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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注意事项

在室外安装扬声器时，请安装到角落或屋檐下，尽量避免暴露于雨雪天气。

扬声器要安装到墙壁、天花板上，因此需要把它们牢牢固定。对于特殊的墙壁、天花板结构，应通过可靠
的渠道咨询，以了解最适合您的紧固件类型。

不要将它们安装到薄胶合板或柔软的墙壁、天花板表层材料上，因为螺钉会很容易扯破这些材料，使扬声

器掉落，导致损坏扬声器或人身伤害。

不要用钉子、粘接剂或其他不安全的金属件将扬声器牢固到墙壁、天花板上。由于长时间的使用和震动，

它们会很容易脱落。

不要将扬声器放置在易于被撞翻或被坠物击中的地方。平稳放置也会确保更好的声音效果。

将扬声器安置在相同支架或书架上可得到噪音反馈。

请勿用手接触低音单元或高音单元，也勿使其遭受强烈的外力冲击。如果他们有凹陷或弯曲，声音将会

失真。

变更输入信号前，降低功率放大器、接收机的音量。切勿在高音量时切换输入源（FM至CD）。每次安上

或卸下输入电缆线前，应先关闭放大器、接收机。

如果您察觉到失真﹐请降低功率放大器、接收机的音量。不要让功率放大器达到“限幅”状态。

不要使用化学溶剂清洗扬声器﹐以免损坏其表面涂层。用柔软的干布清洁和擦拭。

安全的放置和安装是用户自己应负的责任。

对于扬声器的不妥当放置和安装所引起的事故﹐ YAMAHA不负任何责任。

设置NS-AW570扬声器前，请仔细阅读这些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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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金属丝×2

防护喷漆罩×2

大型安装板专用螺钉×2

底座或L-型支架专用螺钉×2 

安全链专用L-型支架×2  

托架×2前盖×2

胶条×2

62

扬声器×2 旋钮×4

拆开包装

拆开包装之后，请检查所装物品，确认下列物品完整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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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架

*固定至墙壁或天花板
屋檐

胶条

胶条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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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前盖

当您首次从包装箱中取出扬声器时，它们附有防护喷漆罩。请将此前盖安装至扬声器。

注意
这些扬声器可以涂漆。如果您想给扬声器涂漆，请在安装前盖前涂漆。有关给扬声器涂漆的更多信息，请参

考第8页的“给扬声器壳与前盖涂漆”。

安装前盖
1  拆下扬声器的防护喷漆罩。

2  将前盖与箱体上的槽对准，然后仔细地将前盖边缘推到扬声器上。

    注意
    建议使用所提供的胶条，确保前盖牢固安装。将胶条涂至下面右图中所示区域。

注意
铝前盖易弯曲变形。请注意，替换扬声器前盖时，尽可能使用最小力。

安装扬声器

可将扬声器置于书架或使用配件支架安装在墙/天花板上（用1/4 x20螺钉将支架固定到位于扬声器背面的螺

纹插孔中）。若要壁挂式/吊顶式安装扬声器，使用所提供的安装支架。（参见下图）

旋钮

室外注意事项：
在室外安装扬声器时，

请安装到角落或屋檐下，

尽量避免暴露于雨雪天气。

1. 用托架作参照，在要安装扬声器的地方标出托架小孔槽的位置。

2. 使用合适五金件（市售）将托架禁锢在墙壁/天花板上。

3. 将扬声器放入托架，用附带的两个旋钮固定扬声器。（参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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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已将大型安装板安装在外墙上，也可使用以下程序安装扬声器。

1

安装托架

大型安装板

螺钉

*固定至墙壁或天花板

旋钮

墙壁

2

64

*注意
确保为您特殊墙壁/天花板构造找到最佳类型固定件的可靠供应源。

安全固定装置是买方责任。

使用托架将扬声器安装到墙壁/天花板上时，请在托架和墙壁/天花板之间使用。

安全金属丝（不含）以防止扬声器掉落。

1. 将安全金属丝的扣插过支架与环。

2. 用螺钉将L-型支型架固定至扬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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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前，确认放大器已关闭。

使用香蕉插头

R L
A

B

1

香蕉插头 2

红(+)

黑(-)

松开

拧紧

65

连接放大器

用扬声器电缆线将扬声器后方的输入端连接到放

大器/ 接收机的扬声器输出端。

扬声器电缆线一侧是红色的，另一侧是黑色的。

使用红色侧连接扩音器（或接收器）上的（+）

端子与扬声器。使用电缆线黑色侧连接两个组件

上的（-）端子。

连接扬声器，注意不要将“+”极（红色）和“-”极
（黑色）接反。如果扬声器的正负极接反，声音

会听起来不自然并且缺乏低音。

连接

如何连接
① 松开旋钮

②将裸线插入端子侧的插孔（从扬声器电缆线的末端

将绝缘层剥去，捻合暴露的电线以防止短路。）

③ 拧紧旋钮并固定电缆。

轻轻地拉伸终端电缆，以测试连接是否牢固。

注意
不要让扬声器的裸线互相接触，否则会损坏扬声器或

放大器、接收机，甚至造成两者全部损坏。

扬声器

放大器或接收器

放大器扬声器

输出端

1. 拧紧端部旋钮。

2. 将香蕉插头插入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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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扬声器

室内摆放
您可使用这些扬声器作为前置或环绕声扬声器。

－前置扬声器应以1.8-3.0米的距离分开摆放。如果布置得太近，立体声效果会降低。相反，如果布置得相

距太远，会发生所谓的中间“遗漏”效果，并且会失去发声中枢填充。扬声器应处在至少在耳朵高度处发出

声响的高度。

－中置扬声器应置于电视之上或之下的中心。

－环绕扬声器最好置于听音区后面，至少尽可能与前置扬声器分开，每侧最多再间隔60厘米。扬声器应至

少为耳朵的高度处或最好高一点。

左前置扬声器 右前置扬声器

中置扬声器

1.8-3.0米

左环绕扬声器 右环绕扬声器

至多左移60厘米 至多右移60厘米

听音区

室外摆放
您的扬声器系统具有防水外壳，当在室外安装时保护扬声器。这些扬声器是以广泛分散模式设计的，意味着您将

在较大听音区得到良好的声音效果。（9.3-37.2平方米）。请注意，如果听音区太大，扬声器布置得间隔太远，会

发生“中间遗漏”效果（扬声器之间的区域缺少声音），与/或产生“热点”（扬声器附近声音大）。

设法将扬声器在1.8-3.0米的间距之间布置，以得到良好的立体声效果。对于较大区域（37.2-83.6平方米），建议

使用两对扬声器，参见下图。

注意
1. 每61-122米应使用1对扬声器。

2. 建议将垂直安装此扬声器，因为它是为确保在此方向的广泛听音区而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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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扬声器表面和前盖喷漆（可选）

我们设计了与周围环境很好地融为一体扬声器漆面。然而，您也可以给它们喷漆，以得到适合特定环境的完美漆

面。使用高质量油漆，喷漆前选择通风良好的区域。如果您不确定什么漆最合适，采购漆以前，咨询专业油漆店

或油漆匠。

您将需要准备

底漆的喷漆枪（如果您使用不要求底漆的塑料漆，则不需要）

您所选颜色漆的喷漆枪。确保选择的漆等级适合扬声器的使用环境。例如，如果您想在室外使用扬声器，则

使用室外级漆。

用于拆下扬声器前盖的回形针或其它类似的小且细长的工具

所附的防护喷漆罩

2块清洁布，一块湿的、一块干的

遮蔽胶带

准备

从扬声器托架中拆下扬声器（如果扬声器安装在扬声器托架中）

拆下扬声器的前盖（如果它们已经安装）。

拆下前盖：按图示将回形针或其它具有硬锥形尖的物体插入前盖上方、下
方，以将前盖的四个角提离扬声器。

用湿布将扬声器与前盖的所有表面擦净。请勿触摸扬声器反射板的表面。

在继续操作前，确保一切是干燥的。

使用遮蔽胶带仔细地遮蔽扬声器后面的螺旋式输入端子，并且将前盖上的
雅马哈标识盖上。

使用所附的防护喷漆罩仔细地盖上扬声器反射板。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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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Hz - 30,000 Hz
6 ohms
40 W
120 W
87 dB
188.67 x 260.12 x 172 mm
2.3 kg
No

1.

2.

3.

4.

5.

6.

在扬声器上喷一层底漆。如果您使用“塑料用漆”或标有“无需底漆”的“直接涂
至塑料”的塑料漆，不必涂底漆。

使首层底漆干透。

涂第二层底漆。

使第二层底漆干透。

喷面漆颜色。

使漆干透。

给扬声器喷漆

1.

2.

3.

在前盖上喷面漆颜色，确保前盖孔无油漆。前盖孔堵塞可能会降低声音质量。不需
要涂任何底漆。

使漆干透。

在扬声器上重新安装前盖。

给前盖涂漆

注意
铝制前盖易于弯曲变形。注意当更换扬声器上的前盖时，

尽可能使用需要最小力。

规格

类型
音箱 低音单元         

高音单元         
频率响应
阻抗
额定输入功率
最大输入功率
灵敏度
尺寸（宽 X 高 X 深）  
重量      
磁屏蔽    

*由于产品改进，技术规格如有变化恕不另行通知。

2分频悬浮式

P.P.云母注入锥盆型低音单元并采用橡胶边缘

PEI软球顶型



雅马哈乐器音响（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818号云和大厦2楼

雅马哈扬声器是为提供高水平的无故障性能而设计与制造的。雅马哈以渗入每个雅马哈扬声器的经验丰富的工艺而感

到自豪。雅马哈很高兴为您提供以下有限保修，它只适用于从我们授权经销商采购的产品。建议您全面阅读本有限保

修，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联络您授权的雅马哈经销商或雅马哈乐器音响（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服务部。

有限保修
室内/室外扬声器系统

保修期限

本扬声器系统自首个消费者采购日起保修一（1）年。

保修什么，不保修什么？

本保修涵盖本产品在材料或工艺上的缺陷，但不包括以下：
（1）因以下原因造成的损坏、老化或故障：

a. 事故、疏忽、滥用、误用、安装或操作不当或未能遵守用户手册中包含的指示。
b. 任何产品装运。（索赔必须提交承运人。）
c. 由雅马哈或授权的雅马哈优先客户服务中心以外的任何人修理或试图修理。

（2）经改装或其上序列号外观已损伤、修改或删除的任何装置。
（3）正常磨损和任何周期性维护。
（4）未从授权的雅马哈经销商采购的任何装置。如果您不确定经销商是否由雅马哈授权，请联系雅马哈服务部。
（5）用于工业或商业购买的任何装置。

谁可以实施保修：

本保修可由原始购买者实施。

将支付什么，且您必须支付什么：

雅马哈将修理或更换本保修所涵盖的装置，而不向消费者收取人工或材料费。您负责任何安装与拆除费，如果部件必须运送保修，
也需负责初次装运费。然而，如果修理在保修范围内，我们将负责在中国至任何目的地的装运费。

如何获得保修服务：

（1）需要维修的雅马哈扬声器系统必须交付授权雅马哈服务中心。
（2）运送维修的装置必须牢固包装，并且必须附有要求维修的详细问题说明、以及作为保修范围证据的销售单。
（3）对于保修范围，不要求保修登记。

隐含保修的限制：

任何隐含的保修（包括适销性的保修以及特定目的适用性）限于在此保修的有效期限内。

损坏的排除：

雅马哈对任何有缺陷产品的责任限于由我们选择修理或更换产品。雅马哈不对附带或间接损害或因产品缺陷造成的任何其它类型
的损坏负责。
有些区域不允许限制隐含保修持续时间与/或不允许排除或限制附带或间接损害，因此上述限制和排除可能不适合您。本保修赋
予您特定的法律权利，且您所拥有的权利可能因所在区域不同而不同。

想了解距离您最近的雅马哈客户服务中心，
请致电：400-051-7700

如为方便您即时了解感兴趣的产品,同时帮您更快速高效地解决在产品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请致电：400-051-7700。网站：http://www.yamaha.com.cn/

雅马哈全国客户服务热线为您提供快速、礼貌及专业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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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马哈乐器音响（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818号云和大厦1-3楼

邮编：200042
网站：http://www.yamaha.com.cn/  

电话：400-051-7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