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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 6500 -- IH 6500 翻譯頭戴式耳麥

安全事項
根據危險程度和損壞嚴重性的不同，使用“警告”和“小心”文字對未正確使用可能導致的後果做出標識。

警告：如果沒有遵循這些警告事項，在操作不正確的情況下可能會導致嚴重的人身傷亡事故。

小心：如果沒有遵循這些警告事項，在操作不正確的情況下可能會導致常見的人身傷害或財產

損失。

小心
• 不要拆開或改裝設備，這樣做可能會導致故障。

• 不要用力過大，不要拉扯線纜，否則會損壞線纜。

• 應讓產品保持乾燥，並避免暴露在極高的溫度和濕度環境下。

警告
• 如果有水或其他異物進入設備內部，可能會導致起火或觸電事故。

• 不要嘗試改裝本產品。 這樣做會導致人身傷害和/或產品故障。

本裝置可產生高於 85 dB SPL 的音量。請根據您所在國家的勞動保護要求，檢查允許的最大連續噪聲暴露級別。

警告
使用過大音量收聽音訊可能會使聽力永久喪失。應使用盡可能低的音量。長期暴露在過高音量下，可能會導致噪音

引起的聽力受損。如果長時間暴露在高聲壓級別下，應遵循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部 (OSHA) 制定的指導原則，以避

免聽力受損。

90 dB SPL
八小時

95 dB SPL
四小時

100 dB SPL
兩小時

105 dB SPL
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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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dB SPL
半小時

115 dB SPL
十五分鐘

120 dB SPL
儘量避免，否則可能會造成損傷

IH 6500 翻譯頭戴式耳麥
IH 6500 翻譯頭戴式耳麥為翻譯提供出色的音訊質量和良好的佩戴舒適度，持久耐用。電容話筒能夠提供自然而高度

清晰的人聲重現。

• 雙面頭戴式耳麥專為配合 Shure DIS 翻譯站使用而設計
• 採用舒適、輕量結構的耳罩式耳機設計

• 方向性電容話筒在重要活動中可傳達清晰明確的語音
• 符合歐盟 ISO 對於翻譯頭戴式耳麥的要求
• 靈活可調的話筒杆能夠旋轉 270 度，並可進行左側或右側佩戴，定位準確

• 可拆卸式耳杯易於清潔，在使用過程中可以選用

• 端接至兩個 3.5 毫米接頭，含有可與較舊版 DIS 翻譯站向後相容的適配器
• 在苛刻質量標準下生產的 Shure 產品具有出色的耐用性，能夠經受日常專業使用的要求

保養與維護
使用柔軟潮濕的布子擦拭。

小心：切勿使用具有溶解作用的清潔劑。 應注意避免液體和異物進入驅動單元開口。

佩戴耳麥

調整耳機以便佩帶舒適。

調整話筒桿，以便話筒位於您嘴巴角落 13 豪米（1/2 英吋）處。為免「爆音」或呼吸產生的其他噪音，請勿將話筒放

在嘴巴正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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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話筒感能夠旋轉，所以這個耳麥能夠戴在臉頰的任一側。

在線查找詳細訊息
有關詳細資訊，請登入 http://www.shure.com。

備件

1 對適用於 IH6500 的可更換耳杯墊 IHAEC6500

適用於 IH6500 的可更換防風罩 IHAWS1

用於連接兩個 1/8 英寸（3.5 毫米）插孔與 9 針 DIN 接頭的線纜適配器。 與 DIS 
舊式翻譯站相容。

IHAC3.5MM-DIN

用於連接兩個 1/8 英寸（3.5 毫米）插孔與一個 1/8 英寸（3.5 毫米） TRRS 插頭
的線纜適配器。

IHAC3.5MM-TRRS

規格
重量

淨重 (不帶纜線) 135 克 (4.75 盎司)

帶包裝重量 455 公斤 (16.0 磅)

纜線

2 米, 5-芯, 2x 3.5 毫米（1/8 英寸） TRS

環境條件

操作溫度 -20° 到 60° C (-4° 到 140° F)

存儲溫度 -30° 到 75° C (-22° 到 167° F)

相對濕度 45 到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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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駐極體電容器

指向性形狀

超心形

頻率響應

20 到 20,000 赫茲

輸出阻抗

2,000 Ω

靈敏度

1 千赫下

−48 分貝伏/帕* (4 毫伏)

極性

作用在振膜上的正聲壓能夠在 tip（頭端）上產生相對於話筒輸出耳機插頭連接器套筒（接地）的正電壓

耳機

換能器類型

釹磁鐵動圈

激勵器尺寸

40 毫米

頻率響應

20 到 20,000 赫茲

靈敏度

@ 1 千赫

116 分貝聲壓級/毫瓦

阻抗

@ 1 千赫

120 Ω

最大輸入功率

200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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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機連線

3.5 毫米（1/8 英寸）雙接頭

接頭 顏色 觸點 訊號

話筒 粉色 輪端 Mic -

尖端/環 Mic +

耳機 綠色 輪端 接地

正極線 Headphone +

負極線 Headpho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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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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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
本產品符合所有相關歐盟法規的基本要求，並且允許使用 CE 標誌。

可從以下地址獲得“CE 符合性聲明”：www.shure.com/europe/compliance

歐盟授權代表：

Shure Europe GmbH

歐洲、中東、非洲總部

部門：歐洲、中東、非洲批准部

Jakob-Dieffenbacher-Str.12

75031 Eppingen, Germany

電話：+49-7262-92 49 0

傳真：+49-7262-92 49 11 4

電子郵件：info@shure.de

有限保修
Shure Incorporated (&ldquo;Shure&rdquo;) 特此向原始消費購買者保證，除非下文另外說明，消費者直接從 Shure 
或 Shure 授權的經銷商初次購買本產品之日起兩 (2) 年內，本產品在正常用途的使用中不會有材料和工藝上的缺

陷。

本產品附帶的任何充電電池，保修期為自消費者初次購買之日起的一 (1) 年。但是，充電電池為消耗性部件，它在使

用過程中會受到溫度、存放時間、沖放電次數以及其它因素的影響，電池容量可能會降低；因此，這種電池容量的

降低並不構成材料或工藝上的缺陷。

Shure 將自行決定修理或更換有缺陷的產品，並及時退還給您。為使本保修生效，消費者必須在產品退還之時提供

直接由 Shure 或 Shure 授權的經銷商發出的正本購買收據作為購買憑證。如果 Shure 選擇更換有缺陷的產品，

Shure 有權自行決定用同型號的另一件產品或質量和性能大體相符的型號替換有缺陷的產品。

倘若您認為本產品在保養維修期內存在瑕疵，請將其仔細地重新包裝，辦好保險，預付郵資後，連同購買證明一起

退給 Shure Incorporated，收件人：Service Department，地址見下文。

美國境外的消費者，應將產品退回給您的經銷商或授權服務中心。網站 www.Shure.com 列出了地址，或可按以下地

址與 Shure 聯繫，索取退回地址。

此保修不可轉讓。本保修條款不適用於下列情況：濫用或誤用產品、未按照 Shure 的指導使用產品、正常磨損、天

災、使用中的疏忽、產品並非從 Shure 或 Shure 授權的經銷商處購買、未經授權修理或更改產品。

在適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謹在此明確排除針對某一特定用途或目的的售賣情況可行性或產品適用性的任何含蓄保

證，而若法律不允許，則限制在本保修的有效期和條款範圍內。Shure 還在此排除對偶然、特殊或間接損害賠償的

全部責任。

一些州不容許對含蓄保證的期限有時間限制，或排除或限制間接或後果性損害賠償，因此上述限制條款可能不適用

於您。本保修給予您特定的法律權利，並且您還可以擁有其它權利，這些權利在州與州之間不盡相同。

本保單不限制適用法律所賦予消費者的各項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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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修替代與本產品相關的或包括的所有其它保修，但本產品包含的或與本產品合裝的任何軟件不在本保修範圍

內，而應在此等軟件附帶的 Shure 最終用戶許可協議中的保修條款的範圍內。

服務中心

美國、加拿大、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區

Shure Incorporated

收件人：服務部

945 Chaddick Dr.

Wheeling, IL 60090-6449 U.S.A.

歐洲、中東和非洲

Shure Europe GmbH

收件人：服務

Jakob-Dieffenbacher-Str. 12, 75031

Eppingen, Germany

印度印度尼西亞Resmi 服務中心：

雅加達熱線 (021) 612 6388

棉蘭 (061) 6612550

蘇臘巴亞 (031) 5032219

日惹 (0274) 371710

登巴薩 (0361) 766788

馬卡薩 (0411) 3246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