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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A98A -- 迷你心形电容话筒

简要说明
Shure Beta 98A 是一款结构紧凑的高输出电容话筒，适用于专业扩声和录音棚录音。其极为均很衡的心形拾音模式

可提供较高的反馈前增益，并且有效地抑制不需要的噪声。它具有很高的最大声压级 (SPL)，可用于各种原声或电声
乐器，包括鼓、打击乐器、钢琴、簧乐器、管乐器和弦乐器。

变化
• Beta 98A/C 中包括话筒、7.6 米（25 英尺）轻质音频线、前置放大器和 RK282 减震转环转接头。

• Beta 98AD/C 中包括一根 4.6 米（15 英尺）长的高耐用性音频线、一个前置放大器和一个 A98D 鼓用话筒固定
件。

性能特性
• 出色的低频重现
• 极高的声压级 (SPL) 处理能力
• 高输出电平
• 无交越失真

特性
• 集 Shure 高品质、耐用性和可靠性于一体的现场演出用高级话筒

• 一致的心形拾音指向性，可以提供最大的反馈前增益，并有效抑制离轴音染

• 特别定制的频率响应适用于鼓、打击乐器、簧乐器和号角等乐器

• 紧凑的设计可以减低舞台的杂乱程度
• 动态范围较宽，适合在较高的 SPL 环境中使用
• A98D 的固定座件功能多样，隐蔽式设计，易于调节

• 带有涂层的金属结构和不锈钢内部网罩坚固耐磨

线缆连接
应使用附带的音频线将 BETA 98A 连接到前置放大器。可根据需要，在话筒与前置放大器之间使用最长 23 米（75 
英呎）的音频线，从而不会导致信号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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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一般使用规则
• 切勿用手遮盖住话筒滤网的任何部位，因为这会影响话筒性能。

• 将话筒对准要录制的声源（例如谈话者、唱歌者或乐器），远离其他声源。

• 尽可能在靠近要录制声源的位置摆放话筒。

• 如果想获得更多的低频响应，可将话筒进一步靠近音源。

• 只使用一个话筒来拾取单个声源。

• 如果要获得更好的反馈前增益，应使用更少的话筒。

• 应让话筒之间的距离至少保持三倍于每个话筒与其声源之间的距离（3:1 规则）。

• 将话筒放置在尽可能远离反射表面的位置。

• 在户外使用话筒时，应添加一个防风罩。

• 避免过多触摸，拾取机械和震动的噪声降低到最小水平。

应用与放置
下面的表格列出了最常见的应用场合和放置技巧。您应注意，话筒的使用技巧与个人的品味和喜好相关，没有一个

绝对“正确”的话筒放置位置。

应用程序 建议的话筒放置位置 音质

筒鼓 在每个筒鼓，或一对筒鼓之间放置

一个话筒，应位于鼓面上方 2.5 至
7.5 厘米（1 至 3 英吋）。

优秀的瞬间响应特性，全面平衡的

音质。

取下底部鼓面，将话筒朝上面向顶

部鼓面放入鼓中。

最佳的隔音效果，全面平衡的音

质。

小军鼓 距顶面鼓皮边缘上方 2.5 至 7.5 厘
米（1 至 3 英寸）。话筒对准鼓

皮。

鼓槌“撞击”最猛烈。

铙钹 带有 A98D 固定座的近距离拾音装
置具有最佳的隔音效果，可以放置

在铙钹的活动范围以外。

音色明亮，更表现出强劲的冲击

力。

铜管和木管乐器 铜管乐器：与乐器喇叭口在轴 30 至
90 厘米（1 至 3 英尺）距离。

清晰明亮的声音。

木管乐器：与乐器喇叭口在轴 2.5 
至 15 厘米（1 至 6 英寸）距离。

清晰明亮的声音。

话筒前端距离乐器喇叭口成 90° 离
轴。

柔和，甜美的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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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每次使用前，都应确保话筒头牢靠固定在话筒上，鼓槌的振动和意外撞击可能会使话筒头松弛，导致信号损

失。

旋转转接器
执行下列步骤将 Beta 98A 固定在旋转转接器上：

1. 将话筒连接到转接器。

2. 将电缆穿过 C 形夹，并将接头插入 C 形夹，直到锁紧。

3. 为降低电缆磨损，应将电缆卡入张力消除夹，以在接头一端留出 5 至 7 厘米（2 至 3 英吋）的松弛电缆。

使用旋转转接器固定 BETA 98A

A98D 鼓用固定件
Shure A98D 可以将 Beta 98A 固定在鼓或铙钹上。参见附带的 A98D 指南，了解正确固定话筒的方法。

使用 A98D 固定的 BETA 98A

负载阻抗
适用于高声压级SPL 应用，具有输出限幅电平，以及动态范围随不同的话筒连接到前置放大器时因为负载阻抗不同

而变化的特性。 舒尔推荐的最小输入负载阻抗为 1000 欧姆。 大多数现代话筒前置放大器均符合此要求。 更高的阻
抗具有可满足这些技术参数的更好性能。

电源要求
本话筒需要配备幻像电源，并最好使用 48 伏直流电源 (IEC-61938)。但是，轻微的降低动态余量，並且电源的电压

降低幅度没有超过 11 伏，话筒也可正常工作。

大多数现代混音器都能够提供幻像电源。必须使用平衡式话筒缆线：XLR 到 X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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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类型

驻极体电容器

频率响应

20 到 20,000 赫兹

指向性形状

心形指向性

输出阻抗

在 1kHz 下

179  Ω

灵敏度

在 1kHz 下, 开路电压, 典型

-48.0 分贝伏/帕 (4.0 毫伏) 

最大声压级

1% THD 下 1 千赫 

2500 欧姆负载 150.5  dB

1000 欧姆负载 144.0  dB

信噪比 

64  dB

动态范围

在 1kHz 下

2500 欧姆负载 120.5 dB

1000 欧姆负载 114.0 dB

削波电平

20 赫兹至 20 千赫, 在 1% THD 情况下

2500 欧姆负载 8.0 dBV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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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欧姆负载 1.0 dBV

自噪声

等同声压级, A-加权, 典型

30.0 分贝声压级

接头插头

三针脚专业音频 (XLR)，插头，平衡式

电源要求

11–52 V DC 幻像电源 , 3.6  mA

极性

震膜上的正压力能够在针脚 2 上产生相对针脚 3 的正电压

重量

12  克 (0.6盎司)

1 Pa=94 dB SPL

THD of microphone preamplifier when applied input signal level is equivalent to cartridge output at specified SPL

S/N ratio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94 dB SPL and equivalent SPL of self-noise, A-weighted

All specifications measured with a 48 Vdc phantom power supply. The microphone operates at lower voltages, 
but with slightly decreased headroom and sensitivity

Internal Connections

Typical Frequency Response

[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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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ical Polar Patterns

Overall Dimensions

附件

提供的附件

拉链便携包 95A2314

适用于 BETA91、BETA98、BETA98D/S、WL50、WL51、WBH53 (BETA53)、
WBH54 (BETA54) 的嵌入式话筒前置放大器

RPM626

扣入式防风罩 95A2064

带集成减震架的 BETA98/S 话筒座转接器 RK282

拉链便携包 95A2398

适用于 BETA98 & SM98A 话筒的鼓用话筒固定件，配备用于灵活定位的鹅颈转

接器

A98D

适用于 BETA91、BETA98/S 和 BETA98D/S 的 15 英尺 Triple-Flex™ 电缆
（TA3F 至 TA4F）

C9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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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配附件

适用于 Microflex® 鹅颈话筒的黑色锁紧金属防风罩 A412MWS

通用话筒固定夹，带有大号和小号夹子转接头和通用螺纹转接头杆 A75M

可替换配件

心型话筒头 RPM98A/C

98A 更换外壳 RPM98A-HT

夹具组件 (A98D) RPM618

适用于 MX183、MX184、MX185、BETA98 和 WH30（4 件）的扣入式海绵防风

罩

RK183WS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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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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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