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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MIX® P300

提升
您的音质
音频会议处理器



更高效的
会议

IntelliMix®P300音频会议处理器有助于达成自然的沟通，并提升音频质量，以打造更高效
的视频会议。顺畅、自然的交互将鼓励与会者充满信心地为参与讨论，激发更精彩的创意
并获得更富有成效的成果。

P300针对音频/视频会议应用进行了优化，可提供卓越的音质。它凭借舒尔Microflex®Advance™

以及Microflex Complete Wireless会议话筒的性能与可靠性，带来先进的功能，实现不受
回声和噪音干扰的会议。其可轻松融入会议室视频系统，将笔记本电脑与Skype for Business

或Zoom等软编解码器连接，亦可添加手机。



以您自己的方式工作

多功能的连接——连接会议室的话筒、室内PC，

及BYOD设备——笔记本电脑和移动电话。

需要邀请CEO参会？P300灵活适应会议的发展与

变化。

连接起世界各地更多的人。

节省时间

走进会议室，即刻开始协作会议

预先配置，易于设置

插入手机和/或笔记本电脑即可

节约经费

价格合理且易于设置，可将任何房

间变为会议空间

无需专业技术支持即可快速轻松地

集成到您的基础架构中

提高音频质量，使沟通更清晰、更轻松

鼓励所有参与者充满信心地参与讨论

营造创新与协作的环境，并取得竞争优势

提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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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优势

增强音频功能
尽显现代会议的优势

过去

现在

还记得以前，召开一个视频会议就像组织一次特殊的大型活动那么复杂吗？然而现在，它已
经成为每天工作日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P300可使每次会议的工作效率更高。

您的同事需要具有出色音质的视频会议技术，并且必须能够方便地适应他们的工作流程。 
P300提供了适合大多数房间需求的功能，并为笔记本电脑和手机提供了连接选项。



音频承载了

75% 
   的沟通 

但仅占AV/IT
预算的

5% 
*

* 数据基于对领先技术集成商和顾问的采访 shure.com

优势

P300适合您的
房间和预算
P300外形小巧，可实现隐蔽安装，使其与各类型的
会议室完美兼容。当同Microflex Advance或Microflex 

Complete Wireless结合使用时，它提供了一种一体化
的音频会议解决方案，且比同类产品更经济实惠。



手机

usb

连接

所有适合您工作风格的
正确连接方式

INTELLIMIX® DSP
适用于8个DANTE™
通道

移动设备

无线话筒

加密 自动混音 静音同步

视频编解码器 会议用电脑

扬声器

模拟

每个Dante通道上均

实现舒尔网络音频加

密，有助于确保安全

的音频传输

增 强 体 验 并 减 少 噪

音 ， 从 而 提 升 清 晰

度、辨识度，并在会

议地点间无缝交互

连 接 至 Intel l iMix® 

P300时提供业界首创

的静音同步功能，与

领先的第三方软件编

解码器更好地操作



DanteTM

Microflex Complete 
Wireless

MXA910

MXA310

P300无缝集成到您现有的会议室设置中，立即提升AV会议的音频质量，还可连接电话
或电脑，从而将房间轻松变为高质量会议环境。

预设和模板简化了设置过程，并通过帮助缩短调试时间来节省资金。直观、无需编程的
LED静音同步功能支持领先的第三方软件编解码器，包括Zoom Rooms、Zoom Desktop

和Microsoft Skype for Business。

shure.com

连接

回声消除 噪声消除 自动增益控制

网络交换机

消除泄漏到话筒中的远端音频，并让讲

话者的声音顺利传输

将音频信号中不必要的嘶嘶声或隆隆声

降至最低，有助于克服具有挑战性的室

内音效

调整每个声道的音量，以确保较轻和响

亮的不同发言人间音量水平的一致性



组合方案

改善
协作

采用MICROFLEX ADVANCE系列产品和
INTELLIMIX®P300音频会议处理器

通过将Microflex  Advanced网络矩阵话筒与IntelliMix P300音频会议处理器一起
使用，您可以获得出色的语音解析度和通用的连接选项，从而改善协作。

P300有助于确保无回声和无噪音的会议体验，而USB和移动连接，使加入会议
室系统以及与笔记本电脑和移动设备间的协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

Microflex Advance系列天花板与桌面矩阵话筒和P300音频会议处理器一起，可
为音频/视频会议应用带来自然的音频质量和卓越的语音解析度。



MXA310与P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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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方案

请注意，以上产品可能会单独发货

Steerable Coverage™技术可配置多达

8个独立拾音波瓣，从头顶上方准确捕

获声源

8个回声消除与降噪通道

舒尔网络音频加密

Dante（10个输入/8个输出）、模拟

（2个输入/ 2个输出）

USB（1个输入/1个输出）及3.5mm插

孔连接选项，可连接至会议室系统、

笔记本电脑和移动设备

静音同步功能支持领先的第三方软件

编解码器

可扩展性——一台P300可管理多部

MXA910

多部MXA910和一台IntelliMix P300可

通过简单、强大且经济高效的分布式

DSP方式组合使用，从而用于更大的

房间

兼容Dante Domain Manager

Steerable Coverage™技术支持4个拾音波瓣

环形拾音模式可抑制来自头顶上方的HVAC与风扇噪音

8个回声消除与降噪通道

Dante（10个输入/8个输出）、模拟（2个输入/2个

输出）

USB（1个输入/1个输出）及3.5mm插孔连接选项，

可连接至会议室系统、笔记本电脑和移动设备

多部MXA910和一台IntelliMix P300可通过简单、强大

且经济高效的分布式DSP方式组合使用，从而用于更

大的房间

兼容Dante Domain Manager

具备INTELLIMIX技术并搭载P300的MXA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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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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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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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ON音频资产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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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合方案

一流的
无线性能
采用MICROFLEX COMPLETE WIRELESS产品
和INTELLIMIX®P300音频会议处理器

舒尔Microflex Complete Wireless话筒与IntelliMix P300音频会议处理器一起，
帮助您提升音频会议和演示的音频质量。

一流的无线性能以及强大的IntelliMix数字信号处理功能相结合，带来具备各种
连接选项的多种会议室配置，构建灵活的会议空间。而且，多个连接选项使笔
记本电脑或移动设备连接房间会议系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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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方案

Microflex® Complete Wireless与P300音频会议处理器共同为会议及演示带来自
然的语音质量和出色的语音解析度。

多种多样的无线话筒提供了可定制的AV会议系统。

P300实现了多通道声学回声消除和降噪功能，以及针对AV会议应用进行了优
化的IntelliMix自动混音功能。该组合方案易于设置、可隐蔽安装，且功能丰
富；其简化了订购过程，同时提供了优惠的价格。

请注意，以上产品可能会单独发货

MXWAPT无线接入点收发器与P300

可控制多达125个无线会议单元

自动频率协调

干扰检测与规避

AES-128无线加密

Dante™数字网络可通过以太网将10个音频通道

输入/输出路由至配备Dante的设备



技术

IntelliMix®P300音频会议处理器针对采用Microflex®Advance™和Microflex®Complete Wireless话筒的AV

会议应用，提供优化的DSP算法，打造舒尔完整、高质量的音频体验。

 回声消除
 支持多达8个Dante通道的降噪
 支持多达8个Dante通道的自动增益控制
 紧凑且适合隐蔽安装
 支持Dante Domain Manager

部署选项

 缩短设置时间
 无需持续的IT支持
 静音同步功能，可更好地与第三方软件编解

   码器一起使用。

多功能连接 
Dante™、USB、移动和模拟音频设备的连接几乎可以在任何类型的会
议室中实现企业范围的无缝安装。

数字信号处理
IntelliMix®数字信号处理包括8个通道的声学回声消除、均衡、降噪、
自动增益控制和自动混音，以确保为会议系统提供专业品质音频。

灵活的信号路由
P300矩阵混音器可以将任何输入路由到任何输出，从而与几乎任何系
统轻松集成。舒尔Microflex®Advance™和Microflex Wireless系统的模板
以最短的设置时间优化了DSP设置。



应用DSP后，所有8个通道将自动混合
并为一个单一、清晰的通道。

矩阵混音器可让您将该信号发送到任
何输出。全套模拟和数字连接为使用
编解码器、计算机、电话或DANTE设
备的会议系统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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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Designer直观的用户界面为每个处理器提供一个模块，带来简单、高效的编程和信号管理。

DESIGNER系统
配置软件

每个通道上的数字信号处理可优化音
频质量。

简化设置的优化
通过专为舒尔MXA910、MXA310和MXCW系统设计的模板、预设和话筒优化，
简化设置过程并最大化音频质量。
矩阵混音器预设可减少大多数安装中花费在信号路由上的时间，并为更复杂的设
计提供灵活的起点。
Designer系统配置软件使系统集成商、设计师和销售支持人员可以将P300音频
会议处理器配置用于MXA910。
天花板矩阵话筒和MXA310桌面矩阵话筒合二为一。设置可以离线保存，并导入
到现场的每个物理系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