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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W   
快速設定

MXW 無線系統

① 無線話筒
② 系統處理器和無線收發器
③ 話筒連結和充電座
④ 帶有四個連接埠的模擬輸出設備
⑤ 遮罩 Cat5e 纜線（不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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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至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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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設備電源

為話筒充電

注意：MXWNCS2 不與鵝頸話筒搭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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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load the Shure Microflex Wireless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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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網路上的 Shure 裝置

Microflex 無線應用程式顯示了和電腦聯網的 MXW 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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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shure.com/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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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click an initialized device to ope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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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該組的設備

該組通道數由存取點 (APT) 型號確定：2、4 或 8 個通道。

將話筒與該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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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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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下該話筒

話筒準備使用時，話筒指示燈停止閃爍。

測試音訊

MXW 說明連結
請使用位於以下連結的資訊確保成功設定和使用 Microflex  Wireless：

使用方法視訊

培訓

使用者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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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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資訊
警告
使用過大音量收聽音訊可能會使聽力永久喪失。應使用盡可能低的音量。長期暴露在過高音量下，可能會導致噪音引起的聽力受

損。如果長時間暴露在高聲壓級別下，應遵循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部 (OSHA) 制定的指導原則，以避免聽力受損。

90 dB SPL

八小時

95 dB SPL

四小時

100 dB SPL

兩小時

105 dB SPL

一小時

110 dB SPL

半小時

115 dB SPL

十五分鐘

120 dB SPL

儘量避免，否則可能會造成損傷

安全事項
根據危險程度和損壞嚴重性的不同，使用“警告”和“小心”文字對未正確使用可能導致的後果做出標識。

警告：如果沒有遵循這些警告事項，在操作不正確的情況下可能會導致嚴重的人身傷亡事故。

小心：如果沒有遵循這些警告事項，在操作不正確的情況下可能會導致常見的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

警告
電池組可能爆炸或釋放有毒物質具有火災或燒傷風險不要拆開、擠壓、修改、拆卸、加熱到 140°F (60°C) 以上或焚燒。

遵循製造廠商的說明

只能使用舒爾充電座為舒爾可充電電池充電

警告：換用不正確的電池可能出現爆炸危險。只能更換相同的，或型號相當的電池。

禁止將電池放入口中。如果吞入，請與外科醫生或當地的毒物控制中心聯絡

不要將電池短接，否則可能會導致燒傷或起火

請勿使用或給舒爾充電電池以外的電池組充電

應使用正確方法丟棄電池向您所在地的供應商瞭解廢舊電池組的正確丟棄方法。

電池（已安裝的電池組或電池）不得暴露於過熱環境（陽光、明火或類似熱源）下

請勿將電池浸入水、飲料或其他液體中。

請勿以相反極性安裝或插入電池。

避免兒童接觸。

請勿使用異常電池。

運輸時請妥善包裝電池。

警告：換用不正確的電池可能出現爆炸危險。只能使用 AA 電池。

注意：只能使用附帶的電源部件或經過 Shure 批准的對等部件。

腰包式話筒發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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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這些發射機已經過測試，證明符合為非受控環境規定的國際輻射曝露限制。本設備在一般工作條件下與使用者的身體直接接觸。

禁止將這些發射機與任何其他天線或發射機一同使用或配合使用。

掌上型話筒發射機

桌面邊界式話筒發射機

桌面鵝頸式話筒發射機

無線存取點發射機

這些移動發射機在距離人體大於 20 釐米的位置進行使用。這些移動發射機由於與使用者身體的距離符合其預期使用情況且功率

輸入低，所以免於根據國際輻射曝露標準的要求進行測試。這些移動發射機應放置或安裝在距離人體至少 20 公釐的位置，並且

不得與任何其他天線或發射機一同使用或配合使用。

重要產品資訊
此設備用於專業音響場合。

EMC 符合性測試是使用附帶的和推薦的纜線類型完成的。使用其它纜線類型可能會降低 EMC 效能。

未經舒爾公司明確許可的修改或改裝會使您操作本設備的授權失效。

請遵循您所在地的電池、包裝和電子廢棄物回收標準。

注意：不能將本設備直接連接到公眾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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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驗合格之射頻電信終端設備，非經許可，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得擅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

功能。

射頻電信終端設備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擾現象時，應立即停用，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

繼續使用。所謂合法通信，係指依電信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信。

輸入、製造射頻電信終端設備之公司、商號或其使用者違反本辦法規定，擅自使用或變更無線電頻率、電功率者，除依電

信法規定處罰外，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並得撤銷其審驗合格證明。

減少電磁波影響，請妥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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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
此設備符合 FCC 第 15 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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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電波法》和《日本電信商業法》。此設備依照 Japanese Radio Law (電波法) 和 Japanese Telecommunications Business 
Law (電気通信事業法) 獲得許可。不得對此設備進行修改（否則，許可的指定編號將失效）。

符合基於 IEC 60065 的電氣安全要求。

符合下列歐盟指令的基本要求：

2008/34/EC 修訂的 WEEE 指導原則 2012/19/EU
RoHS 指令 EU 2015/863

注意：請遵循您所在地的電池和電子廢棄物回收標準

Shure 公司特此宣布無線電設備合乎歐盟指令 2014/53/EU。歐盟合規性聲明的完整文字可在下列網址取得：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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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Asupport@shure.de

根據 FCC 第 15b 章的驗證條款獲得授權。

加拿大工業部 ICES-003 合規標籤：CAN ICES-3 (B)/NMB-3(B)

注意：參見充電座外殼底部標籤上的 FCC 標誌、CE 標誌、RCM 標誌和電氣額定值。

已通過 FCC 第 15 章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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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RSS-213 的適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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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標
Audinate 、Audinate 徽標和 Dante 是 Audinate Pty Ltd 的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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