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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主要功能
波导扩散器提高声音的指向性，并提供宽广音场。

低音反射管的凹槽能改善气流，提供无损低音表现。

芳纶纤维锥盆轻盈、刚性强，可以提供良好的低音响应。

确认全部附件
 电源线（1）
 使用说明书（即本说明书）

部件名称和功能
前面板控制功能
1 1 英寸高分辨率半球式高音扬声器
2 照明（POWER 指示标志）
随着电源开启或关闭而亮起。扬声器处于待机模式时，
指示标志不会亮起。

1
2
3

4

3 扩散体
改进高频声音的定向性和扩散。
4 芳纶纤维低音扬声器
轻盈且刚性强的锥盆可以提供良好的低音响应。
5 低音反射管
6槽
控制空气在低音反射管中的流动，以使强有力的低
频声音几乎没有损失。

5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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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板控制功能
1 LEVEL 旋钮
用于调节声音电平（音量）。

1

2 HF LEVEL ADJ 旋钮
用于调节高频声音。
可以在 –2 dB、–1 dB、0 dB 和 1 dB 中进行选择。

8

3 AUTO STANDBY 开关
用于开启或关闭自动待机功能。
开启自动待机功能时，若经过一段时间（约 25 分钟）
未接收到输入信号，扬声器自动进入待机模式，降低功
耗。 若在扬声器处于待机模式时接收到输入信号，则
扬声器将自动从待机模式恢复。
• 扬声器进入待机模式时，前面板上的照明（POWER 指
示标志）关闭。
• 输入信号弱于一定水平时，扬声器可能无法自动从待
机模式恢复。在这种情况下，关闭 [AUTO STANDBY]
开关，使用扬声器。
• 若要强制扬声器从待机模式恢复，请先关闭后面板上
的 [POWER] 开关，几秒钟后再重新打开。

9
a

4 XLR INPUT 连接器
XLR 型平衡输入连接器。连接器的针脚阵列如下 ：No.
1 接地、No. 2 正极、No. 3 负极。

2
3
4
5
6
7

5 TRS INPUT 插孔
平衡输入耳机插孔。
* 图中以 S-DJ50X 为例进行说明。

注意
请勿同时连接 XLR INPUT 连接器和 TRS INPUT 插孔。
6 RCA INPUT 插孔
RCA 针型不平衡输入插孔。
7 POWER 开关
用于开启／关闭电源。
注意
在开启电源前、确保检查 [VOLTAGE SELECTOR] 开
关被设为使用扬声器的国家或地区适用的电压。如果
[VOLTAGE SELECTOR] 开关未正确设置，请联系先锋服
务中心并要求更改设置的电压并更换保险丝。出厂时，产
品中已装好设置了正确电压的保险丝。需要更改电压设置
时，必须更换保险丝。
8 VOLTAGE SELECTOR 开关
此开关用于选择使用国家 / 地区的正确电压设置。并非
由用户直接使用。
9 AC IN
在此连接附件电源线到交流电源插座。在完成所有连
接之前，请勿插上电源线。仅使用附带的附件电源线。
a 保险丝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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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和接线
如何安装
扬声器的播放声音会因聆听房间的条件而细微影响。要营
造最佳的聆听条件，在开始实际安装之前，请充分考虑安
装位置的各种条件。
 放置在耳朵水平位置。

 理想条件下，扬声器应与聆听位置成 30 °角度（两者
组成 60 °大角），向内转动面向聆听位置。

50 °～ 60 °

 为了达到自然立体声效果，左右扬声器需要对称安装，
要与聆听位置等距离。

注意
为了提高冷却效果，请确认在扬声器和附近墙壁或其它组
件之间保留充分的空间（每一扬声器上面、后面、左侧和
右侧至少 30 cm 或更多）。在扬声器和墙壁或其它组件之
间空间预留不充分可能会导致内部温度升高，引起故障或
损坏。

接线
 在进行或改变连接之时，始终请关闭电源并将电源线从
交流电源插座拔下。
 同时请务必阅读要连接这些扬声器的其他组件的使用
说明书。

 在完成所有连接之前，请勿插上电源线。
 仅使用附带的附件电源线。
 请勿同时连接 XLR INPUT 连接器和 TRS INPUT 插孔。
 由于 XLR INPUT 连接器（或 TRS INPUT 插孔）和 RCA
INPUT 插孔的输入信号将被混合在一起，会影响声音电
平，请务必将各声音电平设为适当的水平。

附加信息
故障诊断
 如果您认为本机出现了故障，请检查下列几项。还应检查连接到本机的其他设备。如果问题依然存在，请咨询服务
经销商。
 本机偶尔可能因静电或其它外部因素而无法正常工作。此时，请断开电源线等待五分钟或更长，然后重新连接电源
线，检查工作是否正常。
症状

检查项目

没有电源

电源线是否正确连接？

所连音频设备没有声音，或声 所连音频设备是否设置正确？
音非常低。
连接电缆的连接是否正确？

请连接电源线到插座。
请正确设置设备的外部输出和音量。
请正确连接电缆。

连接器或插头是否存有污垢？

请清洁连接器和插头然后再连接。

音量设置是否正确？

请顺时针旋转后面板上的 [LEVEL] 旋钮并
调高音量。

电源是否开启？

打开后面板上的 [POWER] 开关。

自动待机功能是否设为开？

先关闭后面板上的 [POWER] 开关，等几秒
钟后再重新打开。

照明（POWER 指示标志）仍旧 电源是否开启？
关闭。
自动待机功能是否设为开？
6

排除方法

打开后面板上的 [POWER] 开关。
先关闭后面板上的 [POWER] 开关，等几秒
钟后再重新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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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

检查项目

排除方法

扬声器不从待机模式恢复（开 是否输入信号的电平低？
启）。
声音失真。

回声（连续啸叫声）

提高输入信号的电平。
关闭 [AUTO STANDBY] 开关，以关闭自动
待机功能。

声音电平设置是否正确？

请逆时针缓慢旋转后面板上的 [LEVEL] 旋
钮并调节音量。

所连的音频设备的输出电平是否设置正
确？

请正确调节所连的音频设备的输出电平。

音量设置是否正确？

请逆时针缓慢旋转后面板上的 [LEVEL] 旋
钮并调节音量。

商标
 先锋是日本先锋公司的注册商标。
 列出的其他公司名称和产品名称是其他公司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规格
S-DJ50X/S-DJ50X-W
类型

S-DJ60X

S-DJ80X

双功放双向有源扬声器

放大器
低频放大器额定输出

25 W
(100 Hz, 4 Ω, THD = 1 %)

40 W
(100 Hz, 4 Ω, THD = 1 %)

65 W
(100 Hz, 4 Ω, THD = 1 %)

高频放大器额定输出

12 W
(10 kHz, 6 Ω, THD = 1 %)

18 W
(10 kHz, 6 Ω, THD = 1 %)

18 W
(10 kHz, 6 Ω, THD = 1 %)

输入连接器（平衡输入） XLR × 1，TRS（1/4 英寸耳机）× 1
输入连接器（不平衡输入） RCA × 1
阻抗

10 kΩ

扬声器
外壳

低音反射

外壳材料

MDF

低音扬声器（低频驱动） 13 cm 锥盆式

15 cm 锥盆式

20 cm 锥盆式

45 Hz 至 20 kHz (–10dB)

40 Hz 至 20 kHz (–10dB)

高音扬声器（高频驱动） 2.5 cm 半球
播放响应

50 Hz 至 20 kHz (–10dB)

电源及其它
支持的电压

100 V 至 120 V (50 Hz 至 60 Hz) / 220 V 至 240 V (50 Hz 至 60 Hz) 转换

功耗

100 W

待机模式下功耗

0.5 W 或更少

外部尺寸 宽 × 高 × 深
（不包括突起部分）
质量

140 W

160 W

197 mm× 301 mm× 262 mm 228 mm× 342 mm× 295 mm 276 mm× 401 mm× 315 mm
6.5 kg

8.5 kg

11.8 kg

本产品规格与设计若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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