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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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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用干布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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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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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只使用廠商指定的附件或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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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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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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需要維修服務的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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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似乎 不能正常 操作，或者 顯示出 在性能上
有明顯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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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雨 淋或 水濺之 處，也不 能將裝
水容器，比如花瓶等置于其上。
17.電池
注意環保，不要隨意丟棄用過的廢舊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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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cm
（8 "）的 高 度，后 面各 保 持 10c m（4"）的 寬
度。設 備支 架或上 方遮 板的 后邊緣 應距 離后面
板或牆壁 10cm（4"），留出通風散熱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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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包裝內容

1. AC 保險絲
保險絲放在機殼面﹐不是可由用戶自行修理的。如
果不能接通電源，聯絡您的 Onkyo 認可維修服務
站。

請確認您包裝箱內有以下各項內容。如發現物品缺
少，請與離您最近的 Onkyo 經銷商聯系。

2. 小心
須經常用軟布抹淨前后面板及外殼。如遇上更骯髒
的污垢，將軟布浸濕在溫和的清潔劑溶液中，扭乾
它然后把污垢抹掉。跟著，立即用乾淨的布抹乾。
切勿用粗糙的布料、稀釋劑、酒精或其他化學溶
劑，因為這可能會損毀表面塗層或者除去面板上的
字母。

•2 個帶可移動支架和纜線（3m）的前置音箱
（SKF-501F）

使用真空吸塵器將網罩上累積的灰塵掃除。
3. 電源
警告
在首次將本機插入電源之前，請先細心閱讀以下內
容。

•超重低音音箱（SKW-501）

根據國家和地區的不同所供應的電源電壓是不同
的。請確認后側面板上的額定電壓﹙例如，交流
AC220-240V 伏 50/60Hz﹚是否與使用地區的供應電
壓相符。
自動待機功能不能完全關閉 SKW-501。在您不想使用
SKW-501 時，請拔下交流電源插頭。

•超重低音音箱連接 RCA 連線（3m）

電源線插頭平時是不連接到交流電源上的。請確認
電源插頭是否隨時可以使用（很方便地插上）。

•4 片超重低音音箱用的地板襯墊

•8 片前置音箱用的橡膠隔墊

在目錄中和包裝盒上產品名稱后顯示的字符表示顏
色。盡管顏色不同，規格和操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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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P501̲Cs.fm Page 4 Tuesday, September 18, 2007 2:10 PM

音箱系統簡介
■ 支架拆分的音箱說明

前置音箱 （SKF-501F）
■ 后部

4

5
6

1
2
D 壁掛式安裝孔
這些安裝孔可用于壁掛式安裝。

3

E 音箱支架 / 托架插孔
這些穿入式插孔用于將音箱水平或垂直固定在
支架或托架上。

A 支架固定螺絲釘
B 支架
C 音箱纜線

注意：
需要另外購買 M5（5mm）螺絲，用于將音箱固定
在支架或托架上

F 音箱終端

移動音箱支架
您可以取下音箱支架，根據您的喜愛，可以將音箱
安裝在地板或者櫥櫃上。當要把音箱安裝在牆壁上
時，要取下支架。一般使用鎖眼插槽或者專用音箱
托架。
(A)
(B)

這些推入式終端用于建立音箱與 DVD/AV 接收器
之間的連接。音箱連線是帶彩色編碼的，易于
分辨。只需將音箱連線與對應色彩的終端連接
就可以了。
■ 沒有支架的音箱上使用橡膠隔墊
如果您想使用沒有支架的音箱，建議使用所提供的
橡膠隔墊，以便實現音箱可能的最佳功能效果。橡
膠隔墊用于防止音箱的滑動，而提供一個更穩定的
設置。

(C)
橡膠隔墊

1. 鬆開螺絲釘 （A）並如圖所示地取下支架。
2. 從音箱終端拆開電線。
3. 分離支架上的音箱纜線，鬆開螺絲釘 (B) 和
(C)，拆開支架並分離音箱纜線。
安裝支架：以相反的順序完成上述步驟。
先連接音箱纜線，然后按照 (C),(B),(A) 的順序擰
緊螺絲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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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箱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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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箱系統簡介 - 續
壁掛式安裝

超重低音音箱 （SKW-501）

音箱可以通過壁掛式安裝孔安裝在牆壁上。為防止
音箱在牆壁上產生震動，將隨機提供的四個定位器
分別安裝在各個音箱的后面。

■ 前部

■ 垂直安裝
要垂直安裝音箱，需要使用壁掛孔將各個音箱掛在
打進牆壁的螺絲上。

1

橡膠隔墊

■ 后部
垂直壁掛式安
裝孔

注意：
安裝螺絲能否支撐音箱，取決于螺絲打進牆壁的程
度。如果牆壁是中空的，需要將螺絲打在壁骨上。
如果沒有壁骨，或牆壁是實體的，則需要使用合適
的牆壁支架。
使用頭徑為 9mm 以下或釘直徑為 4mm 以下的螺絲。
對于中空牆，在打洞前，請使用線纜或管道探測器
檢查是否有電源線或水管。
如圖所示，在牆壁和螺絲釘頭之間要保留 5-10mm 的
距離。
牆壁

2

3

至 AC 電源插座

A STANDBY/ON 指示器
紅色： 超重低音音箱處于待機模式
綠色：超重低音音箱器開
使用自動待機功能，在待機模式下檢測到有輸
入信號時，SKW-501 可以自動開啟。在暫且的間
沒有輸入信號時，SKW-501 會自動進入待機模
式。

B OUTPUT LEVEL 控制
該控制用于調整超重低音音箱的音量。

C LINE INPUT
RCA 輸入應連接到 DVD/AV 接收器有 RCA 連線的
設備上的超重低音音箱前置輸出接口。
5mm – 10mm

（建議在安裝前咨詢專業家庭安裝顧問。）

注意：
輸出信號超過一定等級時，自動待機功能會打開超
重低音音箱。如果自動待機功能無法正常工作，請
嘗試稍微提高或降低 DVD/AV 接收器的重低音輸出
音量。
■ 超重低音音箱使用地板襯墊
如果超重低音音箱安裝在堅硬的地板上（木制，塑
料，瓷磚等），而且播放聲音很大時，超重低音音
箱的支腳可能會損傷地板。為了防止損傷，安裝所
提供的襯墊，放在超重低音音箱的支腳。
襯墊同時也增加了超重低音音箱的
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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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箱的連接

音箱的安放

連接音箱前，請閱讀以下內容。
•在建立任何連接前，請關閉 DVD/AV 接收器。
•建立任何連接前，請斷開與牆壁插座的電源連
接。

左前和右前音箱 （SKF-501F）
他們的定位應處于面對聆聽者，與耳部高度齊平的地
方，與電視機的相隔距離一致。按照向內的角度擺放。

•請特別注意音箱連線的極性。正極端子（+）只
能與正極端子（+）連接，負極端子（-）只能與
負極端子（-）連接。如果音箱連接不正確，會
出現聲音不同步或聲音失真的現象。
右

•小心不要造成正負極短路。如
果短路會對 DVD/AV 接收器造
成損害。
左

音箱連線的連接
使用連線將音箱輸入終端與 DVD/AV 接收器上相應
的輸出終端連接起來。
為音箱終端纜線配置相應的顏色。

超重低音音箱 （SKW-501）
超重低音音箱處理 LFE （低頻效果）信道的低音。從
超重低音音箱輸出的低音音量和音質由其所在的位置，
聆聽室的形狀，聆聽位置決定。總的來說，將超重低
音音箱安裝在如圖所示的前牆角或在牆的 1/3 處，可
以獲得好的低音效果。

如需要建立連接，一邊按下終端的
閘桿，將線插入終端孔中，然后松
開即可。
確認終端牢牢抓住了裸露的線芯，
而不是絕緣層。
牆角

連接超重低音音箱
使用隨機提供的 RCA 連線，將超重低音音箱的 LINE
INPUT 接口與 DVD/AV 接收器的 SUBWOOFER PRE OUT
接口連接。
右前

牆長度的
1/3 處

左前
超重低音

電源線的注意
LINE INPUT

紅線表示為
正極 (+)

•打開 SKW-501 時會造成短時斷電，可能會干擾同
一線路上的其他電器設備。如有此問題，請將
SKW-501 連接在其他的分支線路上。

DVD/AV 接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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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連接電源線前，先完成所有音箱和 DVD/AV 接
收器的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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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試超重低音音箱的音量
如需設置超重低音音箱的音量，可以使用 OUTPUT
LEVEL（輸出電平）控制。設置輸出電平，使低音與
其他音箱輸出的高音保持均衡一致。
因為我們的耳朵對音量極低的低音不
敏感，容易把超重低音音箱的音量設
置過高。按照經驗，先將超重低音音
箱設置為您認為最理想的音量，然后
再調低一些即可。

MIN

MAX

OUTPUT LEVEL

靠近電視或計算機使用時
電視和計算機顯示器是磁性敏感設備，因此會受到
傳統音箱的影響，如果放置在他們旁邊會造成脫色
或畫面變形。為防止此類情況發生，音箱帶有內部
磁性屏蔽。但是在某些情況下，仍然會發生脫色現
象。您需要關閉電視或顯示器，等待 15-30 分鐘，
然后再打開。這樣可以啟動消磁功能，中和磁場，
便可消除脫色的影響。如果脫色問題持續存在，請
從電視或顯示器旁移開音箱。注意脫色也可能是由
于磁場或消磁工具距離電視或顯示器太近造成。

輸入信號的警告

操作注意事項
放置
•超重低音音箱體是木質的，因此對高熱，或過于
潮濕十分敏感。嚴禁將音箱放置在陽光直射或潮
濕的地方，如靠近空調，加濕器，浴室或廚房。
•嚴禁將水或其他液體放置在靠近音箱的地方。如
果液體潑濺到音箱上，會造成驅動設備損壞。
•音箱應放置在平坦牢固的表面，遠離震動。將音
箱放置在不平或不穩的表面，可能會導致滑落造
成音箱受損，從而影響音質。
•超重低音音箱設計的使用位置只為向上垂直。嚴
禁將其水平或傾斜放置。
•如果設備放置在靠近唱盤機或 CD 播放器或 DVD
播放器的地方，會發出嘯聲或聲音偏移。為防止
這種情況發生，將設備放置在遠離唱盤機或 CD
播放器或 DVD 播放器的地方，或降低設備的輸出
音量。

音箱用于再現普通音樂時，可以處理指定的輸入功
率。如果以下的任何信號被輸入到音箱，即使輸入
功率在額定頻率內，也會對音箱線圈造成過量電
流，出現著火或線路損壞。
1. 來自未調頻的 FM 電台的台間干擾。
2. 磁帶快進時發出的聲音。
3. 震蕩器，電子樂器等發出的高音調樂音。
4. 放大器震蕩。
5. 音頻測試 CD 等發出的特殊測試音調。
6. 由于連接或斷開音頻連線造成的噪音和卡噠聲
（在連接或斷開連線前，請關閉您的功率放大器。）
7. 麥克風的回響。

揚聲器保養
用乾或軟布，不定期地擦拭揚聲器箱。對于頑垢，
請將軟布浸入中性清潔劑和水的稀釋溶劑，然后將
其擰乾，擦拭髒跡。之后，再立即用潔凈的軟布擦
乾。勿使用粗糙的材料，稀釋劑，酒精或其他化學
溶劑或化學布。因為這些材料可能會損壞外表光潔
度，擦掉面板字符或導致變色。若打算使用化學布
時，始終都要遵照化學布所附帶的說明書進行操
作。至于網罩上累積的灰塵，請使用真空吸塵器或
用刷子將其掃除。

規格
■ 有源式超重低音音箱 （SKW-501）
類型：
輸入靈敏度 / 阻抗：
最大輸出功率：
頻率響應：
箱體容積：
尺寸：（寬×高×長）
重量：
驅動設備：
電源：
功耗：
其他：

倒相式
140mV / 20kΩ
150W （動態）
27Hz ∼ 150Hz
24.5L
230 × 425 × 412mm
9.1kg
20cm 分角錐形 × 1
AC 220-240V﹐50/60Hz
105W
自動待機功能

■ 前置音箱 （SKF-501F）
類型：
阻抗：
最大輸入功率：
輸出音壓位准：
頻率響應：
交叉頻率：
箱體容積：
尺寸：（寬×高×長）

有支架
重量：

有支架
驅動設備：

規格外觀變化，恕不提前通知。

終端：
栓孔：
托盤：
其他：

雙向倒相式
6Ω
120W
78dB/W/m
60Hz ∼ 50kHz
3kHz
2L
140 × 355 × 93mm

178

×

404

×

145mm

1.8kg

2.6kg

8cm 分角錐形 × 2
2.5cm 分 平衡球形 × 1
發條型帶彩色編碼 （紅 / 黑）
2
固定
磁性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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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現象

問題原因

解決辦法

某些音箱沒有聲音？

音箱連接不正確。

檢查音箱連線，並做必要的糾正。

超重低音音箱無法打開？

電源插頭沒有完全插入插座內。

將電源插頭完全插入牆上的插座。

OUTPUT LEVEL 控制被設置為最低。

打開 OUTPUT LEVEL 控制。

RCA 連線沒有正確連接到超重低音音箱的
LINE INPUT 接口。

確認 RCA 連線正確連接到了超重低音音箱的
LINE INPUT 接口。

輸入信號的音量過低，超重低音音箱進入
待機模式。

稍微增加 DVD/AV 接收器上超重低音音箱的前
置輸出音量。

超重低音音箱的配置設定不正確。

檢查 DVD/AV 接收器上超重低音音箱的配置設
定。

播放材料源帶有很少或沒有低音。

選擇帶有更多低音內容的播放材料源。

RCA 連線沒有正確連接到超重低音音箱的
LINE INPUT 接口。

確認 RCA 連線已正確連接到了超重低音音箱的
LINE INPUT 接口。

接受到來自電視或其他電器的外部干擾。

使超重低音音箱和 RCA 連線遠離干擾源。確認
您的音頻系統已正確接地。

超重低音音箱沒有聲音？

超重低音音箱幾乎不發出
聲音？
聽到超重低音音箱發出嗡
鳴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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