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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

AVIS

RISK OF ELECTRIC SHOCK
DO NOT OPEN

RISQUE DE CHOC ELECTRIQUE
NE PAS OUVRIR

重要的防護措施
15.需要維修服務的損壞

1. 閱讀說明。
2. 保存好說明書。
3. 注意所有警告信息。
4. 按照說明進行操作。
5. 不要在靠近水的地方使用本設備。
6. 只能用乾布清潔。
7. 不 要 擋住 通 風口，根 據廠 家 的指 示 說明 進 行安
裝。
8. 不 要將設備安裝 在熱源附近，如電熱爐，散熱片，
爐子，或其他產生熱能的設備。
9. 不 要忽 視帶極 性指示 的插 頭與接 地插頭 的安全
保 護作 用，帶 極性 指示的 插頭 有兩 個插 頭片，其
中 一個 比另 一個 寬。接地 插頭 有兩 個插 頭片，和
一 個接地的插頭。寬插頭片與接 地插頭都是為了
您 的安全設計的。如果隨機提供 的插頭無法插入
插座內，請求助於電工更換絕緣插座。
10.防 止踩 踏電 源線，或特別 夾捏 插頭，方便 插頭或
從設備接出的連接點。

16.固體與液體進入機器
應 該小心 不要 讓物體 或是液 體透 過個洞 孔倒瀉
入 外殼。因為 可能 接觸到 電流 或帶 電部分，導致
火災或電擊。
該設 備不能置於雨淋 或水濺之處，也不能將裝水
容器，比如花瓶等置於其上。

11.只使用廠商指定的附件或零件。

17.電池

12.只 使用廠 商指定 的或與設
備 一起 出售的 推車，架子，
三 腳 架，支 架，或 桌 子。使
用 推 車 時，請 小 心 移 動裝
有 設 備 的 推 車，防 止 從車
上跌下受損。

18.如 果設 備是 內置式 安裝，如書 櫃或 架子上，請確
保 有 足 夠 的 通 風。設 備 頂 端 和 兩 側 保持 2 0c m
（8"）的高度，後面 各保持 10cm（4"）的 寬度。設
備 支架或 上方 遮板的 後邊緣 應距 離後面 板或牆
壁 10cm（4"），留出通風散熱的空間。

注意環保，不要隨意丟棄用過的廢舊電池。

S3125A

13.閃 電或長時間不使 用時，請從插 座上拔掉設備的
插頭。
14.請 向合格的技術服務 人員咨詢一切維 修的情況，
設 備受損時要求提 供技術服務，如電源線或插頭
損 壞，潑濺上 液體，有物 品墜落到設備 上，設備淋
雨或受潮，無法正常工作，或設備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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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以下 的情 況，請 拔掉電 源，由 合格 的維 修服務
人員進行維修：
A . 電源線或插頭已損壞。
B . 物體已掉進或液體已被倒瀉入設備。
C . 設備被淋雨。
D . 果設備按照如下指示不能正常操作，只能調整
操作說明中包括的控制功能，因為如果調整不
當可能導致設備損壞，就需要維修技工花費大
量的工作時間將設備恢復到正常的狀態。
E . 設備曾被跌過或是外殼已被損毀。
F . 設備似乎不能正常操作，或者顯示出在性能上
有明顯的改變。

注意事項
1. 音像版權—只允許私人使用，沒有經版權所有人
許可的任何音像制品的複制與傳播都屬違法。
2. 交流電保險絲—安裝在放大器系列產品中的交
流電保險絲是不針對用戶銷售的，如果用戶無法
啟動機器，請與 Onkyo 產品經銷商聯系。
3. 保養－放大器系列產品有時需要用軟布擦拭除
塵。如遇到頑固的污漬，可用軟布沾取柔和清潔
劑的溶液擦拭。清潔後立刻用乾淨的布擦拭乾
淨。請勿使用粘性布，稀釋劑，酒精或其他化學溶
劑以免損害罩面漆或造成面板字體脫落。
4. 電源
警告
第一次接通電源之前，請仔細閱讀以下說明。
因為各國之間交流電的電壓不同，請確認您所在
地 區 的 電 壓 與 產 品 後面 板 上 標 明 的 要 求 相 符
（即：AC230V，50Hz，或 AC120V，60Hz）
某些產品類型帶有電壓選擇開關，可與世界範圍
內的電壓互相兼容。在接通此類產品電源前，請
確 認電 壓選擇 器已經 設置 為您所 在地區 的電 壓
指數。
將 [STANDBY/ON] 設置為 STANDBY（待機）模式，
並沒有完 全關閉設備。如果長時間不使用設備，
請拔掉電源線。
5. 嚴禁濕手觸摸機器—濕手狀態下，嚴禁接觸機器
或機器的電源連接線。如有水或其他液體進入機
器，請與 Onkyo 的經銷商聯繫進行檢修。
6. 搬運注意事項
• 如需要運輸設備，請使用原包裝材料，按照
購買時的包裝方式進行包裝。
• 不要將橡膠或塑料物品擱置在設備上時間過
久，因為可能會在設備外殼上留下印記。
• 超長時間使用時，設備的頂部和後部面板會
發熱，屬於正常情況。
• 如果長時間不使用設備，再次開機時可能會
工作不正常，請保證定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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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A-9755 數位放大器
❑ 每聲道 150 瓦放大至 8 歐姆，DIN/ 每聲道
300 瓦放大至 4 歐姆，JEITA
❑ Onkyo 獨家 VL Digital Technology 數位技術
❑ 純電流電源供應器 （2 個變壓器）
❑ 完全使用分離輸出級電路
❑ 低阻抗、厚總線板
❑ 最佳增益音量電路
❑ 高級音響愛好者等級電容
❑ 精密馬達音量微調功能
❑ 音調控制 （低音、高音、響度開 / 關）
❑ 純粹直接模式
❑ 分離式 Phono 等化器
❑ 7 個鍍金的音頻輸入與 2 個音頻輸出端子
❑ 主區輸入端子
❑ 發出藍光的音量控制旋鈕
❑ 堅固、抗共鳴的底座與黃銅製穩定器
❑ 與香蕉插頭相容的鍍金透明揚聲器端子
❑ 高負荷的電源線
❑ 搭配 iPod 使用的遠程交互基座功能
❑ RI （遠程交互）遙控器

A-9555 數位放大器
欣賞音頻訊號源音效
打開 A-9755/A-9555 的電源 ...................14
選擇揚聲器 ............................................14
欣賞音效組件的音效..............................15
A-9755/A-9555 裝置的靜音 （僅限使用遙
控器）.................................................. 15
使用頭戴式耳機 ....................................... 15
使用音調控制 ........................................16
設定 PURE DIRECT （純粹直接）功能 .... 16
調整低音 ................................................... 16
調整高音 ................................................... 16
響度控制 ...............................................16
使用 MAIN IN （主區輸入）功能 （僅適
用於 A-9755）....................................17
錄音 .......................................................17

其他
疑難排解 .................................................... 18
規格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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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聲道 100 瓦放大至 8 歐姆，DIN/ 每聲道
200 瓦放大至 4 歐姆，JEITA
❑ Onkyo 獨家 VL Digital Technology 數位技術
❑ 純電流電源供應器
❑ 分離輸出級電路
❑ 低阻抗、厚總線板
❑ 最佳增益音量電路
❑ 精密馬達音量微調功能
❑ 音調控制 （低音、高音、響度開 / 關）
❑ 純粹直接模式
❑ 分離式 Phono 等化器
❑ 7 個音頻輸入與 2 個音頻輸出端子
❑ 堅固、抗共鳴的底座
❑ 鋁質音量與選擇器旋鈕
❑ 與香蕉插頭相容的揚聲器端子
❑ 搭配 iPod 使用的遠程交互基座功能
❑ RI （遠程交互）遙控器

附件
請確保您有收到以下的附件：
遙控器與兩顆電池 （AA/R6）

安裝遙控器電池

1

要開啟電池盒，按一下小凹陷處並推開蓋
子。

2

依照電池盒內的極性標示，裝入所提供的兩
顆電池 （AA/R6）。

3

滑動上蓋以關閉。

A-9755：RC-636S
A-9555：RC-627S
電源線

( 電源線的類型會因國家
而異。)

目錄和包裝上產品名稱後面的字母代表
A-9755/A-9555 的顏色資訊。顏色或許各有不同，
但規格和操作方式都一樣。

連接隨附的電源線
將所附的電源線插頭插入此交流電電源插座。
• 請勿使用不是隨 A-9755/A-9555 裝置所提供的電
源線。隨附的電源線係為了 A-9755/A-9555 裝置
而專門設計的，請勿用於其他裝置。
• 當電源插頭仍插入電源插座時，絕對不可將電源
線插頭從 A-9755/A-9555 拔開。若如此行的話，
可能會導致觸電。務必總是在最後才將電源線插
頭插入電源插座，若要斷電，務必先將其拔開電
源插座。

注意：
• 若遙控器功能不正常，請嘗試更換電池。
• 不要將新舊電池或不同種類的電池混用。
• 若您打算長期不使用此遙控器，請將電池取出，
以避免因為洩漏或腐蝕而造成損壞。
• 沒電的電池應盡快取下，以避免因漏電或腐蝕而
造成損壞。

此時請 「不要」連接電
源線。
接上電源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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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面板
前面板
（僅 A-9755 適用）

1

2 34

5

6 7

8

9 0

AB C

本插圖僅適用於 A-9755 型號。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括弧內所示的頁次。

A POWER （電源）開關 （14）

J POWER AMP DIRECT (MAIN IN)（功率放大器直接

這是主電源開關。當開關切至 OFF （關閉）時
A-9755/A-9555 將完全關機。當開關切至 ON
（開啟）時 A-9755/A-9555 將進入 「開啟」或
「待機」模式。
B STANDBY （待機）指示燈 （14）
本指示燈於 A-9755/A-9555 進入 「待機」模式
時將會亮起。（僅可使用遙控器來使
A-9755/A-9555 進入 「待機」模式。）
C PHONES （耳機）插孔 （15）
此為用以連接一對立體聲耳機的耳機插孔，方
便您個人聆聽之用。
D SPEAKERS （揚聲器）選擇器 （14）
此控制功能是用來選擇輸出音效的揚聲器組。
您可在以下的 4 個揚聲器組合中切換：OFF
（關閉）、A、B 與 A+B。
E BASS （低音）控制 （16）
本控制功能係用來調整低音的音量。
F TREBLE （高音）控制 （16）
本控制功能係用來調整高音的音量。
G LOUDNESS （響度）按鈕與指示燈 （16）
當音量調低時，本按鈕可用來強化高音與低音。
若按下此按鈕可切換 LOUDNESS （響度）功能的
開關。當 LOUDNESS （響度）功能開啟時，本指
示燈會亮起。
H 音量控制與指示燈 （15）
本控制功能係用來調整 A-9755/A-9555 的音量。
靜音時，本指示燈會閃爍。當任一揚聲器未連
接時，本燈的閃爍速度會更快。
I PURE DIRECT （純粹直接）按鈕與指示燈 （16）
此按鈕可切換 PURE DIRECT （純粹直接）功能
的開關。當 PURE DIRECT （純粹直接）功能開
啟時，本指示燈會亮起。

（主區輸入））按鈕與指示燈 （17）（僅限
A-9755）
當 A-9755 與獨立的前置放大器搭配以作為功
率放大器使用時，本按鈕係用來設定 MAIN IN
（主區輸入）的功能。當 MAIN IN （主區輸入）
功能開啟時，本指示燈會亮起。
K 輸入選擇器 （15）
此控制功能是用來選擇以下的輸入訊號源：
LINE、HDD、PHONO、CD、TUNER、TAPE 或 MD。
L 輸入選擇器指示燈 （15）
這些指示燈會顯示目前已選定之輸入訊號源。
M 遙控感應器 （9）
本感應器會接收從遙控器發出來的控制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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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面板 - 續
後面板

1 2

3

6 7 8 90AB C

4

5

本插圖僅適用於 A-9755 型號。

（僅 A-9755 適用）

A 接地端子
B

C
D
E

F

G

H

I

J

K

L

本端子係用來連接唱機的接地線。
PHONO (MM) 輸入
本類比音頻輸入係用來將唱機與移動式磁鐵唱
頭相連接。
SPEAKERS A （揚聲器組 A）
這些端子柱係用於連接揚聲器組 A。
SPEAKERS B （揚聲器組 B）
這些端子柱係用於連接揚聲器組 B。
AC INLET （交流電插座）
本接頭係用來連接所提供的電源線。（請參見第
5 頁。）
CD 輸入
本類比音頻輸入係用來與 CD 播放機的類比音
頻輸出相連接。
TUNER （調諧器）輸入
本類比音頻輸入係用來與調諧器的類比音頻輸
出相連接。
TAPE IN/OUT （磁帶輸入 / 輸出）
此類比音頻輸入和輸出係用來連接含類比音頻
輸入和輸出的卡式錄音座。
MD IN/OUT （MD 輸入 / 輸出）
此類比音頻輸入和輸出係用來連接含類比音頻
輸入和輸出的 MD 錄音機。
HDD IN （HDD 輸入）
本類比音頻輸入係用來連接組件的類比音頻輸
出 （遠程交互基座等）。
LINE 輸入
本類比音頻輸入係用來連接組件的類比音頻輸
出 （電視等）。
MAIN IN （主區輸入）（僅限 A-9755）
當您準備把 A-9755 當作功率放大器來使用時，
本類比音頻輸入係用來連接獨立的前置放大器。

注意：
請勿連接沒有輸出音量控制的組件 （如：CD 播
放機），因為聲音將會以最大音量輸出，可能造
成 A-9755 與您揚聲器的損壞。
REMOTE CONTROL （遙控器）插孔
M
這些
（遠程交互）插孔可用來連接至您其他
Onkyo 音響組件上的
插孔。
A-9755/A-9555 的遙控器因此可用來控制您所有
的組件。若要使用
，您必須在
A-9755/A-9555 與每一個組件之間進行類比音頻
連線。
有關連線的資訊，請參見第 10 至 13 頁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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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器
1
2
3

C
D
E
F
G

4

H

5

I

請注意，括弧內含有數字的按鈕可控制
A-9755/A-9555，而括弧內不含數字的按鈕將可透
過
連線來控制其他連接至 A-9755/A-9555 的
Onkyo 產品。請注意，某些透過
而連接的產品
可能無法使用這些按鈕來控制。詳細資訊，請參閱
個別產品所附的使用說明書。

A STANDBY （待機）按鈕 （14）

B
C

6
J

D

7
8
9
0
A
B

K
L
M

E
F
G

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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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按鈕是用來使 A-9755/A-9555 進入 「待機」
模式。
ON （開啟）按鈕 （14）
此按鈕是用來開啟 A-9755/A-9555。
數字按鈕
這些按鈕係用來輸入 CD 或 MD 組件的音軌號
碼。若要輸入一位數的號碼，您只需按下相對
應之數字按鈕。[10/0] 按鈕係用來輸入 10 或
0 兩個數字。[>10] 按鈕是用來輸入超過 10
以上的二位數數字。
詳細資訊請參見每一組件所附的使用說明書。
TUNER （調諧器）按鈕
BAND （頻帶）按鈕：請選擇調諧器頻帶 （FM
或 AM）。
FM MODE （FM 模式）按鈕：請選擇調諧器 FM
收聽模式 （立體聲或單聲道音效）。
PRESET +/- （預設）按鈕：選擇預設廣播電
台。
TUNING[ ]/[ ] （調諧）按鈕：這些按鈕將
決定調諧器的收聽頻率。
DIMMER （調光器）按鈕
此按鈕是用來調整 CD 組件上的亮度。
VOLUME [ ]/[ ] （音量）按鈕 （15）
這些按鈕會調整 A-9755/A-9555 的音量。
暫停 [ ]、播放 [ ]、停止 [ ] 按鈕
暫停 [ ] 按鈕：按下本按鈕可暫停 CD、MD 或
HDD 組件的播放，但可開始卡式錄音座的反向
播放。
播放 [ ]：按下本按鈕可開始 CD、MD、HDD
或卡式錄音座組件的播放。
停止 [ ]：按下本按鈕可停止 CD、MD、HDD
或卡式錄音座組件的播放。
注意：
如果您已經連接任一種 Onkyo 雙卡式錄音座，
您可以控制錄音座 B。
倒轉與快速前轉 [ ]/[ ] 按鈕
這些按鈕係用來倒轉或快速前轉播放中的 CD、
MD 或 HDD 組件。
RANDOM （隨機播放）按鈕
這些按鈕係用來設定 CD、MD 或 HDD 組件的隨
機播放功能。對卡式錄音座而言，本按鈕可用
來切換 DOLBY （杜比）模式。

遙控器 - 續
J REPEAT （重播）按鈕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這些按鈕係用來設定 CD、MD 或 HDD 組件的重
複播放功能。對卡式錄音座而言，本按鈕可用
來切換重複播放模式 （僅單面重複 / 雙面重
複）。
PLAYLIST （播放清單）[ ]/[ ] 按鈕
請選擇已儲存在 HDD 組件播放機當中的播放清
單。
ALBUM （專輯）[ ]/[ ] 按鈕
請選擇已儲存在 HDD 組件播放機當中的專輯。
PLAY MODE （播放模式）按鈕
此按鈕可使 MD 組件進入播放模式。
GROUP/SEARCH （群組 / 搜尋）按鈕
使用此按鈕可在 MD 組件上選擇群組。對 CD
播放機而言，可使用本按鈕來搜尋並選擇音軌
號碼。
MEMORY （記憶）按鈕
這些按鈕係用來設定 CD 或 MD 組件的記憶播
放功能。藉由使用記憶播放功能，您可自訂播
放節目。
ENTER （輸入）按鈕
這些按鈕係用來確認 CD 或 MD 組件上的設定
值。
CLR （清除）按鈕
本按鈕係用來清除在 CD 或 MD 組件的記憶功
能節目中最後一次播放的音軌。
INPUT [ ]/[ ] （輸入）按鈕 （15）
這些按鈕是用來選擇以下的輸入訊號源：LINE、
HDD、PHONO、CD、TUNER、TAPE 或 MD。
DISPLAY （顯示）按鈕
本按鈕係用來更改顯示在 CD 或 MD 組件上的
資訊。當輸入訊號源為 「HDD」時，本按鈕將開
啟 HDD 組件的顯示屏背光。
MUTING （靜音）按鈕 （15）
此為用來將 A-9755/A-9555 靜音的按鈕。
上一個與下一個 [
]/[
] 按鈕
這些按鈕係用來選擇 CD、MD 或 HDD 組件的上
一個或下一個音軌。若重複按下這些按鈕可讓
您選擇前面或後面的音軌。對卡式錄音座而言，
這些按鈕可用來倒轉或快速前轉磁帶。
SCROLL （捲動）按鈕
這些按鈕係用來捲動顯示在 MD 組件上的文字
資訊。當輸入訊號源為 「HDD」時，本按鈕將開
啟 HDD 組件的顯示屏背光。
MENU （功能表）、SELECT （選擇）[ ]/[ ]
按鈕
MENU （功能表）按鈕：顯示 HDD 組件功能表。
SELECT （選擇）按鈕：請在 HDD 組件功能表中
確認這些選項。
[ ]/[ ] 按鈕：請在 HDD 組件功能表中選擇
此選項。

使用遙控器
將遙控器對準遙控感應器。
遙控感應器

大約 5 公尺
（16 英尺）

注意：
• 若 A-9755/A-9555 受到陽光或換流器類型熒光燈
的直射，遙控器可能不會正常作用。安裝時，請
注意這一點。
• 如果在同一房間內使用其他相同類型的遙控器，
或 A-9755/A-9555 係安裝在其它使用紅外線裝置
的附近的話，遙控器可能無法正常作用。
• 不可將諸如書籍的東西放在遙控器上，因為這樣
可能誤觸按鈕，而消耗電池的電力。
• 若 A-9755/A-9555 係安裝在有色玻璃門後面的架
子上，遙控器可能不會正常作用。安裝時，請注
意這一點。
• 如果在遙控器與 A-9755/A-9555 的遙控感應器之
間有障礙物的話，遙控器將不會正常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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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 A-9755/A-9555
連接您的揚聲器
揚聲器連線注意事項
您可將一或二組的揚聲器 （A/B）連接至
A-9755/A-9555，並選擇輸出聲音的揚聲器組或同
時使用兩組。
若同時使用揚聲器組 A 與 B，請確保 「左」、
「右」聲道有配對連線。如果您僅單單連接 「左」
或 「右」聲道，則將無法輸出音效。如果電氣接頭
接觸不良，當裝置上電時，「音量」指示燈將會快
速閃爍。

• 連接一組的揚聲器 （A 組或 B 組）： 您僅能連
接阻抗介於 4 歐姆與 16 歐姆之間的揚聲器。若
您使用具有較低阻抗的揚聲器並在高音量下長期
使用 A-9755/A-9555，內建的保護電路可能會啟
動。
• 連接兩組揚聲器 （A 組與 B 組）：您僅能連接阻
抗介於 8 歐姆與 16 歐姆之間的揚聲器。若您使
用具有較低阻抗的揚聲器並在高音量下長期使用
A-9755/A-9555，內建的保護電路可能會啟動。
• 在進行任何連線前，請先將電源插頭拔離牆上的
電源插座！
• 請熟讀隨您揚聲器所附的使用說明內容。
• 請小心注意揚聲器配線的極性要求。請將正極
（+）端子僅接到正極 （+）端子，且負極 （–）
端子僅接到負極 （–）端子。如果您接錯了，聲
音將產生相位抵消的情形，且聽起來不自然。
• 過長的電線或非常細的揚聲器電纜線可能影響音
質，因此應予以避免。
• 請注意不要造成正、負極
電線的短路。因為若如此
作的話，可能會損壞
A-9755/A-9555。
• 不要在各揚聲器端子上配
接一條以上的電纜線。因
為若如此作的話，可能會
損壞 A-9755/A-9555。
• 不要將一具揚聲器接至一對以上的揚聲器端子。

連接揚聲器電纜線

1

自揚聲器電纜線末端開始剝
開約 15 毫米 （5/8 英吋）
的絕緣層，並將裸線扭緊
（如所示）。

2

鬆開端子。

3

將裸線完全插入。

4

鎖緊端子。

15 mm
(5/8")

下列圖示顯示哪具揚聲器應接至每一對的端子。
右揚聲器

–

揚聲器組 A

+

左揚聲器

–

+

–

+

A-9755/A-9555

–

+

右揚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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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聲器組 B

左揚聲器

連接 A-9755/A-9555- 續

RCA 音頻接頭色碼標記

在進行連線之前
• 務必參閱您準備連線組件所提供的使用說明
書。
• 在所有連線未完成之前，請勿插入電源線插
頭。
• 請勿使用電源線與揚聲器電纜線來綁住音頻電
纜線。因為若如此做的話，可能會使音質變
差。
• 若要預防干擾，請讓電源線與揚聲器電纜線遠
離調諧器的天線。

• 紅色接頭係用於右聲道而白色接頭則用於左聲
道。
左 （白色）

L

右 （紅色）

R

• 將插頭插到底以獲致最好的連線效果 （鬆開
的連線會產生噪音或造成故障）。
正確！

錯誤！

音效組件
連接唱機

連接 CD 播放機

A-9755/A-9555 的 PHONO 輸入插孔係搭配移動式磁
鐵 （MM）唱頭而使用的。
請使用類比音頻電纜線來將 A-9755/A-9555 的
PHONO L/R 插孔與唱機的音頻輸出插孔相連接，如
所示。

請使用類比音頻電纜線來將 A-9755/A-9555 的 CD
L/R 插孔與 CD 播放機的類比音頻輸出插孔相連
接，如所示。

ANALOG
OUT
AUDIO OUT

接地線

注意：
• 如果唱機有接地線，請將其接至 A-9755/A-9555
的 GND 端子。對某些唱機，接上接地線可能產生
嗡嗡聲。若是如此，則請不要進行接地。
• 若唱機有移動式線圈 （MC）唱頭，則您需使用市
售的 MC 唱機前置放大器。在這種情形下，請將
唱機連接至唱機前置放大器的輸入端，並將唱機
前置放大器的輸出端連接至 A-9755/A-9555 的
PHONO L/R 插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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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 A-9755/A-9555- 續
連接調諧器
請使用類比音頻電纜線來將 A-9755/A-9555 的
TUNER L/R 插孔與調諧器的類比音頻輸出插孔相連
接，如所示。

連接遠程交互基座
（RI 基座）
請使用類比音頻電纜線來將 A-9755/A-9555 的 HDD
IN L/R 插孔與 RI 基座的類比音頻輸出插孔相連
接，並使用一條
電纜線來將 A-9755/A-9555
的
插孔與 RI 基座的
插孔相連接，如所
示。

OUT

遠程交互基座

連接卡式錄音座

R

請使用類比音頻電纜線來將 A-9755/A-9555 的
TAPE IN L/R 插孔與卡式錄音座的類比音頻輸出插
孔相連接，並使用另一條的類比音頻電纜線來將
A-9755/A-9555 的 TAPE OUT L/R 插孔與卡式錄音
座的類比音頻輸入插孔相連接，如所示。

----

L

AUDIO OUT

注意：
如果您使用 Onkyo 遠程交互基座 （DS-A1），請將
RI MODE （遠程交互模式）開關切至位於底面的
「HDD」位置。

連接至電視或其他含音頻輸出的組件
請使用類比音頻電纜線來將 A-9755/A-9555 的
LINE L/R 插孔與電視或其他組件的類比音頻輸出
插孔相連接，如所示。

/

REC

PLAY

(IN)

(OUT)

連接 MD 錄音機
請使用類比音頻電纜線來將 A-9755/A-9555 的 MD
IN L/R 插孔與 MD 錄音機的類比音頻輸出插孔相連
接，並使用另一條的類比音頻電纜線來將
A-9755/A-9555 的 MD OUT L/R 插孔與 MD 錄音機
的類比音頻輸入插孔相連接，如所示。

AUDIO OUT

注意：
如果您的電視沒有音頻輸出端，您可將
A-9755/A-9555 連接至您影帶錄放機的音頻輸出端
並使用其調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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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

PLAY

(IN)

(OUT)

連接 A-9755/A-9555- 續
連接前置放大器 （僅適用於 A-9755）
A-9755 可搭配獨立的前置放大器作為功率放大器
的使用。
在這種情形下，請使用類比音頻電纜線來將
A-9755 的 MAIN IN 插孔與前置放大器的輸出插孔
相連接。
將揚聲器連接至 A-9755 並將要播放的組件連接至
前置放大器。

透過
（遠程交互）功能，您可以使用
A-9755/A-9555 的遙控器來控制與
相容的
Onkyo CD 播放機、調諧器等等。
• 若要使用
，您必須在 A-9755/A-9555 與每一個
音頻組件之間進行類比音頻連線。
A-9755/A-9555

接頭

PRE OUT

注意：
• 請勿連接沒有輸出音量控制的組件，因為聲音將
會以最大音量輸出，可能造成 A-9755 與您揚聲
器的損壞。
• 若要開啟 MAIN IN （主區輸入）功能，請按下
[POWER AMP DIRECT (MAIN IN)] （功率放大器直
接 （主區輸入））按鈕達三秒鐘，直到指示燈亮
起 （17 頁）。

連接

組件

如果您使用合適的
與音頻電纜線來將其他的
Onkyo 組件與 A-9755/A-9555 相連接，則您可使用
以下的系統功能。
電纜線係專門給 Onkyo 產
品所使用的特殊電纜線。（
電纜線將不會隨
A-9755/A-9555 裝置附送。）
自動開機
當您把連接至 A-9755/A-9555 組件的電源開啟或在
其上播放時，A-9755/A-9555 將自動開啟。當您使
A-9755/A-9555 進入 「待機」時，所有外接的組件
也將進入 「待機」模式。（A-9755/A-9555 的
POWER （電源）開關必須設至 ON （開啟），此項功
能才會作用。）
直接更改
當您在透過
而連接的組件上進行播放時，
A-9755/A-9555 將自動選取該組件為輸入訊號源。
遙控器的操作
您可以使用 A-9755/A-9555 的遙控器來控制您系統
中所有的組件。欲知更多資訊，請參見第 8 頁。

Onkyo CD 播放機
（DX-7555）等。

接頭

Onkyo 卡式
錄音座等。

接頭

遠程交互
基座等。

遙控器電纜線

注意：
• 請將插頭插到底，以獲致最好的連線效果。
• 只能使用專用的
纜線來進行
連線。
（
電纜線將不會隨 A-9755/A-9555 裝置附
送。）
• A-9755/A-9555 具有兩個
插孔。他們都是完
全一樣的，因此您可使用任何一個。
插孔僅能連接到 Onkyo 組件。如果將其連接
•
到其他廠牌的組件，可能導致故障。
功能。欲知詳
• 有些組件也許不支援所有的
情，請參閱 Onkyo 組件所附的使用手冊。
• 當您將 A-9755 當成功率放大器 （MAIN IN （主
區輸入）功能）來使用時，您將無法使用
系
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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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音頻訊號源音效
注意：
若要將 A-9755/A-9555 完全關機，請將 [POWER]
（電源）切至 OFF （關閉）的位置 （ ）。

打開 A-9755/A-9555 的電源
POWER
STANDBY
（待機）
指示燈

選擇揚聲器
STANDBY
ON

1

2

A-9755/A-9555

遙控器

按下 [POWER] （電源）開關。
如果您最後一次是在電源模式 （開
啟 / 待機）之下按下開關以關閉放
大器的話，則 A-9755/A-9555 將會
保持在電源模式 （開啟 / 待機）之
下。
注意：
• A-9755/A-9555在出廠時 [POWER]
（電源）開關係切至 OFF （關
閉）的位置 （ ）。如果是第一
次接上電源線時，或 [POWER]
（電源）開關被切至 ON （開啟）
（ ）的位置，則 A-9755/A-9555
將會開啟。
• 當它開啟時，A-9755/A-9555 將
不會輸出聲音大約達五秒鐘之
久，這樣將可穩定電路。
若要使 A-9755/A-9555 進入 「待
機」模式，請按下遙控器上的
[STANDBY] （待機）按鈕。
STANDBY （待機）指示燈會亮起。
若要開啟 A-9755/A-9555，請按下
遙控器上的 [ON] （開啟）按鈕。
STANDBY （待機）指示燈將會關閉。

如果 A-9755/A-9555 係透過
而連接至其他組
件，請按下遙控器上的 [ON] （開啟）按鈕一次來
打開 A-9755/A-9555，然後再按下該按鈕一次來打
開其他組件。
同時打開所有的系統組件：
經由設定 A-9755/A-9555 裝置，您可以僅需按下遙
控器上的 [ON] 按鈕一次，就可以開啟所有透過
連接的組件。若要使用此功能，請開啟
A-9755/A-9555，然後持續按下遙控器上的 [ON]
（開啟）按鈕達 16 秒鐘，直到 A-9755/A-9555 切
換至 「待機」模式。按下遙控器上的 [ON] 按鈕一
次，您即可將 A-9755/A-9555 與所有的系統組件開
啟。
如果您要將設定值恢復成出廠設定值，您可重置
A-9755/A-9555 裝置。有關重置的方式，請參見第
19 頁的 「裝置重置方式」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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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選擇要輸出音效的揚聲器組。
OFF （關閉）：如果您不要連接任何揚聲器，請選
擇 「OFF」（關閉）。
A：若要從連接至 SPEAKERS A （揚聲器組 A）端子
的揚聲器輸出音效，請將 SPEAKERS （揚聲器）選
擇器切至 「A」的位置。
B：若要從連接至 SPEAKERS B （揚聲器組 B）端子
的揚聲器輸出音效，請將 SPEAKERS （揚聲器）選
擇器切至 「B」的位置。
A+B：若要從所有已連接的揚聲器輸出音效，請將
SPEAKERS （揚聲器）選擇器切至 「A+B」的位置。
注意：
如果 「音量」指示燈快速閃爍，請確認揚聲器有正
確連接。

欣賞音頻訊號源音效 - 續
A-9755/A-9555 裝置的靜音 （僅限使用遙控
器）

欣賞音效組件的音效
輸入選擇器
SPEAKERS （揚聲器）
選擇器

音量

您可以暫時將 A-9755/A-9555 靜音。
1

按下搖控器上的 [MUTING] （靜音）
按鈕。
A-9755/A-9555 已經靜音。「音量」
指示燈將會閃爍。

INPUT
/
VOLUME
/
MUTING

1
A-9755/
A-9555

遙控器

2
3

請旋轉輸入選擇器來選擇您想聆聽
的組件。
LINE：選則此項以聆聽連接至 LINE
插孔的組件。
HDD： 選則此項以聆聽連接至 HDD
插孔的組件。
PHONO： 選則此項以聆聽連接至
PHONO 插孔的唱機。
CD： 選則此項以聆聽連接至 CD 插
孔的組件。
TUNER： 選則此項以聆聽連接至
TUNER （調諧器）插孔的組件。
TAPE：選則此項以聆聽連接至 TAPE
IN （磁帶輸入）插孔的組件。
MD：選則此項以聆聽連接至 MD IN
（MD 輸入）插孔的組件。
當您使用遙控器來選擇時，請使用
INPUT （輸入）[ ]/[ ] 按鈕。
開始播放選定的組件。

A-9755/
A-9555

遙控器

使用 A-9755/A-9555 的 「音量」控
制旋鈕或遙控器上的 VOLUME
[ ]/[ ] （音量）按鈕來調整音
量。
順時針旋轉 「音量」控制旋鈕來增
加音量，或逆時針旋轉來調降音
量。
注意：
當您將 A-9755 當成功率放大器
（MAIN IN （主區輸入）功能）來使
用時，「音量」控制功能將無法作
用。

若要將 A-9755/A-9555 裝置解除靜
音，請再次按下 [MUTING] 按鈕。
注意：
• 如果您按下遙控器上的 VOLUME
（音量）按鈕或當 A-9755/A-9555
進入 「待機」模式時，「靜音」
功能將被取消。
• 當您將 A-9755 當成功率放大器
（MAIN IN （主區輸入）功能）來
使用時，「靜音」控制功能將停
用。

使用頭戴式耳機
您可以將一對立體聲頭戴式耳機 （1/4 英吋的耳機
插頭）連接至 A-9755/A-9555 的 PHONES （耳機）
插孔以方便您自己聆聽之用。

注意：
• 在您連接頭戴式耳機之前請務必調降音量。
• 當您將頭戴式耳機的插頭插入 PHONES （耳機）
插孔時，所有已連接的揚聲器都將關閉。
• 當 MAIN IN （主區輸入）功能開啟時，頭戴式耳
機將不會輸出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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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音頻訊號源音效 - 續
使用音調控制

響度控制

當 MAIN IN （主區輸入）功能開啟時，A-9755 的
音調控制將不會作用。
PURE DIRECT

TREBLE
BASS

設定 PURE DIRECT （純粹直接）功能
請使用此按鈕切換 PURE DIRECT
（純粹直接）功能的開關。
當 PURE DIRECT （純粹直接）功能
關閉時，可使用音調控制來調整聲
音。此時，PURE DIRECT （純粹直接）指示燈將關
閉。
當 PURE DIRECT （純粹直接）功能開啟時，您可跳
過音調控制的功能來享受純粹的音質。PURE
DIRECT （純粹直接）指示燈會亮起。

調整低音
BASS （低音）控制功能可調整低
音音量。往上調整將增加低音音
量。往下調整將降低低音音量。
通常音量大小應設定在中央。

調整高音
TREBLE （高音）控制功能可調整
高音音量。往上調整將增加高音
音量。往下調整將降高音音量。
通常音量大小應設定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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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音量調低時，若按下 [LOUDNESS]
（響度）按鈕，將同時強化高音與低
音音質。使用此按鈕時，請考量音
頻訊號源以及欣賞區等因素。其目
的是為了使高音與低音的自然音質更佳。
當 LOUDNESS （響度）功能開啟時，本指示燈會亮
起。
• 當您將 A-9755 當成功率放大器 （MAIN IN （主
區輸入）功能）來使用時，「響度」控制功能將
無法作用。
• 當 PURE DIRECT （純粹直接）功能開啟時，「響
度」控制功能將停用。

欣賞音頻訊號源音效 - 續
使用 MAIN IN （主區輸入）功能 （僅
適用於 A-9755）
A-9755 可搭配獨立的前置放大器作為功率放大器
的使用。欲知更多資訊，請參見第 13 頁的說明。

錄音
除非您有著作權所有人的同意，著作權法明令
禁止在個人娛樂用途之外使用您私自錄製的內
容。

輸入選擇器

POWER AMP DIRECT (MAIN IN)

1

請按下 [POWER AMP DIRECT (MAIN
IN)] （功率放大器直接 （主區輸
入））按鈕達三秒鐘，直到 MAIN IN
（主區輸入）指示燈亮起。
MAIN IN （主區輸入）功能將開啟且
MAIN IN （主區輸入）指示燈會亮起。

1

請使用輸入選擇器來選擇您想錄製
的訊號來源組件。

2

準備錄音機 :
• 請將錄音機準備好錄音。
• 視需要，調整錄音機上的錄音音
量。
• 欲知更多資訊，請參見錄音機的
使用說明手冊。

3

開始播放於步驟一所選定的組件。
注意：
如果您在錄音期間選擇了其他輸入
訊號源，則錄音機將錄下最近已選
定之輸入訊號源。

當 MAIN IN （主區輸入）功能開啟
時，只有連接至前置放大器的組件才
能輸出音效。
若要關閉 MAIN IN （主區輸入）功
能，請按下 [POWER AMP DIRECT
(MAIN IN)] （功率放大器直接 （主區
輸入））按鈕達三秒鐘，直到 MAIN
IN （主區輸入）指示燈關閉。
注意：
• 請勿將沒有輸出音量控制的組件連
接至 MAIN IN （主區輸入）插孔並
使用 MAIN IN （主區輸入）功能，
因為聲音將會以最大音量輸出，可
能造成 A-9755 與您揚聲器的損壞。
• 當 MAIN IN （主區輸入）功能開啟
時，A-9755 的 「音量」控制將不
會作用。在您關閉 MAIN IN （主區
輸入）功能之前，請確認音量控制
並沒有調至高音量，以避免您因突
發的高音量而受驚。
• 當 MAIN IN （主區輸入）功能開啟
時，以下的 A-9755 功能將停用：
- 音量控制
- 輸入選擇器
- 遙控器的操作
功能
- 響度控制
- 錄音
- 靜音
請在連接的前置放大器上進行這些
功能當中某些的操作，包括音量控
制、輸入選擇與靜音。遙控器上的
[STANDBY] （待機）與 [ON] （開
啟）按鈕將可作用，即使是 MAIN
IN （主區輸入）功能已經開啟亦
然。

注意：
• 您可使用已連接至 MD OUT （MD 輸出）或 TAPE
OUT L/R （磁帶輸出）插孔的錄音機來錄音。
• 此時，音調控制功能將不會對錄製中的訊號產生
任何作用。
• 當您將 A-9755 當成功率放大器 （MAIN IN （主
區輸入）功能）來使用時，您將無法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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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如果在使用 A-9755/A-9555 時有任何問題，請在本單元中尋找解決方案。如果您自己無法處理該問題，請
聯繫您的 Onkyo 代理商。
電源
無法開啟 A-9755/A-9555 的電源。

• 確認電源線正確插入電源插座中。(5 頁 )
• 從電源插座中拔開電源插頭，等待至少十秒鐘，然後再次插入電源插頭。
• 在預設的情形下，若按下遙控器上的 [ON] （開啟）按鈕一次，您是無法開啟所有的系統組件。您必須再
按下遙控器上的 [ON] （開啟）按鈕一次才可。另外，您也可設定 A-9755/A-9555 好讓您可以同時開啟所
有的組件。(14 頁 )
STANDBY （待機）指示燈在閃爍中。

• 已啟動放大器保護電路。立刻從電源插座中拔開電源線插頭，然後連絡 Onkyo 經銷商。
音效
沒有聲音，或非常安靜。

• 當 A-9755 作為功率放大器使用時 （MAIN IN （主區輸入）指示燈會亮起），裝置將會輸出與前置放大器
相連接組件的音效。若要輸出與 A-9755 相連接組件的音效，或把 A-9755 當成前置放大器使用，請按下
[POWER AMP DIRECT (MAIN IN)] （功率放大器直接 （主區輸入））按鈕達三秒鐘，直到 MAIN IN （主區輸
入）指示燈關閉為止。(17 頁 )
• 確認所有音頻連接插頭都有插到底。（11 頁）
• 確認所有組件的輸入和輸出都有正確連接。
• 確認揚聲器纜線的極性是正確的，並且裸線和每個揚聲器端子的金屬部分都有相互接觸。（10 頁）
• 請確認有正確選擇輸入訊號源。（15 頁）
• 如果 「音量」指示燈緩慢閃爍，請按下遙控器的 [MUTING] （靜音）按鈕來將 A-9755/A-9555 裝置解除靜
音。（15 頁）
• 確認所有的電纜線都沒有彎曲、纏繞或損壞。
• 若要使用有移動式線圈 （MC）唱頭的唱機，則您需使用市售的 MC 唱機前置放大器。（11 頁）
• 如果 「音量」指示燈快速閃爍，可能表示沒有任何揚聲器連接至 A-9755/A-9555。請確認有正確進行必要
之連線，並再次將 [POWER] （電源）開關切至 ON （開啟）的位置。（10、14 頁）
• 請確任 SPEAKERS （揚聲器）選擇器是否有正確設定。如果您選擇了 「OFF」（關閉），任何一具揚聲器將
不會輸出任何聲音。（14 頁）
聽到噪音。

• 若使用纜線綁帶來將音頻纜線與電源線、揚聲器纜線等捆綁在一起的話，將降低音質。因此，請勿將它們
綁在一起。
• 音頻纜線可能會接收干擾訊號，因此，請將纜線放在其他位置。
音調控制功能沒有作用。

• 如果 PURE DIRECT （純粹直接）指示燈亮起，則表示 PURE DIRECT （純粹直接）功能已經開啟，且音調控
制功能將不會作用。請按下 [PURE DIRECT] （純粹直接）按鈕來關閉此功能。PURE DIRECT （純粹直接）
指示燈會關閉。（16 頁）
遙控器
無法使用遙控器。

• 請確認有按照正確的極性裝入電池。（5 頁）
• 安裝新電池。不要將新舊電池或不同種類的電池混用。（5 頁）
• 請確認遙控器與 A-9755/A-9555 之間的距離不會太遠，並且遙控器與 A-9755/A-9555 的遙控感測器之間
沒有任何障礙物。（9 頁）
• 請確認 A-9755/A-9555 不會受到陽光或換流器類型熒光燈的直射。必要時調整位置。（9 頁）
• 如果將 A-9755/A-9555 安裝在含有彩色玻璃門的音響架或櫃子中，當該玻璃門關閉時，您將無法正確操作
遙控器。（9 頁）
無法控制其他組件？

• 如果該組件為 Onkyo 的組件，請確認
線是不行的。(13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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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纜線和類比音頻電纜線是否有正確連接。僅連接一條

纜

疑難排解 - 續
錄音
無法錄音。

• 無法錄下由連接至 MAIN IN （主區輸入）插孔組件所送出的訊號。
• 當您將 A-9755 當成功率放大器 （MAIN IN （主區輸入）功能）來使用時，您將無法錄音。
其他
「音量」控制功能沒有作用。

• 當您將 A-9755 當成功率放大器 （MAIN IN （主區輸入）功能）來使用時，「音量」控制功能將無法作用。
此時，請調整已連線的前置放大器的音量。
無法使用 「靜音」功能。

• 當您將 A-9755 當成功率放大器 （MAIN IN （主區輸入）功能）來使用時，「靜音」控制功能將無法作用。
此時，請使用已連線之前置放大器的靜音功能。

A-9755/A-9555 包含一個有訊號處理和控制功能的微型電腦。在極少的情況下，該電腦可能因嚴重的訊號
干擾、來自外部訊號源的噪音或靜電而被鎖定。萬一發生此情況 （不太可能），請將電源線插頭從電源
插座拔開，等待至少十秒鐘，然後將電源線插頭重新插上。

Onkyo 對於因裝置故障所導致的錄製失敗及所造成的損失 （如 CD 租片費用）不承擔任何責任。請在錄製
重要資料之前先確認您是否可以正確錄製該資料。

裝置重置方式
要將 A-9755/A-9555 重置為出廠預設值，請在按住 [PURE DIRECT] （純粹直接）按鈕的同時，也按下
[LOUDNESS] （響度）按鈕，然後再同時放開。輸入選擇器指示燈將亮起一秒鐘，然後 A-9755/A-9555 會
進入 「開啟」模式。

A-9755/A-9555 方框圖
頭戴式耳機

選擇器

數位放大器
MAIN IN

音量

ON

ON

PHONO

OFF

CD

L-ch

低通濾波器

OFF
低音、高音

TUNER

POWER
AMP
DIRECT

IN
TAPE
OUT

PURE DIRECT

揚聲器 B
繼電器

IN
MAIN IN

MD
OUT

ON

R-ch

揚聲器
A
繼電器

揚聲器組 A 揚聲器組 B

低通濾波器

ON
OFF

HDD IN
OFF

LINE
低音、高音

數位放大器
僅適用於 A-9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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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A-9755

A-9555

150 W + 150 W (8 Ω, 1 kHz, DIN)
300 W + 300 W (4 Ω, 1 kHz, JEITA)
330 W + 330 W (3 Ω，前置 )
270 W + 270 W (4 Ω，前置 )
170 W + 170 W (8 Ω，前置 )
0.08% (1 kHz, 1 W)
25 ( 前置 , 1 kHz, 8 Ω)
200 mV, 50 k Ω (CD)
2.5 mV, 50 k Ω (PHONO MM)
200 mV, 2.2 k Ω (REC OUT)
70 mV (MM, 1 kHz, 0.5%)
10 Hz- 60 kHz, +1 dB- 3 dB (CD)
+10 dB, - 10 dB, 100 Hz ( 低音 )
+10 dB, - 10 dB, 20 kHz ( 高音 )
+10 dB, 50 Hz ( 響 度 )
+2 dB, 10 kHz ( 響 度 )
100 dB (CD, IHF- A)
70 dB (PHONO, IHF- A)
4-16 Ω

100 W + 100 W (8 Ω, 1 kHz, DIN)
200 W + 200 W (4 Ω, 1 kHz, JEITA)
230 W + 230 W (3 Ω，前置 )
200 W + 200 W (4 Ω，前置 )
120 W + 120 W (8 Ω，前置 )
0.08% (1 kHz, 1 W)
25 ( 前置 , 1 kHz, 8 Ω)
200 mV, 50 kΩ (CD)
2.5 mV, 50 kΩ (PHONO MM)
200 mV, 2.2 kΩ (REC OUT)
70 mV (MM, 1 kHz, 0.5%)
10 Hz-60 kHz, +1 dB-3 dB (CD)
+10 dB, -10 dB, 100 Hz ( 低音 )
+10 dB, -10 dB, 20 kHz ( 高音 )
+10 dB, 50 Hz ( 響度 )
+2 dB, 10 kHz ( 響度 )
100 dB (CD, IHF- A)
70 dB (PHONO, IHF- A)
4-16 Ω

電源供應：

交流電 230-240 V，50 Hz
交流電 220-230 V，50/60 Hz

功耗：
最大功率消耗 :
待機功耗：
尺寸 （寬 × 高 × 常）:
重量：

125 W
920 W
0.3 W
435 × 144 × 431 mm
17.6 kg

交流電 230-240 V，50 Hz
交流電 220-230 V，50/60 Hz
交流電 120 V，60 Hz
120 W
760 W
0.3 W
435 × 148 × 431 mm
13.0 kg

類比輸入:

PHONO、CD、TUNER、
TAPE、MD、HDD、LINE、MAIN IN
MD、TAPE
2 (A, B)
1

PHONO、CD、TUNER、
TAPE、MD、HDD、LINE
MD、TAPE
2 (A, B)
1

功率輸出:
動態功率：

THD （總諧波失真率）：
阻尼因子：
輸入靈敏度與阻抗 :
輸出水平與阻抗 :
Phono 過載 :
頻率響應:
音調控制：

訊噪比:
揚聲器阻抗 :

類比輸出:
揚聲器輸出 :
耳機：
規範及功能更改將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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