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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受伤，在使用扬声器前请先阅读本手册中的操作说明和安全信息。 

不遵守这些安全说明可能导致火灾、电击或其它伤害， 

还会给扬声器或其它物品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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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说明 

注意：等边三角形内带闪电形箭头标志意在提醒用户注意设备外壳内有未经绝缘的危险电压，其强度足以构成电击危险。  

 

警告：该内含感叹号等边三角形标志意在提醒用户在产品附带的说明书中有重要的操作和维护（服务）说明。  

 

 
 

注意：等边三角形内带有手形标志意在提醒用户注意有关设备操作的具体操作信息，在第一次使用设备前应全部阅读。 

 

注意：为了减少发生火灾或电击的危险，请勿要拆下任何外壳或打开设备。内部没有用户可维修的零件。所有的维修工

作都应该交由合格的维修工程师完成。  

 

a) 在连接或使用本产品前，须先阅读并遵循所有的安全操作说明。 

b) 保留好本用户手册以备查阅。  

c) 用户须阅读并遵循设备和其包装上的所有警告内容。  

 

注意：为了降低发生火灾或电击的危险，切勿使本设备淋雨、受潮或跌落、喷溅上液体。请勿将含有液体的物体（如花

瓶或玻璃杯）置于设备上。请勿在水源（如浴盆或泳池）附近使用本产品。如需清理设备，须先从墙上的插座上拔下设

备的电源插头。请勿使用浸泡了稀释剂、清洁剂、溶剂或化学品的抹布。清洁时务必使用柔软干燥的抹布。遇到雷雨天

气或长时间不使用设备时，请拔下电源插头。 

 

注意：在安装设备时，其位置不能阻挡有效通风。例如：不得将设备置于床、沙发、地毯或类似表面上，以免阻挡通风

口；不得将设备置于内置的装置（如书橱或柜子）中，以免阻碍其通风口和/或风扇的空气流动。设备应远离热源，比

如散热器、暖气、炉子或其它产生热量的设备（包括扩音器）。请勿将明火（如燃烧的蜡烛）置于设备之上或其附近。 

 

警告：请勿将设备置于不稳的表面、手推车、台座、三脚架、托架或桌子上。本设备可能会跌落，对人身造成严重伤害

并对设备本身造成严重损坏。仅使用生产商推荐的手推车、台座、三脚架、托架或桌子。如要将设备安装在墙上或天花

板上，则应遵守生产商的说明并使用生产商推荐的辅助安装设施。在移动堆放设备的手推车时，须小心谨

慎。紧急停止、用力过猛或者表面凹凸不平都可能导致设备和推车（当使用推车时）倾覆。使用推车时，

移动装有设备的推车时请小心，以避免倾倒而造成受伤。 

 

注意：如设备重度受损而无法修复，或达到了使用年限，请咨询本地区有关处理电子产品的法规进行处置。 

 

注意：因设备使用方法不当和/或用途不当引起的损害，史云威格不予承担。 

 

设备应与带有接地保护的主线插座连接。 

  

注意 
电击危险 
切勿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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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安全说明（续） 

1. 设备和电源所连接的电源插座必须与设备背面所标注的电压和频率相符。 

2. 防止电源线受到踩踏或挤压，特别是插头、电源插座和设备的出口处。 

3. 请勿屏蔽极化插头或接地式插头的安全保护功能。极化插头有两片插片，其中一片较宽。接地型插头有两片插片和

一个接地插脚以确保安全。如所提供的插头与插座不相配，可咨询合格的电工，更换陈旧的插座。 

4. 如果给本产品供电的电源插头配有保险丝，则只能用相同或保护值更低的保险丝进行更换。 

5. 切勿使用破损或磨损的电缆，因为这种情况具有接触致命电压的风险。 

6. 设备的电源线长时间不使用时，应将其从墙壁插座上拔下。 

7. 请勿使用制造商指定外的附属装置/配件。 

8. 要想彻底断电，则应该从总线连接处断开扬声器的总插头。 

9. 设备的电源插头不应受到阻碍，以便需要使用时可轻松取用。 
 

切勿试图自己对本设备进行维修。请合格的维修人员进行维修。 
 

如需要进行维修，须确保更换的部件与原件具有相同的特性；并要进行日常安全检查，确保设备处于安全运转状态。 
 

更换不正确的部件可能会引发火灾、电击或其它危险情况。 
 

发生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时，应请合格的维修人员对设备进行维修： 

– 电源线或插头受损。 

– 物体落下砸在设备上或液体溅入设备中。 

– 设备淋雨或接触了任何其它液体。 

– 设备运转情况不正常或在性能上出现明显变化。 

– 设备掉落或外壳损坏。 
 

避免扬声器受到阳光长时间暴晒或强烈直射；驱动单元悬置机构可能会过早老化，抛光表面也可能会受损。 
 

扬声器含灵敏元件。切勿跌落扬声器，也不得拆卸、打开、碰撞、焚毁或弯曲扬声器；不得使扬声器发生变形、在上面

钻孔或用微波炉烘烤；不得在扬声器上面涂漆或插入异物。  

扬声器容易产生足以导致永久性听力损伤的声压级 (SPL)。必须注意避免长时间置身于大于 90dB(A)的声压级环

境中。 

在温度介于 -20°- 55°C (-4° - 131°F) 的地方操作和存放扬声器。过低或过高的温度条件可能导致扬声器暂停工作。在使

用扬声器时，要避免周围温度或湿度的剧烈变化，因为这样会导致扬声器内部发生凝结现象。  

操作区域的大气具有潜在的爆炸危险时，须关闭扬声器。用户须遵守所有的标志和说明，因为在此区域产生的火花可能

引起爆炸或火灾，进而导致人员受伤甚至死亡。具有潜在爆炸危险的区域通常会有明显标志，但不是一定总会有。潜在

爆炸危险区域包括：加油站、空气中含有化学品或颗粒物（包括谷粉或金属颗粒）的区域、船只甲板下方以及化学品转

移储存设施。  

扬声器含有小部件，可能会导致幼儿窒息。须将扬声器和其附属部件置于幼儿够不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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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认证 

在单方面负责的情况下，史云威格公司宣布：本宣言涉及的产品符合下列标准。 

 
 

可 以 从 下 列 地 址 获 取 符 合 性 声 明 ： Gibson Europe BV—Kamerlingh Onnesweg ， 2 - 4131 PK Vianen— 荷 兰 。 

电话：+31 347 32 40 10–传真:+31 347 32 40 15 

 

本设备符合FCC规则第15部分的内容。操作时须遵守下列两个条件：（1）本设备可能不会引起有害干扰；（2）本设备必

须接受所收到的任何干扰，包括引发意外操作的干扰。 

 

FCC ID：2AL2V-PL0001 – CVE-10/12/15; FCC ID：2AL2V-PL0001 – CVE-18s 

 

警告：如对本设备的改动或改装没有得到负责认证一方的明确认可，则用户无权操作设备。 

 

注意：根据FCC规则的第15部分，本设备经测试发现符合B类数字设备的限制条件 

 

这些限制条件是为了防护居住区域的有害干扰。本设备产生、使用并会辐射无线电频率能量；如不按照说明规定进行安装和

使用，可能会给无线电通讯产生有害干扰。然而，我们无法保证某个特别装置内不发生干扰。如本设备对无线电或电视接收

信号造成了有害干扰，且这种干扰可通过关闭和打开设备进行判定，这时用户应通过下列一种或多种措施来解除此类干扰： 

– 给接收天线重新定位或换个位置。 

– 扩大设备和接收器之间的距离。 

– 设备与接收器不要连接同一个插座。 

– 咨询经销商或有经验的无线电/电视技术人员寻求帮助。 

 

此B类数字设备符合加拿大ICES-00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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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祝贺！欢迎来到史云威格大家庭！你已加入了一个日益增大的音频专业人士团队，这些人都从史云威格公司这儿

得到了当前最先进的音频复制系统。史云威格公司的所有产品都经过了全面测试，确保它们符合或超出我们的性

能规格。基于业内最好的服务，史云威格公司致力于提高产品质量和可靠性。如欲全面了解史云威格公司的产品

和服务，可登陆以下网站：www.cerwin-vega.com 

在您开始之前 

本手册介绍了 CVE 系列有源扬声器：CVE-10、CVE-12、CVE-15（称为“上方扬声器”）以及 CVE-18s（称为

“低音炮”）。这些扬声器专为便携式应用（如安装在三脚架或杆子上，或者直接放置在地板、舞台或稳定的平台

上）和固定安装（如使用第 17 页所示的壁挂/吸顶安装附件进行安装）而设计。这些扬声器不适合高湿度或室外

环境的固定安装，因为潮湿环境会导致电触点锈蚀并损坏扬声器锥体或附属部件。史云威格不支持本手册中介绍

的悬置式低音炮型号。 

史云威格扬声器可产生相当大的振动能量。当把扬声器放置在滑溜的表面上，比如经过抛光的木制品或油毡，它

可能会因其自身的机械振动而移动。应采取预防措施以确保操作时扬声器不会从舞台或桌子上跌落下来。 

CVE-18s 低音炮配有一个托架，可使用标准的扬声器杆轴安装一个卫星式音箱系统。在使用标准扬声器杆轴时，

必须要采取下列预防措施： 

 有多种类型的杆架和杆轴可供选择。请让杆架和杆轴生产商的合格维修人员对装置进行维修。附件使用

不当或安装不合适可能会造成危害。 

 检查扬声器的杆轴规格，确认其设计可以支持扬声器的重量。 

 要遵守扬声器杆轴生产商列出的所有安全注意事项。 

 务必确认将低音炮置于平坦、水平且稳定的表面。 

 布设电缆时要避免绊倒往来人员的危险。 

 在有风的室外条件下使用时，必须小心谨慎，因为此时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可能会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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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启动 

 

以下步骤简单介绍了如何设定并使用单个扬声器。通常情况下的设定需要遵循相同的基本步骤。  

第一步 

 确保扬声器的插头已拔下。 

 确保电源开关设置为‘OFF’（关闭）位置。 

 将音量旋钮调到最低音量（最大逆时针位置） 

 

第二步 

 将扬声器置于预定位置。 

 将声源音频设备 OUTPUT（输出）连接到扬声器 INPUT（输入）。确认声源设备通电，并

设定到正常的输出水平。 

 

第三步 

 将电源线连接到扬声器和交流电源插座。 

 将 POWER（电源）开关调到‘ON’（打开）位置，并确认 DSP MODE LED（DSP 模式指

示灯）点亮。 

 顺时针慢慢转动 LEVEL（音量）旋钮，直到声音输出达到所需音量。如没有声音，检查并

确认源设备是否有音频输出。 

 

备注 
扬声器使用完毕之后，请先将 POWER（电源）开关调到 OFF（关闭）位置，然后移除电缆或

关闭声源音频设备。  

 

扬声器的放置 

 

 切勿将麦克风直接对准扬声器，因为这样会产生回音（不需要的声音）。扬声器处于地板监听音箱的位

置时，务必让其远离麦克风的正面或正后方。  

 与唱机一起使用时，放置扬声器时应多加小心，以避免任何振动干扰唱机的性能和功能。  

 不要将扬声器放置在房间的角落里或沿着墙壁放置。这样做会增加低频声音，从而导致声音再现浑浊和

不连贯。  

 也不要将扬声器直接放在空心舞台上。最好将扬声器放置到三脚架上或结实的桌子上。 

 扬声器的放置高度应高于观众耳朵 2-4 英尺的地方，因为人体特别容易吸收高频声音。从而确保所有观

众都能听到最清晰的音响效果。   



史云威格 专业音响！ 

 

8 
 

后面板 – 混音器 – CVE-10、CVE-12、CVE-15 

 

DSP MODE SELECT（DSP 模式选择） 

该模式选择按钮用于选择 5 个均衡器预设值中的一个：  

LIVE PA – 该模式最适用于现场音乐的音效。具有更深、

更平衡的低端频率响应。  

CLUB/DJ – 该模式可增加子频率的清晰度和力度。主要

用于播放电子舞曲、流行音乐和嘻哈音乐。 

MIX/FLAT – 可实现平衡良好的总体扬声器响应，具有

更深的低端延伸。该模式是混录现场直播的绝佳起点。 

VOICE — 该模式可增强声音清晰度，使用一个直接连

接到其中一个通道输入的普通动圈式麦克风时效果最佳。 

MONITOR – 将系统作为配有麦克风的舞台监听音箱使

用时采用该模式。可对监听音箱混音中容易出现反馈杂

音的频率进行平衡和柔和处理。 
 
BLUETOOTH 

CVE 系列具有具有真正的无线立体声 (TWS) 蓝牙连接。如需将 CVE 扬声器与流媒体设备配对，请按一

次 PAIR/LINK 按钮。PAIR/LINK 按钮开始呈蓝色闪烁时，扬声器会发出两声蜂鸣声，并出现在流媒体

设备的可用蓝牙设备列表中。选择扬声器并成功配对之后会发出一声蜂鸣声，并且 PAIR/LINK 按钮呈蓝

色点亮。  
 

如需将两个 CVE 扬声器相连接，请按住第一个扬声器（已与流媒体设备配对）上的 PAIR/LINK 按钮。

PAIR/LINK 按钮开始呈橙色闪烁时，第一个扬声器会发出两声蜂鸣声。然后按住第一个扬声器上的 

PAIR/LINK 按钮。两个扬声器上的 PAIR/LINK 按钮会呈橙色闪烁大约五秒钟之后变成纯橙色；这表示

两个扬声器已成功配对并连接到流媒体设备。连接之后，在播放音频时双击任何一个扬声器上的 

PAIR/LINK 按钮，扬声器即可在单声道和立体声之间切换。 

注意：蓝牙音量旋钮可调蓝牙音频输入的音量。只有在蓝牙音量调高时才会听到蜂鸣声。播放音频时无

法对 CVE 扬声器进行配对、取消配对或连接。 
 

CH1 INPUT 和 CH2 INPUT 

这两个输入为平衡组合输入，用于平衡 XLR/TRS 电缆。可接受线路电平和麦克风电平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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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CH1 INPUT 和 CH2 INPUT 的 LEVEL 旋钮用于调整其各自输入信号的增益电平。可用于 LINE 电平或 

MIC 电平输入。LINE 电平的调整从 MIN（逆时针满旋）到中心止动位置（竖直向上）。MIC 电平的调

整从中心止动位置（竖直向上）到 MAX（顺时针满旋）。 

 

混音输出 

该输出将 CH1 INPUT、CH2 INPUT 和蓝牙信号加以合成，用于连接另一个电动扬声器或录音设备。每

个通道 LEVEL 旋钮的变化都会影响该输出。 
 
 

后面板 – 混音器 – CVE-18s 

 

DSP MODE SELECT（DSP 模式选择） 

该按钮用于选择 2 个均衡器预设值中的一个：  

LIVE PA – 该模式最适用于现场音乐的音效。具有更

深、更平衡的低端频率响应。  

CLUB/DJ – 该模式可增加子频率的清晰度和力度。主

要用于播放电子舞曲、流行音乐和嘻哈音乐。 
 

输出选择 

该按钮用于选择 2 个频率输出中的一个： 

100Hz HPF – 为高通滤波器，提供连接到机顶盒的分

频器。 

FULL RANGE – 将输出插孔置于全频状态。 
 
 
BLUETOOTH 

CVE 系列具有具有真正的无线立体声 (TWS) 蓝牙连接。如需将 CVE 扬声器与流媒体设备配对，请按一

次 PAIR/LINK 按钮。PAIR/LINK 按钮开始呈蓝色闪烁时，扬声器会发出两声蜂鸣声，并出现在流媒体

设备的可用蓝牙设备列表中。选择扬声器并成功配对之后会发出一声蜂鸣声，并且 PAIR/LINK 按钮呈蓝

色点亮。  
 

如需将两个 CVE 扬声器相连接，请按住第一个扬声器（已与流媒体设备配对）上的 PAIR/LINK 按钮。

PAIR/LINK 按钮开始呈橙色闪烁时，第一个扬声器会发出两声蜂鸣声。然后按住第一个扬声器上的 

PAIR/LINK 按钮。两个扬声器上的 PAIR/LINK 按钮会呈橙色闪烁大约五秒钟之后变成纯橙色；这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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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扬声器已成功配对并连接到流媒体设备。连接之后，在播放音频时双击任何一个扬声器上的 

PAIR/LINK 按钮，扬声器即可在单声道和立体声之间切换。 

注意：蓝牙音量旋钮可调蓝牙音频输入的音量。只有在蓝牙音量调高时才会听到蜂鸣声。播放音频时无

法对 CVE 扬声器进行配对、取消配对或连接。 
 

CH1 INPUT 和 CH2 INPUT 

这两个输入为平衡组合输入，用于平衡 XLR/TRS 电缆。只接受线路电平输入。 
 
LEVEL 

LEVEL 旋钮用于调整所有通道的扬声器的输出电平。  

 

CH1 OUTPUT 和 CH2 OUTPUT 

CH1 OUTPUT 和 CH2 OUTPUT 将蓝牙信号与 CH1 INPUT 和 CH2 INPUT 分别加以合成，用于连接到

另一个电动扬声器或录音设备。这些输出不会受到 LEVEL 旋钮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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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CVE-10/12/15 作为地板/舞台监听音箱使用 

 

将 CVE-10、CVE-12 和 CVE-15 如下图所示进行定向，可作为地板监听音箱使用。以 45°角朝向表演者固定。

对该应用建议采用 MONITOR 模式，从而降低容易出现反馈杂音的频率的音量。务必确认放置扬声器和电缆的

位置不会绊倒往来人员。建议用户尽可能使用直角 XLR 或直角 ¼" 千斤顶，以避免在扬声器和舞台之间捆扎 

电缆。  

 

  

舞台 



史云威格 专业音响！ 

 

12 
 

注意：在使用架子或杆子时，一定遵守下列要求：  

 确保杆架足以承受扬声器的重量。务必遵守杆架生产商标明的所有注意事项。  

 杆架应完全展开支腿，置于平坦、水平和稳定的表面上。在安放杆架的支腿时，注意不会绊倒过往 

人员。  

 电源电缆和音频信号电缆所放置的位置应：在移动或拉动电缆时，不会绊倒来往人员或导致扬声器 

跌落。 

 在往杆架上安装扬声器前，务必检查所有的关键点，看是否有裂缝、变形、锈蚀和/或丢失的部件—这

些都会影响装置的力度和安全性。  

 只可使用专门为扬声器制作的杆架。 

 避免将杆架和扬声器放在交通区，以防止发生意外碰触。 

 在有风的环境中，务必在杆架底部使用配重（如沙袋）以确保稳定性。切勿将横幅、标牌或气球连接

到或贴到杆架或扬声器上。  

 设备的安装事宜需要咨询许可的专业工程师，并确保理解和遵守有关扬声器及其相关设备的安全和操

作的所有地方和国家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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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应用 – 使用单个 CVE-10、CVE-12 或 CVE15 

 

可使用单个 CVE-10、CVE-12 或 CVE15 电动扬声器为各种表演增强音效。下图显示的应用同时使用了麦克风、

线路混音器和蓝牙流媒体设备。可调整每个通道电平以平衡通道音量，而蓝牙音量旋钮可单独调整蓝牙信号音量。  

 

输入 设备 电缆类型 

CH 1 INPUT 混音台或麦克风 平衡 XLR 或 ¼" TRS 

CH 2 INPUT 混音台或麦克风 平衡 XLR 或 ¼" TRS 

（蓝牙） 媒体播放器，蓝牙流媒体设备 蓝牙无线 

或 或 

 



史云威格 专业音响！ 

 

14 
 

第二项应用 – 使用混音输出连接另一个 CVE-10、CVE-12 或 CVE-15 

 

可使用标准的 XLR 电缆添加另一个 CVE-10、CVE-12 或 CVE-15 扬声器，如下图实例所示。双扬声器系统可

覆盖更大的观众群，也可满足更大的音量需求。如需添加另一个 CVE-10、CVE-12 或 CVE-15 扬声器，将第一

个扬声器的 MIXED OUTPUT 连接到另一个扬声器的 CH 1 INPUT 或 CH 2 INPUT。然后，将第一个扬声器的 

LEVEL 调整到适当的设置。确保将两个扬声器的 LEVEL 旋钮调整到相似设置，因为第一个扬声器的 LEVEL 旋

钮不能改变第二个扬声器的音量。 

 

或 

 

  

或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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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应用 – 使用通道输出将 CVE-18s 连接到 CVE-10、CVE-12 或 CVE-15 

 

对于需要更大低音响应的要求苛刻的应用，可将 CVE-18s 低音炮添加到 CVE-10、CVE-12 或 CVE-15 对中。

如下图所示，在蓝牙设备正在播放音频时将一个线路混音器连接到 CVE-18s 的 CH 1 INPUT 和 CH 2 INPUT。

信号通过 CVE-18s 的 CH 1 OUTPUT 和 CH 2 OUTPUT 发送到每个 CVE 上方扬声器的 CH 1 INPUT（或 CH 2 

INPUT）。CVE-18s 配有全频或通过 100Hz 高通滤波器发送这些信号的选项。  

 

  

或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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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项应用—串级连接 
 

某些场合可能需要远距离或在大型舞台正面摆放数个 CVE 扬声器，以便使扩音效果覆盖整个观众群。使用 

MIXED OUTPUT 以菊花链的方式将每个 CVE 扬声器相连接，如下图所示。  

 

  

或 或 或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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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项应用—大型场馆/前场 
 

在大型场馆里，前场工程师使用调音台混音器控制整个扩音系统。下图显示了调音台混音器如何与表演者的台上
音频设备以及数个正对观众的 CVE 扬声器的连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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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挂/吸顶安装 CVE 上方扬声器  
 

可使用 CVE 壁挂安装附件（另售）将 CVE 上方扬声器安装到天花板或墙壁上。扬声器可安装在各种不同的位

置，如下图所示。请参见壁挂/吸顶安装附件用户手册了解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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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格栅 

 

CVE 扬声器在运输时配有格栅。我们建议保留格栅，因为它能保护驱动器免受运输、安装和一般应用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意外损坏。 

如需拆下格栅，拧开格栅边上的六角螺钉即可。在拆卸格栅时要小心谨慎，以免损坏垫圈。更换格栅时，要确保

垫圈的位置正确，并且拧紧所有的紧固件，以避免在使用时出现卡嗒、卡嗒的声音。  

  



史云威格 专业音响！ 

 

20 
 

故障检修 

 

故障 原因  解决办法 

无声音 未连接到有功交流电源 确认扬声器是否已连接到一个有功交流电源。各个插座都需要调到

“打开”的状态。使用一盏灯来确认交流电源是否有功。 

 电源开关位置不正确 确认扬声器背面的电源开关处于 ON（打开）位置。 

 LEVEL 设置不正确。 将 LEVEL 调整到能够听到声音的设置。 

 声源无效、音量不足或者连接

不良 

 确认音频设备已打开，并且音量设置为在可听音量级别上输出音

频信号。 

 确认声源输出和扬声器输入之间的电缆连接是否正确。 

 确认音频混音器上的 MUTE 开关已断开。 

 确认外部电源与需要幻像电源的麦克风一起使用。  

无电源 未连接到有功交流电源 确认扬声器是否已连接到一个有功交流电源。各个插座都需要调到

“打开”的状态。使用一盏灯来确认交流电源是否有功。 

 电源开关位置不正确 确认扬声器背面的电源开关处于 ON（打开）位置。 

 交流电源电压不正确 确认交流电源未过高或过低。 

 扬声器保险丝烧断 断开所有的电源连接；如果需要，则可检查并更换位于扬声器后端

的保险丝。  

系统关机 扬声器自我保护已启用  避免将扬声器置于热源附近或阳光直射下。 

 勿使用限幅的和/或失真的输入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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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续） 

故障 原因  解决办法 

声音不良 设备设置不正确，导

致失真。 

 检查外部混音台上的仪表，确保混音器未对信号限幅。如果混音器的电

平过高，则修正混音台的增益结构，首先降低前置扩音器的微调（输入

敏感性）。如果这样做未能充分降低信号电平，则可降低通道推杆。如

果电平仍然过高，那么可降低主总线；不过，限幅输入很可能是失真的

源头。检查调音台上所有的有源输入声道，确保每个声源的输入微调设

定正确无误。 

 如果信号源直接插入扬声器，则确保输入电平不要调得过高。如果任何

通道上的 LED 信号指示灯变为红色，则表示该通道上的输入正在限

幅，需降低输入电平。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需要降低声源级。如果在

降低声源级和输入电平之后仍然可以听到失真，则降低主音量。  

 检查确认音频源和/或混音器未在混音过程中添加过多低音或高音，因

为过载均衡器会限幅，从而导致声音失真。 

 电缆连接不佳。 确认所有连接是否良好。确认连接器是否干净，是否有任何残留物。确认

所有电缆上的绝缘护套是否磨损或破裂。 

 咔嗒声 确定咔嗒声不是来自脚轮（只有超低音扬声器配备了脚轮），也不是来自

扬声器的台座或系统附近的任何家具或固定装置。 

 交流电源电缆的位置

不佳 

勿使用与调光器连接的交流电源。使用交流滤波器盒或另外一条交流电

路。  

勿将音频信号电缆沿其它电源电缆、变压器或信号电缆布设，以防止产生

干扰。 

 接地回路发出的“嗡

嗡声”。 

将所有音量和输入电平调到最小设定值，确认所连接的音频设备没有嗡嗡

声。如仍有嗡嗡声，则断开所有的音频电缆连接；如嗡嗡声消失，则说明

接地回路存在问题。从地上将信号电缆提起来（带有一个直接的箱式或耦

合变压器），是在声音设置范围内取消接地回路最安全的办法。将所有音

频设备的交流电源插头插入使用共同接地的同一个插座（确保插座能够支

持设备的功耗，以避免电路超载）。确认交流电源和共同接地之间达到了

最短距离。 

 设备发出的“嘶嘶”声 使用平衡连接以达到最佳降噪效果。 

将所有音频设备的交流电源插头插入使用共同接地的同一个插座（确保插

座能够支持设备的功耗，以避免电路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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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与保养 
 

在进行任何清洁或维护工作之前，请确保扬声器已拔下电源插、关闭开关并且所有电缆都已拆除。确保扬声器的

开口处不会受潮。  

可使用干抹布清洁扬声器。勿要使用化学清洁剂，因为它们可能损害扬声器的面漆。应避免大风力直吹，因为这

样可能会损坏驱动单元并将碎屑吹入外壳内。  

存放扬声器时，一定要避免容易发生意外水淹和过多灰尘堆积的地点。在存储或运输扬声器时，我们建议将其盖

起来。  

电缆连接 

 

 

1/4” TRS
Balanced 

1/4” TS
Unbalanced

Ring

Ring

Tip
Tip

Sleeve

Sleeve

Hot (positive )
Cold (negative )
Shield

Signal
Ground

TipSleeve

2

1

3

XLR Balanced Input

Hot (positive)

Hot (positive)

Shield

Shield

Cold (negative)

Cold (negative)

Tip

Sleeve

热(正极) 

冷(负极)

热(正极)

冷(负极)
 

屏蔽 

套筒 圆环 

XLR 平衡性输入 

屏蔽 

套筒 
套筒 

套筒 

尖端 

尖端 

尖端 

圆环 

热(正极) 

冷(负极) 

屏蔽 

尖端 

信号 

接地 

平衡性的 

1/4"TRS 

非平衡性 

1/4"TS 



史云威格 专业音响！ 

 

23 
 

 

 

2

3

1

T R S

2

3

1

2

3

1

(XLR)

(XLR)

Hot (positive)

A. XLR**

B. TRS PHONE

Cold (negative)

Shield/GND

Hot (positive)   Cold (negative)

Shield/GND

T S

T TSS

2

3

1
(XLR)

(Standard Phone)

D. STANDARD
     PHONE

E. SHIELD/GND
     PHONE

Hot (positive)  Cold (negative)

Shield/GND

Hot (positive)

Shield/GND

T S
2

3

1
(XLR)

C. STANDARD
     PHONE

Hot (positive)   Cold (negative)

Shield/GND

Floating or Balanced
low impedance: most 
professional equipment
line in and line out,
microphones.

Unbalanced
low impedance: some
professional equipment
and microphones.

Unbalanced
high impedance: most 
hi-fi equipment.

Unbalanced
high impedance: most 
hi-fi equipment.

REMOTE DEVICE                                                                                                        REMOTE SIDE OF CABLE
DESCRIPTION                                                                              CABLE                  (Connector Type)

屏蔽/接地 

 
 

屏蔽/接地 

屏蔽/接地 

屏蔽/接地 

屏蔽/接地 

冷(负极) 热(正极) 

热(正极) 冷(负极) 

冷(负极) 

冷(负极) 

热(正极)

热(正极) 

热(正极) 

(标准受话器) 

(XLR) 

(XLR) 

(XLR) 

(XLR) 

电缆 
电缆的远程端面 

（连接器类型） 
远程设备描述 

A.XLR 

B.TRS 受话器 

C.标准 
受话器 

D.标准受话器 

E.屏蔽/接地 
受话器 

浮动性或平衡性低阻抗： 

最专业的设备，麦克风。 

非平衡性低阻

抗：一些专业设

备和麦克风 

非平衡性高阻抗： 

大多数高度保真设备 

非平衡性高阻

抗：大多数高度

保真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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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 
 

感谢您选择吉布森专业音频的品牌之一（斯坦顿、KRK 或史云威格）。 

您的满意度对我们极为重要。我们对自己的工作质量引以为豪，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注册您的商品，将能协助

我们保证您始终与我们的技术进步同步。 
 

欲注册自美国授权吉布森专业音频经销商处购买的货物： 

请登陆网址：http://www.gibson.com，并进行在线注册。 

或者您可以将您的保修卡寄给： 

吉布森客户服务 
309 Plus Park Blvd. 

纳什维尔，美国田纳西州37217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可拨打以下电话与客服联系： 
1-800-4GIBSON(1-800-444-2766) 

电子邮箱：service@gibson.com 
 

对于从美国之外的授权吉布森专业音频经销商购买的商品，请与向您出售该商品的经销商联系，以便注册您的保

修事宜以及处理解决所有与保修有关的问题。 
 

吉布森专业音频设备的保修单 

任何时候，如您的吉布森专业音频产品（包括斯坦顿、KRK或史云威格等品牌）由于材料不良或做工问题出现了

功能故障，吉布森专业音频或吉布森专业音频在美国的授权维修中心之一会对缺陷（一个或多个）进行维修或者

在它单方面认为合适时更换该商品。 

保修期(从销货清单上列出的购买日期算起): 
 

斯坦顿 

所有的斯坦顿产品均为一（1）年 
 
KRK 

所有的监听音箱均为三 (3) 年。 

所有的耳机、电脑音频设备（包括空间修正设备）均为一 (1) 年。 
 

史云威格 

所有的无源扬声器系统均为五（5）年。 

所有的有源扬声器系统均为三（3）年。 

所有的混音器均为三（3）年。 

在装运日期后的90天内，吉布森将提供所有更换部件和维修的保修。 

如果您的货物在吉布森或者其中一个吉布森专业音频授权的维修中心维修时丢失或被破坏或损坏到了无法修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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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吉布森将用同样的货物或最为类似风格的货物（其价值不超过您货物的原始购买价格）更换该货物。涉及

货物的任何保险，包括但不限于珍品价值保险，都必须由拥有人自费投保。 
 

为了使商品的返回速度最快、最安全，请使用原装运纸箱和包装材料。在装运过程中，因包装不良或不够充分而

导致的任何损坏，吉布森公司不予负责。 

此保修单仅授予原始零售购买人，不得转让或让与后来的商品拥有人。为使您的保修单生效，作为保修范围的先

决条件，您必须在原始购买日期之后的十五（15）天内注册您的保修单。您的购买证明或销售收据必须附有保

修范围的所有要求。 
 

此保修单具有下列限制条件： 
 

本保修单不包括如下内容： 

1. 以任何方式改装商品或者商品上的序号被篡改了。 

2. 保修卡被修改了的任何商品或提交了虚假信息的任何商品。 

3. 因使用不当、疏忽或操作不当而受损害的任何商品。 

4. 因意外事故、洪水、火灾、雷电或其它自然灾害受损的任何商品。 

5. 任何种类的运输损坏。 

6. 极度受潮或在极高/低温度下储存或使用的任何商品。 

7. 从未经授权的经销商处购买的任何商品或经未授权人员维修过的任何商品。 
 

吉布森再没有其他任何种类的货品质量保证。在此，我们否认并排除本保修承诺具体条款以外的所有默示保证，

包括用于特殊目的的适销性和合适性保证。一些州和/或国家不允许排除或限制默示保证，所以上述声明可能不

适用于您的情况。 
 

对于购买人或任何第三方遭受的任何具体、间接、意外的损失或类似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失去利润或业务带来

的损失或因商品的使用或性能导致的损失，无论合同中规定的或是侵权行为，即使吉布森或它的授权代表已被告

知此类损害的可能性，吉布森公司也不予承担责任，并且对于上述原因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花费、索赔或诉

讼案件，吉布森公司亦不予承担责任。 
 

对于从美国境外的授权吉布森专业音频经销商购买的商品，请与出售该商品的经销商联系，以便处理和解决所有

保修事宜。对于这些购买而言，上述保修单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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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得保修服务 

 

美国境外的保修服务： 

在进行保修时，请联系出售给您该商品的授权吉布森专业音频经销商，并遵循经销商的返回/保修政策。 

 

对于从美国境内授权吉布森专业音频经销商购买的商品，保修服务如下： 

如您的吉布森专业音频设备出现故障，经销商或拥有者必须拨打客服电话：1-800-4GIBSON(1-800-444-2766)，

从客户服务代理人处获取一个返回授权编号。如没有以上事先的返回授权，不得将商品返回给吉布森公司，并且

返回授权编号必须要写在装运包装的外部。客户服务代理人会提供地址和附加的装运说明。拥有者必须以预先支

付运费和保险费的方式将货物运送到客户服务代表提供的地址。只能由经授权的吉布森专业音频维修中心进行保

修服务，如未经授权人员进行了任何维修，则此保修单失效。对于因未经授权人员进行维修导致的缺陷或损坏或

非吉布森公司/经授权的吉布森专业音频维修中心操作的非保修服务导致的缺陷或损坏,吉布森公司声明免责。 

 

在与吉布森公司联系时，您必须附上货物功能故障的全部书面说明。如我们要求或建议您获取非保修业务，则会

给您发送报价单，在经您认可之后才会进行非保修业务的操作。您应该立即考虑非保修业务的报价，并将您的决

定告知授权的吉布森专业音频维修中心或吉布森公司。我们不会要求您用购买非保修业务的方式来获取本保修单

涵盖的内容。吉布森或经授权的吉布森专业音频维修中心在货物到达后即对其进行检查，然后将大概的完工日期

通知您或您的经销商。经维修的货物或部件将返还给您或您的经销商，保证运费由提货人交付。 

 

除了本保修单声明的责任外，其它代表或个人均无权为吉布森承担任何其它责任。本保修单为您提供的具体权利

会因州而异、因国而异。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致函： 

 

客户服务部 

吉布森客户服务 

309 Plus Park Blvd. 

纳什维尔，美国田纳西州37217 

 

或拨打电话： 

 
1-800-4GIBSON(1-800-444-27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