《日本电信商业法》。此设备依照《日本电波法（電波法）》和《日本电信商业法（電気通信事業法）》获得许

可。不得对此设备进行修改（否则，许可的指定编号将失效）。

符合根据 IEC 60065 制订的电气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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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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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FCC 第 15b 章的验证条款获得授权。

加拿大工业部 ICES-003 合规标签：CAN ICES-3 (B)/NMB-3(B)

注意：参见充电座外壳底部标签上的 FCC 标志、CE 标志、RCM 标志和电气额定值。

已通过 FCC 第 15 章认证。

FCC:DD4MXW1、DD4MXW2、DD4MXW6、DD4MXW8、DD4MXWAPT4 和 DD4MXWAPT8。

符合 RSS-213 的适用要求。

IC：616A-MXW1、616A-MXW2、616A-MXW6、616A-MXW8、616A-MXWAPT4 和 616A-MXWAPT8。

商标
Audinate 、Audinate 徽标和 Dante 是 Audinate Pty Ltd 的商标。®

http://www.shure.com/europe/compliance
http://www.shure.com/europe/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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