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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是成功协作的基础。辨识度较差的语音会在沟通中导致重要信息的丢失，使得我
们的大脑需要更努力地运转来弥补这些缺失。由此，我们会感到疲劳，但又仍要尽力
去集中注意力。舒尔相信，卓越的音频直接影响人们在工作场所中的体验、效率、创
造力和归属感。同时，我们也认为室内设计师和建筑师并非一定要在满足声学布局和
保持美学风格之间做出折衷或取舍。

AV会议已成为商务沟通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但人们
很容易忽视的事实是，音频，而并非视频，实际承
载了大部分交互内容。假设在可视会议中发生视频
故障，会议依旧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行；而如果音频
出现问题，则会议不得不终止。 

自2016年Microflex® Advance™网络矩阵话筒推出以
来，其凭借能够自然地捕捉声音、和谐地融入房间
外观设计，并打造轻松的沟通体验等特点，成为全
球领先企业的首选。该平台采用先进的技术，带来
出色的音质、灵活性和可用性 —— 而所有这些均不
会以牺牲房间的美学设计为代价。 

业界领先的Microflex® Advance™话筒可不易被察觉
地精确捕捉每一个声音，打造多样化且雅致的革命
性AV会议解决方案。

满足需求

优势



优势

搭载INTELLIMIX®MXA910的天花板矩阵话筒

MXA310桌面矩阵话筒

优势

卓越的
性能

无与伦比的
美学

舒尔Microflex Advance矩阵话筒采用革命性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AV

会议环境中的音频捕捉方式；同时，舒尔软件工具让AV会议室设计
师更具创造性 —— 二者均面向当前领先的协作平台而设计，并可与
之协同工作，让您的会议空间利用率更高。



优势优势

公司管理者

用户

  您能获得  
哪些收益？

系统集成商

建筑师 / 
室内设计师

CFO / 财务总监

IT经理  / 管理员

当团队成员间的沟通自然且轻松
时，团队可更高效地工作并产生更
佳的结果。Microflex Advance让糟糕
的音频成为过去，使团队专注于他
们的工作。

Microflex Advance助力户更高效、更具
创造性地工作——简单来讲，即尽其所
能。它让每位参与者都能清晰听到对方
的声音，准确理解彼此的话语，从而加
强交流；同时帮助消除在协作会话期间
出现的不必要噪音及回声，避免让听众
产生疲劳。

Microflex Advance提供更高的效率和独
特的应用灵活性，让您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提供出色的AV解决方案。舒尔功
能强大的IntelliMix®与直观的Designer

系统配置软件让系统的设计、安装，
和配置简单明了。

Microflex  Advance为建筑师和室内设计
师带来可与任何美学理念相融合的音
频解决方案，从而在不牺牲工作空间
音质的前提下，创造出令人惊叹的视
觉效果；为客户同时实现他们倾心的
设计风格和所需的音频质量。

Microflex Advance作为经济高效的音频解
决方案，可部署在多种应用中，企业无
需单纯为获得音频与视频会议功能而采
购单独的音频设备。凭借业界领先的服
务和久经考验的可靠性，舒尔产品代表
了前瞻性的投资方案。

Microflex Advance可安全地集成到您现
有的IT基础架构中，而不会影响网络速
度或性能。其可扩展至任何规模，通过
SystemOn音频资产管理软件实现中央控
制功能，让AV/IT支持更高效、更省时。



搭载INTELLIMIX组件的MXA910天花板矩阵

组件组件

更简约、更灵活以及
更高解析度
全新MXA910现已搭载IntelliMix®

业界领先的Steerable Coverage™

技术允许您在三个维度上配置
多达八个高指向性拾音波瓣。
新的Autofocus™功能可以持续
实时微调每个波瓣的位置，让
会议参与者在走动时亦可获得
一致的声音效果。

搭载IntelliMix的全新MXA910

包含强大的舒尔DSP算法——
已申请专利的声学回声消除、
降噪和自动混音功能 —— 为 打
造 无 回 声 、 无 噪 声 的A/V会 议
应 用 提 供 所 需 的 一 切 信 号 处
理能力。

全新MXA910带来开箱即用的全
室覆盖。借助免费的Designer系
统配置软件，可于几分钟内在
任何地点离线完成房间的系统
配置，并在现场进行微调；甚
至舒尔设备之间的音频路由也
可提前完成——部署会议室解决
方案的速度从未如此之快。

可将多台MXA910和一台IntelliMix P300在系统
中合并使用，实现简单、功能强大，且经济高
效的分布式DSP方案，打造前所未有空间扩展
与延伸性——满足摄像机跟踪和语音提升等应
用的需求。

无论面对何种美学设计要求，天花板矩阵话筒均
可以无缝安装至任何空间中。产品支持众多安装
方案，包括吊杆或悬挂式安装。MXA910提供三
种颜色（白色、铝灰色、黑色）可选，颜色亦可
根据需求定制。

快速覆盖 INTELLIMIX数字信号处理 空前的工作效率 扩展至多个空间 优雅的设计



组件组件

MXA310桌面矩阵话筒

桌面上的卓越音质

STEERABLE COVERAGE 技术

借助免费的Designer系统配置软件，您可以为每个波瓣指定拾音模式，包
括心形、超心形、超高心形、全向形、八字形，以及可抑制来自桌面上
方噪音的环形拾音模式(已申请专利)。

音频工具

带有可调节参数均衡器的集成自动混音功能，有助于提高语音辨识度并
降低噪音——从而提升音频质量、清晰度，并实现多个会议场地间的无
缝交互。

灵活的联网

通过单根以太网线实现信号的混音、路由与管理，支持最多4路独立的
网络音频输出通道。使用自动混音通道可轻松将音频路由到其它设备
（如ANIUSB-MATRIX音频网络接口），以便与领先的软件编解码器解
决方案实现轻松集成。

静音控制

为触控式静音按钮进行编程，实现切换、一键静音、即按即说，或禁用
设置，以将控制指令发送至外部设备。

直观的LED显示

可配置的LED灯环包含17种颜色，用以指示使用中话筒的静音状态。在
设置过程中，还可分段显示以确认拾音区域及所选的自动混音设置。



DESIGNER系统配置软件

软件

规划卓越音频 
 

简化现场安装与项目管理。该款免费软件可让您进行远程设计并实现高效协作。
其设计灵活，可在世界任何地点预先设置房内音频覆盖布局。

应对复杂情况与大型场地 
 

旨在让您更轻松地管理舒尔音频硬件的大规模部署。虽然您无法在同一时间现身所有场合，但仍可
掌控各个地点的状况，实时监控库存及电池状态，并在运行中排除故障。通过简单、精巧的软件避
免信号中断，同时降低成本，提升资源利用率。

软件

SYSTEMON音频资产管理软件

根据通用楼层平面图创建模板

可保存房间配置并与同事共享

单网段Dante™路由

步骤与重复

经验传授

无缝路由

通过短信和电子邮件提前一步接收预警，防止潜在问题的发生。

轻松省心

会议室需要在很短时间内准备就绪，而管理部署于整个建筑或校园的系统可能会十分复杂。

规模管理

在移动设备上最大限度地实现对企业音频系统的控制。当发生需要引起注意的情况时，让您及时接

收到通知，而无需手动检查每个房间来确保系统已准备就绪。

节省时间

自定义访问和权限，实现定制化用户体验。

安全系统



中型圆形会议桌

1个桌面矩阵话筒

配置
9把椅子
1张圆桌

1个圆环形拾音模式

大型会议室

2个天花板矩阵

配置
28把椅子
1张矩形桌

14个拾音区域

中型会议室 

1个天花板矩阵话筒

配置
14把椅子  
1张矩形桌

8个拾音区域 

视频会议室

1个天花板矩阵话筒

配置
21把椅子
3张矩形桌

8个拾音区域

教室/演示室

1个天花板矩阵话筒

配置
16把椅子
4张矩形桌

7个拾音区域

矩形会议桌 

1个桌面矩阵话筒

配置
5把椅子
1张矩形桌

1个超心形拾音模式

2个心形拾音模式  * 覆盖能力
天花板矩阵在3米（10英尺）的高度上安装，可捕捉来自
座位与会者的语音，建议拾音区域的直径为9米（30英
尺），达到STIPA的“A”级清晰度级别。
** 注意：
天花板矩阵能够捕捉9米（30英尺）范围之外的与会者
声音。
** 房间条件：
RT60（混响时间）

= 500 ms @ 1kHz，加权室内噪声 
= 40dBSPL(A)。IEC-602682-16。

应用应用

桌面矩阵拾音区域示意图

*应用的灵活性 
 

通过设置单个或多个矩阵，满足AV会议对空间大小、配
置或活动类型的需求，如：正式演讲、密切讨论、远程学
习或协作办公。

天花板矩阵拾音区域示意图

小型矩形会议桌

1个桌面矩阵话筒

配置
6把椅子
1张矩形桌

1个8字形拾音模式

2个心形拾音模式

方形会议桌 

1个桌面矩阵话筒

配置
8把椅子
1张方桌

4个超心形拾音模式



系统集成系统集成

INTELLIMIX® P300音频会议处理器

结合使用  效果更佳 
 

舒尔网络音频处理器和音频接口可快速、轻松地与Microflex®Advance™产品结合使
用，提供高品质的音频会议解决方案，提升会议语音清晰度。

IntelliMix P300音频会议处理器针对采用Microflex 

Advance话筒的AV会议应用优化了DSP算法。P300-

IMX具有声学回声消除、降噪和自动增益控制功能，

可用于多达8个Dante频道，确保无回声、无噪音的

会议室音频，方便沟通与协作。P300-IMX易于安装

和配置，提供Dante、模拟、USB和移动连接选项，

使连接会议室系统以及与笔记本电脑和移动设备变

得前所未有地简单。

功能描述

IntelliMix™ DSP

10个Dante输入通道，2个输出通道

2个模拟音频输入 / 2个输出

USB 2.0

14 x 6矩阵混音器

3.5mm移动设备音频输入（1/8”）

兼容Designer 3.1配置软件

1个以太网接口

10个配置预设

兼容第三方控制系统

PoE+以太网供电

8通道回声消除

增强的会议室音频性能，在与远程团队成员的AV会议中实现自然的

沟通与更高效的互动。

当MXA话筒连接至P300时，业界首创的同步静音功能通过领先的第三方软件编解码器实现更

佳操作。

系统配置的预定义模板可缩短编程时间，并在数秒钟内完成安装。

将Microflex Advance与IntelliMix P300音频会议处理器，以及选定的舒尔音频网络接口共同使

用时，采用AES-256加密技术的舒尔网络音频加密功能可帮助保护机密内容。

音频表现

直观的连接方式

简单易用

舒尔网络音频加密



系统集成

包含矩阵混音功能的ANIUSB-MATRIX USB音频网络接口

ANIUSB-MATRIX音频网络接口为中小型会议室带来

多用途集线器功能，适用于视频会议系统和软件编

解码器解决方案。该设备为Microflex®Advance™话筒

提供了经济实惠的配套产品，在AV会议中，可充分

利用会议室中现有视频编解码器的集成处理功能。

功能描述

4个Dante音频输入 / 2个输出

1个模拟音频输入 / 1个输出

USB 2.0

6 X 4矩阵混音器

每个通道上的均衡器、静音、限幅器、增益

基于浏览器的远程控制

1个以太网接口

10个配置预设

兼容第三方控制系统

以太网供电（PoE）

点燃
技术的
纯粹力量



系统安全系统安全

嵌入式安装

VESA标准的吊杆式安装

悬挂式安装

需要A910-HCM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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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 A
SCALE 1 : 2

SHURE MXA910 HARD CEILING MOUNT
A910-HCM

A910-25MM

将600 mm型号天花板矩阵转换为适配
625 mm的天花板尺寸

A910-JB

允许将连接至矩阵话筒的以太网电缆
安装于柔性导管内

A910-HCM

硬天花板嵌入式安装配件

可 预 置 于 天 花 板 上 ， 稍
后 可 使 用 检 修 门 安 装
MXA910，并为导管连接
提供用于拆卸的敲孔

硬质天花板

安装解决方案 
 

MXA910天花板矩阵话筒可采用悬挂式安装、吊杆式安装和嵌入安装方式，使
用公制单位及英制单位。MXA310桌面矩阵话筒可以穿过桌面安装组件，新型
A310-FM安装组件也可以嵌入式安装于桌面。

集成防震功能

防止机械噪音通过话筒传播

阻燃等级认证

在使用Fyre Wrap® 配件时，可以满
足UL 2043等级标准，对于空调环境

及通风环境兼容

灰尘防护

已进行IEC 60529 IP5X灰尘防护

可选用的
天花板适配器及配件



兼容侧方出线和话筒底部出线管理方案，包括安装管/蝶形螺帽。

MXA310改进了现有的舒尔MX395、MX396、MX392小型界面话筒。

桌面矩阵安装套件（包含）

MXA310桌面矩阵话筒可以嵌入安装在桌子上，并使用橡胶隔振垫
有效防止机械振动。

提供黑色和铝灰色饰面，并可配合桌面按需定制颜色。

A310-FM嵌入式齐平安装用附件（可选）

系统安全

极其富表现力的饰面
天花板及桌面矩阵话筒可选择黑色、白色和铝灰色饰面，以符合室内美学设计
需求或配合其它AV系统组件饰面。天花板矩阵话筒颜色亦可根据您的环境按需
求定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