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枪式驻极体电容式话筒系列

领夹式话筒

动态话筒F系列

Sony话筒系列

简介

Sony 短枪式驻极体电容话筒系列具有令人满意的性价比，用于新闻采集、现场和演播室制作等应用，向用户提供声音

采集性能。

该系列产品包括 ECM-678，ECM-674，ECM-673 以及 ECM-680S 立体声枪式话筒。

四款话筒均为强指向性话筒，拥有高灵敏度、低噪音、宽且平滑的频率响应范围、以及小巧的机身设计。

此外，高指向性响应和耐久性，令四款产品在严酷的操作环境中实现清晰的拾音效果；其内置双位（M/V）低切滤波

开关可减少现场制作中的碰撞噪声、风噪等。40 Hz 至 20 kHz 的宽且平滑的频率响应范围令声音还原保真、流畅自然。优

秀的性能表现和耐用性令 Sony 短枪式驻极体电容话筒系列成为要求严苛的高质量声音采集的理想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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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是系列中小巧紧凑的一款话筒：长度为200 mm，重量为

135 g，便于保持安装在小型摄录一体机上时的操作平衡。

推荐匹配以下格式摄录一体机：

高清 :
标清 :

ECM-678

ECM-674

ECM-673

ECM-680S

ECM-678作为该系列中的高端产

品，为与高清摄像机和高端标清摄像机

ECM-674以其多性能特点、令人

满意的价格，成为标清摄像机和小型

ECM-673针对Sony HDVTM系列和

DVCAMTM系列等小型摄录一体机进行

ECM-680S是一款MS立体声枪

型电容式话筒，是多种现场节目制作

优秀的声音质量

ECM-680S使用了Mid-Side (MS) 技术，可提供立体声和定

位能力。它还装有新开发的大型话筒膜片，具有双指向性的特

点，可提供-28 dB立体声) /-32 dB*(单声) 的灵敏度，以及低于

20 dB SPL(立体声/单声) 的固有噪声。

立体声和单声可切换

ECM-680S话筒可以在立体声或单声(单指向性) 模式下进

行操作，以便应用于EFP (电子现场节目制作) 和ENG (电子新

闻采访) 之中。立体声模式可用来收集环境声音，并保持自然

的声音质量；单声模式用来采集一定距离外的声音，这些模

式可通过话筒上的开关，或在兼容的Sony专业摄录一体机上

进行选择。当ECM-680S被设置为立体声模式时，话筒上的

LED灯点亮，操作者对当前使用的操作模式可以直接看到。

平滑宽广的频率响应

ECM-680S在立体声和单声模式中都拥有平滑宽广的频

率响应(50Hz到20kHz(立体声)/40Hz到20kHz(单声))，可进行

平滑和自然的声音再现。

内置低切滤波器

内置两个位置(M、V)的低切开关，通过简单的方式降低

环境噪声。

体积小，重量轻的设计

ECM-680S是一款体积小巧，高性能的立体声枪型话

筒，适合安装在摄像机上。它的长度只有250mm，重量不到

140g，安装在Sony专业摄录一体机上时，可拥有平衡性和移

动灵活性。

推荐匹配以下格式摄录一体机*：
高清 : 
标清 :

*某些型号需要5芯XLR到3芯XLR转接线

短枪式驻极体电容话筒系列 :ECM-673  ECM-674  ECM-678  ECM680S 

模式和立体声模式之间切换。单声模式可提供强指向性的声

音采集，立体声模式则可采集自然的空间声。ECM-680S体
积小，重量轻，因此适合与多种Sony专业摄录一体机结合使

用。此外，它还可以被安装在录音长杆上。以便发挥出更大

的功能。ECM-680S具有优秀的质量和多功能性，是注重质

量的声音采集应用中的理想选择之一。

配合而设计。该产品配有-28 dB  (0dB=1V/Pa)的灵敏度拾音膜

片，并可达到低于16 dB SPL的固有噪声水平。

推荐匹配以下格式摄录一体机：

高清：                                                                                  
标清：

高/标清摄像机的理想音频伙伴。ECM-674的各项指标均十分接

近、达到、甚至超过ECM-678的性能水平。

ECM-674的双路供电（内置AA电池和外部DC）令该产品拥

有更加广泛的应用性。其内置的防泄漏电池保护电路能够持续检

测电池输出电压，并在电压下降到一定水平时切断电池供电以保

护设备。

推荐匹配以下格式摄录一体机：

高清 :
标清 :

和演播室的应用设备。ECM-680S装有新开发的话筒膜片，可

提供优秀的灵敏度，具有低固噪、频率响应平滑宽广的特点。

ECM-680S具代表性的特点，就是操作可以在高指向性的单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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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680S
式容电体极驻型类片膜

立体声类型 MS (Mid-Side) 立体声话筒

性向指单性向指

：声体立应响率频 50 Hz至20 kHz 单声：40 Hz至20 kHz
灵敏度 (1kHz) 立体声：-28 dB*1±3 dB 单声：-32 dB*1±3  dB
输出阻抗  0Ω±20%01)zHk1(

：声体立围范态动 104 dB ：声单高更或 106 dB或更高

信噪比
(IEC179 A-计权, 1 kHz, 1Pa) 

立体声：74 dB ：声单高更或 76 dB或更高

固有噪声 20 dB SPL*2 或更低

风噪 60 dB SPL*2 或更低(带防风罩)，

来自外部磁场的感应噪声 0 dB SPL*2 或更低

最大输入声压级 124 dB SPL*2

流直求需源电 40到 52 V
：声体立耗功 4mA或更低 x2 道声

尺寸

约量重 140 g
*1 0 dB=1 V/Pa, at 1 kHz
*2 0 dB=20µ Pa

ø20 x 250 mm
：声单 4mA 或更低 

55 dB SPL*2 (不带防风罩)

技术规格(ECM-674)

技术规格(ECM-673)

指向性特性

指向性特性

指向性特性

频率响应特性

频率响应特性

频率响应特性

配件

配件

ECM-674
传感器类型 驻极体电容话筒

指向性 单指向（超心型）

频率响应 40Hz到20kHz
灵敏度（1kHz时） -36dB*1±3dB
输出阻抗（1kHz时） 220Ω±20％
动态范围 107dB或更高，电池：98dB或更高

信噪比 77dB或更高

 (IEC 179A-weighted，1kHz，1Pa）
固有噪音 17dB SP*2或更低

风噪 45 dB SPL*2或更低（使用防风罩），

 50 dB SPL*2 （不使用防风罩）

外部磁场引起的噪音 0dB SPL*2或更低

最大输入声压级 124dB SPL*2，电池：115dB SPL*2

电源要求 外部：40V到52V直流电，电池：1.5V
尺寸 ø20 x 268毫米

重量 约为185克（不包括电池）

 约为208克（包括电池）

*1  0 dB=1 V/Pa., at 1 kHz

*2  0 dB SPL=20µ Pa

传感器类型

指向性

频率响应

灵敏度（1kHz时）

输出阻抗（1kHz时）

动态范围

信噪比

固有噪音

风噪

外部磁场引起的噪音

最大输入声压级

电源要求

尺寸

重量

*1  0 dB=1 V/Pa., at 1 kHz

*2  0 dB SPL=20µ Pa

驻极体电容式

单向（超心形指向性话筒）

40 Hz至20 kHz
-36 dB*1 ±3 dB
220Ω±20%
不低于107 dB
不低于77 dB
(IEC179 A级加权, 1 kHz, 1Pa)
不超过17 dB SPL*2 
不超过45 dB SPL*2（使用防风罩），

50 dB SPL*2（不使用防风罩）

不超过0 dB SPL*2

124 dB SPL*2

DC 40至52 V
ø20 x 200 mm
约135 g

ECM-673

1 kHz

500 Hz

4 kHz

10 kHz

响
应

 (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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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风罩(×1)，话筒支架(×1)，话筒分离器(×1)，
话筒电缆(×1)，操作指南(×1)

防风罩(×1)，话筒支架(×1)，话筒限位器 (×1)，
话筒电缆(×1)，使用说明(×1)

技术规格(ECM-678)

配件

电子电容

单指向(超心型)
40 Hz~20 kHz
-28 dB*1±3 dB
200Ω±20%
111 dB 或更高

78 dB 或更高

(IEC179 A-weighted, 1 kHz, 1 Pa.)
16 dB SPL*2 或更低

60 dB SPL*2 或更低

0 dB SPL*2 或更低

127 dB SPL*2

外接电源48 V ±4 V
ø20 x 250毫米

200克

ECM-678
传感器类型

指向性

频率响应

灵敏度（1kHz时）

输出阻抗（1kHz时）

动态范围

信噪比

 

固有噪音

风噪

外部磁场引起的噪音

最大输入声压级

电源要求

尺寸

重量

*1 0 dB=1 V/Pa., at 1 kHz

*2  0 dB SPL=20µ Pa

1 kHz
500 Hz

4 kHz
10 kHz

防风罩(×1), 垫圈(x1), 话筒电缆(×1), 包装盒(×1), 说明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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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ECM-680S)

指向性特性

频率响应特性

配件

式模声体立 式模声单

500 Hz
1 kHz
2 kHz

500 Hz
1 kHz
4 kHz

10 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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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声模式 单声模式

防风罩(x 1)，话筒夹(x 1)，话筒座(x 1)，话筒电缆(XLR-5
芯到XLR-5芯) (x 1)，支架螺丝适配器(PF1/2螺纹- NS5/8 t
螺纹，PF1/2螺纹- W3/8螺纹) (每个x 1)，携带箱(x 1)，操

作说明书(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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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77系列

•	小型设计，多指向性， 驻极体电容式话筒

•	可适应多要求的应用需要，如广播、影剧院、现场制作等

•	平滑的频率响应，提供自然的声音再现，在进行混音处理时

可提供优秀的声音效果

•	采用防水设计，在多种应用方式和环境条件下可保持高清晰

度声音效果

•	双膜片结构，可提供高灵敏度，宽动态范围和低噪声特性

•	低电缆噪声

•	小型的设计，使演员轻松把它隐藏在舞台服装里。

•	两种型号可供选择：

ECM-88B：黑色型号，提供一个DC-78直流电源单元。可进

行双路供电—可采用内部的AA(LR6) 碱性电池供电，也可使

用外部直流电(12至48V) 进行操作。

ECM-88BC：黑色型号，提供Sony四芯SMC9-4P接口，与

WRT-8B/822B腰包式发射器一起使用。

ECM-88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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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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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cy (Hz)

特性

频率响应性能指向性能

•	小型设计，多指向性，驻极体电容式话筒

•	优秀质量和可靠性能，适合演播室，电子新闻采访和电子现场

制作应用。

特性

随机附件

单夹/立式固定夹(×1)
*只随 ECM-77B 提供

单夹/水平式固定夹(×1) 双夹/水平式固定夹(×1)
*只随 ECM-77B提供

金属网防风罩(×1)
携带箱 (×1)
*只随 ECM-77B提供

频率响应性能指向性能

随机附件

单夹/水平式固定夹(×1) 单夹/立式固定夹(×1)

聚氨酯防风罩(×1) 携带箱(×1)
*只随 ECM-88B提供

双夹/水平式固定夹(×1)
*只随 ECM-88B提供

领夹式话筒系列：ECM-88系列  ECM-77系列  ECM-66系列  ECM-44系列  ECM-166系列  ECM-322系列

•	宽频率响应，高灵敏度，低噪声

•	小型的设计，演员可将其轻松隐藏在舞台服装里

•	多种型号类型， 可满足各种用户的需要，三种型号可供选择：

ECM-77B：黑色型号，提供线内电池套装。可进行双路选择

供电——可采用内部的AA(LR6)碱性电池供电，也可使用外部

直流电(12至48V)进行操作。

ECM-77BC：黑色型号，提供Sony四芯SMC9-4P接口，与

WRT-8B/822BSony腰包式发射器一起使用

ECM-77BMP：黑色型号，提供三孔锁定小型插头，可与UWP
系列内的腰包式发射器一起使用

• 单指向性，驻极体电容式话筒 
• 通过屏蔽间接声来抑制啸叫

• 可进行多种类型应用，从人声到乐器的记录

• 宽动态范围(101dB)，高输入声压级(130dB SPL)
• 低固噪特点

• 两种类型可供选择

ECM-66B：黑色型号，提供线内电池套装。可进行双路选择

供电——可采用内部的AA( LR6) 碱性电池供电，也可使用外

部直流电( 24至48V) 进行操作。

ECM-66BC：黑色型号，提供Sony四芯SMC9-4P接口，与

WRT-8B/822BSony腰包式发射器一起使用。

ECM-66系列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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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响应性能

随机附件

单夹/立式固定夹(×1)
*只随ECM-66B提供

单夹/水平式固定夹(×1) 聚氨酯防风罩(×1)

携带箱 (×1)
*只随ECM-66B提供 指向性能

•	多指向性，驻极体电容式话筒 
•	经济实用的小型话筒，可提供一流的声音质量

•	多种型号，可满足多种用户的应用需要，三种型号可供选

择：

ECM-44B：黑色型号，提供线内AA型(LR6) 碱性电池套装。

ECM-44BC：黑色型号，提供Sony四芯SMC9-4P接口，与

WRT-8B/822B Sony腰包式发射器一起使用。

ECM-44BMP：黑色型号，提供三孔锁定小型插头，可与

UWP系列内的腰包式发射器一起使用

特性

随机附件

聚氨酯防风罩 (×1) 携带箱 (×1)
*只随 ECM-44B提供

单夹/水平式固定夹(×1)

频率响应性能指向性能

ECM-44系列

•	单指向性，驻极体电容式话筒

•	通过屏蔽间接声来抑制啸叫

•	价格合理的领夹式话筒，是正式场合中(如讲话、演讲和会议)

声音传递的应用设备

•	提供以下型号：

ECM-166BC：黑色型号，提供Sony四芯SMC9-4P接口，与

WRT-8B/822B Sony腰包式发射器一起使用

ECM-166系列

特性

随机附件

单夹/水平式固定夹(×1) 聚氨酯防风罩 (×1)

•	多指向性，驻极体电容式话筒

•	耳夹型设计，左右耳均可佩带

•	佩带安全舒适，带有软质耳圈和可拆卸头夹

•	是多种多媒体演示的理想应用产品，适用于研讨会、协商

会、演讲和车间使用

•	两种型号可供选择

ECM-322BC：黑色型号，提供Sony四芯SMC9-4P接口，与

WRT-8B/822B Sony腰包式发射器一起使用

ECM-322BMP：黑色型号，提供三孔锁定小型插头，可与

UWP系列内的腰包式发射器一起使用

ECM-322系列

特性

领夹式话筒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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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夹式话筒系列

技术规范

F-115B
全指向型动圈话筒

动态话筒F系列: F-115B  F-780  F-720  F-112

您还在寻找一款适合多种环境的有线采访话筒吗？您还在

寻找一款适合监听的坚固、稳定、防风、防尘、防雨的话

筒吗？

您要找的这款话筒可以是索尼新推出的有线话筒 

F-115B。 

使用在广电新闻采
访中：
它是采用最新的防水、防

尘、双层防风设计，适合

于气候恶劣的条件下进行

现场采访，比如台风、暴

雨，沙尘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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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15B, 防水动态话筒　(话筒夹
为选购件)

使用在安全监控系统中：

它的金属话筒身牢固耐

用，可在苛刻条件下进

行声音拾取。内部采用

特殊橡胶，可有效防止

振动。而且连接话筒的

电缆也具有防水功能，

内部部件更具有防老化

性能。适合在多种户外

及野外环境中的安全监

控中应用。

指向性性能

频率响应性能

F-780
单指向型动圈话筒

1 kHz
100 Hz

6 kHz

频率 (Hz)

响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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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为高质量的人声重现而设计，在专业声音处理以

及转播现场中均可应用

•	结实耐用富有弹性的话筒膜片

•	AINiCo磁体，提供优秀的灵敏度

•	可在中、高频率范围提供强大、清晰的声音

动态话筒F系列: F-115B  F-780  F-720  F-112



 F-780 F-720 F-115B F-112
膜片类型 动圈

频率响应 50 Hz到18 kHz 50 Hz到13 kHz 40 Hz到12 kHz 60 Hz到18 kHz
指向性 单指向型  全指向型

灵敏度 (0 dB=1 V/Pa,1 kHz时) -53 dB ±3 dB -57 dB ±3 dB -54 dB ±2 dB -52 dB ±3 dB
输出阻抗 400Ω±20% 500Ω±20% 400Ω±20%
对外部磁场的噪声感应  低于5 dB SPL/1 x 10-7 T (1 mG) 低于10 dB SPL/1 x 10-7 T (1 mG) 低于5 dB SPL/1 x 10-7 T (1 mG)
风噪 50 dB SPL以下 55 dB SPL以下 40 dB SPL以下 50 dB SPL以下

接口 XLR-3-12C型

尺寸 ø51 x 165 mm  ø37.6 x 160 mm ø62 x 203 mm ø41.4 x 220 mm
重量 290 g  260 g 330 g 215 g
随机附件 话筒夹 (PF 1/2) (x1),    操作说明书(x1)
 支架适配器 (PF 1/2 到 NS 5/8, PF 1/2 到 W 3/8) (x1 每个),
 操作说明书(x1)

1 kHz
200 Hz

5 kHz

1 kHz
100 Hz

6 kHz

指向性性能

频率响应性能

F-720
单指向型动圈话筒

•	适合于学校、礼堂、教堂或其它领域应用中的日常讲话和演说

•	结实耐用富有弹性的话筒膜片

•	方便的“TALK”开关，可以打开和关闭话筒

频率(Hz)

响
应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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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采访应用的理想设备，也可在现场节目制作和新闻采集中使用

•	新开发的多指向型话筒膜片，可采集来自多方向的声音

•	金属话筒身牢固耐用，可在苛刻条件下进行声音拾取。

•	牢固可靠的的铜制接口，可耐受反复插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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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 (Hz)

响
应

(d
B)

F-112
全指向型动圈话筒

指向性性能

频率响应性能

技术规格

*1 Pa=1x10-5 bar
*0 dB SPL=2x10-5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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