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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書 ATR2500-USB 心形指向性電容式USB麥克風

感謝您購買本麥克風。確保您能正確使用，使用產品前請仔細閱讀
本使用說明書，並請妥善保管。

安全及注意事項
· 請注意切勿扭轉或拉扯麥克風，以免造成斷線或破損。
· 請勿使其受到強力衝擊。
· 請勿任意分解及改造。
· 請勿放置於直射日照之場所或暖氣設備附近等高溫多濕及灰塵多的地方。
 並請勿被水弄濕。
· 請勿手拿導線旋轉麥克風本體或強力拉扯導線。
· 請勿將導線纏繞或夾在攜帶式機器上。

■ 各部位名稱及使用方式

■ 附屬配件

USB 連接線

■ 使用麥克風

■ 清潔保養的方法

■ ATR2500-USB產品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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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防風保護網 ‒
 設有多層網格，提供出色的保護，
 防止破聲和齒聲而不影響高頻清晰度。

2. 收音頭 ‒
 心形指向收音的電容式麥克風單元

3. 藍色LED燈 ‒
 藍燈表示使用USB電源

4. 金屬外殼 ‒
 堅固，耐用，堅韌的設計

5. 耳機音量控制 ‒
 輕觸式按鈕，以控制監聽音量 

6. 耳機插座 ‒
 3.5 mm立體聲插孔，用於連接耳機 

7. USB端子 ‒
 用於連接個人電腦的USB輸入

■ 使用三腳架和夾子設置麥克風

1. 把桌面三腳支架頂部的螺絲頭安裝到麥克風夾底部的螺紋部分。 

2. 張开三腳支架腿，以達到寛廣而安全穩定的基座，並將三腳架放置在一
 個平面上。 

3. 通過轉軸式支架套環，把ATR2500-USB麥克風安裝到支架上。按住麥克
 風時，並用螺紋環套在麥克風底部的螺紋部分，再作收緊。 

4. 麥克風的前方應朝向聲源（USB標記和LED燈為麥克風的前方）。 

5. 用螺絲刀或硬幣鬆開麥克風夾的角度調整，完成後再作收緊。 

6. 將附帶的USB連接線插入麥克風底部的USB輸出。

使用耳機
麥克風的底部設有3.5mm耳機插孔，可以利用耳機直接監視你的錄音。當
你的初步設置完成，並把麥克風以USB連接到電腦的USB端口（麥克風的
藍色 LED 指示燈亮起），將耳機插入麥克風底部的耳機插孔。一邊對著麥
克風發聲，你應能在耳機聽到自己聲音。通過麥克風前方的上/下按鈕，可
調整收聽音量的大小。註：調整麥克風前方的上/下按鈕，只會調整耳機輸
出音量，而不會改變整麥克風音量。

選擇軟體 
市場有很多錄音軟體選擇。其中Audacity是一個廣泛使用的應用軟體，它
提供了基本的錄音功能，可在http://audacity.sourceforge.net/免費下載。
 
設置軟體中的電平 
正確調整麥克風的電平至最佳性能是非常重要。理想情況下，麥克風電平
應盡可能高，但不致電腦輸入超負荷。如果你聽到失真，或者如果你的刻
錄程序顯示了持續超負荷（在峰值水平）的電平，便應把麥克風音量（或
電平）調下來，可通過控制台（或系統首選項）或錄音軟體設置。反相，
如果錄音軟體顯示電平不夠，可以增加麥克風的增益。
如果聲音輸入沒有顯著問題，便不應該改變麥克風電平的調整。

麥克風的定位 
把麥克風的中軸與說話/唱歌或儀器（或其他音源）位置對準，以獲得的最
佳頻率響應是很重要的。 
在演講/歌唱應用時，理想位置應為麥克風放在說話/唱歌的人前面。同一
方式在拾音樂器，如吉他、鼓和鋼琴收音時亦是最佳的。可嘗試不同的話
筒位置來找出適合您的特定設置的最佳聲音。

保護您的麥克風 
避免將麥克風留在日曬的地方或長時間置於溫度超過43°C的地方，而極高
濕度也應避免。

為了能夠讓您長期使用，請對各部分進行清潔保養。在清潔時，切勿使用
酒精、稀釋劑等溶劑類。

● 關於主機
請使用乾布擦淨主體上的汙垢。

● 關於插頭
插頭髒汙時，請用乾布擦淨。如果在插頭髒汙的狀態下使用，可能會導致
跳音或產生雜音。

單元：電容式收音頭
指向性：心形指向
頻率響應：30 ~ 15,000 Hz
供電要求：USB供電 （5V DC）
位元數：16 bit
取樣比率：44.1 kHz/48 kHz
重量：366g
尺寸：155.0mm(長) x 
 50.0mm(最大外徑）
輸出端子：USB
耳機輸出功率：10mW ＠ 16Ω 
耳機音量控制：前方的上/下按鈕作
 音量調節

耳機插座：3.5mm TRS (立體聲)
附屬配件：轉軸式支架套環，三腳支
架，1.8m長 mini USB 連接線
操作系統：Macintosh - MAC OS X ; 
 USB 1.0 或 USB 2.0 ;
 64 MB RAM (最低)
 Windows - XP/Vista/
 Windows 7 ;
 USB 1.0 或 USB 2.0 ;
 64 MB RAM (最低)

* 產品規格若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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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书 ATR2500-USB 心形指向性电容式USB麦克风

感谢您购买本麦克风。确保您能正确使用，使用产品前请仔细阅读
本使用说明书，并请妥善保管。

安全及注意事项
· 请注意切勿扭转或拉扯麦克风，以免造成断线或破损。
· 请勿使其受到强力冲击。
· 请勿任意分解及改造。
· 请勿放置于直射日照之场所或暖气设备附近等高温多湿及灰尘多的地方。
 并请勿被水弄湿。
· 请勿手拿导线旋转麦克风本体或强力拉扯导线。
· 请勿将导线缠绕或夹在携带式机器上。

■ 各部位名称及使用方式

■ 附属配件

USB 连接线

■ 使用麦克风

■ 清洁保养的方法

■ ATR2500-USB技术指标* 

1. 防風保護網 ‒
 設有多層網格，提供出色的保護，
 防止破聲和齒聲而不影響高頻清晰度。

2. 收音頭 ‒
 心形指向收音的電容式麥克風單元

3. 藍色LED燈 ‒
 藍燈表示使用USB電源

4. 金屬外殼 ‒
 堅固，耐用，堅韌的設計

5. 耳機音量控制 ‒
 輕觸式按鈕，以控制監聽音量 

6. 耳機插座 ‒
 3.5 mm立體聲插孔，用於連接耳機 

7. USB端子 ‒
 用於連接個人電腦的USB輸入

■ 使用三脚架和夹子设置麦克风

1. 把桌面三脚支架顶部的螺丝头安装到麦克风夹底部的螺纹部分。

2. 张开三脚支架腿，以达到寛广而安全稳定的基座，并将三脚架放置在一
 个平面上。

3. 通过转轴式支架套环，把ATR2500-USB麦克风安装到支架上。按住麦克
 风时，并用螺纹环套在麦克风底部的螺纹部分，再作收紧。

4. 麦克风的前方应朝向声源（USB标记和LED灯为麦克风的前方）。

5. 用螺丝刀或硬币松开麦克风夹的角度调整，完成后再作收紧。

6. 将附带的USB连接线插入麦克风底部的USB输出。

使用耳机
麦克风的底部设有3.5mm耳机插孔，可以利用耳机直接监视你的录音。当
你的初步设置完成，并把麦克风以USB连接到电脑的USB端口（麦克风的
蓝色LED 指示灯亮起），将耳机插入麦克风底部的耳机插孔。一边对着麦
克风发声，你应能在耳机听到自己声音。通过麦克风前方的上/下按钮，可
调整收听音量的大小。注：调整麦克风前方的上/下按钮，只会调整耳机输
出音量，而不会改变整麦克风音量。

选择软件 
市场有很多录音软件选择。其中Audacity是一个广泛使用的应用软，它提
供了基本的录音功能，可在http://audacity.sourceforge.net/免费下载。
 
设置软件中的电平 
正确调整麦克风的电平至最佳性能是非常重要。理想情况下，麦克风电平
应尽可能高，但不致电脑输入超负荷。如果你听到失真，或者如果你的刻
录程序显示了持续超负荷（在峰值水平）的电平，便应把麦克风音量（或
电平）调下来，可通过控制面板（或系统首选项）或录音软件设定。反相
，如果录音软件显示电平不够，可以增加麦克风的增益。
如果声音输入没有显著问题，便不应该改变麦克风电平的调整。

麦克风的定位 
把麦克风的中轴与说话/唱歌或仪器（或其他音源）位置对准，以获得的最
佳频率响应是很重要的。 
在演讲/歌唱应用时，理想位置应为麦克风放在说话/唱歌的人前面。同一
方式在拾音乐器，如吉他、鼓和钢琴收音时亦是最佳的。可尝试不同的话
筒位置来找出适合您的特定设置的最佳声音。

保护您的麦克风 
避免将麦克风留在日晒的地方或长时间置于温度超过43°C的地方，而极高
湿度也应避免。

为了能够让您长期使用，请对各部分进行清洁保养。在清洁时，切勿使用
酒精、稀释剂等溶剂类。

● 关于主机
请使用干布擦净主体上的污垢。

● 关于插头
插头脏污时，请用干布擦净。如果在插头脏污的状态下使用，可能会导致
跳音或产生杂音。

单元：电容式收音头
指向性：心形指向
频率响应：30 ~ 15,000 Hz
供电要求：USB供电 （5V DC）
位元数：16 bit
取样率：44.1 kHz/48 kHz
重量：366g
尺寸：155.0mm(长) x 
 50.0mm(最大外径）
输出端子：USB
耳机输出功率：10mW ＠ 16Ω 
耳机音量控制：前方的上/下按钮作
 音量调节

耳机插座：3.5mm TRS (立体声)
标配：转轴式支架套环，三脚支架，
1.8m长mini USB 连接线
操作系统：Macintosh - MAC OS X ; 
 USB 1.0 或 USB 2.0 ;
 64 MB RAM (最低)
 Windows - XP/Vista/
 Windows 7 ;
 USB 1.0 或 USB 2.0 ;
 64 MB RAM (最低)

* 产品规格若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