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M81
乐器话筒

The Shure high-quality, unidirectional condenser microphone, SM81, user guide.
Version: 3.1 (202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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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81   
乐器话筒

简要说明
Shure SM81 型号是一款高质量、单指向电容话筒，专为演播室摄制、电视广播和声音增强而设计。其宽频响应、低噪特性和低

射频敏感性使之成为涉及原声乐器（特别是吉他、钢琴和铙钹）的应用的标准。SM81 坚固耐用。它通过幻像电源运行，可在范

围广泛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运行。它配备旋转转接器、衰减器开关锁、泡沫防风罩以及便携盒和收纳盒。还提供有其他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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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低频响应
三位置开关便于您调节话筒的低频响应。使用这些设置来降低风声、房间噪声或近讲效应。

平坦响应可在大多数应用场合提供最自然的声音。

低频截止在低于 80 赫兹下可提供每倍频程 18 dB 的衰减。有助于降低加热装置或空调系统发出的低频室内噪声和地板震
动引起的噪声。还可以使用该设置补偿近讲效应，或减少可能导致乐器声低沉或浑浊的低频。

低频滚降在低于 100 赫兹下可提供每倍频程 6 dB 的衰减。补偿近讲效应，或减少使乐器声变得低沉或浑浊的低频。

设置衰减
衰减开关将话筒头的信号电平降低 10 dB，而不改变频率响应。这样可防止极高的 SPL（例如，近距离拾音鼓和吉他柜）使话筒

过载。如需激活衰减，请将开关旋转至“-10 dB”位置。

注意：部分转动环不会造成衰减水平增加。

衰减开关可能会锁定到位。使用以下步骤：

1.拧开网罩和话筒头组件。

2.旋转衰减开关至所需位置（0 或 -10）。

3.将环锁（小型透明塑料片）插入针和槽之间的环后面区域。

4.装回网罩和话筒头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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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讲效应
当话筒距离声源大约 6 毫米（1/4 英寸）时，单指向（心形）话筒在低于 100 赫兹情况下可以渐进方式将低音增强 6 至 10 dB。
这种现象称为接近效应，可利用它获得更为温暖、更为强劲的音响效果。为防止在近距离使用时出现低频爆破音，低音响应将逐

渐降低。这样可以获得更为出色的控制，并且有助于使用者更好的利用接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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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A 额定值 150  Ω (85  Ω 实际)

灵敏度
1 千赫下, 开路电压

-45 分贝伏/帕[1] (5.6 毫伏)

最大声压级
1% THD 下 1 千赫, 1 千欧负载

136 分贝声压级

信噪比
1 千赫时在 94 分贝声压级下参考

78 dB[2]

削波电平
0.25% THD 下，1 千赫, 1 千欧负载

-4 dBV (0.63 伏)

哼声拾声器（Hum Pickup）
典型, 60 赫兹时, 等同声压级/毫奥

-3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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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重 0.230 公斤 (0.5 磅)

带包装 0.740 公斤 (1.625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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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减开关
0 或 −10 分贝，可锁定

接头插头
三针脚专业音频 (XLR)，插头

外壳
采用聚乙烯金属涂层终饰和不锈钢滤网的钢质结构

环境条件

操作温度 -6.7° 到 49° C (20° 到 120° F)

存储温度 -29° 到 74° C (-20° 到 165° F)

相对湿度 0 到 95%

电源要求
11 到 52 V DC 幻像电源 (1.2  mA)

[1] 1 Pa=94 dB S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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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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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频率响应

典型指向性图案

整体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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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提供的附件
话筒夹 A57F

10 dB 衰减器锁 34A830

携带/储藏袋 95A2313

防风罩 49A111

可选配附件
噗声过滤网罩 A81G

SM81 耐用防风罩 A81WS

话筒脚架（4.3 米 [14 英尺]） S15A

立体声话筒转接器 A27M

SHOCKSTOPPER  适用于带锥柱手柄的话筒（半安装版本） A55HM

25 英尺（7.6 米）TRIPLE-FLEX  电缆，铬合金 XLR 接头 C25F

可替换配件
话筒头和网罩组件 R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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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 Compliance
Jakob-Dieffenbacher-Str.12
75031 Eppingen, Germany
电话：+49-7262-92 49 0
电子邮件：info@shure.de
www.shure.co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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