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使用说明

衷心祝贺你！你购买的 Behringer C-2 是两部质量极高的电容式麦克风、  能提供最佳的
音频性能。

两部麦克风经相互平衡校准、 因此特别适合立体声录音。 当然、 你也可单独使用一 
部麦克风。

这两部麦克风具备优越的特性、 是录音室中和舞台上宝贵的工具。

2. 馈电

使用电容式麦克风需要幻象电源 (+48 V)。 由于幻象电源故障而造成的 C-2 上的损坏、  
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请在起动幻象电源前, 把你的重放系统调成无声、 并且把 C-2 
 同你的调音台的麦克风输入端连接。 C-2 在接通电源后需要几秒钟时间才能稳定。

3. 方向特性
两部麦克风的外罩均具备束状特性。 带这种方向特性的麦克风主要从前方、 而较少从
侧面接收声波。 从后面到达麦克风的声波大多被遮挡。 因此束状特 性尤其适合用于定
向播送的乐器和独唱录音。

束状特性麦克风的典型特点是所谓的近距谈话效果 （英文: Proximity effect 近距离效果）。 
取决于麦克风与声音源之间的距离、 会在下部频率范围产生轻微的升高。 距离越近、  
效果越强。 通过巧妙地选择放置地点和麦克风角度、 你可对此效果进行控制、 从而影
响录制的声音。 请你尝试不同的录音位置、 以积累经验。

4. 使用情形
两部麦克风经过成对的平衡校准。 因此它们特别适合立体声录音。 无论是整个乐队还
是单独的声音源 （如打击乐器、 钢琴或歌队）、 采用这对电容式麦克风、 你在录音时总能
达到杰出的空间效果。

当然、 你也可单独使用一部麦克风。 束状特性尤其适用于存在多个声音源的录音情
况。 由于能够抑制来自后部的不希望的声波、 可获得良好的声音源分离、 以及容易避
免反馈。

5. 低切滤波器和电平下降 (-10 dB)
录音室麦克风 C-2 配备可用开关控制的低切滤波器、 你可用它来阻止录进低频率干扰
声、 如踏声。 要启动滤波器、 请将开关推到中间位置。

在麦克风遭受极高声压的应用时、 C-2 具备一个可用开关控制的电平下降功能。  
在 “10 dB” 的开关位置上电平下降是接通的。 在最上部的开关位置上信号不受影响。

6. 麦克风的安装
我们随同提供了两个夹子、 用来把麦克风固定在话筒架上。  
请先把夹子旋到话筒架上、 然后把麦克风夹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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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音频连接

请使用一根平衡式 XLR 话筒电缆来连接 C-2、 Pin 配置如下: Pin 1 = 屏蔽、  
Pin 2 = +、 Pin 3 = -。 由于 C-2 的所有接触点都是镀金的、 因此你的话筒电缆应尽可
能配有镀金的插头。

8. 电平调节 / 基本音的调节
请将调音台或麦克风前置放大器的麦克风通道上的增益调节钮如此调节、 使峰
值发光二极管不亮或极少发亮。 麦克风通道的均衡器调节钮应先保留在中间位
置。 请试着通过改变麦克风的位置来取得所希望的声音。 在相对信号源不同角度
处安放隔声墙也常常能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只有在取得了所希望的基本音响
后、 才根据需要采用均衡器和信号处理器、 而这时少一点常常效果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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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技术参数

换能器类型 冷凝器, 16 毫米 （0.63 英寸）

工作原理 压力梯度

极性图案 心形

连接器 镀金平衡 XLR 连接器

开路灵敏度 （@ 1 kHz） −41 dBV （0 dBV = 1 V / Pa）

频率响应 20 Hz 至 20 kHz

电平衰减 -10 dB, 可切换

低切过滤器 6 dB /八度。 @ 120 Hz （可切换）

最高 SPL （≤1% THD @ 1 kHz） 140 dB （0 dB）, 150 dB （−10 dB）

等效噪声级 （IEC 651） 19 分贝

信噪比 75 分贝

标称阻抗  75 欧姆

负载阻抗  > 1 kΩ

电源电压 / 保险丝
电源电压  +48 伏

电源电流 3 嘛

物理 / 重量
外型尺寸 0 轴: 0.8 英寸 / 20 毫米 
 长度: 3.7 英寸 / 长度: 94 毫米

重量 大约 0.2 磅 / 0.09 公斤

法律声明
对于任何因在此说明书提到的全部或部份描述、 图片或声明而造成的损失, Music Tribe 不负任何
责任。 技术参数和外观若有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 所有的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Midas, 
Klark Teknik, Lab Gruppen, Lake, Tannoy, Turbosound, TC Electronic, TC Helicon, Behringer, Bugera, Oberheim, 
Auratone 和 Coolaudio 是 Music Tribe Global Brands Ltd. 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 Music Tribe Global 
Brands Ltd. 2021 版权所有。

保修条款
有关音乐集团保修的适用条款及其它相关信息, 请登陆 musictribe.com/warranty 网站查看完整的
详细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