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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2A
無指向迷你麥克風

繁體中文

Contact

國際行銷和業務
廣範實業有限公司
+886-2-26931323
sales@superlux.com.tw

中國地區行銷和業務
旭廣企業發展（上海）有限公司
021-69223756
shsales@superlux.com.tw
support_cn@superlux.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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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E12A是為了配戴在衣服或領帶上，
專門設計的高隱蔽性無指向麥克風，超

小型結構不妨礙外觀，但對人聲卻有卓

越的收音效果，不需特別注意麥克風的

位置，就能提供高度清晰及準確的拾

音。

　　方便不同的使用場所，E12A配置可
選用3.5mm插頭、TA4F接頭或是TA3F
接頭，TA3F隨附有幻象或幻象電池兩用
的音頻放大供電模組。

　　麥克風的元件固定在輕盈、低反射

的封閉殼體內，搭配低傳導雜音的專用

固定夾，能盡量減少對衣服、領帶的摩擦

雜音，配置1.5米長的柔軟導線，並隨附
防風過濾罩。

E12A
無指向迷你麥克風

特徵

• 模組化結構，清晰、精準的收音
• 適用於教學、演唱、舞台、電視廣播等
人聲場所

• 微型不顯眼的設計，適合需要隱藏麥
克風的場合

• 隨附固定夾和防風海棉罩，減少噗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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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E12ATQG E12AXLR E12ADXLR

搭配 無線系統 PS418S前置放大器 PS418D前置放大器 
（幻象、電池兩用）

音頭 背駐極，Ø4mm（0.16"） 背駐極，Ø4mm（0.16"） 背駐極，Ø4mm（0.16"）

指向性 無指向 無指向 無指向

頻率響應 20-20,000 Hz 20-20,000 Hz 20-20,000 Hz

濾波器 N/A N/A PS418D：80 Hz, 12 dB/oct

靈敏度 -33 dBV/Pa（22.4 mV） 幻象：-42 dBV/Pa 
（7.9 mV/Pa）

幻象：-42 dBV/Pa（8 mV） 
電池：-47 dBV/Pa（4.5 mV）

阻抗 200Ω 200Ω 幻象：200 Ω 
電池：600 Ω

最小負載 1,000Ω 1,000Ω 幻象：1,000 Ω 
電池：2,000 Ω

等效噪音級 N/A 幻象：18 dB SPL 幻象：18 dB SPL 
電池：20 dB SPL

最大聲壓級 N/A 幻象：137 dB SPL 幻象：137 dB SPL 
電池：129 dB SPL

信噪比 N/A 幻象：76 dB 幻象：76 dB 
電池：74 dB

動態範圍 N/A 幻象：119 dB 幻象：119 dB 
電池：109 dB

電源
2.5-9V DC 幻象：12-52V DC 3.5mA 幻象：12-52V DC 3.5mA 

電池：1.5V AA/UM3

接頭 TA4F接頭，線長 1.5M TA3F接頭，線長 1.5M TA3F接頭，線長 1.5M

*注意：技術規格可能有所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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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2ATQG E12AXLR E12ADXLR

表面塗裝 黑色 黑色 黑色

尺寸

E12A： 
10.5×7×4mm 
（0.41"×0.28"×0.6"）

E12A： 
10.5×7×4mm 
（0.41"×0.28"×0.6"）
PS418S： 
Ø21×106mm
（0.83"×4.18"）

E12A： 
10.5×7×4mm 
（0.41"×0.28"×0.6"）
PS418D： 
84×63×22.5mm
（3.3"×2.48"×0.89"）

淨重
E12A（含領夾）： 
19g（0.7 oz）

E12A（含領夾）： 
19g（0.7 oz）
PS418S：118g（4.2 oz）

E12A（含領夾）： 
19g（0.7 oz）
PS418D：245g（8.6 oz）

隨貨附件

S53 
海綿套

領夾 
含線扣

S53 
海綿套

領夾 
含線扣

S53 
海綿套

領夾 
含線扣

E12ATQG

E12AXLR

E12ADXLR

PS418S 
前置放大器

PS418D 
前置放大器

1.5V AA 
鹼性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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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mm
(0.29 in.)

4.0 mm
(0.16 in.)

2.5 mm
(0.10 in.) 6.0 mm

(0.24 in.)

10.5 mm
(0.42 in.)

7.3 mm
(0.29 in.)

Ø8.4 mm
(0.33 in.)

Ø10.5 mm
(0.42 in.)

Ø2.0 mm
(0.08 in.)

4.0 mm
(0.16 in.) 10.6 m

m
(0.42 in.)

46.9 m
m

 (1.84 in.)

尺寸單位：公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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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21 mm
(0.83 in.)

Ø19 mm
(0.75 in.)

0.8 mm
(0.03 in.)

106 mm
(4.18 in.)

63 mm
(2.5 in.)

84 mm
(3.3 in.)

尺寸單位：公釐

PS418S前置放大器 
（E12AXLR）

PS418D前置放大器 
（E12ADX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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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特性的考量

無指向

任何角度來的聲音，都有同樣的靈敏度，

使得麥克風可以不需要正對音源就可以

收取信號，有較低的風噪音以及低許多

的手持噪音，受到新聞採訪及音樂錄音

工作者的愛用。

認識你的麥克風

換能方式的考量

電容式

極輕質量的振膜，敏感度高，可以小型

化，適合小外型的需要，也適合錄音室對

於極度細節描寫的特性。必須有電源方

能運作，例如幻象電源。

E12A頻率響應圖（無指向）

E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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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固服務

　　Superlux舒伯樂針對在符合使用手冊上所載明之使用方法，給予自購買日期起，一年的所有
材質及製造品質的保證期限。此保證期限將依據在不同國家或地區而有所調整。請聯絡當地的經

銷商以或得更多的資訊。在有效期限內，若發現任何材質或生產品質，或是任何功能無法正常使

用，Superlux將進行維修或更換零件。此保證條款只針對經由Superlux所授權的代理商或經銷商所
賣出的產品，然而以下的狀況將不在保證條款內：

　　由於意外、錯誤的使用、不正當的使用、自行修改或維修，運送過程中造成的損害，不遵守說明

書上所載明之使用方法、未經由Superlux所授權的公司執行維修的動作，由非授權的經銷商所提出
的要求，或任何Superlux產品其上的序號貼紙巳經無法辨識或巳經修改或被移除者。Superlux產品
的維修只能由原廠所授權的維修中心或是授權的代理商或經銷商為之。未經授權的維修、保養或修

改將無法獲取相關的保證，並且排除在保證條款之外。在保證條款下的維修保證，必須在提出當地授

權代理商或經銷商的銷貨收據下，才能獲得保障。而且必須在提出採買日期才能决定您的Superlux
產品是否在保證期限內。要獲得原廠授權的維修保固，請聯絡業經授權的代理商、經銷商或經由電郵

support@superlux.com.tw 與我們聯絡。

www.superlux.com.tw

!
警告！若未遵循相關的警告事項，當操作不當時，可能會導致嚴重的人身傷亡事故或財產損失

※請勿曝露此產品在雨中，或可能被水弄濕的環境中，可能會導致起火或觸電事故

※請勿嘗試修改本產品，可能會導致人身傷害或產品故障

※不要用力過大、不要拉扯線纜，否則會導致故障

※應讓本產品及一起應用的設備保持乾燥，並避免暴露在很高的溫度和濕度下

P/N:LB100E12A01EN    SEP,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