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监听耳机



如果声音
决定你的一切

全新设计的封闭式耳罩确保在重要的监听应用场景
中有效隔绝外界杂音，助用户专注聆听。想要录制
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

录音师纷纷对 K872 赞不绝口，其出众的聆听体验
和灵敏的麦克风保证您的每一道声轨均能保留最微
小的细节，绝不“溜走”。

K872
主参考级封闭式耳机

优质的参考级声音
用于高要求的监听、混音和母带后期处理

采用 53mm 换能器的优化封闭式设计
有业内最佳的动态余量和动态范围

1.5 特斯拉磁体系统
极为精准的声场成像和标杆级低频性能

双层音圈
卓越的 5Hz- 54 kHz 超大频率范围

全世界范围内的录音棚中，AKG 耳机成为
应用标杆已经超过了 60 年。录音棚中，
封闭式耳机是最常见的监听耳机，然而半
开放式的耳机，因为它良好的空间声音结
像能力。在控制监听，混音和母带后期处
理上更多的会被用到。

备受推类的 AKG K271 和 K240 在业界有
最广泛的认同，在全球范围内录音棚中长
久的占据主角地位。歌唱家不仅仅是喜欢
AKG 独特的声音，更喜欢 AKG 佩戴舒适的
自适应头梁。对于音频工程师，高质量的
聆听是必须的。他们更喜欢将性价比超高
的 AKG 耳机，作为昂贵的监听音箱的替代
品，喜爱一些使用的功能，如自动静音功
能。因为AKG无与伦比的性能和坚固耐用，
AKG 被众多的音乐人、DJ 和音频工程师喜
爱，在世界范围内无数的现场演出中的使
用，也证实了这一点。



K812 超卓的参考级耳机能够发出最纯粹和自然的
声音。这款专门为专业音乐人设计的耳机能够呈现
最细微的声音细节，实现最为精准的调音、母带制
作和音乐制作平衡。

K812 换能器是 AKG 有史以来最大的换能器。开发这
个 53mm 换能器的原因是在于突破极限，尽可能接
近声学完美。

K812
超卓的参考级耳机

纯净自然
用于高要求的监听、混音和母带后期处理

高能量的 53mm 换能器
带来高界别的功率

精湛的全开放技术
极为精准的声场成像和标杆级低频性能

超轻双层音圈
带来迅捷的频率响应和延伸的频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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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款参考级开放耳罩式耳机，K712 PRO 是为
精确监听、调音和母带制作而设。耳罩式设计带来
舒适的体验，长时间佩戴也不会令人感到疲倦，让
您全情投入调音和母带制作等工作中，还能够提供
宽广和轻快的声音，任何方面都绝无丝毫妥协。低
频性能提升 3dB，为您带来准确而强劲的声音。 

K712 PRO
参考级录音棚耳机

掌握声音
准确的监听、混音和母带后期处理

耳罩式设计
长时间佩戴也舒适依旧

先进的开放式技术发出的声音宽广轻快 , 无丝毫减
损

低频性能提升 3dB
更强劲的声场成像

K612 PRO 耳机是一款参考级开放耳罩式耳机，提
供自然的声场成像，为专业的监听工作而设。先进
的开放式技术，长时间使用也能保持佩戴舒适，还
能够提供饱满、宽广的声音。自动调节真皮头箍、
铝制圆拱和实心铆形器件等显著特性，不仅使耳机
轻盈、舒适，还让 AKG 数十年来为录音棚工程师
提供的超卓品质得到更进一步的提升。 

K612 PRO
参考级录音棚耳机

简洁纯粹
自然的声音，用于专业级的监听

真正的自动调节真皮头箍
自动贴合，顶级的舒适佩戴体验

先进的开放式技术
发出的声音宽广轻快，无丝毫减损

专利振膜技术
优质声场成像和声音

专
业
耳
机



K702 是一款参考级、开放式、耳罩式录音棚耳机，
专为精准监听、调音和母带制作而设。它们具有超
精准的响应、灵敏度和空间感。这是因为它们采用
了革命性的扁线音圈和专利的 Varimotion 双层振
膜。完全开放的设计和高性能线缆让这款参考级耳
机更臻完美。每个 K702 耳机都通过严谨的测试，
并带有唯一的序列号。 

K702
参考级录音棚耳机

只有完美
准确的监听、混音和母带后期处理

耳罩式设计
最大化佩戴舒适感，适合长时间使用

先进的开放式技术
发出的声音宽广轻快 ,无丝毫减损

独特的扁线音圈
更快的响应速度和更好的高级表现

AKG 是全球第一家在耳机上使用革命性扁线技术的
制造商，这款耳机就是 K701。因此 K701 可提供真
正戏剧化的声音，使每个音乐家都能找到精准定位。
这种灵敏度和空间感，再加上精彩的高音和柔和感、
富有冲击力的低音，堪称业界奇迹。这款极致的开
放式动圈耳机，提供出色的精准声音和超卓的声场
成像。 

K701
参考级优质耳机

体验纯粹的音质
准确监听，混音和母带后期处理

革命性的扁线音圈技术
提供极其准确的声音和瞬态响应

专利的 Varimotion 双层振膜
带来惊人的高音和准确的低音响应

舒适、精准塑形的 3D 造型耳垫
完美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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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40 MKII 专业半开放耳罩式耳机是世界各地录音
棚、交响乐团和舞台的标配。其先进的 Varimotion 
30 mm XXL 换能器可发出坚实的低音，准确的中音
和晶莹剔透的高音。

半开放式设计兼具开放式耳机的空灵感和封闭式设
计的强劲低音响应两种优点。 三十多年来，专业
工程师和音乐家的广泛使用令 K240 成为世界各地
录音棚和现场调音台的标配耳机。

K240 MKII
专业录音棚耳机

大众情人
准确监听、混音和母带后期处理

耳罩式设计
最大化佩戴舒适感，适合长时间使用

半开放式技术
坚实的低频和清晰的高频

Varimotion 30 mm XXL 换能器
准确的信号传递和极大的动态范围

K271 MKII 是适于录音棚和现场使用的专业耳罩式
耳机。其结合了耳罩式设计的舒适性和封闭式技术
的优势，实现了最佳的声音再现。密封的设计确保
了录音棚内麦克风只有较低的信号溢出，并能够最
大限度地隔离现场调音应用。 

K271 MKII 在头箍上设有一个开关，只要耳机取下
就可以使音频静音。

K271 MKII
专业录音棚耳机

天才的多面手
准确监听，混音和母带后期处理

革命性的扁线音圈技术
提供极其准确的声音和瞬态响应

先进的封闭技术
优秀的噪音隔离功能，精确重现声音

自动静音功能
取下时自动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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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40 Studio 专业半开放耳罩式录音棚耳机专为调
音、母带制作和播放音乐等专业应用而设。先进的 
XXL 换能器配有 Varimotion 振膜技术，带来宽动
态范围、更高的灵敏度和声级。

半开放设计提供坚实的低音和极清晰的高音。耳罩
式耳垫柔和地包覆着您的耳朵，为您带来超舒适的
佩戴感。

K240 Studio
专业录音棚耳机

经典
准确监听、混音和母带后期处理

耳罩式设计
最大化佩戴舒适感，适合长时间使用

半开放式技术
坚实的低频和清晰的高频

Varimotion 30 mm XXL 换能器
准确的信号传递和极大的动态范围

不温不火，恰到好处。专为挑剔的音乐家和工程师
设计，K182 专业封闭式监听耳机可发出令人难以
置信的精准声音。50mm 驱动单元使得使用移动设
备听音都响度十足，同时 10 Hz - 28 Hz 频率范
围提供了一个绝对平衡的调音。

3D 折叠系统与可更换耳垫提升了耳机的便携性，
让您走到哪里都能享受一流聆听体验。

K182
专业封闭式监听耳机

声音尽在掌握
准确监听，混音和母带后期处理

高敏度 50mm 的换能器
搭配移动设备依然能发出一流的声音

封闭的声学效果
助战每位乐器家呈现精彩表演

带可更换的耳罩设计
长时间佩戴依然舒适

专
业
耳
机



K52 耳机提供了权威的低频响应，是踢鼓和低音吉
他的完美之选。同时，高频响应的细节和精确平衡
也还原了人声、吉他和原声乐器的细微差别。我们
宽大的40mm驱动单元为强大的输出提供高灵敏度，
以及展现每一个细节的扩展频率响应。不仅如此，

K52 还具有低阻抗设计，可兼容各种播放设备，包
括专业录音棚设备和便携式音乐播放器等等。

K52
封闭式录音棚监听耳机

舒适、时尚、品质
准确监听，混音和母带后期处理

封闭罩耳式设计
最大化佩戴舒适感，适合长时间使用

精确平衡的响应
提供参考级的监听准确性

超大 40mm 驱动单元
具有宽广的频响范围

K72 耳机提供了扩展的低频响应，是踢鼓和低音吉
他的完美之选。同时，高频响应的细节和精确平衡
也还原了人声、吉他和原声乐器的细微差别。我们
宽大的 40 mm 驱动单元为强大的输出提供高灵敏
度，以及展现每一个细节的扩展频率响应。

不仅如此，K72 还具有低阻抗设计，可兼容各种播
放设备，包括专业录音棚设备和便携式音乐播放器
等等。

K72
封闭式录音棚监听耳机

真正的录音棚耳机
准确监听，混音和母带后期处理

精准平衡的响应
提供参考级的监听准确性

专业 40mm 驱动单元
具有宽广的 16Hz - 20kHz 频率响应

自动调节头箍
确保完美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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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G 以制造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专业级设备而闻名，
K92 耳机当然也不例外。我们通过极端的测试和使
用，以确保它们能够应对您提出的任何挑战。

由于耳垫往往是最先磨损的元件，因此我们将其设
计为可更换，以保证产品长久耐用。结合卓越的性
能和优雅的设计，K92 无愧为适于专业人士的一流
产品。

K92
封闭式耳机

录音棚主流耳机
适用于现场监听、彩排、录音棚

封闭式设计
最大限度的隔离

耳罩式设计和轻量级结构
非凡的舒适性

超大 40mm 驱动单元
具有宽广的 16Hz - 20kHz 频率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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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DABLE STUDIO HEADPHONES.

For 70 years, countless professionals have relied on AKG headphones in the studio. But the days of being 
stuck in the studio are over. Your music takes you places. That’s why we’ve introduced the Foldable Studio 
Headphones Line—AKG studio-quality performance that you can fold up and take anywhere. Try them on 
and take a listen. You’ll never want to take them off—whether you’re on your way to your next gig or tracking 
your new album. And thanks to their rugged construction and AKG’s extreme testing regimen, you’ll find 
that they’re durable enough to survive any musical journey. Find out more at akg.com/pro

You can take headphones out of the studio,
 but you can’t take the studio out of these headphones.

K175 K245 K275

AKG 折叠式录音棚耳机系列以 70 年的传奇品质为依
托，并采用了我们最新的换能器和声学技术。封闭
耳盖式 AKG K275 非常适合现场监听和调音应用。
仅从外观就能看到其坚固耐用的设计，绝对是巡演
的最佳拍档。AKG 折叠式录音棚耳机采用了人体工
程学设计，紧密贴合双耳，长时间使用也倍感舒适。

K275
可折叠封闭式音乐耳机

录音棚音质常伴耳边
适用于现场监听、彩排、录音棚

传奇的 AKG 录音棚声音和舒适度
封闭耳盖式设计

超大 40 mm 换能器
具有更出色的低频扩展

同类最佳的频率响应
无与伦比的清晰度和细节

音乐耳机系列
 K175 | K245 | K275



AKG 折叠式录音棚耳机系列以 70 年的传奇品质为依
托，并采用了我们最新的换能器和声学技术。封闭
耳盖式 AKG K245 非常适合现场监听和调音应用。
仅从外观就能看到其坚固耐用的设计，绝对是巡演
的最佳拍档。AKG 折叠式录音棚耳机采用了人体工
程学设计，紧密贴合双耳，长时间使用也倍感舒适。

K245
可折叠封闭式音乐耳机

录音棚音质常伴耳边
适用于现场监听、彩排、录音棚

封闭罩耳式设计
最大化佩戴舒适感，适合长时间使用

同类最佳的频率响应
提供参考级的监听准确性

业内最大的 50mm 换能器
具有宽广的频响范围

AKG 折叠式录音棚耳机系列以 70 年的传奇品质为依
托，并采用了我们最新的换能器和声学技术。封闭
耳盖式 AKG K175 非常适合现场监听和调音应用。
仅从外观就能看到其坚固耐用的设计，绝对是巡演
的最佳拍档。AKG 折叠式录音棚耳机采用了人体工
程学设计，紧密贴合双耳，长时间使用也倍感舒适。

K175 
可折叠封闭式音乐耳机

录音棚音质常伴耳边
适用于现场监听、彩排、录音棚

卓越的灵敏度和低阻抗
为广泛的播放设备提供最大输出

超大 40 mm 换能器
具有更出色的低频扩展

自动调节头箍
确保完美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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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性能源于封闭式耳机的隔音特性与开放式设
计的宽敞立体声音之间的完美平衡。 50mm 驱动器
提供强大，准确和卓越的低音响应，以监控和掌握
当代音乐。

超大柔软的耳垫可确保数小时内无压力听力，2D 轴
机构可实现全平折叠，便于在道路上存放或处理。 
凭借其低阻抗驱动器，K553 PRO 非常灵敏，可用于
笔记本电脑和移动设备。

K553 PRO
可折叠封闭式音乐耳机

录音棚音质常伴耳边
适用于现场监听、彩排、录音棚

封闭罩耳式设计
最大化佩戴舒适感，适合长时间使用

同类最佳的频率响应
提供参考级的监听准确性

业内最大的 50mm 换能器
具有宽广的频响范围

HP4E 专业耳机放大器拥有两个立体声输入和四个
立体声输出通道，适用于高品质音频。专为方便使
用而设，前板上的便利开关使您可以轻松选择想要
的输入。

每个通道均配有 1/8" (3.5 mm) 和 1/4" (6.3 
mm) 的耳机输出，方便连接，无需适配器。容放在
一个坚固的机箱中，HP4E 是一款理想的耳机放大
器，适用于任何录音应用场景。

HP4E 
4 通道耳机放大器

完美的紧凑型耳机放大器
用于任何录音应用场景

占地空间小
拥有 4 个完全独立的立体声大功率放大器，采用
半个 1 RU 封装

精心挑选的组件
即使在音量极高的情况下也能获得高质量的音频

两个立体声输入
可独立选择每个输出的输入，调整自如灵活

每个通道提供两个输出
每个通道均配有 1/4" (6.3mm) 和 1/8" (3.5mm) 
的立体声插口，因此无需适配器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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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6E 专业耳机放大器拥有五个立体声输入通道，
六个立体声输出通道并具有超灵活的矩阵设计。除
了主通道，您可以将每个输出分配到四个可选输入
通道中之一，以满足您多种监听和录音需求。如果
需要更多通道，只需连接多个 HP6E 单元即可。

采用集成电源的坚固 19" 金属机箱，这款音质卓
越，专业级的耳机放大器可长久使用。

HP6E
6通道耳机放大器

会话调音一步到位
用于任何录音应用场景

简化的外形设计
拥有 6 个完全独立的立体声大功率放大器，采用 
1 RU 封装

精心挑选的组件
即使在音量极高的情况下也能获得高质量的音频

两个立体声输入
可独立选择每个输出的输入，调整自如灵活

每个通道提供两个输出
每个通道均配有 1/4" (6.3mm) 和 1/8" (3.5mm) 
的立体声插口，因此无需适配器

HP12U 专业耳机放大器拥有两个立体声输入通道和
六个立体声输出通道，其中每个都提供两个耳机输
出。只需在输入 A 和 B 之间切换，即可轻松监听
模拟或数字设备，而无需重新连接耳机。如果需要
更多通道，只需连接多个设备即可。

此外，您也可以通过 USB 将输入 A 连接至计算机，
从而将 HP12U 用作一个外接声卡。

HP12U
带 USB 的 12 通道耳机放大器

完美的紧凑型耳机放大器
适于录音棚监听、学校和培训实验室

带 USB 输出
可用作外界声卡

精心挑选的组件
极高的情况下也能获得高质量的音频

两个立体声输入
可独立选择每个输出的输入，调整自如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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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G K1500是一款音频文件质量的A类耳机放大器，
旨在提供干净，自然的声音。在难以改善音质的耳
机兼容的同时实现了宽频率响应，并且噪声和谐波
失真几乎是不明显的水平。

美观的极简主义铝铸造机箱配备平衡和非平衡输
入，3.5 毫米和 6.5 毫米耳机插孔，以及一个多色
LED 指示灯，用于指示电源和保护电路的状态

K1500
耳机放大器

独立清晰的声音
对讲、ENG/EFP、录音及视频制作

密封设计
确保录音时不会漏音

带动臂的动圈麦克风
具最大的稳健性

交流电源
提供稳定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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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D271 专业封闭耳罩式耳机是对讲、ENG/EFP 和视
频制作的标准设备，其以成功的 K271 MKII 录音棚
耳机为基础并结合了耐用的动圈麦克风。灵活的麦
克风臂随着麦克风向上移动而自动静音。

HSD271 在头箍上设有一个开关，只要耳机取下就
可以使音频静音。配有优质六针迷你 XLR 接头的
插入式线缆，方便快速更换电缆。

HSD271
动圈话筒的专业耳麦

动态的对话
对讲、ENG/EFP、录音及视频制作

密封设计
确保录音时不会漏音

带动臂的动圈麦克风
具最大的稳健性

耳机和麦克风支持自动静音在不使用时保护耳机 ,
避免反馈杂音

HSD171 专业封闭耳盖式录音棚耳机提供非凡的隔
音效果，非常适合在高噪音环境下使用。该耳机将 
K171 MKII录音棚耳机与坚固的动圈麦克风相结合。
灵活的麦克风臂随着麦克风向上移动而自动静音。

HSD171 在头箍上设有一个开关，只要耳机取下就可
以使音频静音。配有坚固六针迷你 XLR 接头，方
便快速更换电缆。

HSD171 
动圈话筒的专业耳麦

坚固，即插即用
对讲、ENG/EFP、录音及视频制作

封闭式耳罩设计
最大程度地减少噪音

动圈麦克风
具有最大的稳健性

自动调节头箍确
保长时间佩戴的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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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C271 专业封闭耳罩式耳机是对讲、ENG/EFP 和
视频制作的标准设备灵活的麦克风臂随着麦克风向
上移动而自动静音。麦克风可以安装在左侧或右侧，
具体取决于个人喜好和可用空间。

HSC271 在头箍上设有一个开关，只要耳机取下就
可以使音频静音。配有优质六针迷你 XLR 接头，
方便快速更换电缆。

HSC271
电容话筒的专业耳麦

决胜组合
对讲、ENG/EFP、录音及视频制作

封闭式耳罩设计
极为舒适，具备高度噪声隔离的性能

耳机和麦克风支持自动静音
避免反馈杂音

可切换的低音衰减滤波器
减少隆隆声和风声

HSC171 专业封闭耳盖式录音棚耳机提供非凡的隔
音效果，非常适合在高噪音环境下使用。该耳机将 
K171 MKII录音棚耳机与高性能电容麦克风相结合。
灵活的麦克风臂随着麦克风向上移动而自动静音。

HSC171 在头箍上设有一个开关，只要耳机取下就
可以使音频静音。配有专业六针迷你 XLR 接头，
方便快速更换电缆。

HSC171
电容话筒的专业耳麦

声音尽收耳底，音乐喷薄而出
对讲、ENG/EFP、录音及视频制作

封闭式耳罩设计
极为舒适，具备高度噪声隔离的性能

耳机和麦克风支持自动静音
避免反馈杂音

可切换的低音衰减滤波器
减少隆隆声和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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