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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提示

重要安全提示

1. 请阅读本使用说明书。

2. 请妥善保管本使用说明书。将设备交给他人使用时，请务必将本使用说明书
同时交与使用者。

3. 请注意所有警告提示。

4. 请遵守所有指令。

5. 不要在靠近水的地方使用本设备。

6. 只有在中断电源后方可对插电使用的设备进行清洁。请使用一块干布清洁设
备。

7. 不要阻塞通风口。请按照本使用说明书中的要求摆放设备。

8. 勿在散热器、烤箱或其它热源 （包括扩音器）附近使用设备。

9. 所采用的电源型号必须符合章节 “ 技术参数 ” （见第 14 页）中的规定，如

果设备需要插电使用，还必须参考电源插头上标注的电气参数。需要插电使
用的设备必须与带地线的插座连接。

10. 电源线不得被踩压，尤其是在电源插头、插座以及电源线与设备相连的部
位，要防止电源线被弯折。

11. 仅可使用 Sennheiser 允许使用的部件、配件和备件。

12. 只能将本设备与森海塞尔公司规定的或者与设备配套的推车、支
架、三角架、固定架或底座组合使用。
使用手推车运送设备时，应格外小心，以免推车翻倒造成意外人员
受伤。

13. 如遇雷雨天气或长时间不使用，应中断需要插电使用的设备的电源。

14. 必须由合格的专业人员负责设备的维修。设备或电源线受到损坏时，有液体
或异物渗入时，受到雨淋或从高处摔落，无法正常工作时，必须立即进行维
修。

15. 需要插电使用的设备在中断电源时，必须将电源插头从插座内拔出。

16. 警告：设备不得受到雨淋或受潮。否则有火灾或触电的危险。

17. 设备不得被水溅到或者滴到。不得将盛有液体的容器（如花瓶）摆放
在设备上。

18. 需要插电使用的设备，电源线插头必须保持完好无损并容易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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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提示

SPB 8000 背面的危险提示

SPB 8000 的背面安装有右图所示的警示牌。标牌的

含义如下：

SPB 8000 内部带有危险电压，可能导致触电危险。

禁止打开 SPB 8000，否则有触电危险。用户没有能力自行维修

SPB 8000 内的组件。

阅读并遵守使用说明书中的安全和操作提示。

过载会引起火灾危险

确保插座和延长电缆不会出现过载。否则有火灾或者触电危险。

规范使用

SPB 8000 的规范使用包括以下几点：

• 已阅读并理解本使用说明，尤其是 “ 重要安全提示 ” 一章的内容。

• 完全按照本说明对工作环境的规定使用设备。

不按使用说明书规定的用途或条件使用设备，均视为不规范使用。

可以在本公司网站 www.sennheiser.com 上下载使用说明。

www 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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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fera 环绕麦克风系统

Esfera 环绕麦克风系统

Esfera 是一款组装和操作简便的环绕麦克风系统。它由 SPM 8000 立体声麦克风

和 SPB 8000 基本单元组成。麦克风包括收音头、防风罩、手柄和电缆，基本单

元将麦克风信号转换为完整的 5.1 音频信号。采用 Esfera 系统，无需复杂的传声

技术即可获得高分辨率的音频信号。 

SPB 8000 基本单元

SPB 8000 基本单元将 SPM 8000 麦克风的信号转换为 5.1 音频信号。这样可以快

速、简单地实现高品质环绕立体声效果。 

• 麦克风电源为 48 V 幻象电源

• 可以在模拟和数字 AES3 信号输入之间切换

• 可附带接装压缩器

• 有 4 个可以调整的 5.1 环绕声预设参数

• 可以通过网页设置 SPB 8000

供货范围

1 台 SPB 8000

3 根电源线 （欧式、英式、美式）

1 根网线

4 个可粘贴的底脚

1 本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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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图

部件图

前侧图

操作元件 功能

1 调节旋钮 Mic Preamp 预放功率
设置模拟输入信号

2 按键 48 V 接通、关闭模拟输入信号的幻象电源

• 按键亮红灯：
幻象电源接通

3 按键 AES 3 In 接通、关闭数字音频输入信号

按键亮红灯：
数字音频输入信号接通

4 按键 Comp 接通、关闭压缩器

• 按键亮红灯：
压缩器接通

5 显示屏 显示各参数，
详细说明见第 6 页。

6 按键 Presets 打开预设频率

1 2 3 4 5 6

也可以通过网页接通或关闭压缩器。

可以在网页上设置预设频率 （见第 11 页）。 
也可以通过网页调用预设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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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图

背侧图

操作元件

7 显示当前的工作电压

8 电源开关 I/0

9 IEC 电源接口

0 Ethernet 网络接口

A BNC 接口 Thru， Word Clock 直通输出端 （75Ω）

B BNC 接口 Input, Word Clock 输入端 （75 Ω）

C XLR-3 接口 （带针头），对称， AES3 数字输出信号

Out 1：左前频道 (1/L) 和右前频道 (2/R) 的数字输出端

Out 2：中央频道 (3/C) 
和 LFE (Low Frequency Effects, 4/LFE) 频道的数字输出端

Out 3：左环绕 (5/LS) 频道 
和右侧环绕 (6/RS) 频道的数字输出端

D XLR-3 接口 （带针头） In，左侧 (L) 和右侧 (R) 数字输入信号，对称，
AES3

E XLR-3 接口 （带孔头），左侧 (In1 Left) 
和右侧 (In2 Right) 模拟输入信号，对称

SPB 8000 的接口配置见第 16 页的技术参数。

Powered by

7 8 9 0 C EA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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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图

显示屏总览

操作元件

F 音频输入端 In 左侧 (L) 和右侧 (R) 的调制显示

G 5.1 音频输出端 Out 的信号强度显示

左前 (L) 和右前 (R)

中央 (C) 和低频效果 (LFE)

左侧环绕 (LS) 和右侧环绕 (RS)

H 通过 AES 信号 (AES) 或 Word lock Input (Word) 进行同步 (Sync) 的显示

I 显示采样率 (Sample Rate/kHz): 44.1、 48、 88.2、 96

J 显示电源 Power

F G I 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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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 SPB 8000 的电源并开机 / 中断电源

接通 SPB 8000 的电源并开机 / 中断电源

根据电网电压调整 SPB 8000 的操作步骤：

� 从 IEC 接口 9 内拔出电源线。

� 将电源开关 ON/OFF 调整到位置 “0”。

� 检查工作电压显示窗 7 内显示的电压是否正确。

� 按图示修改电压：

连接 SPB 8000 电源和开机的操作步骤：

� 将电源线插入 IEC 接口 9 内。

� 将电源线插头插入电源插座。

� 将电源开关 ON/OFF 8 调整到位置 “1“。
电源指示灯 “Power”J 亮红灯。

将 SPB 8000 完全关机并中断电源的操作步骤：

� 将电源开关 ON/OFF 8 调整到位置 “0”。

� 从电源插座内拔出电源插头。

当心

如果使用的电源不符合规定，可能损坏 SPB 8000 并导致财产损失！

如果当前工作电压显示器 7 上显示的电压错误，或者 SPB 8000 与不符

合规定的电源连接，则设备可能损坏并可能导致财产损失。

� 确保当前工作电压显示器 7 上显示的电压值符合规定，即 115 V 或

230 V AC （出厂设置）。

� 按照以下说明调整电压。

� 确保 SPB 8000 始终和地线连接 （特别是在使用多头插座或延长电缆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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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音频信号从 SPM 8000 传输到 SPB 8000

将音频信号从 SPM 8000 传输到 SPB 8000 

可以将 SPM 8000 的音频信号直接传输到 SPB 8000，或者也可以先用一台录音设

备录下 SPM 8000 的音频信号，再将音频信号传输到 SPB 8000。

模拟传输音频信号

� 检查并确定 SPB 8000 的模拟输入端处于启用 （按键 AES 3 In 3 处于熄灭状
态）。

直接传输 SPM 8000 的音频信号

� 将SPM 8000连接到SPB 8000的XLR-3接口 E （红色 = 右侧，黄色 = 左侧）。
用配套的 Y 适配线缆连接。

� 按按键 48 V 2 ，启用 SPB 8000 的幻象电源。
按键亮红灯。

传输录音设备的音频信号

� 将录音设备的模拟输出接口与SPB 8000的XLR-3接口 E 连接（红色 = 右侧，
黄色 = 左侧）。

数字传输音频信号

� 应该使用阻抗为 110 Ω 并具有较高屏蔽减弱性能的 AES3-XLR 对称线缆（如
Sennheiser GZL AES-10）进行数字连接。

用一台 AES3 兼容的模数转换器传输 SPM 8000 或录音设备的音频信号

� 模数转换器必须能够发送 AES3 兼容的输出信号。

� 将 SPM 8000 或录音设备与模数转换器连接。

� 将模数转换器与 SPB 8000 的 XLR-3 接口 D 连接。

� 按按键 AES 3 In 3，启用 SPB 8000 的 AES3 输入端。
按键亮红灯。 

直接传输 AES3 兼容录音设备的音频信号

� 录音设备必须能够发送 AES3 兼容的输出信号。

� 将录音设备与 SPB 8000 的 XLR-3 接口 D 连接。

� 按按键 AES 3 In 3，启用 SPB 8000 的 AES3 输入端。
按键亮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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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音频信号从 SPM 8000 传输到 SPB 8000

连接外部 Word-Clock 字时钟信号

如果将 SPB 8000 与其它 AES3 兼容设备组合使用，应该通过它们的字时钟信号

进行同步。 SPB 8000 支持以下字时钟频率：44.1 kHz、 48 kHz、 88.2 kHz 和

96 kHz。

� 将一台外部字时钟发生器的字时钟输出端与SPB 8000的BNC接口 Input B连
接。使用一根带 BNC 插头的 75 Ω 屏蔽同轴电缆。

将 SPB 8000 的音频信号数字传输到其它 AES3 兼容设备

� 将 SPB 8000 与一台 AES3 兼容设备连接。
用带针头的 XLR-3 接口连接数字输出信号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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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SPB 8000 与一台计算机连接

将 SPB 8000 与一台计算机连接

可以利用配置软件来设置 SPB 8000 的预设参数。为此必须先将 SPB 8000 与计算

机连接。

� 用配套提供的网线，将 SPB 8000 的网络接口 0 与计算机的网络接口连接。

打开配置软件，对预设参数进行调整。

配置软件可在 www.sennheiser.com/spb-8000 处下载。

出厂状态下， SPB 8000 基本单元的 IP 地址为 192.168.1.75。

� 用户应确保计算机与 SPB 8000 处于同一 IP 子网（例如：IP 地址 192.168.1.74，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 启动配置程序。完成安装之后屏幕上显示出配置软件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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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SPB 8000 与一台计算机连接

设置预设参数

� 选择一个预设参数 （1 ～ 4）。

� 根据需要进行设置。设置的具体说明请见下一页内容。

� 点击 “Adapt” （应用）。
预设参数保存在 SPB 8000 内。

恢复预设参数

只要不点击 “Adapt” （应用），即可随时恢复预设参数的原有设置。 

� 点击 “Cancel” （取消）。

如需将所有预设参数恢复为默认设置：

� 点击 “Reset” （复位），并按照网页上的提示进行操作。

打开预设参数

用户可以通过网页打开预设参数，也可以直接在 SPB 8000 上调用预设参数。如

果选择在 SPB 8000 上调用预设参数，则无需将其与计算机连接。

� 按预设参数按键 1 至 4 6.

用户可以通过配置软件对 SPB 8000 进行实时遥控。所有设置都将直接应

用于 SPB 8000。在配置软件中选择一个预设参数时，该参数也将在 SPB
8000 上被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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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SPB 8000 与一台计算机连接

网页总览

菜单 “Surround Pattern”

菜单 “System”

菜单项 含义
Pattern 设置环绕声参数
Export 导出一个或全部预设参数
Import 导入一个或全部预设参数
System Delay 以帧或 ms 为单位调整 NTSC 和 PAL 的延迟时间

（音频、视频同步）

菜单项 含义
Connectivity Settings 输入 IP 地址 （DHCP 或手动）

Firmware 安装固件的升级 （可以从网站 www.sennheiser.com 上下

载固件）
Password 设置网页的密码保护，修改密码
Reset 恢复 SPB 8000 的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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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B 8000 的清洁和护理

窗口 “Pattern”

SPB 8000 的清洁和护理 

� 在开始清洁之前，请断开设备的电源。

� 只用干燥的软布清洁产品。

重新启动 SPB 8000
� 同时按下 SPB 8000 上的 Comp 和 Preset 1 和 Preset 4。

菜单项 含义

Preset 1 ～ 4 在预设参数之间切换

Front Focus &
Surround Focus

改变听觉效果 ......

• 设置前侧输出通道 L、 C 和 R
（Front Focus，见封面图 A）

• 设置后侧输出通道 LS 和 RS
（Surround Focus，见封面图 B）

Rotation 模拟 SPM 8000 的麦克风装置的转动

Surround Delay [ms] 设置后侧输出通道的延迟
Surround Low Pass 
[kHz]

设置环绕声通道的上频带极限值

Output Gains 设置输出通道的电平
Compressor/Limiter

Threshold 
Make up gain 
Limiter 
Ratio 

见封面图 C

设置压缩器、限幅器的极限值

通过压缩器平衡电平损失

限制电平

设置压缩比例

LFE Low Pass Filter 设置 LFE 低通滤波器

Windshield High Boost 平衡 SPM 8000 安装防风毛衣后产生的高音减弱

注意

液体会损坏产品的电子线路！

如果液体流入产品外壳，则会导致电路短路。

� 设备不得与任何液体发生接触。

� 禁止使用溶剂或者清洁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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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麦克风输入端

接口 2 个 XLR-3 接口 （带孔头），对称，无变压器

阻抗 约 4 kΩ，对称

幻象电源 48 V，可附加安装

数字输入端

AES3 标准 通道 L/R

接口 1 个 XLR-3 接口 （带孔头）

数字输出端

AES3 标准 通道 L/R、 C/LFE、 SL、 SR

接口 3 个 XLR-3 接口 （带针头）

采样率 44.1 / 48 / 88.2 / 96 kHz

比特率 24 Bit

格式 专业

同步

字时钟 通过 BNC 接口 Input B

AES3 Input Clock 通过 XLR-3 接口 （带孔头） In D

音频属性

频率特性，测量位置
AES3 Out 1/2

10 Hz ～ 21 kHz 采样率为 44.1 kHz 时

10 Hz ～ 22.5 kHz 采样率为 48 kHz 时

10 Hz ～ 42 kHz 采样率为 88.2 kHz 时

10 Hz ～ 45 kHz 采样率为 96 kHz 时

采用率为 48 kHz 时的

信号 / 噪声间距

CCIR 468：–82.6 dB， 64 dB 增益

CCIR 468：–106.1 dB， 30 dB 增益

A 加权：–85.5 dB， 64 dB 增益

A 加权：–109.3 dB， 30 dB 增益

未加权：–84 dB， 64 dB 增益

未加权：–104.3 dB， 30 dB 增益

THD 和噪音 1 kHz 时的总谐波失真：

0.03%64 dBu 增益时到 -12 dBFS
0.004%30 dBu 增益时到 -12 dB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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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符合标准

动态范围 130.3 dB 30 dB 增益 （A 加权）

最大增益 +64 dB

Crosstalk 10 kHz 时 –70 dB （–30 dBu 输入， 30 dB 增益）

以太网

接口 RJ 45 接口

通信 HTTP (Request Methode POST), JSON 兼容

固件升级 通过 HTTP

端口 80，采用 Multicast 时为 9050

电源供应

电压范围 115 V~ / 230 V~, 50/60 Hz

功率消耗 最大 15 W

保险值 115 V AC: T 160 mA L 250 V
230 V AC: T 315 mA L 250 V

电源插头 3 针，符合 IEC/EN 60320-1 标准的保护等级 I

其它产品特性

尺寸 约 44 x 482 x 275 mm （高 x 宽 x 深）， 
深度包含旋钮和接口在内

约 44 x 482 x 260 mm （高 x 宽 x 深）， 
深度包括接口在内

约 44 x 482 x 240 mm （高 x 宽 x 深）， 
外壳深度

重量 约 3.9 kg

欧洲 电磁兼容性：EN 55103-1/-2
安全： EN 60065

美国 FCC 47 CFR 15 子部分 B

加拿大 Industry Canada ICES_003

中国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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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声明

SPB 8000 插孔的配置

中国 RoHS

制造商声明

质保

Sennheiser electronic GmbH & Co. KG 公司为本产品承担 24 个月的保修。

您可以从公司网站www.sennheiser.com或 Sennheiser专业经销商处了解当前有效

的质保条件。

欧盟符合性声明

• RoHS 标准 （2011/65/EU）

• EMC 标准 （2014/30/EU）

• 低压标准 （2014/35/EU）

可以在本公司网站 www.sennheiser.com 上下载此说明。

使用前请注意相关的国家规定。

XLR-3 插孔 配置

插针 1：接地

插针 2：音频 +
插针 3：音频 -

1 2

3

o

x

Parts
Pb Hg Cd Cr6+ PBB PBDE EFUP

Metal Parts x o o o o o 15

Circuit Modules x o o o o o 15

Cables & Cable Assemblies
x o o o o o 15

Circuit Breakers x o o o o o 15



Software licenses

Light Weight IP-Stack, lwIP v1.3.1
Copyright (c) 2001-2004 Swedish Institute of Computer Sci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3. The name of the author may not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author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author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JSon Simple Toolkit 1.1
Copyright 2013-2014 Sennheiser electronic GmbH & Co. KG

Licensed under the Apache License, Version 2.0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http://www.apache.org/licenses/LICENSE-2.0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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