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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数十年来，我们凭借着享誉世界的音箱设计帮助艺术家
们获得最佳的演出效果。如今，我们把这标志性的声音直
接带入到您的耳朵里。

MP系列一共包含三个型号：单动圈驱动的MP-120, 双动
圈驱动的MP-220以及双圈铁混合式驱动的MP-240。本
系列耳机配有专门人体工程学建模的耳塞套，让您获得
佩戴数小时依然舒适且高效隔音的使用体验。

此外，精密调校过的驱动单元可带来难以置信的干净且
强劲的声音，让您不会错过任何的旋律节奏。当您在舞台
上需要隔离噪声并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声音时，MP系列入
耳式监听耳机将帮到您。



MP-120特点
专业入耳式监听
 •   基于人体工程学建模的低剖面耳塞套为您提供最好的舒适度、隔音效果和低频响应。

精密的动圈驱动单元
 • MP-120入耳式监听耳机配有单一高性能动圈驱动单元带来响应灵敏的全频段声音。

为音乐人而设
 • MP-120入耳式监听耳机带来的舒适和卓越表现，正是音乐人在舞台上所需的。

高保真耳机线
 • 带屏蔽效果的编织线是专门为更好的耐用性以及卓越音质而设计的。
 • 配有可拆卸的MMCX接口并可以转动，大大提高了佩戴舒适度和耐用性。
 • 挂耳式的设计可以让耳机牢固地佩戴在耳朵上，并使耳机线位于头部后方以防阻碍

您的演出。

完美配合您的耳朵
 • 包含了三种不同款式和不同尺寸的耳塞套供您选择，您可以选择最适合您耳朵的耳

塞套以达到最大的舒适度和隔音效果。
 • 三款耳套分别是：泡沫/硅胶/双节，并都包含大中小三种尺寸。

包含的配件
 • 保护您耳机的硬质收纳盒
 • 1/8”-1/4”转接头



MP-220特点
专业入耳式监听
 •   基于人体工程学建模的低剖面耳塞套为您提供最好的舒适度，隔音效果和低频响应。

为音乐人而设
 • MP-220耳式监听耳机带来的清晰音质、舒适性和卓越表现，正是音乐人在舞台上所

需要的。

精密的双动圈驱动单元
 • 双动圈单元不但让MP-220的低频响应更具力量感，并且声音清晰度更进一步。

高保真耳机线
 • 带屏蔽效果的编织线是专门为更好的耐用性以及卓越音质而设计的。
 • 配有可拆卸的MMCX接口并可以转动，大大提高了佩戴舒适度和耐用性。
 • 挂耳式的设计可以让耳机牢固地佩戴在耳朵上，并使耳机线位于头部后方以防阻碍

您的演出。

完美配合您的耳朵
 • 包含了三种不同款式和不同尺寸的耳塞套供您选择，您可以选择最适合您耳朵的耳

塞套以达到最大的舒适度和隔音效果。
 • 三款耳套分别是：泡沫/硅胶/双节，并都包含大中小三个尺寸。

包含的配件
 • 保护您耳机的硬质收纳盒
 • 1/8" - 1/4" 转接头



MP-240特点
专业入耳式监听
 •   基于人体工程学建模的低剖面耳塞套为您提供最大的舒适度，隔音效果和低频响应。

为音乐人而设
 • MP-240入耳式监听耳机可以带来卓越的清晰高频和动态响应，这正是音乐人在舞台

上所需要的。

圈铁混合单元
 • 利用动圈单元处理低频、Knowles®平衡电枢单元处理中低频，这使得MP-240耳机可

以带来工作室级别的高保真音质，满足音乐人、音频工程师以及发烧友的需求。 

高保真耳机线
 • 带屏蔽效果的编织线是专门为更好的耐用性以及卓越音质而设计的。
 • 配有可拆卸的MMCX接口并可以转动，大大提高了佩戴舒适度和耐用性。
 • 挂耳式的设计可以让耳机牢固地佩戴在耳朵上，并使耳机线位于头部后方以防阻碍

您的演出。

完美配合您的耳朵
 • 包含了三种不同款式和不同尺寸的耳塞套供您选择，您可以选择最适合您耳朵的耳

塞套以达到最大的舒适度和隔音效果。
 • 三款耳套分别是：泡沫/硅胶/双节，并都包含大中小三个尺寸。

包含的配件
 • 保护您耳机的硬质收纳盒
 • 1/8" - 1/4"转接头



重要安全须知
4.  请先将设备音量调至最低水

平，连接耳机后再逐渐调节
音量。因为突然暴露在大音
量声音中会对您的听力造成
损伤。

5.  请稳妥安装好耳塞套，以免
意外脱落并遗留在耳朵里造
成损伤。

6.  使用或者清洁维护不当，可
能会造成耳塞套脱离耳机管
口并遗留在耳朵里。

7. 在佩戴入耳式监听耳机前，
请务必反复查验确认耳塞套
已经稳固安装在耳机管口上。

1.  请阅读并遵守以下须知事项
并留意全部警告信息。

2.  切勿在危险环境下使用本产
品，包括：开车、踩自行车、散
步、慢跑或者其他可能发生
交通事故的情况。

3.  请把本产品以及配件存放在
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儿童对
本产品的接触和使用有可能
会造成严重伤害甚至致死。
本产品中包括可能造成窒息
或缠绕的小零件和线材。



8. 假 如 耳 塞 套 意 外 遗 留 耳 朵
里，请向资深医务人员需求
帮助取出，因为非专业的取
出方式可能对耳朵造成伤害。

9. 请保持耳机的干净。对入耳
式监听耳机进行清洁时，建
议使用温和的清洁液从外部
进行清洗。

10. 请勿擅自对产品进行改装，
这可能会对个人或者产品造
成损害。

11. 请勿让产品浸入水中，例如：
淋浴、洗澡、洗脸时。否则可
能会引起耳机音质的降低或
者故障。

12. 睡眠时请勿使用本产品，以
免意外发生。

13. 请通过缓慢转动的方式拆卸
耳机线，请勿直接拔出耳机
线。

14. 如果您在使用本产品期间出
现任何的不适、刺激、皮疹、
漏电或其他任何不良反应，
请马上停止使用。

15. 如果您当前正接受耳部的相
关治疗，请在咨询医生后再
使用本产品。



16. 暴露在极大音量声音环境下
可 能 会 导 致 听 力 的 永 久 损
伤。虽然每个人听力灵敏度
有相当的差异，但是处于一
定强度音量环境下一段时间
后，基本每个人的听力多少
会受到影响。该表格是美国
政府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OSHA)所列出的可接受范
围的噪声水平。超过该水平
界限的声音环境都会引起一
定的听力损伤:

每天持续的小时数 声音（分贝）

8 90 dB
6 92 dB
4 95 dB
3 97 dB
2 100 dB

1.5 102 dB
1 105 dB

0.5 110 dB
小于或等于0.25 115 dB



 关于静电的注意事项  
沉积人体的静电可能会在耳朵里产生轻微的刺痛感。  
穿着纯天然材料制成的衣物可以最大限度减少该影响。

正确弃置产品：该标志表明此产品按照欧盟WEEE指
引(2012/19/EU)和您所在国的法规是不能和生活垃
圾一起弃置的。该产品应该被送至经过授权专门回
收废弃电子设备的收集站。不当弃置这类电子废品
可能对环境和人体造成不良影响，因为其可能带有
潜在危险物质。同时，您对该产品的妥善处理将为自
然资源的有效利用贡献力量。关于在何处可以集中
回收可用于循环利用的废弃产品，您可联系所在城
市管理部门或者生活垃圾处理服务中心。



开始使用
1.  挑选合适的耳机套并装在耳

机上。您应该稍微用力就可
以轻易把耳机套安装上，但
最好还是要来回转动以确保
安装妥当。

2. 我们十分重视对用户耳朵的
保护，所以请务必留心对听
力产生永久性损伤的潜在风
险。即使是您认为的中等音
量也可能造成损伤。在把耳
机连接设备前或者做任何影
响耳机音量的操作之前，请
始终先把音量调低。然后小
心依照您的听感缓慢调升音
量。

3. 请把耳机接入设备端。



4. 小心将耳机戴在耳部。耳机
内侧有L/R左右标记，而挂耳
式设计让耳机可灵活调节。

5. 耳机线可以放在您的前方或
者后方。

6. 调升设备音量以达到舒适的
聆听水平，然后开始您的音
乐享受！



技术参数 MP-120 MP-220 MP-240
带宽 20 Hz – 20 kHz

灵敏度 93 dB / mW 88 dB / mW 94 dB / mW
最大输入功率 20 mW 10 mW

阻抗 32 Ω 16 Ω 32 Ω
驱动方式 动圈 双动圈 圈铁
输入类型 1/8» 公头 • 1/4» 立体声
输出类型 L/R 入耳式监听

线长 59.1 in • 1500 mm
重量 0.07 lb • 0.03 kg

全部参数可能会有所变化

需要协助？
 •  登录官网www.mackie.com并进入Support页面可以查询到常见

疑难解答、产品使用说明书以及附录资料。
 •  致电1-800-898-3211联系我们的技术支持团队(周一至周五，正常

上班时间-美国西部时间）。



请保管好您的购买凭证有限质量保修
本有限质量保修(下称“产品保修”)由LOUD Audio有限公司（下称“LOUD公司”）提
供，适用于在美国或加拿大通过LOUD公司授权的经销商购买的产品。产品保修仅
限于该产品的最初购买者（下称“顾客”，“您”或“您的”）。

对于在美国和加拿大范围外购买的产品，请登录www.mackie.com查询您当地的
经销商的联系方式，或您当地是否有经销商提供保修服务。

LOUD公司向消费者保证在保修期限内，消费者在正常使用情况下，产品不会出现
材料或工艺上的缺陷。如果产品在保修期限内出现以上缺陷并在保修期限内通过
www.mackie.com或在除周末和LOUD公司假期外的正常上班时间内致电LOUD
公司技术支持热线1-800-898-3211（美国及加拿大地区免费拨打）告知LOUD公
司，LOUD公司及其授权的服务代表会视情况对缺陷产品进行修理或更换。请保留
最初日期的购买凭证作为购买日的证明。您在要求保修服务时需要用到这个凭证。

全部服务条款以及本产品特定的保修期限请登录www.mackie.com查看。

此产品保修单、您的发票或收据以及在www.mackie.com上的服务条款三者共同
构成本协议的全部内容，并取代LOUD公司和顾客关于相关事项的任何和所有协
议生效。对本产品保证条款的任何修改、修改或放弃，除非在受其约束的一方签署
的书面文件中作出说明，否则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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