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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E1500
静电式耳机系统

重要安全事项!
必须阅读这些注意事项。

必须保留这些注意事项。

必须注意所有警告内容。

必须遵循所有注意事项。

不要在靠近水的地方使用本设备。

只能用干布擦拭设备。

仅使用带有 KSA 放大器的 KSE 耳机。

在雷电天气或长时间不使用情况下，应拔下设备插头。

保护电源线防止被脚踩踏或被夹紧，尤其是在插头、方便插座和机身电源线的引出处。

只能使用制造商指定的连接部件/附件。

所有维修均应由合格的维修人员执行。如果设备因下列情况损坏，应进行维修：电源线或插头损坏、液体泼溅到设备上或

异物进入设备，设备暴露在雨水或潮湿环境中而无法正常工作，或摔落到地上。

不要将本设备暴露在可能滴水和溅水的地方。不要将装有液体的容器（如花瓶等）放在本设备顶部。

电源插头或电器转接头应保持在随时可用的状态。

为降低起火或电击危险，不要将本设备暴露在雨中或潮湿环境下。

不要尝试改装本产品。否则可能会导致人身伤害和/或产品故障。

应在技术规格指定的温度范围内操作此产品。

保护耳机线不会被夹紧或切割。

如果耳机线、外壳或接头损坏，请不要使用该设备。

本产品仅供专业人士使用。该产品只能通过专业销售渠道进行销售。

这个符号表示本设备中存在可能导致触电的危险电压。

这个符号表示本设备附带的说明书中具有重要的操作和维护说明。

警告：本设备中的电压具有致命危险。设备内部没有用户可维修的部件。所有维修均应由合格的维修人员执行。如果改变了厂方

设置的工作电压，则安全合格证书不再适用。

未经 Shure Incorporated 明确许可的修改或改装，会使您操作本设备的授权失效。

适用于所有耳机的警告！
为正确而安全地使用耳机，应在使用前阅读本手册。应将本手册和安全信息置于方便取用的地方，以便日后参考。

警告
在过大音量下收听音频信号可能会导致永久性失聪。应尽可能使用较低音量。长时间暴露在过高音量级别下可能会导致噪声性永

久失聪(NIHL)。如果要长时间暴露在高声压级别下，为避免丧失听力，请遵循美国职业安全健康局 (OSHA) 制订的指导原则。

90 dB SPL

八小时

95 dB SPL

四小时

100 dB SPL

两小时

105 dB SPL

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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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dB SPL

半小时

115 dB SPL

十五分钟

120 dB SPL

尽量避免，否则可能会造成损伤

警告
在听不到周围声音便可能发生危险的的环境中（例如在有车辆通行的地方驾驶、骑自行车、步行或慢跑时）及可能发生事故

的情况下，不要使用本耳机。

应将本产品及其附件放置在儿童无法触及的地方。儿童玩耍或使用本产品及附件可能会有致命危险。产品附带的小部件和线

缆会带来窒息或勒扼危险。。

应将音响设备的音量设置在最低音量电平，连接耳机后，再逐渐调节音量。突然置身于较强的噪声中，可能会导致听力受

损。

音量不要调得太高，能够正常收听到即可。

如果出现耳鸣，可能是音量太高。请试着降低音量。

如果将这些耳塞连接到航机娱乐系统，使用耳塞时应调低音量，以免在飞行员大声说话时产生不舒服的感觉。

定期让听觉治疗师检查听力。如果耳朵里积聚的耳垢太多，先让专业医疗人员检查耳朵，然后才能继续使用耳机。

未遵照制造商说明书中所述方式使用、清洁或维护耳机套和导管，可能会增加耳机套从导管上脱离、掉入耳道的风险。

插入耳塞前，一定要检查耳塞套，确保它已牢牢地附在导管上。

如果耳机套堵在耳朵里出不来，请专业医师帮忙取出。试图让其它非专业人士取出耳塞套，可能会将耳朵弄伤。

不要尝试改装本产品。否则可能会导致人身伤害和/或产品故障。

小心
应在洗澡或洗脸时注意避免将耳机浸入水中，因为这样会导致音响效果变差或耳机损坏。

不要在睡觉时使用耳机，以免发生意外。

用慢慢旋转的方式将耳塞取出来。不要用力拉耳机线。

如果耳机引起了极大的不适、刺激、皮疹，或者严重漏电、引起其他不舒适的反应，请立即停止使用。

如果您目前正在接受听力治疗，在使用本装置前，向外科医生咨询。

注意：只能使用附带的电源部件或经过舒尔批准的对等部件。

警告
电池组可能爆炸或释放有毒物质。火灾或烧伤风险。不要拆开、挤压、修改、拆卸、或加热到 140°F (60°C) 以上或焚烧。

遵循制造厂商的说明

不要将电池短接，否则可能会导致烧伤或起火

不要使用除本用户指南中所指定的充电器以外的其他产品为设备充电。

应正确处置电池。联系当地供应商以正确处理用过的电池组。

不应将电池（已安装的电池组或电池）暴露在阳光、火源或其他类似的高温环境下

注意：仅限由 Shure 授权的维修人员执行电池更换工作。

请遵循您当地的电池、包装和电子废弃物的回收计划。

简要说明
Shure KSE1500 静电式耳机是舒尔工程团队经过多年研究、开发和技术改进的智慧结晶。静电驱动器首次在入耳式设计中实现

高品质、高清晰度音频的传递，从而为您提供绝佳的舒适性享受并可出色隔离外界噪音。这款耳机由 KSA1500 供电：这是一款

紧凑型、具有内置数模转换器的便携式静电放大器，用于连接到 Micro-B 型 USB 音源。提供的整套附件中包括一个真皮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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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Micro-B 型 USB 线缆以及可更换式Sound Isolating  隔音耳塞套，可以贴合耳道，带来舒适佩戴的体验。从重要的监听到随

意的收听，KSE1500 耳机都能完美展现音频细节和细微差别，以满足您最挑剔的耳朵。

特点

便携式静电放大器
通过 Micro-B 型 USB 连接到计算机时进行数模转换
支持高达 24-bit，96 kHz 数字音频
由内置锂离子充电电池供电

四段参量均衡器、限幅器和输入衰减

工厂和自定义用户预设

耳机
低失真的特性

水晶般清晰的音质

出色的瞬态响应

全频率范围响应

成型线确保线缆安全放置

KSA1500 放大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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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保持开关 锁定电源按钮和控制旋钮，防止意外调整

② 电源/返回按钮
长按：打开和关闭电源

短按：返回到上一个菜单屏幕

③ 控制旋钮 旋转可调节音量，按两次可导航菜单

④ 电源 LED 指示器
红色：放大器处于关闭状态。或者放大器已与电源连接并且电池正在充电。

绿色：放大器已打开。或者放大器已关闭；电池已与电源连接并且已充满电。

关闭：放大器已关闭并且未与电源连接。

⑤ 线路音频输入 3,5 毫米立体声输入，供连接模拟音频源时使用

⑥ 耳机输出 LEMO 输出用于连接舒尔 KSE1500 耳机

⑦ OLED 显示屏 显示系统信息

⑧ 输入源选择器 选择线路（模拟）或 micro-B USB（数字）音频输入

⑨ Micro-B USB 端口
连接至计算机或便携式音频设备接收音频，或者连接至 micro-B USB 电源适配器，对充电电

池进行充电。

控制部件和导航

打开/关闭电源：长按电源按钮 ②
调节音量：旋转控制旋钮 ①
访问菜单：双击控制旋钮 ①
滚动浏览菜单：旋转控制旋钮 ①
选择一个项目：按控制旋钮按钮 ①
返回到上一个屏幕：按电源按钮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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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解锁控制部件：滑动锁定开关 ③，以锁定/解锁电源按钮和控制旋钮。当开关显示红色背景时，已启用锁定功能。

主屏幕

① 音频输入源
LINE：模拟音频（3.5 毫米输入）

USB：数字音频

② 音频输入电平表 显示音频信号的输入电平

③ 音频设置 显示输入衰减和均衡器的设置

④ 电池电量表 显示剩余电池电量

⑤ 音量 显示输出音量电平

设置
步骤 1：将耳机连接到放大器
在放大器关闭电源的情况下，插入放大器。

注意：将耳机线接头对准朝向放大器前面的红点。

步骤 2：将声源连接到放大器。
将 INPUT 切换到 LINE（3.5 毫米模拟源）或 USB（数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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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毫米输入（模拟音频）

将音频设备插入 LINE IN 输入并将 INPUT 切换到 LINE。 若要在使用模拟源时对电池进行充
电，请将放大器连接到计算机或外部电池。

连接到模拟源

USB（数字音频和电源）

从电脑或其他具备 USB 接口的设备上听音乐时，可使用 USB 线缆，此时需要将 INPUT 切换
到 USB。在连接至电脑时，USB 会在传输数字音频的同时为放大器电池充电。

注意：您可以在工具菜单中选择禁用自动充电。

连接到 USB 音源

步骤 3：开启放大器
放大器首次插入设备时，系统会自动安装驱动程序。KSE1500 将作为默认音频设备开始工作。

注意：Windows、Mac 和 iOS 中的音量控制会被停用。为了获得最佳效果，请仅使用放大器的音量旋钮来调节音量。请确保将 iTunes 或 Windows 媒体播放器
的音量调整为最大音量。

菜单导航
EQUALIZER
显示均衡器设置。使用控制轮调整值

FLAT/BYPASS:
均衡器被忽略

PRESET 1 - 4:
四个可调 4 波段均衡器预设：低音增强、声音增强、响度和消齿音

USER DEFINED 1 - 4:
四个可调 4 波段参量均衡器，可根据聆听偏好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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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O
LIMITER:
打开限幅器，保护耳朵免受意外音量峰值的伤害

INPUT PAD:
选择 0、-10 分贝或 -20 分贝衰减（在线路输入模式中可用。）

SAMPLE RATE:
在 USB 输入模式中可用。

UTILITIES
控制设备参数

DISPLAY:
调节屏幕亮度、超时时间和翻转屏幕

BATTERY INFO:
显示电池状态

FACTORY RESET:
将所有设置值恢复为出厂默认值

FIRMWARE:
显示软件版本信息，允许更新

HARDWARE:
含有设备信息，供参考和维修使用

DISABLE CHARGING:
打开或关闭自动充电

均衡器
4 波段参数均衡器可用于调节独立的可调节频率范围，以精确形成频率响应。除四种工厂自定义预设外，还可以保存四种用户自

定义预设。均衡器可被忽略，以实现平坦的频率响应。

如需查看或编辑均衡器设置，请选择：

MENU > EQUALIZER

自定义均衡器设置
均衡器具有两种滤波器类型：

峰值滤波器以特定频率范围为目标，进行增益调节（适用于两种中频波段）。

倾斜滤波器调整选定截频点以上或以下的所有频率的增益。在低频棚架均衡滤波器中，调节操作可以影响选定截频点以下的

所有频率。在高频棚架均衡滤波器中，调节操作可以影响选定截频点以上的所有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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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器滤波器属性

在创建均衡器设置时，下列参数均可调节：

① 频率点或范围 四个独立的频率点，用于选择特定的频率范围。

② 频率（赫兹） 选定频率的数字值。

③ 增益/衰减 调节选中频段的音量（±6 分贝）。

④ 带宽/Q

调节受增益设置影响的频段的宽度

中频波段：调节峰值滤波器的宽度

高频和低频波段：调节倾斜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平坦（忽略）
在此模式中，均衡器被忽略，以获得不变的频率响应。在使用模拟输入源时，忽略均衡器可以保持 100% 模拟信号路径。对于数

字音频源，数字信号处理器的均衡部分被完全禁用。

音频

限幅器
MENU > AUDIO > LIMITER

限幅器可以在耳机输出时保护您的耳朵免受意外音量峰值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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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衰减
MENU > AUDIO > INPUT PAD

当放大器在线路输入模式中接收模拟音频时，即提供输入衰减功能。衰减可以减弱模拟输入信号，防止高输出音频源发生削波现

象。当音频电平表指示削波时，启用衰减功能。

最小衰减值为 -10 分贝。如果仍存在削波，请使用 -20 分贝衰减。

如果信号在使用 -20 分贝衰减时仍存在削波，则降低源音量。

采样率
MENU > AUDIO > SAMPLE RATE

此处显示采样率信息。

工具
MENU > UTILITIES

显示屏 调节屏幕亮度和屏幕关闭时间。上下翻转显示屏，以便从任何方向查看信息

电池信息 显示电池状态：电量百分比、充电循环次数、温度

出厂设置 将所有设置值恢复为出厂默认值

固件 显示软件版本信息，允许更新

硬件 含有设备数据，供参考和维修使用

启用/禁用充电
在与 USB 音源连接时，放大器会自动为电池充电。当您不希望消耗笔记本电脑或 USB 来源
的电量进行充电时，请禁用充电功能。您在下次打开放大器时，它会恢复为默认的启用充电功

能。

固件
固件是在每个功能控制组件中的嵌入式软件。定期开发的新固件版本中包含附加功能和性能增强部分。若要享受设计改进带来的

优势，可利用“Shure Update Utility”工具下载和安装新版本的固件。您可以从 http://www.shure.com/americas/products/software/
utilities/shure-update-utility 下载软件。

更新固件
小心！在固件更新时，请确保放大器电源保持开启。更新过程完成之前，不要关闭放大器。

Shure Update Utility 会查找最新版本的固件。您可以将更新下载到计算机上。下载完成后，放大器将自动开始固件更新，此操作

将覆盖现有固件。

从 Shure Update Utility 软件中，点击 Updates Available 按钮。

如需将固件下载到计算机（而不是设备），请勾选所需更新旁边的方框并选择 Download。
使用 USB 线缆将放大器连接至计算机。

从放大器菜单上选择 UTILITIES > FIRMWARE > ENABLE FW UPDATE

注意：ENABLE FW UPDATE为了保证固件更新起作用，必须启用ENABLE FW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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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确认您想要将最新固件下载到放大器上。

注意：在更新固件之前，应对电池进行充电。如果电池电量百分比低于 10%，不要更新固件。

锂离子充电电池
电池的存放
为避免影响电池性能，应在 10°C 到 25°C（50°F 到 77°F）的环境中存放电池。

电池修理和更换
锂电池没有“记忆效应”，但其容量会产生较大的线性递减量。如果遇到问题，请联系 Shure 服务和维修部以更换电池。

使用耳机
安全地连接和断开耳机
连接到放大器：将耳机线接头上的红点对准放大器耳机输出上的红点。

从放大器断开连接：向上拉动卡环接头可安全解开耳机线上的锁。

选择耳塞套
选择一个可提供最佳舒适度和隔音效果的耳塞套。正确的耳塞套应便于插入，贴合舒适，且容易取出。

柔软弹性耳塞套：共有大、中、小三种型号。材质为软橡胶。

柔软海绵耳机套：用手指捏住海绵耳塞套，将其插入耳道。保持在原位，等待大约十秒，让海绵松

开。

三层凸缘耳机套：可以根据需要，用剪刀裁短耳塞套的管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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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

佩戴耳机
小心地将耳机像耳塞一样插入耳朵，以便使其与耳道紧密贴合。

重要提示：如果缺少低频响应（低音），则耳塞套可能并未与耳道恰当地贴合。将耳机轻轻推入耳道，或尝试使用其它耳

机套。

警告：不要将耳机套推入耳道深处。

在进行体育运动时，可将耳机线从耳朵上方绕过，戴在耳后，这样有助于固定好耳机线的位置。让线缆从身体的前面或后

面垂下，并使用线缆套管收紧其余松弛的部分。

耳塞贴合可以明显提高听音质量。

更换耳塞套
扭转并拉动耳塞套，将其从导管上取下。

套上一个新耳塞套，让它将防脱环和导管完全罩住。

小心：如果防脱环或任何导管部分露出，说明耳塞套安装不正确。如果耳塞套没有将导管罩住，则应更换耳塞套。为确保配合紧密，以获得最佳性能，只能使用

Shure 提供的耳塞套（除非使用定制的模压耳塞套）。

摘下耳塞
抓住耳塞外壳，轻轻旋转将其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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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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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摘下耳机时，不要用力拉耳机线。

维护和清洁
精心保养可确保耳塞套与管嘴之间结合紧密，提高声音质量和产品安全性。

应让耳机和耳塞套尽量保持干爽清洁。

要清洁耳塞套，应将耳塞套从耳塞上取下，放入温水中轻轻洗涤，然后自然晾干。海绵耳塞套的晾干时间较长。检查耳塞套

是否损坏，并根据需要更换。应让耳塞套完全干透后再重新使用。

用温和的消毒剂擦试耳塞和耳塞套，以防感染。不要使用含酒精的消毒剂。

不要把耳塞暴露在极高或极低的温度下。

在没有贴合的情况下，请更换耳塞套。

不要尝试改装本产品。这样做将使保修失效，并会导致人身伤害和/或产品故障。

清洁耳机的导管
如果发现音质发生变化，应取下耳塞套，并检查耳塞导管。如果导管阻塞，应使用清洁工具的线环端清除阻塞物。

如果未发现异物，或者音质未得到改善，请使用新的耳塞套对原耳塞进行更换。

小心：清洁时，不要用力将任何异物推入耳塞导管！用力过大会损坏耳塞的声音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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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清洁工具只能用于清洁耳塞。将清洁工具用于清洁耳道或海绵耳塞套等用途可能会导致人身伤害。

线缆接头处如有碎屑和堆积的污垢，会影响音质。如果发生类似情况，应断开线缆，并使用干棉签清洁污垢。

故障排除
问题 解决方法

设备似乎在工作，但是听

不见声音

检查并确定线缆牢固连接

确保输入开关被设为正确的输入来源

声音失真

确认音频从音源进入放大器之前没有失真

检查并确定线缆牢固连接

检查放大器输入电平表，确保放大器输入没有超载

无法启动放大器

电池可能需要充电

如果已插入放大器，请尝试其他 Micro-B 型 USB 端口（或者，如果已插入电源适配器，请尝试其

他 AC 电源插座）

耳机声音低沉或浑浊 使用附带的清洁工具，按照相关说明清洁耳机管嘴

电池不再保留电量
检查并确定没有选择禁用充电

联络 Shure 服务和维修部，安排更换电池。设备中无用户可维修的零件。

设备重置
如果放大器出现故障，请同时按住控制旋钮按钮和电源按钮大约 10 秒，直至设备关闭电源。

系统要求和兼容性
Windows Windows XP 及更高版本

Macintosh Mac OS X 10.4 及更高版本

规格
套件规格
偏置电压

200 V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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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电压
±200 伏, 最大值

输出电流
≤ 1 mA

隔音
≤ 37 dB

工作温度范围
-18 到 57 °C (0 到 135 °F)

耳机技术规格
换能器类型
静电式

接头类型
Lemo 连接器

频率响应
10 赫兹 到 50 千赫茲

最大声压级
3% THD 时 1 kHz

113 分贝声压级

净重
44.0 克 (1.55 盎司)

KSA1500 放大器规格
位深度

16 位 / 24 位

采样率
44.1 / 48 / 88.2 / 96 千赫茲

信噪比
最大 107 分贝（A 加权）

可调增益范围
-40 dB 到 +60 dB

限幅器
可选择 模拟 RMS 限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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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衡器
4 波段参数

USB 输入
USB Micro-B 插座

线路输入
3.5 毫米（1/8 英寸）

充电要求
USB 供电: 5 伏/0.5 A 到 1 A

外壳
黑色阳极电镀铝

净重
182.0 克 (6.42盎司)

外观尺寸
111 x 59 x 21 毫米 高度 x 宽度 x 深度

电池技术规格
电池型号
充电锂电池

标称电压
3.6  V DC

电池使用时间

模拟输入（BYPASS EQ 模式） 最大 10 小时

USB 输入 (均衡) 最大 7 小时

电池充电温度范围
0 到 45 °C (32 到 113 °F)

附件

提供的附件
提供的附件

方形拉链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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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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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放大器盒
组合耳塞套装
USB 电缆，Micro-B 型“随身携带”
USB 电缆，A 型转接 Micro-B 型
USB 电缆，Micro-B 型转接 Lightning
6 英寸公头转接公头 3.5 毫米电缆
36 英寸公头转接公头 3.5 毫米电缆
¼ 英寸（6.3 毫米）转接 ⅛-inch（3.2 毫米）立体声转接器
航空转接头
在线式音量控制
橡胶放大器安全带

选配附件

USB 电缆，Micro-B 型转接 30 插针

认证
Information to the user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received,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Note: This equipment has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s for a Class B digital device, pursuant to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These limit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gainst harmful interference in a residential 
installation. This equipment generates uses and can radiate radio frequency energy and, if not installed and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may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communications. However,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interference will not occur in a particular installation. If this equipment does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or 
television reception, which can be determined by turning the equipment off and on, the user is encouraged to try to correct the 
interference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measures:

Reorient or relocate the receiving antenna.
Increase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equipment and the receiver.
Connect the equipment to an outlet on a circuit different from that to which the receiver is connected.
Consult the dealer or an experienced radio/TV technician for help.

加拿大工业部 ICES-003 合规标签：CAN ICES-3 (B)/NMB-3(B)

注意：测试过程是使用提供和推荐的连接线类型进行的。使用非屏蔽类型的连接线可能会降低电磁兼容性能。

本产品符合所有相关欧盟指令的基本要求，并且允许使用 CE 标志。

可从以下地址获得“CE 符合性声明”：www.shure.com/europe/compliance

授权的欧洲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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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re Europe GmbH
欧洲、中东、非洲总部

部门：欧洲、中东、非洲审批部

Jakob-Dieffenbacher-Str.12
75031 Eppingen, Germany
电话：+49-7262-92 49 0
传真：+49-7262-92 49 11 4
电子邮件：info@shure.de

专利声明
美国专利号

9210497

Android 兼容性
便携式听音放大器能够与支持 2.0 级 USB 音频和 Micro-B 型 OTG（移动）连接的 Android 设备兼容。不与所有 Android 设备兼
容。Android 为 Google Inc. 的商标。

使用“Made for Apple”徽章表示配件专为与徽标中标识的 Apple 产品连接而设计，并经过开发商的认证，符合 Apple 性能标准。

Apple 不对此设备的运行或安全及监管标准合规性负责。

Apple、iPad、iPhone、iPod 和 Lightning 是 Apple Inc.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注册商标。tvOS 是 Apple Inc. 的商
标。“iPhone”商标在日本使用，并从 Aiphone K.K. 获得许可证。

Mac  和 Lightning  是 Apple Inc. 的注册商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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