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107 系列麥克風組成件， 包括麥克風本身和包裝， 嚴格執

行歐盟2002/95/EC指令， 符合RoHS標准。

環保

人聲手持話筒新思維

音色符合專業演唱界標準的人聲話筒

小型優化的機身，節省地球資源

最佳的指向特性

D107A最適於錄音具符合人聲近講之特製頻率響應曲線

D107B最適於現場擴音具適度增加低音力度的頻率響應

外型尺寸圖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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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超心型極座標圖型 (圖1)

典型頻率響應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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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07系列
動圈式人聲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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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基於專業演唱標準話筒D108系列在市場上的成功，

Superlux推出D107系列，這是專業人聲話筒的里程碑。

D107系列繼承D108系列的所有特性，同樣具有驚人偏軸無

音染之收音特性，展現出超凡的平坦響應，不只在軸線上 

同時也在偏軸上同樣平坦。使得觀眾聽到的聲音，平順而自

然。而且在本體的尺寸上提出了一個新概念，不但更小巧而

易於掌握，而且材料上的應用，達到最佳化與實用化，符合

環保的主流意識。

    D107系列有兩個型號，D107A適用於錄音，具有符合人

聲近講之特製頻率響應曲線;而D107B最適用於現場擴聲演

出，具有適度增加的低音力度頻率響應。這是堅持於聲學研

發，與無止境的品管控管之下所完成的傑作。

    模組化設計的音頭與機身採鍍金直接接觸的設計，可以

在不用任何工具下，很容易將麥克風本體、音頭與網頭分

開，作清潔與保養。

    D107的指向性乃是超心型，強調主音源，壓抑周邊其他

音源，大幅減低音染與反饋問題。減振系統降低手持噪音的

效果顯著，而且D107結構堅固，採用鋼化的金屬網罩，以

保證即使在不當的使用下也不致損壞。D107是一支值得擁

有的麥克風，無論是用於室內還是室外，演講還是演唱，均

為專業人士最佳的選擇。

平衡清晰的原音再現  

頻率響應具有語音特徵，中高頻音質明亮，低音純正

超心型指向，抑制聲反饋能力強

耐聲壓級高 

ON/OFF靜音控制開關，具有鎖定功能

音頭模組化設計，鍍金接插件 

金屬結構，彈性鋼化網頭，耐磨的鈦灰色表面塗裝 (A型

)，黑砂紋烤漆(B型)

特徵

技術數據

外觀顏色

金屬結構， 彈性鋼化網頭， 耐磨的鈦灰色表面塗裝(A型)黑

砂紋烤漆(B型)。

靈敏度 (1kHz開路電壓)

-54dBV/Pa(1.85mV/Pa) ±3dB , 1Pa=94dB SPL

指向性

超心型， 具有均整性之一致音色 (圖1)

動圈式

類型

頻率響應

50~16,000Hz(圖2)

於腳位2產生正向電壓， 相對於腳位3，當振膜截取到正向音

壓時

腳位

250Ω

標稱阻抗  

3接腳的專業用卡儂公頭 ( LRX 公頭)

輸出接插件

160dB SPL (THD≦1% 1kHz)

最大聲壓級 (1kΩ負載)

188.0 克(6.6 盎司)

淨重量

外型尺寸

Φ42.3mm x 152mm (1.67in.x 6.00in.)， 圖3

環境要求

麥克風的工作溫度範圍-10℃~50℃(14℉~122℉)，相對濕度

範圍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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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供附件

HM38S
麥克風夾子 麥克風皮套

MS104
樂器麥克風架

選購附件

麥克風夾子 ----------------------------------- HM38S

使用後方便儲藏 ------------------------------- 皮套

手握麥克風海綿頭， 多種顏色 --------------------S40

桌上麥克風架 ----------------------------------HM6

麥克風斜架 ------------------------------------MS131

樂器麥克風架 ----------------------------------MS104

MS131麥克風斜架

S40 桌上麥克風架

HM6麥克風海綿頭

認識您的麥克風

舒伯樂提供各種款式麥克風供專業人士與玩家選用。認識您手中的麥

克風，是成功收音的第一步。

換能方式的考量

動圈式

構造簡單， 耐用， 環境適應力強。良好的動圈式麥克風， 可以承

受極大的音壓而不失真。適用性廣， 唯結構限制， 小型化的極限不

如電容式可以縮小到更微小的外型。一般大多不需要電源就能工

作。

頻率響應特性的考量

平坦

適合在完全控制良好的環境下錄音、或者聲學測量。雖然是一般期待

的完美特性，但是在實際狀況下，對於非專業使用者，將是挑戰。

調整適用對象的響應

來自各方面多年的實務經驗，得出的經驗值。使得麥克風製造成某一

類性的響應，特別適合某些應用。並且透過限制頻寬排除非必要噪

音，或者強調某些重要資訊。一般多屬此類。

可變響應

通常透過可設定的濾波器， 以減去幹擾信號， 例如超低頻濾波，最

常被利用來減少空調、地板震動、手持、風聲等噪音。而在受控制場

合， 又可以展開頻寬， 完全收錄聲音。

指向特性的考量

超心型指向

比心型更窄的收音特性， 適合強調軸向的音源， 同時排除其他方向

的幹擾， 對於需要使用多重麥克風頗有幫助。同樣具有近講效應， 

適合用於搭配舞臺回饋喇叭的場合。

距離音源的考量

近場收音與遠距收音的音效差別很大。歌唱錄音或者現場演唱通常

都採用近場收音。適當的臨近效應是其中一個需要的效果， 同時較

少的回授問題則是現場擴聲的需要。遠距收音常見於錄音，特別是

單點立體聲錄製大型團體，例如交響樂團或者合唱團等。

遠距收音若採用壓力梯度麥克風 ( 型心、8 字型、槍型均屬之)，因

為聲學特性，缺少了臨近效應，將會有比較弱的低頻響應。採用壓

力型麥克風 ( 無指向) 在遠距離收音將會有比較豐富的低頻響應，

因為此類麥克風對於遠近之間，均有相同的頻率響應。

手持式麥克風使用需知
為了獲得最佳信噪比，麥克風應盡量靠近所需聲源。

為了獲得理想的反饋前增益，並且充分隔離背景雜音，麥克風應盡

量對准聲源， 偏離干擾雜音(參看下圖)。麥克風采用超心型極座標

響應， 對麥克風正面的聲源最為敏感， 對麥克風120~135度處的聲

源最不敏感。

為了獲得最純正的聲音復制效果， 每個聲源最好只使用一個麥克風，

整個場合所使用的麥克風數量應盡量少。

為了減少串音，麥克風A到音源A的距離設定為“1”， 任何其他麥克

風到音源A的距離必須是三倍以上。

單指向麥克風靠近音源時，低頻響應會增強，這效應稱之為臨近效

應。有經驗的歌者利用此優勢以增加自身聲音的磁性魅力，或者藉

此增強樂器低頻的輸出，如同使用了極高品質的均衡器。同樣的想

法，在有需要的時候，也可藉由拉長距離來降低低頻響應，改變了

聲音的感覺。

反射面也影響聲音， 要小心這些反射面， 例如牆壁、桌面、地板

等。將麥克風遠離這些堅硬的反射面，或者就將麥克風貼在這些表

面上，形成邊界式麥克風。

在室外使用麥克風時，可以外接一個防風罩，以濾除風噪。

拾音網頭和防風罩上不要沾染灰塵，因為這些灰塵可能會改變麥克

風的頻率響應。另外，注意不要讓麥克風暴露在高濕度環境之中。

動作不要過大，以減少機械雜音。

架設麥克風
壓力梯度麥克風對於振動十分敏感。適當的防震架對於高性能的麥

克風達到極低噪音的錄音是不可或缺的。堅固穩定的腳架可以將麥

克風準確地固定在最佳收音點。選擇重量級的麥克風架用於錄音室

電容麥克風，因為這類麥克風的重量遠高於一般手持麥克風。

舒伯樂提供多樣的麥克風架以符合各類型的需要。大腳威力腳架特

別設計給大振膜電容麥克風，可以同時使用2支大振膜麥克風加上立

體錄音架，適用於單點立體聲錄音。

附加E 字的麥克風架具備一支可延伸腳，讓重量級的錄音室麥克風

也可用於空間受限的現場擴聲用途。

保養麥克風
電容式麥克風應存放於低濕度的環境中，以維持最佳聲音性能。麥

克風應保存在空調房間或者除濕箱內以去除水氣。清潔的空氣也是

重要的因素，遠離吸菸的環境以避免焦油殘留物在振膜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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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的麥克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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