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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H1540   
優質全封閉式耳機

General Description
Building on over 85 years of audio experience, the SRH1540 Premium Closed-Back Headphones deliver world-class audio 
performance, comfort and durability to listeners of all kinds—professional engineers, musicians and audiophiles. Developed 
with premium materials and precision engineering, the SRH1540 utilizes 40 mm neodymium drivers for an expansive 
soundstage with warm bass and extended highs. A replacement set of ear pads, zippered travel case, and an additional cable 
ensure years of uninterrupted listening enjoyment.

40 mm neodymium drivers deliver superior acoustic performance for an expansive soundstage with warm bass and 
extended highs.
Closed-back, circumaural design rests comfortably over the ears and reduces background noise.
Lightweight construction featuring aircraft-grade aluminum alloy yoke and carbon fiber cap for enhanced durability.
Steel driver frame with vented center pole piece improves linearity and eliminates internal resonance for consistent 
performance at all listening levels.
Ergonomic dual-frame, padded headband is lightweight and fully adjustable for hours of listening comfort.
Oxygen-free copper cable (OFC) with Kevlar  reinforced jacket for superior performance and durability.
Dual-exit cables with gold-plated MMCX connectors provide secure connection and detachability for easy storage or 
replacement.
Replaceable ear pads made with Alcantara  and low density, slow recovery foam for exceptional comfort.
Additional cable, replacement ear pads, and zippered travel case included for years of listening enjoyment.
Legendary Shure durability to withstand the rigors of everyday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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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拆卸式耳機線纜
當使用者想要存放耳機線，或更換損壞的耳機線，可以從耳機上拆卸下耳機線。耳機線的可拆卸式連接設計並非用於日常使用，

而是為了防止意外脫離，連接插頭採用卡扣式設計。在取下和連接耳機線時需要謹慎操作。

不要使用鉗子或其它工具。

不要拉扯耳機線。

應平直拉出，不要帶有角度。

注意：需要將耳機線接頭旋轉到一定角度才可與耳罩分離。

耳機線採用旋轉式卡扣設計而不是螺紋。

連接完成時，可聽到咔嗒一聲。

在重新連接耳機線時，應注意匹配「L」和「R」標記和顏色（紅色為右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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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類型
罩耳式,閉合式

換能器類型
釹磁鐵動圈

激勵器尺寸
40 毫米

頻率響應
5 到 25,000 赫茲

靈敏度
@ 1 千赫

99 分貝/毫瓦

阻抗
@ 1 千赫

46 Ω

隔音
@ 1 千赫

15 dB

最大輸入功率
1000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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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

淨重 (不帶纜線) 286 克 (10.1 盎司)

帶包裝重量 1.97 公斤 (4.33 磅)

連接器
鍍金 3.5 毫米（1/8 英寸）立體聲迷你插頭和 6.35 毫米（1/4 英寸）帶螺紋轉接頭

纜線
1.8 米, 双插头, 可拆卸, 無氧銅 (OFC)

附件
提供的附件

拉鏈式硬質便攜包

¼ 英吋螺紋鍍金轉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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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耳罩墊

2 條雙插頭可拆卸式耳機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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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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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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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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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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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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保修
Shure Incorporated (“Sh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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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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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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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惹 (0274) 371710
登巴薩 (0361) 766788
馬卡薩 (0411) 32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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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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