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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83F   
LensHopper  攝影機上安裝的電容式話筒，附整合式
閃存錄音功能

簡要說明
Shure VP83F 是一款專業音質的電容話筒，專門設計為用於DSLR 和攝像機。VP83F 具有內置的閃存錄音功能，可以在不需要

其它硬件支援的情況下記錄高清晰的音訊訊號。直觀的功能表設計能夠實現快速設定，在幾乎所有音響環境下簡單易用。

特性

出色的音訊質量
高清錄音（24 位/48khz 採樣， WAV 格式）

超心性/葉片形拾音頭可過濾掉不需要的聲響
具有更強指向性的干涉管

RF 抗干擾能力

內置閃存錄音功能
可直接錄製到 MicroSD 卡（最大 32 GB）
直觀的功能表，便於進行話筒設定和音軌管理

具有對應耳麥監聽和攝像機輸入的單獨輸出，配有獨立的音量調節

堅固可靠
採用耐用的全金屬外殼

整合式減震架

便於安裝的減震架轉接件

VP83F
① 防塵罩
② 攝像機音訊輸出
③ 攝像機熱靴安裝支架
④ 電池和記憶卡艙
⑤ 整合式減震架
⑥ 控制面板
⑦ 耳機音訊輸出

™



Shure Incorporated

4/21

•
•
•
•

附件
海綿防風罩

3.5 毫米捲繞音訊線
兩節 AA 電池（阿根廷除外）

Rycote  Windjammer （選配件）

安裝記憶卡和電池
VP83F 需要兩節 AA 電池供電（兼容鹼性、鎳氫或鋰電池）。安裝MicroSD 記憶卡可實現錄音功能。

如果未安裝記憶卡，音訊訊號仍將傳送到攝像機和耳機輸出。

① 打開前面板
按壓兩側的鎖扣，打開前面板，可以操作記憶卡和電池艙。

② 安裝記憶卡
應在卸除或安裝記憶卡之前關閉電源。

要安裝：將卡觸點朝上插入到位於電池門上方的卡槽中。完全插入後，卡將鎖定到位。

要取出：按下卡可解鎖，然後將其從設備中取出。

注意：應在第一次使用之前在設備中格式化記憶卡。有關詳細資訊，請參見使用者手冊的記憶卡要求部分。

③ 電池的安裝與更換
將鎖扣按下可打開前面板內部的電池艙門。根據極性指示插入電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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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意：必須在關閉前面板之前關閉並鎖定電池艙門。

話筒固定
在攝像機上：

將話筒滑入攝像機熱靴。

旋緊滾花環以固定。

提示：除了話筒底座提供的減震裝置外，可以使用低切濾波器進一步降低抓取噪聲和低頻嗡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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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腳架上：
熱靴安裝支架底座上的 1/4 英寸螺釘孔與配有1/4 英寸中心柱的三腳架兼容。小心地順時針旋轉話筒，以固定到三腳架。對於話

筒底座或吊杆等其它固定方法，必須使用轉接件。

音訊連接
攝像機輸出（紅色）
攝像機輸出傳送一路音訊訊號，用於在攝像機上錄製額外的音軌。使用 3.5 毫米捲繞線纜將VP83F 攝像機輸出連接到攝像機的音
訊輸入連接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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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耳麥輸出（黑色）
將一對耳麥連接到耳麥輸出連接埠，監聽錄音效果並在回放過程中聽音。

重要資訊：不要使用話筒增益調節耳麥音量，因為這樣會導致訊號質量查或是真。

控制面板
① 功能表顯示屏
顯示功能表資訊和設定值

② 電源按鈕
打開和關閉設備電源。

③ 五位置操縱杆
在功能表中瀏覽。按下操縱杆中間，作出選擇。

④ 錄音按鈕

按下可開始或暫停錄音

按下並保持可停止錄音

在功能表中時，按下可返回到主位置

⑤ LED 錄製指示燈

穩定紅色點亮 = 正在錄音
閃爍紅色 =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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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螢幕指示符

① 音軌資訊
顯示音軌標題和持續時長

② 低切濾波器圖示

顯示：

消失： 

③ 剩餘錄音時間
顯示記憶卡的剩餘時間

④ 耳麥音量

⑤ 電池電量表

⑥ 音訊表（增益）

顯示話筒訊號電平，以及建議峰值電平的範圍指示符

⑦ 話筒增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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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主螢幕進行快速調節
在主螢幕中高亮顯示時，可調節下列設定：

耳麥音量

話筒增益

低切濾波器

按下操縱杆左側或右側可高亮顯示要進行調節的圖示，使用上下箭頭可更改值。

功能表瀏覽
打開功能表：向右側按操縱杆可打開主功能表，繼續操作子功能表螢幕。

返回到上一螢幕 / 選擇主螢幕圖示：向左側按操縱杆可從功能表中退出。在主螢幕中，按下左側可高亮顯示增益、耳麥音量或低

切濾波器，並對其進行調節。

Enter：按操縱杆中間按鈕。

滾動 / 調節參數：按操縱杆的上下按鈕，可在功能表項目之間切換，或在選中情況下更改參數值。

音訊路徑
下面的示意圖顯示了音訊流如何通過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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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訊：按照說明執行操作，設定增益以獲得最佳的信噪比性能。因為它在訊號路徑中的第一位置，增益值將影響其後的所有訊號。禁止通過使用增益來增強

或衰減耳麥的訊號；可使用耳麥音量調節部件調節監聽電平。耳麥和攝像機輸出電平的調節均發生訊號到達設備的錄音部分之後，如果增益設定太低或發生削

波，不應用它進行補償。

應在使用之前格式化記憶卡
應在第一次使用之前在設備中格式化記憶卡，以獲得最佳的錄音性能。建議將音軌導出後再格式化記憶卡。

要格式化記憶卡，進入功能表並選擇 UTILITIES > SD CARD > FORMAT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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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話筒增益
為捕獲最高質量的音訊訊號，必須將話筒增益設定在合適的級別。上下按操縱杆可在功能表的 MIC GAIN 螢幕中調節電平，也可

以在高亮顯示話筒增益圖示是在主螢幕中操作。可按照下列調節原則獲得最佳效果：

根據預期的最高音量水平調節增益。最大音量峰值應在 -12 dB 到 -6 dB 之間。

增益設定的太低可能會在錄音過程中產生更多噪聲。如果設定的太高，將發生訊號效果或畸變。音訊表將在電平達到最高位

置時顯示訊號削波。

提示：要獲得更高準確度的測量，應在 MIC GAIN 螢幕中調節增益，以更為準確的查看訊號峰值的位置。

耳麥和攝像機輸出音量
耳麥音量：可在功能表中，選擇 HEADPHONE，或在回放、錄音和主螢幕中, 選擇耳麥圖示並按下操縱杆的上下按鈕。

攝像機輸出音量：可通過在功能表中選擇操作 UTILITIES > CAMERA OUT.可根據不同的攝像機前置放大器靈敏度選擇電平 
LOW、MEDIUM 或 HIGH)。

注意：在調節耳麥或攝像機輸出音量時，應將增益設定到合適的水平。

低切濾波器
低頻滾降170 Hz 或更低（每倍頻程 12 dB）以降低由於攝像頭操作或其它環境因素導致的低頻噪聲。一個定制的 Rycote
Windjammer 可使用 (A83-FUR) 進一步降低噪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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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

錄音：按下錄音按鈕可開始錄音。在錄音過程中 LED 指示燈點亮。除非回復暫停的錄音，按下錄音按鈕就會生成一個新的音

軌。

暫停：按下錄音按鈕可暫停錄音。在錄音暫停過程中，LED 指示燈閃爍。再次按錄音按鈕可恢復。

停止：按住錄音按鈕保持 2 秒鐘。

錄音過程中調節設定
為在錄音過程中補償不可預料的變化，可根據需要調節音訊設定（話筒增益、耳麥音量和低切濾波器），比如：可能會導致削波

的音量提高。向左側按操縱杆，高亮顯示項目，然後上下按操縱杆可更改值。要獲得最佳效果，應在錄音之前設定好所有設定

值。

注意：在錄音過程中無法操作功能表。

管理音軌
音軌回放
要收聽錄製的音軌，可從功能表螢幕中選擇 FILE LIST（檔案清單）。高亮顯示音軌，並選擇 PLAYBACK （回放），可將音軌打

開。

回放控件
功能 操縱杆操作

上一個 / 下一個音軌 按左 /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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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操縱杆操作

回退 / 快進 保持左 / 右

播放 / 暫停 中間按下

返回到音軌清單 暫停時按下左側

返回到主螢幕 按錄音按鈕

刪除音軌
要刪除音軌，可從功能表螢幕中選擇 FILE LIST 並打開要刪除的音軌，然後選擇 DELETE。

注意：在刪除音軌後，無法恢復。

導出音軌
要導出.WAV 音訊檔案，可將設備關閉，並取出 MicroSD 記憶卡。使用 SD 卡讀卡器或 USB 讀卡器將檔案傳送到電腦。所有導

入的音軌到包含一個標題和一個時間戳記。

提示：要獲得最佳性能，應在每次導出音軌後在設備中格式化記憶卡。

工具
SD CARD
將顯示剩餘錄音時間，並且可以操作下列設定值：

FORMAT CARD 格式化 MicroSD 卡會擦除所有資料，應在首次使用之前完成此操作。

MAX FILE TIME
調節最大檔案大小可確定更長曲目的分區。如果最大檔案大小設定為 1GB（2 小時），則 6 
小時長度的錄音將被分割為三個獨立的 WAV 檔。

SET FILE NAME
默認情況下，檔案名設定為 TRACK，但是可通過選擇字元，上下滾動更改名稱。此功能在用

於標識不同項目或場次非常重要。

BACKLIGHT
調節 LED 螢幕保持點亮的時間。

TIME/DATE
設定時間和日期，以在導出音軌時帶有正確的時間戳記。

BATTERY TYPE
為電池表選擇正確的電池類型，以獲得準確的讀數。

CAMERA OUT
調節傳送到攝像機的音訊訊號的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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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0 dB) 對於採用低增益前置放大器的攝像機

MEDIUM (-20 dB) 適用於大多數攝像機。

LOW (-40 dB) 對於採用敏感前置放大器的攝像機

CONTRAST
調節對比度值，更改顯示屏的明暗比率。

RESTORE DEFAULTS
恢復除時間和日期以外的所有工廠預設值。

DEVICE DATA
顯示設備的技術資訊。

UPDATE FW
從記憶卡執行固件更新。將最新的固件安裝在推薦的設備上。如需瞭解詳細資訊，請訪問 www.shure.com。

電池使用時間
在考慮設備使用的電池類型時，應參考下列資訊。根據記憶卡和電池品牌的不同，輸出的音量，以及所使用的耳麥類型，實際使

用時間有所差異。

電池類型 (AA)
電池工作時間（小時）

錄音時 僅傳輸音訊訊號

鹼性電池 9.5 10.5

鎳氫電池 12 15

鋰電池 17.5 22.5

注意：當電池只剩下大約 15 分鐘工作時間時，電池圖示將閃爍顯示。

記憶卡要求
VP83F 需要使用6 類或更高速度的 MicroSD 卡。必須在錄音前在設備內格式化記憶卡。舒爾建議您使用名牌記憶卡，因為劣質

或低速記憶卡可能會影響錄音性能。

注意：如果使用 UHS-1 microSDHC 存儲卡，在電腦上將卡格式化為 FAT32 檔案系統，且可分配大小為 DEFAULT。

記憶卡的錄音容量
存儲 大約錄音時間

4 GB 8 小時

8 GB 16 小時

16 GB 3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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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儲 大約錄音時間

32 GB（最大記憶卡容量） 64 小時

故障排除
問題 解決方法

設備電源無法打開 更換電池並確保電池安裝正確。

聲音失真

話筒增益設定可能太高，導致削波。請嘗試降低增益。

如果增益調節正確，應嘗試降低耳麥的輸出音量或使用其它耳麥。

確保耳麥和/或攝像機輸出插頭已完全插入。

無聲音

如果音訊表沒有記錄到訊號，應嘗試提高話筒增益。

如果音訊表顯示有訊號，應檢查耳麥輸出電平以及耳麥的連接。

如果在耳機輸出開啟時正確調節增益，但仍然無聲音，請換一副耳機試試。

沒有錄製到聲音

確保 MicroSD 記憶卡安裝正確。

嘗試在設備中格式化記憶卡，並確保記憶卡符合列出的要求。如果問題依然存在，應使用新

的記憶卡。

風噪 使用 A83-FUR 防風罩並採用低切濾波器

音訊掉頻 應使用更高速度級別或不同品牌的記憶卡

通知螢幕： SD CARD ERROR
格式化記憶卡或嘗試使用符合要求的其它品牌的記憶卡。應確保在格式化記憶卡之前導出了

所有音軌。

通知螢幕： SET TIME/DATE?

設定時間和日期，在初次上電啟動時讓設備保持運作 30 分鐘，以便為內部時鐘 (RTC) 電池
充電。

注意：RTC 電池在十年後可能會喪失充電量，在這種情況下時間和日期設定將丟失。這不會影響其他設備的功能。

通知螢幕：

BATTERY LOW CANNOT 
FORMAT
BATTERY LOW CANNOT 
UPDATE

當電池電量低時，無法格式化存儲卡和更新韌體。如需執行這些功能，請裝入新電池。

通知螢幕： WAV FILE ERROR
.wav 檔案可能已損壞，或該檔案格式不受支援。從 CD 抓取的包含中繼資料的檔案，或採樣

率大於 48 KHz 的檔案將不會在 VP83F 中播放。如果 .wav 檔案還未備份，請將它們匯出到

電腦並從存儲卡中刪除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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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和替換部件
海綿防風罩替換件 A83W

Rycote  Windjammer A83-FUR

攝像機和耳機輸出插腳組態
攝像機和耳機輸出在接頭的正極線和負極線部分發送完全相同的單聲道音訊訊號。耳機和立體聲輸入通常使用正極線作為左聲

道，負極線作為右聲道，在兩個聲道接收相同的音訊。

正極線 負極線 輪端

音訊（單聲道 1） 音訊（單聲道 2） 接地

規格

類型
駐極體電容器

指向性形狀
超心形/葉形

錄音格式
WAV, 24 位, 48 千赫 採樣率

頻率響應
50 到 20,000 赫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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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敏度
開路電壓, @ 1 千赫, 典型

0  dB 增益位置 -35.8 分貝伏/帕  (16.2 毫伏)

+30  dB 增益位置 -5.8 分貝伏/帕  (512.9 毫伏)

最大聲壓級
0 dB 增益設定, 1% THD 下 1 千赫 , 1000 歐姆負載

129.2 分貝聲壓級

信噪比 
+30 dB 增益設定

78.4 dB

自噪聲
等同聲壓級, A-加權, 典型, +30 dB 增益設定

15.6 分貝聲壓級

環境條件

工作溫度範圍 -18°C (0°F) 到 60°C (145°F)

存儲溫度範圍 -29°C (-20°F) 到 74°C (165°F)

操作相對濕度 0 到 95%

外殼
鑄鋁

電源要求
2 AA 電池 (鹼性電池, 鎳氫電池, 充電鋰電池)

重量
215 克 (7.6 盎司)

1 Pa=94 dB SPL

套用的輸入訊號電平等於指定 SPL 的話筒頭輸出時的話筒前置放大器 THD

S/N 比為 94 dB SPL 和同等自身噪聲 SPL 之間的差異，A-加權

接头类型
3.5 毫米（1/8 英寸） 雙聲道, 非平衡

輸出阻抗
47 Ω

接头类型
3.5 毫米（1/8 英寸） 雙聲道

[1]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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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阻抗
5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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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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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ure Incorporated

21/21

加拿大工業部 ICES-003 合規標籤：CAN ICES-3 (B)/NMB-3(B)

備註：測試是使用所提供和推薦的纜線類型完成的。使用其它無遮罩的纜線類型可能會降低 EMC 效能。

認證
遵守歐盟規則《一般產品安全指令 2001/95/EC》：根據其設計的固有性質，本產品不會對使用者造成安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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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從舒爾公司或其任何歐洲代表處獲得“歐盟符合性聲明”。 有關聯繫資訊，請存取 www.sh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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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