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o-tronics Hi-Res 封閉式頭戴音樂耳機 – YTH-880 MIX 

 

 
 42mm驅動器帶釹磁鐵和“CCAW”音圈 

 平衡可拆卸電纜，螺絲帽封塞 

 附透氣蛋白皮質耳墊和絨毛耳墊 

 可替代海綿 

 驅動單元：42mm 

 靈敏度：97dB±3dB (0 dB =1V/µ bar, at 1KHz) 

 阻抗：64Ω±15% 

 頻率響應：10Hz~45KHz 

 線材：3.5 米鍍金插頭 

 

 

 

 
 

YTH-880 MIX 是一款混音專用耳機，三頻均衡細膩清晰，深度、廣度、清晰度都讓人無可挑剔。 

Yo-tronics 俊華智能科技為一家深耕台灣 30 多年的專業聲學製造廠，技術與經驗傳承於 YOGA 企業集團。致力於生產及研發耳機、麥克風，符合歐盟 CE、SONY GP、

RoHS、REACH 等標準，更擁有 Hi-Res Audio「高解析度音樂」之認證。Yo-tronics 俊華智能科技點亮台灣聲學各界的光采，無論在自我品牌以及專業代工領域的聲望

堪稱表率！ 



Yo-tronics Hi-Res 封閉式頭戴音樂耳機 – YTH-880 MONITOR 

 
YTH-880 MONITOR是一款專業監聽耳機，高解析度音質讓您能夠在專業領域上全面發揮。使用 42mm 驅

動器帶釹磁鐵和“CCAW”音圈，同時也通過 Sony Hi-Res音質認證。 

 
 42mm驅動器帶釹磁鐵和“CCAW”音圈 

 平衡可拆卸電纜 

 附透氣蛋白皮質耳墊和絨毛耳墊 

 顏色：黑色 

 驅動單元：42mm 

 靈敏度：92dB±3dB (0 dB =1V/µ bar, at 1KHz) 

 阻抗：32Ω±15% 

 頻率響應：10Hz~45KHz 

 線材：3.5 米鍍金插頭 

 
Yo-tronics 俊華智能科技為一家深耕台灣 30 多年的專業聲學製造廠，技術與經驗傳承於 YOGA 企業集團。致力於生產及研發耳機、麥克風，符合歐盟 CE、SONY GP、

RoHS、REACH 等標準，更擁有 Hi-Res Audio「高解析度音樂」之認證。 

Yo-tronics 俊華智能科技點亮台灣聲學各界的光采，無論在自我品牌以及專業代工領域的聲望堪稱表率！ 



Yo-tronics Hi-Res 封閉式頭戴音樂耳機 – YTH-880 PRO 

 
YTH-880 PRO 是此系列的經典之作，高解析度音質讓您能完全沉浸在音樂的世界。使用 42mm 驅動器帶

釹磁鐵和 “CCAW” 音圈，同時也通過 Sony Hi-Res 音質認證。 

 
 42mm 驅動器帶釹磁鐵和“CCAW”音圈 

 平衡可拆卸電纜 

 驅動單元：42mm 

 靈敏度：96dB±3dB (0 dB =1V/µ bar, at 1KHz) 

 阻抗：64Ω±15% 

 頻率響應：10Hz~45KHz 

 線材：3.5 米鍍金插頭 

 

 

 
Yo-tronics 俊華智能科技為一家深耕台灣 30 多年的專業聲學製造廠，技術與經驗傳承於 YOGA 企業集團。致力於生產及研發耳機、麥克風，符合歐盟 CE、SONY GP、

RoHS、REACH 等標準，更擁有 Hi-Res Audio「高解析度音樂」之認證。Yo-tronics 俊華智能科技點亮台灣聲學各界的光采，無論在自我品牌以及專業代工領域的聲望

堪稱表率！ 



Yo-tronics Hi-Res 封閉式頭戴音樂耳機 – YTH-880 STUDIO 

 
YTH-880 STUDIO是一款錄音專用耳機，封閉式設計能隔絕外界干擾，將最原始的聲音忠實呈現。使用 42mm

驅動器帶釹磁鐵和“CCAW”音圈，同時也通過 Sony Hi-Res音質認證。 

 
 42mm 驅動器帶釹磁鐵和“CCAW”音圈 

 平衡可拆卸電纜 

 顏色：黑色 

 驅動單元：42mm 

 靈敏度：92dB±3dB (0 dB =1V/µ bar, at 1KHz) 

 阻抗：32Ω±15% 

 頻率響應：10Hz~45KHz 

 線材：3.5 米鍍金插頭 

 

 
Yo-tronics 俊華智能科技為一家深耕台灣 30 多年的專業聲學製造廠，技術與經驗傳承於 YOGA 企業集團。致力於生產及研發耳機、麥克風，符合歐盟 CE、SONY GP、

RoHS、REACH 等標準，更擁有 Hi-Res Audio「高解析度音樂」之認證。 

Yo-tronics 俊華智能科技點亮台灣聲學各界的光采，無論在自我品牌以及專業代工領域的聲望堪稱表率！ 



Yo-tronics Hi-Res 開放式頭戴音樂耳機 – YTH-880 CLASSIC 

 
YTH-880 CLASSIC 是此系列的經典之作，高解析度音質讓您能完全沉浸在音樂的世界。使用 42mm 驅動

器帶釹磁鐵和“CCAW”音圈，同時也通過 Sony Hi-Res 音質認證。 

 

 
 42mm 驅動器帶釹磁鐵和“CCAW”音圈 

 可拆卸電纜 

 透氣“蛋白皮質耳墊”適合長時間的使用 

 驅動單元：42mm 

 靈敏度：96dB±3dB (0 dB =1V/µ bar, at 1KHz) 

 阻抗：64Ω±15% 

 頻率響應：10Hz~45KHz 

 線材：3.5 米鍍金插頭 

 
Yo-tronics 俊華智能科技為一家深耕台灣 30 多年的專業聲學製造廠，技術與經驗傳承於 YOGA 企業集團。致力於生產及研發耳機、麥克風，符合歐盟 CE、SONY GP、

RoHS、REACH 等標準，更擁有 Hi-Res Audio「高解析度音樂」之認證。 

Yo-tronics 俊華智能科技點亮台灣聲學各界的光采，無論在自我品牌以及專業代工領域的聲望堪稱表率！ 



Yo-tronics USB麥克風 – YTM-317U 

 

 
 無須安裝驅動，隨插隨用 

 小巧方便攜帶 

 附監聽耳機孔 

 可用於會議室、辦公室等商業地點 

 麥麥克風類型：電容式麥克風 

 靈敏度：-54dB ± 5dB (0 dB=1V/µ bar, at 1KHz) 

 頻率響應：50Hz~18kHz 

 麥克風指向：單一指向 

 

 
Yo-tronics 俊華智能科技為一家深耕台灣 30 多年的專業聲學製造廠，技術與經驗傳承於 YOGA 企業集團。致力於生產及研發耳機、麥克風，符合歐盟 CE、SONY GP、

RoHS、REACH 等標準，更擁有 Hi-Res Audio「高解析度音樂」之認證。 

Yo-tronics 俊華智能科技點亮台灣聲學各界的光采，無論在自我品牌以及專業代工領域的聲望堪稱表率！ 



Yo-tronics USB電腦麥克風 – YTM-318U 

 
【超可愛直播主 Candice 蔡譯心推薦】樸實無華的 YTM-318U/YTM-132U 電腦麥克風，隨插即用 無腦上手 

 

 
 

【火星同學 MARS：美食科技享生活】「Yo-tronics YTM-318U USB 電腦收錄麥克風」即插即用輕鬆上手/高品質收錄音/直播網紅必

備單品 

 

YTM-318U 是一台復古造型設計的 USB 電腦麥克風，輕巧方便攜帶，取樣率為 48KHz / 16bit 高解析音質，符合初

階直播者需求。 

 可監聽錄音、MUTE 靜音按鈕 

 48KHz / 16bit 高解析音質 

 麥克風類型：電容式 

 信噪比：59dB(at 1K) 

 靈敏度：-65 dB±3dB ( (0 dB=1V/µ bar, at 1KHz) 

 頻率響應：50Hz~18kHz 

 麥克風指向：單指向 

 
Yo-tronics 俊華智能科技為一家深耕台灣 30 多年的專業聲學製造廠，技術與經驗傳承於 YOGA 企業集團。致力於生產及研發耳機、麥克風，符合歐盟 CE、SONY GP、

RoHS、REACH 等標準，更擁有 Hi-Res Audio「高解析度音樂」之認證。 

Yo-tronics 俊華智能科技點亮台灣聲學各界的光采，無論在自我品牌以及專業代工領域的聲望堪稱表率！ 

https://akirachen.pixnet.net/blog/post/47331204
https://mars9977.pixnet.net/blog/post/471667709-yo-tronics-ytm-318u-usb-%e9%9b%bb%e8%85%a6%e6%94%b6%e9%8c%84%e9%ba%a5%e5%85%8b%e9%a2%a8?fbclid=IwAR0c3E3mOjSqSoaK8DZkLdCBytbIFb6_zTHQHeE698hleGhVWl_PuOTQQ_w
https://mars9977.pixnet.net/blog/post/471667709-yo-tronics-ytm-318u-usb-%e9%9b%bb%e8%85%a6%e6%94%b6%e9%8c%84%e9%ba%a5%e5%85%8b%e9%a2%a8?fbclid=IwAR0c3E3mOjSqSoaK8DZkLdCBytbIFb6_zTHQHeE698hleGhVWl_PuOTQQ_w


Yo-tronics 立體聲音樂耳機 – YTH-740 

 

 
【熱門暢銷】 

Yo-tronics YTH-740 立體聲音樂耳機●手機電腦隨插隨用●語音通話●CP 值爆表●電玩手遊必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jl_2BBBZOk&feature=emb_logo 

 內附耳麥，同步語音通訊 

 手機電腦、移動設備隨插即用 

 附有線麥克風 

 驅動單元：40mm 

 靈敏度：93dB±3dB (0 dB =1V/µ bar, at 1KHz) 

 阻抗：32Ω ± 15% 

 頻率響應：20Hz~20KHz 

 
Yo-tronics 俊華智能科技為一家深耕台灣 30 多年的專業聲學製造廠，技術與經驗傳承於 YOGA 企業集團。致力於生產及研發耳機、麥克風，符合歐盟 CE、SONY GP、

RoHS、REACH 等標準，更擁有 Hi-Res Audio「高解析度音樂」之認證。 

Yo-tronics 俊華智能科技點亮台灣聲學各界的光采，無論在自我品牌以及專業代工領域的聲望堪稱表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jl_2BBBZOk&feature=emb_log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jl_2BBBZOk&feature=emb_logo


Yo-tronics 多媒體直播、手機相機攝影專用麥克風 – YTM-118e 

 
【Youtube 拍片收錄音好幫手】 

YTM-118e 指向式錄影用麥克風 (相機攝影麥克風) 外接收音好幫手 

https://lincyi.pixnet.net/blog/post/33174109-youtube%e6%8b%8d%e7%89%87%e6%94%b6%e9%8c%84%e9

%9f%b3%e5%a5%bd%e5%b9%ab%e6%89%8b%ef%bc%8cytm-118e%e6%8c%87%e5%90%91%e5%bc%8f%e

9%8c%84%e5%bd%b1%e7%94%a8 

 
【Youtuber 新手入門推薦】 

YTM-118e 麥克風 相機手機攝影 降低噪 小巧方便攜帶 電容式 直播主必備 

https://kses520.pixnet.net/blog/post/323745286-ytm118e 

 

https://lincyi.pixnet.net/blog/post/33174109-youtube%e6%8b%8d%e7%89%87%e6%94%b6%e9%8c%84%e9%9f%b3%e5%a5%bd%e5%b9%ab%e6%89%8b%ef%bc%8cytm-118e%e6%8c%87%e5%90%91%e5%bc%8f%e9%8c%84%e5%bd%b1%e7%94%a8
https://kses520.pixnet.net/blog/post/323745286-ytm118e


 
【Youtube】YTM-118e 多媒體直播用(相機攝影麥克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smCqXN2Qc&feature=emb_logo 

 
 
 麥克風類型：電容式麥克風  

 麥克風指向：單指向   

 靈敏度 

高 :-37 dB±3dB (0 dB=1V/Pa, at 1KHz)  

低：-47 dB±3dB (0 dB=1V/Pa, at 1KHz)  

 阻抗：1.5 KΩ±20% at 1000Hz  

 頻率響應：20Hz~16kHz  

 電氣規格：攝影機供電  

 配件接環：海綿頭、3段對 3段式 3.5mm 線、4段對 3段式 3.5mm 線、桌上立夾、麥克風熱靴固定座 

 功能選擇：低音頻減噪，降靈敏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smCqXN2Qc&feature=emb_logo


Yo-tronics 高感度指向性麥克風 – YTM-706e 

 

 
【手機直播麥克風】YTM-706e高感度指向性麥克風，重量輕好攜帶，配件中更附防風罩 

https://lincyi.pixnet.net/blog/post/33168079-%e6%89%8b%e6%a9%9f%e7%9b%b4%e6%92%ad%e9%ba%

a5%e5%85%8b%e9%a2%a8%e2%94%82%e6%94%9c%e5%b8%b6%e5%9e%8b%e6%8c%87%e5%90%91%

e5%bc%8f%e9%ba%a5%e5%85%8b%e9%a2%a8ytm-706e 

 
手機專用指向式麥克風│YTM-706e 錄影用麥克風(可相容手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hZNh-_dD8E&feature=emb_logo 

 麥克風類型：電容式麥克風 

 指向性：心型指向 

 靈敏度：-32dB ± 3dB (0 dB=1V/µ bar, at 1KHz) 

 頻率響應：50Hz~18kHz 

 配件：防風罩、桌上型支架、相機專用熱靴座、手機專用 3.5mm 插孔座 

 

https://lincyi.pixnet.net/blog/post/33168079-%e6%89%8b%e6%a9%9f%e7%9b%b4%e6%92%ad%e9%ba%a5%e5%85%8b%e9%a2%a8%e2%94%82%e6%94%9c%e5%b8%b6%e5%9e%8b%e6%8c%87%e5%90%91%e5%bc%8f%e9%ba%a5%e5%85%8b%e9%a2%a8ytm-706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hZNh-_dD8E&feature=emb_logo


Yo-tronics 專業 USB 電容式麥克風 – YTM-132U 

 
 直播麥克風 

 錄音室等級音質 

 96 kHz/24bit 錄音室等級取樣率，高度還原音訊 

 零延遲錄音功能 

 即時耳機輸出 

 電腦音源、麥克風音源、耳機音量自由調整搭配 

 

YTM-132U 是一個專業錄音、直播使用上非常優質的 USB麥克風，無須安裝驅動程式，插上即可隨時使用。 

此產品擁有 96 kHz/24bit 錄音室等級取樣率，能高度還原音訊。 不僅零延遲的錄音功能，還有即時監聽的耳機輸出源，

高清輸出音源，低調霧黑外觀設計質感備受專業人士肯定。 

 
【跟著領隊 SKY 玩】【Yoga指向型麥克風 YTM-118e/132U 開箱】直播.相機.手機必備 

https://taiwantour.info/yoga/?fbclid=IwAR0TENe1BcfeYG-niUaW97olGu-XPnkROkeaOXT0hSM1KvmUknYCKhUE3CQ 

 

 
麥克風推薦-指向型麥克風 Yoga YTM-118e/132U 開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USms9WYPRM&feature=emb_logo 

 

【雞蛋貓異想世界】直播線上課程專用 YTM-132U 省荷包不必犧牲品質！ 

https://lincyi.pixnet.net/blog/post/33145789-%e9%ba%a5%e5%85%8b%e9%a2%a8%e6%8e%a8%e8%96%a6%e5%b0

%88%e7%82%ba%e7%9b%b4%e6%92%ad%e3%80%81%e9%8c%84%e9%9f%b3%e8%a8%ad%e8%a8%88%e2%94%8

2%e7%9b%b4%e6%92%ad%e7%b7%9a%e4%b8%8a%e8%aa%b2 

 

https://taiwantour.info/yoga/?fbclid=IwAR0TENe1BcfeYG-niUaW97olGu-XPnkROkeaOXT0hSM1KvmUknYCKhUE3CQ
https://taiwantour.info/yoga/?fbclid=IwAR0TENe1BcfeYG-niUaW97olGu-XPnkROkeaOXT0hSM1KvmUknYCKhUE3C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USms9WYPRM&feature=emb_logo
https://lincyi.pixnet.net/blog/post/33145789-%e9%ba%a5%e5%85%8b%e9%a2%a8%e6%8e%a8%e8%96%a6%e5%b0%88%e7%82%ba%e7%9b%b4%e6%92%ad%e3%80%81%e9%8c%84%e9%9f%b3%e8%a8%ad%e8%a8%88%e2%94%82%e7%9b%b4%e6%92%ad%e7%b7%9a%e4%b8%8a%e8%aa%b2
https://lincyi.pixnet.net/blog/post/33145789-%e9%ba%a5%e5%85%8b%e9%a2%a8%e6%8e%a8%e8%96%a6%e5%b0%88%e7%82%ba%e7%9b%b4%e6%92%ad%e3%80%81%e9%8c%84%e9%9f%b3%e8%a8%ad%e8%a8%88%e2%94%82%e7%9b%b4%e6%92%ad%e7%b7%9a%e4%b8%8a%e8%aa%b2
https://lincyi.pixnet.net/blog/post/33145789-%e9%ba%a5%e5%85%8b%e9%a2%a8%e6%8e%a8%e8%96%a6%e5%b0%88%e7%82%ba%e7%9b%b4%e6%92%ad%e3%80%81%e9%8c%84%e9%9f%b3%e8%a8%ad%e8%a8%88%e2%94%82%e7%9b%b4%e6%92%ad%e7%b7%9a%e4%b8%8a%e8%aa%b2
https://lincyi.pixnet.net/blog/post/33145789-%e9%ba%a5%e5%85%8b%e9%a2%a8%e6%8e%a8%e8%96%a6%e5%b0%88%e7%82%ba%e7%9b%b4%e6%92%ad%e3%80%81%e9%8c%84%e9%9f%b3%e8%a8%ad%e8%a8%88%e2%94%82%e7%9b%b4%e6%92%ad%e7%b7%9a%e4%b8%8a%e8%aa%b2


 
直播麥克風推薦│YTM-132U專業 USB電容式麥克風音質測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NddsV95VSA&feature=emb_log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NddsV95VSA&feature=emb_log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NddsV95VSA&feature=emb_logo


Yo-tronics 電音搖滾 Hi-Res 封閉式頭戴音樂耳機 – YTH-880 EDM 

 
YTH-880 EDM 是新系列 880 機種四款之一，除特殊差異化調音，也有 Sony Hi-Res 音質認證。 

 
 50mm 驅動單元 

 驅動單元：50mm 

 靈敏度：93dB±3dB (0 dB =1V/µ bar, at 1KHz) 

 阻抗：24Ω±15% 

 頻率響應：10Hz~45KHz 

 線材：3.5 米鍍金插頭 



 
 

Yo-tronics YTH-880 ED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yk5v3JUDUs&feature=emb_logo 

 

【北極熊開箱】優質產品再進化- YTH-880 EDM 

https://yazilightar.pixnet.net/blog/post/227286908-%E3%80%90%E5%8C%97%E6%A5%B5%E7%86%8A%E

9%96%8B%E7%AE%B1%E3%80%91%E5%84%AA%E8%B3%AA%E7%94%A2%E5%93%81%E5%86%8D%E9

%80%B2%E5%8C%96--yth-880-edm 

 

 
 

Yo-tronics 俊華智能科技為一家深耕台灣 30 多年的專業聲學製造廠，技術與經驗傳承於 YOGA 企業集團。致力於生產及研發耳機、麥克風，符合歐盟 CE、SONY GP、

RoHS、REACH 等標準，更擁有 Hi-Res Audio「高解析度音樂」之認證。 

Yo-tronics 俊華智能科技點亮台灣聲學各界的光采，無論在自我品牌以及專業代工領域的聲望堪稱表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yk5v3JUDUs&feature=emb_logo
https://yazilightar.pixnet.net/blog/post/227286908-%E3%80%90%E5%8C%97%E6%A5%B5%E7%86%8A%E9%96%8B%E7%AE%B1%E3%80%91%E5%84%AA%E8%B3%AA%E7%94%A2%E5%93%81%E5%86%8D%E9%80%B2%E5%8C%96--yth-880-e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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