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61 使用说明书

PAIYON AUDIO - 派扬音响



警告！Warning！

为了减少火灾或触电的危险，请不要让本设备遭受雨淋或液体溅洒，并确保设备使用环境干

燥无潮湿，确保设备上不放置任何盛有液体的物体，如花瓶、鱼缸、茶杯等。

本设备使用 220V 交流电源，务必遵守安全用电规定，确保设备出厂设置功率要求与您所处

地的市电电源相匹配。

本设备应安装在靠近电源插座的地方，并确保能方便切断电源，确保能方便地从交流电源插

座拔下电源插头，以完全断开交流电源。

当设备长期不使用时或外出家中无人时，从交流插座拔下本机电源插头，确保本机完全断电。

不要将本设备放置在密闭的空间内，对散热不利，影响使用寿命。

不要拆开本设备，私自拆解和磨机将会自动失去保修权利，且内部有触电危险。

维修：Service

本设备内部没有用户可以自行维修的地方，所有故障必须由有家电维修资质的专业人员进

行，必要时请联系我们维修。

注意：Caution

您必须注意未在本手册中明确许可的任何变动或修改均可能导致本设备操作无效，严重时可

能导致设备损坏。

此产品只适用于海拔 3000 米以下和非热带地区使用，正常工作环境温度在-35~40 摄氏度，

连续工作时间不宜超过 4 小时，若您需要长时间工作，请确保使用环境温度不高于 26 摄氏

度。



导论：Introduction

恭喜您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选择派扬音响的主动式蓝牙 HIFI 监听音箱--PAIYON A61！本设备

是经过派扬团队精心设计打造的一个产品，在您使用本设备之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本手册，

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会让本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以无比优秀的音质陪伴您很多年。

不管怎么说，本手册上的内容将会帮助您尽快了解您的新音箱，A61 不会让您失望。

操作：Operation

面板功能介绍

正确设置和接线会让您的新音箱发挥的更为出色，请仔细阅读接下来的篇章。

1 AC220V 市电输入插座和保险丝

2 电源开关

3 平衡信号输出（XLR）
4 平衡信号输入（XLR）
5 LF-低音补偿调节

6 MF-中音补偿调节

7 HF-高音补偿调节

8 低频截止开关

9 输入标准补偿

10 Line in RCA 线路输入开关

11 XLR 平衡输入开关

12 RCA 线路输入电平选择

13 USB 输入插口

14 RCA 线路输入 L插口

15 RCA 线路输入 R 插口

16 数字信号同轴输入插口

17 电源指示灯

18 过载保护指示灯

19 蓝牙输入指示灯

20 同轴输入指示灯

21 USB 输入指示灯 22 音量调节和讯道切换





前 面 板 示 意 图

功能设定及介绍

1 / 2 AC220V 市电输入插座和保险丝 / 电源开关

当您打开电源开关之前，请使用本产品配送的电源线插入您家里的市电插板，并确保您的市电电压与本机要

求的 AC220V 相符；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如遇市电突变导致的保险丝熔断，请更换与本机使用的相同型号保险

丝（保险丝上有印字）。

3 平衡信号输出（XLR）

A61 采用纯平衡线路设计，数字信号经主箱内的解码模块处理后，

通过平衡线（XLR）把单声道模拟信号输送给副箱。

4 平衡信号输入（XLR）
A61 可以作为标准监听音箱使用，如果您有高级别前级音源，可以

通过平衡线（XLR）把每只音箱与您的前级连接（监听模式下，

本机音量调节不起作用）。

5 LF-低音补偿调节

这个开关是用来微调低频 EQ值，调节范围是+2dB，0dB，-2dB，这个调节取决于个人听感、听音环境以及设

备的摆放位置，比如说，您的空间环境驻波较大，或者您需要靠墙角摆放，可以调到-2dB；如果您的空间环

境很好，摆放位置不贴墙或者不靠墙角位置，可以调到 0dB 或者+2dB，取决于您的整体设备以及个人听感喜

好。

6 MF-中音补偿调节

这是一个频率特性凹陷陷波器，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中频滤波器，他的作用是用于调节听感效果。比如有些

环境位置或者音源在中频段有明显的尖峰效应，听感有些冲头，这个时候可以适当通过 MF 微调-2dB 或-4dB
让其频响凹陷一些，听感上更为舒服。

7 HF-高音补偿调节

这个开关是用来控制高频段频率特性的，根据个人听感需要或者音源或者环境吸音效果的不同适当增减，如

果听上去高音刺耳可以设置-1dB 衰减高音，听上去高音不亮可以设置在+1dB 提升高音。

8 低频截止开关

这个开关的作用是设定低频截止频率，如果您觉得低音有些多了，或者说您要匹配一个低音炮，您可以把 A61
的低频截止点设置在 60Hz 或者 80Hz；如果您不觉得低音过量或者不需要增加超重低音装置，那么此开关就

设置在 Flat 位置，也就是不切低频点。当您使用外置低音炮辅助低音时，建议您的低音炮频率设置在 60Hz
或者 80Hz 与本设备衔接，这样在听感上更为舒服。

9 输入标准补偿

这个开关的作用是调节 A61 灵敏度方便与不同的音源设备相匹配，如果您的音源器材输出电平比较高，为了

不让信号失真，设置此开关在-10dB 位置去降低 10dB 的灵敏度；如果您的前级音源器材输出电平较低，设置

此开关在+4dB 位置去提升 4dB 的灵敏度。



10 Line in RCA 线路输入开关

这个开关用来切换是否使用双 RCA 模拟信号做为音源输入，如果您用 CD、解码器等 RCA 模拟信号做为音源

时，打开此开关到 ON 位置；如果您使用蓝牙、同轴、USB 数字信号做为音源时，关闭此开关到 OFF 位置。

无论是 RCA 线路输入还是使用内部解码，音量调节旋钮均起作用。

11 XLR 平衡输入开关

这个开关的作用是用来切换是否使用平衡模拟信号（XLR）做为音源输入，如果您用带有 XLR 输出功能的前级、

解码器等模拟信号做为音源时，打开此开关到 ON 位置，这时候本机音量调节将不起作用，音量大小调节需

要依靠您的前级音源设备（一般做为纯监听模式工作时使用这个功能）；如果您使用蓝牙、同轴、USB 数字

信号做为音源时，关闭此开关到 OFF 位置。

12 RCA 线路输入电平选择

当您使用非平衡信号输入时，这个开关的作用是用来调节 A61 灵敏度可以与不同的音源设备相匹配，如果您

的音源器材输出电平大于 4v，比如一些特殊的解码器输出电平高达 7v，为了不让信号削波失真，设置此开关

在>4v 位置；如果您的前级音源器材输出电平比较标准，比如 CD 机，设置此开关在标准位置即可。

13 USB 输入插口

当您使用手提电脑或者台式电脑作为音源时，可以通过 USB 线连接本机，按压前面板的音量旋钮，使 U. 指

示灯亮起即表示为切换成功。

14 RCA 线路输入 L 插口

双莲花线路模拟信号 L 声道插口，比如 CD 机的 L 输出到此接口。

15 RCA 线路输入 R 插口

双莲花线路模拟信号 R 声道插口，比如 CD 机的 R 输出到此接口。

16 数字信号同轴输入插口

本机内置高素质 HIFI DAC，如果您使用数字信号接入本设备，可以通过此接口与本机内部解码连接，比如机

顶盒的同轴输出，电脑声卡的同轴输出等，如果您的设备只有光纤输出，您还可以使用光纤转同轴装置实现

连接（光纤转同轴设备需要自备）。按压前面板的音量旋钮，使 C. 指示灯亮起即表示为切换成功。

17 电源指示灯（绿）

打开电源正常通电，此指示灯点亮。

18 过载保护指示灯（红）

当功率输出过大而导致音频削波时，此灯会随音频功率负载的波动而闪烁，提示您此时应该减小音量；当设

备过热、过载时此灯将会常亮且功放会出现放音断续现象，严重时功放进入静音保护模式，您需要关机冷却。

19 蓝牙输入指示灯（绿）

这里的 B.是 Bluetooth 的简称，此灯亮起表示讯道切换在蓝牙模式。

20 同轴输入指示灯（绿）

这里的 C.是 Coax的简称，此灯亮起表示讯道切换在同轴输入模式。

21 USB 输入指示灯（绿）

这里的 U.是 USB 的简称，此灯亮起表示讯道切换在电脑 USB 输入模式。

22 音量调节和讯道切换



这个旋钮担负着音量调节和讯道切换的双重功能，顺时针旋转加大音量；逆时针旋转减小音量；每按压一次

切换一种输入信号，讯道切换分别在蓝牙、同轴和 USB 间循环。

蓝牙连接

A61 内置高素质 HIFI 音频专用蓝牙装置，您可以轻松地把您的移动终端设备以及具备蓝牙装置的电脑、电视

等设备的音频信号通过蓝牙功能输送到本机进行放音。无线连接，让您的生活无拘无束，每天都徜徉在高品

质的音乐海洋中，您的生活也会因为有了 A61 的陪伴增加无穷乐趣。

连接步骤：

首先轻轻按压 A61 前面板上的音量旋钮，使 B. 指示灯亮起（亮起后会进入闪烁等待连接状态，连接成功后

常亮）即表示切换到蓝牙讯道成功。

打开您的蓝牙设备，设置搜索蓝牙设备，找到名称为“PAIYON-A61”的设备，点击连接，提示连接成功，恭

喜您，尽情地在您的移动终端播放音乐吧，A61 宏大的声场登场了。

温馨提示：

 为了提高声音素质，建议使用专用播放软件如 Foobar2000 等播放无损格式的音源，普通 MP3 音质无法

满足 HIFI 高保真的需要，更无法体现 A61 的优势。

 由于蓝牙无线传输速率及播放流畅度依赖于您的播放设备性能及软件，可能会在播放过程中出现卡顿、

延迟等现象，这不是本设备故障问题，而是由于播放器材及软件在工作过程中内存不足、系统慢、其他

后台软件拖累等等原因所致。

 蓝牙传输距离是在无遮挡的开阔空间直线距离 10 米内，当出现卡顿断续现象时请缩短距离。

技术参数

频率响应（+/-3dB）：45Hz 到 22KHz

输入阻抗：80kOhm

输入电平：350mv

蓝牙版本：4.0 HIFI 音频专用级

USB 接口：HIFI 级音频专用解码（B 型插头）

最大功耗：闲置 18 W / 最大 160 W （单只）

功放功率：高音 50 W / 低音 100 W （单只）

最大声压级 1m：123 dB 峰值（立体声模式）

信噪比：>90dB(不计权）

高音单元：28mm / 1.1 英寸软球顶

低音单元：165mm / 6.5 寸复合聚丙烯盆，布帽涂胶

净重：25.5kg / 对 单只尺寸（高 x 宽 x 深）：360 x 208 x 350mm（含面

罩散热片）



频响图：

一般故障处理：

 如果电源指示灯 P. 亮而喇叭没有声音输出，请检查您的信号输入是否正确，讯道切换是否正确。

 如果电源指示灯 P. 不亮且喇叭没有声音，请检查保险丝是否烧断，如果烧断请更换同规格的保险丝；如

果保险丝没有熔断，请检查电源输入是否正常，可以更换一个插板或者电源线试试。当排除这些因素后

仍然无法启动系统，请联系派扬公司或经销商检修。

 如果系统保护指示灯 O. 常亮或者高频率闪烁而喇叭没有声音输出，请检查散热片温度是否过热，如果感

觉温度比平时过热，请立刻关闭电源等待 15 分钟，（当散热片温度超过 65℃会出现这个现象）当散热

片温度低于 50℃后再开机即可。强烈建议您想办法让您的环境保持良好的通风以便设备不至于因为温度

过高而损坏。

重要告知：

1．A61 的设计采用高品质高素质元器件制造，在正确操作使用下可以正常工作很多年。为了延长使用寿

命和保持良好的高品质音乐回放，建议您平时使用时注意过载削波指示灯的状态，当发现此指示灯频繁

点亮时请降低音量，让您的 A61 工作在更为稳定的状态！

2．由于 A61 的每只音箱都是独立功放系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开关机冲击，在开机时请先开主箱电源，

再开副箱电源；关机时，请务必先关副箱电源，再关主箱电源！

3．请保持系统使用环境通风良好，利于散热，让您的 A61 工作的更舒服些，声音也会更好！

4．在工作时本机散热片高温（可能会超过 65℃），请放置在儿童无法触摸到的地方，即便是成年人也请

勿随意触碰以免烫伤！

5．任何线缆的拔插，请务必在电源关闭的情况下进行，不可以随意热插拔！



6．高音喇叭膜片是一种特殊的且非常薄的高贵丝织物，请勿用手触摸以免损坏！

7．低音喇叭振膜上有一种特殊的不干阻尼胶，请勿用手触摸以免损坏！

【本产品会存在持续改良的情况，如有变更参数恕不另行通知】

派扬音响 不同凡响

致力于超高性价比发烧音响的研发和制造，

让普通工薪百姓享受高素质音乐是我们一贯的追求！

深圳市派扬音响有限公司

SHEN ZHEN PAIYON AUDIO CO.,LTD.

更多高性价比音响产品，请访问我们的

网站：http://www.paiyon.com ;
淘宝店：http://paiyon.taobao.com

联系电话：0755-27967130 13590158578（微信）

邮箱：469884785@qq.com QQ：469884785 用户群：1358836
微信公众号：PAIYON_AUDIO

http://www.paiyon.com
http://paiyon.taobao.com
mailto:46988478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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