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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3D

耳機分配擴大機





概述

特點
•

• 頻率響應: 10 Hz to 50 kHz.

• 動態范圍:≥120dB.

•

•

•

雙電源供應
• 2xAA 電池

• 使用鹼性電池,正常音量時,電池使用壽命10小時以上

• 外接電源供應器5~17VDC輸入

• 2個平衡式XLR高電平輸入或非平衡式1/4”及1/8”立體TRS輸入

• 訊號輸出可連接另一台HA3D,可以使用多於3支的耳機需求

堅固耐用的本體結構
• 高強度鋁底座以應付出外使用的挑戰

• 機身兩側附帶鉤環以利安裝,吊掛

• 高強度耐用插座

• 快速電池更換

輸入/輸出的多樣化

Superlux HA3D是一台攜帶式立體耳機擴大機專爲要求嚴格的音樂監聽工作而

設計,其音響品質適合攜帶型,錄音室及音響發燒友的需求。

 HA3D提供3組獨立的耳機訊號輸出,音源可為平衡式或非平衡式高電平音源,每

一組耳機訊號輸出都有音量控制,獨立的LED顯示燈及1/4”插座,HA3D延展的

頻寬及高電流/電壓的驅動能力,使得它可以推的動各種高阻抗的耳機,甚至大音

量而不失真,這是在進行大音量監聽工作很重要的基本需求,HA3D使用2個AA電

池或外接的電源供應器,可外出攜帶使用。

3組立體的耳機訊號輸出,獨立音量控制

高功率驅動能力,驅動耳機至最大音量而不失真

各輸出附過載警示LED燈

立體/MONO訊源切換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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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頻率響應: 10Hz-50kHz,+/-1.0dB,任何輸入至輸出,增益控制位於50%處

電源增益: 增益 迴路輸出 耳機輸出(1,2,3)

平衡式高電平 -3dB 34dB

耳機輸入 -1dB 35dB

輸出削峰失真電平: 最小+18dBu,600歐姆附載
最小+16dBu,300歐姆附載

耳機輸出阻抗: 200歐姆

輸入削峰失真電平: XLR:+24dBu

動態范圍: ≥120dB(平衡式高電平輸入)

總諧波失真與噪音: 最大0.03% (10Hz–22kHz,+10dBu輸入及輸出電平,負載阻抗300歐姆
10Hz–22kHz,濾波頻寬)

輸入: XLR:電子平衡式,22k歐姆輸入阻抗
1/4-非平衡式:9.1k歐姆阻抗
1/8-非平衡式:9.1k歐姆阻抗
注意:每一輸入僅插入一支耳機

迴路輸出: 非平衡式,200歐姆輸出阻抗

內部運作電壓: ±15V, 穩壓

電源:

電源LED顯示燈:

使用溫度范圍:

尺寸: 43mm×94mm×140mm(高×寬×深)
(1.7”×3.7”×5.55”)

重量: 0.56公斤

附件:

 0 to 70°C
華氏32~160°F

內部電源使用2 × AA鹼性電池,可驅動75歐姆耳機12小時  

外部:使用5~17VDC(接頭外徑5.5mm,內徑2.1mm),內部接觸點為

正,外環為負,高於17VDC的電壓對機器無害,只會將保險絲開路,只需

要將電源切掉,即可自動恢復

綠色表示已接電或電池電力正常,紅色表示電池電力不足,  紅色

LED燈亮代表電池續航力僅餘4小時

1/4”轉1/8”轉換頭,1m TRS訊號線,橡膠避震墊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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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板
 

1. 立體/MONO切換

MONO為立體聲道或兩聲道訊號之和,可以當作單耳耳機監聽。

2. 耳機音量

每一支耳機的音量調整。

3. 耳機削峯失真LED警示燈

紅燈亮表示音量再多了3dB就會開始產生削峯失真。

4. 電源燈,雙色LED燈

綠色表示使開機,紅色代表電池還可以使用4小時。

5. 電源開關

可以選擇外接電源或內部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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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面板插座

輸出面板插座 

1. XLR高電平輸入訊號,高電平輸入訊號,平衡式輸入

2. 1/4”及1/8”錄音機電平輸入,非平衡式立體TRS輸入。

3. 迴路輸出,可外接另一台HA3D,TRS非平衡立體連接。

。

1. 耳機輸出,各耳機獨立輸出,均為1/4”插座,第一組輸出另外聯一組1/8”插座

2. 電池,2×AA鹼性電池,正極朝內置入。

3. DC輸入可以使用5~17VDC的外接變壓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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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應用圖
HA3D具有多種不同的耳機系統連接方式,以下是一些案例:

1. 使用多台HA3D,使用迴路輸出,透過”串接”,並使用串接線,連接多台HA-3D。可由混音

機輸出取得訊號。

2. 隨身型的音樂播放機的高電平輸出或是耳機輸出可經由HA3D的1/8”或1/4”插頭輸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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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注意事項

耳機輸出 

開啟電源

電池形式    操作特性 電池壽命

一般鹼性電池 開機,未使用耳機 約15 小時

一般鹼性電池    

(測試環境溫度25℃)

電池相關訊息:

HA3D在每一個耳機輸出中使用獨立的驅動電路,因為雙電源供電裝置,HA3D可以為每一個耳機輸

出提供很高的音量。

HA3D提供的大音量驅動能力,是有可能損傷人耳,使用時請注意。

HA3D使用電池時,56歐姆耳機可以連續使用8小時(正常音量),只要電池維持正常不會影饗

HA3D表現能力,有幾個影響電池續航力性能的因素,包括:

電池的化學作用;操作地點環境溫度;耳機阻抗;耳機使用音量大小聲;耳機使用總數等,下表可以做為

預估電池續航壽命的參考,各種不同方式使用模式的電耗量可以經由實際得知結果。

。

使用一支耳機,阻抗56歐姆,普通音量

使用三支耳機,阻抗56歐姆,普通音量一般鹼性電池

約 8 小時

約 8 小時

Superlux建議使用一般鹼性或鋰電池,鋰電池可以提供更大的電量與使用時間,抗拒較低溫環境的

能力也強,重量也輕。鎳鎘電池不建議使用,因為電力較低,續航力較差,而其較高的啟動電流,HA-

3D也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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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         機

 

. 

耳         機

Superlux的耳機有耳罩式,入

耳式,開放式,半開放式及封閉

式等各種型式,消費者可以依所

好選擇使用

好的耳機具備以下特點:

1. 聲音品質,聲音寬廣平

均

2. 音色清晰,靈敏度高,

低失真

3. 配戴舒適,重量輕,壓

力適中,頭弓及耳罩設

計得當

4. 封閉式耳機,講究聲音

的隔離,戶外錄音,錄

音室錄音,舞台表演可

以提供隔音的功能

5. 使用簡單,自動調整至

最佳配戴位置

6. 耐用結構

7. 既方便又容易換裝轉接

頭或長/短線,提供手提

袋附件等

  Superlux設計,生產及測試耳

機都是用以上列舉為考量,耳機

線可以接受連續35,000次扭

力測試,專利頭弓結構提供強力

支撐,重量又很輕,配戴舒適。

HD668B是半開放動圈式耳

機,平衡而保真的聲音品質符

合專業錄音室需求,專利結構

設計可以在最艱困條件提供最

長久的耐用品質,重量輕,最佳

化的頭夾壓力,即使長時間使

用也很舒適,

隨耳機附贈兩條直線,短線長

1m適合近距離使用,短線長

3m適合做專業監聽工作,也可

做延長線使用

 HD669是封閉動圈式耳機,隔

噪效果極佳,平衡保真,清晰不

漏細節的聲音品質符合專業錄

音室需求,專利結構設計可以

在最艱困條件提供最長久的耐

用品質,重量輕,最佳化的頭夾

壓力,即使長時間使用也很舒

適。隨耳機附贈兩條直線,短

線長1m適合近距離使用,短線

長3m適合做專業監聽工作,也

可做延長線使用。

HD681是半開放動圈式耳

機,有三種音色型式可

選,HD681是深沉的低音,; 

HD681F具有平坦的頻率響應; 

而HD681B平衡且具有力度的

低音。三支耳機的音場可比擬

為HD681是與演唱者一起在

舞台上共舞,HD681F如同在

前排貴賓席,而HD681B就像

是置身在音樂廳中一般具有景

深與空間感。

HD381是入耳式耳機,也有三

種音色可以選,和

HD681,HD662一樣,聆聽者

可依個人喜好選擇,隨耳機附

贈兩種耳塞,以適應消費者不

同尺寸的耳朵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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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產品

外景混音機

立體電容麥克風

鋁
帶

麥
克

風

人
聲

麥
克

風

攝影機麥克風

當現代人使用耳機或是喇叭來享受音樂的同

時,關於製作音樂/錄音/影帶等工作似乎與一般

人的生活無關。然而利用記憶卡儲存檔案的平

價高品質錄音與錄影攝影機巳經非常受到消費

者的歡迎,它們已變成一種很方便的檔案儲存傳

輸的工具,電腦硬體及軟體也能在家中支援高效

率的影音剪輯工作。

家庭影帶及企業的錄音節目也因為線上的

youtube及 Podcast而成長快速,每一位消費者

都可以變成導播或導演,製造出高品質的影音媒

體,並可以立即傳送到全世界。

對於專業用家及入門者, Superlux提供您高品

質平價的音響產品,例如:FMX42D四聲道的外景

收音混音器,電池/DC電源兩用,含幻象電源給電

容式麥克風, 平衡式/非平衡式輸出皆有,專業人

士/業餘人士/消費者皆宜。還有很多麥克風系

列,包括專業錄音電容式麥克風,動圈式麥克風,攝

影收音,適合用於家庭錄影,學校活動,演奏會,教

堂禮拜,訓練機構及展覽會場等。詳情請參考網

址www.superlux.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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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固服務

Superlu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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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及製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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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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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決定你的Superlux產品是否在保證期限內。要獲得原廠授權的維修保固,請聯絡授權的代理

商、經銷商或經由電郵sales@superlux.com.tw與我們聯絡。

- 11 -



 2009, SUPERLUX  Inc.

LB100HA3D01TC (Rev.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