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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使用前阅读以下操作需知。对于不遵守以下操作需知而造成的损坏和 / 或伤害，Yamaha 公司概不负责。

1. 为了得到最好的操作，请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
书。 请妥善保存本说明书，以备以后查阅。

2. 请在凉爽、干燥、清洁的地方安装扬声器，应远
离窗口、热源，避免在振动过大、灰尘过多、湿
气过重或温度过低的地方使用。 不要靠近其他
产生蜂鸣的电器产品（如变压器、电动机等）。 
为了避免火灾和电击，不要将机器置于雨水或其
他任何液体之中。 

3. 为了避免外壳翘曲或退色，不要将扬声器置于直
射日光之下或过于潮湿的环境。

4. 扬声器安装应该选择没有异物掉入以及 / 或者没
有液体滴落或飞溅的地方。

5. 在本机之上，请不要堆放以下物品：

–其他装置。因为使得本机表面退色甚至损害
本机。

–燃烧物 （比如蜡烛等）。因为燃烧物会造成
本机损害甚至造成人身伤害。

–装有液体的容器。因为液体飞溅会造成用户
触电或者损坏扬声器。 

6. 不要把扬声器放置在有可能被撞翻或被其他落体
击中的地方。 稳定的摆放位置也能确保实现较
好的声音效果。

7. 扬声器与电唱机放置在同一台架时可能产生反
馈。

8. 请勿将手或物品放入出音孔或者用手抓住出音孔
提起扬声器，这可能会导致人体受到伤害或扬声
器损坏。

9. 如果您察觉到失真，请降低放大器的音量。 不
要将放大器调节到限幅极限。 要不然，扬声器
就会损坏。

10.如果使用的放大器的额定输出功率高于扬声器的
额定输入功率，就必须注意，不要使得输入超过
扬声器的最大输入。 

11.不要使用化学溶剂清洗扬声器，以免损坏其表面
涂层。 请使用清洁的干布。

12.不要试图改装或修理扬声器。 如果需要服务，
请与 Yamaha 的服务人员联系。 任何时候都不要
打开壳体。

13.因为本机很重﹐所以在移动本机时﹐需要两个人
来搬动以 保证安全。

14.安全的放置和安装是用户自己应负的责任。 
Yamaha 对于扬声器的不妥当放置和安装所引起
的事故不负任何责任。 

注意事项

本机的扬声器使用磁体。请勿将磁性物品 （如 
CRT 型电视机、时钟、信用卡、软盘等）放在本
机上或本机附近。

本机的维护保养

擦亮涂层

建议使用钢琴清洁布。

对于严重的脏污，可使用湿润之后彻底拧干的软
布。

其他涂层

当您擦拭本机时，请不要使用化学溶剂 （酒精、
稀释剂等），这可能损害表面涂层。用干净、干燥
的布。对于深层污垢，请用稀释的洗涤剂浸湿软
布，拧干，然后再用布清洁本机。

保护环境

如果需要废弃设备时，请与本地相关机构联系，
获取正确的废弃方法。请勿将设备随意丢弃或作
为生活垃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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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m 3 向书架式音箱

• ZYLON ® 振膜
（ZYLON® 是 TOYOBO Co.,Ltd. 在日本的注册商标）

• R.S. 音箱 （共振抑制音箱）

• 吸声器

• Twisted Flare Port（扭曲喇叭出音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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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音孔塞子
保护盖已从音箱上取下并单独包装。请注意不要丢失它们。

出音孔塞子

放置扬声器

为了调整低音范围的声音，该音箱 （后方扭曲喇叭出音孔内）配备了出音孔塞
子 （吸声材料）。

根据音箱的安装位置和其与墙壁的距离，如果需要调节低频范围的声音则可以
插入或去除出音孔塞子。通过使用两个组件 （大小塞子），可以按照两个级别
调节声音。

若要消除低频范围内的声音则 ☞ 插入出音孔塞子。

厂商建议使用音箱时 ☞ 去取出音孔塞子。

• 将出音孔塞子插入音箱时不要太向里推入。否则出音孔塞子可能会掉入音箱内。

• 如果无法取出出音孔塞子或者其掉入音箱内，请联系您最近的 Yamaha 授权商或服务中心。

注意

已取出出音孔塞子 仅大出音孔塞子 大小出音孔塞子

NS-5000 (L) NS-5000 (R)

保护盖 保护盖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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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扬声器
■ 用作双声道立体声扬声器

扬声器成一定角度朝向听众时可获得更好的立体声效
果。

y
在不规则形状或包含障碍物的房间内，可以根据需要
通过变换音箱的位置和方向或调换左右音箱的位置来
获得有效的立体声播放效果。

放置扬声器操作需知

扬声器构造的大部分重量位于
上半部分，因此如果不采取确
保其稳定性的适当措施，扬声
器很容易翻倒。如果扬声器翻
倒，扬声器或其他个人财产可
能会损坏或人员可能受到伤害
（甚至可能受到致命伤害）。

为了安全和正确使用扬声器：

• 将扬声器放置在坚固、平整、光滑并较低 （相对
于地面）的位置。

• 请勿在移动时推动扬声器或对扬声器的侧面施加
压力，或将物品倚靠在扬声器侧面。

• 请勿坐在扬声器上或在扬声器顶部放置物品。

地震和其他现象或活动造成的振动和摇晃可能会导
致扬声器翻倒。为安全起见，建议使用市售的产品
增加扬声器的稳定性 （金属配件或链条等）。

• 确保有另一个人提供支撑。

• 请通过提起左右侧和底部的方式移动音箱。
- 因为打磨光滑的表面很滑，音箱可能会滑下和跌落，造成损坏。
- 触摸前方的音箱驱动单元可能会损坏它们。
- 将音箱放置到音箱架等物品上时，请确保不要夹到手或手指，否则可能会导致伤害。

• 请特别注意避免划伤扬声器的表面。

• 请小心不要对扬声器的侧面用力，否则扬声器可能跌落导致损坏或人体受到伤害。

• 为了避免绊到松散的扬声器线缆而发生意外，请将线缆固定在地板上。

• 将扬声器放置在距离 CRT 电视过近的地方，会影响图像的色彩或发出嗡嗡声。 发生此类情况时，请将扬
声器移到远离电视机的地方。LCD 电视机和等离子电视机不存在上述问题。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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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连接前必须关闭放大器。

■ 连接

您需要市面出售的音箱缆线。

y
音箱缆线的尺寸和 / 或材料影响音响的质量。所以，我们建议您购买高质量的音箱缆线以充分发挥本机的效
能。

• 扬声器侧的及放大器侧的正极端子 (+)，必需用缆线的同 一侧的一根线连接；另一对负极端子 (-) 要用缆
线的另一侧的一根线连接。

• 将音箱连接至功放的左 （L）和右（R）端子上，请确保不要接反极性 （+，-）。如果一个音箱的连接极性
反接，声音将会不自然并且缺乏低音。

• 当使用额定输出功率大于扬声器的额定输入功率的放大器时，应注意绝对不要超过扬声器的最大输入功率。

• 如果某些声音以高音量持续输出，可能会损坏扬声器。例如，如果试碟产生正弦波，电子设备持续输出低
音或电唱盘的唱针接触到唱片表面时，请降低音量，以防止扬声器损坏。

• 请参见放大器或接收机附带的使用说明书。

■ 如何连接扬声器连线

• 不要使缆线裸露的部分互相接触，因为这样会损坏扬声器 或 /和放大器。

• 不要将绝缘皮插入孔内。不会发出声音。

连接放大器

注意

1 从连线每一端的绝缘部分剥去 15 毫米，将裸线盘紧，如左图所示。

2 松开端子旋钮。

3 插入裸线。

4 拧紧旋钮并固定连线。

5 轻拉端子上的线缆，检查连接是否牢固。

15 毫米

合格 不合格

注意

SPEAKERS

A

B

LR

++ – –

松开 拧紧

放大器
或接收器

扬声器输出端子

NS-5000

黑色 （-）

红色 （+）

裸线

绝缘皮

NS-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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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保护盖
■ 使用香蕉插头时

音箱和保护盖单独包装。 

若要安装保护盖，应将保护盖的反侧的突脚（磁铁）与对应的栓脚对其。

类型 .................................3分频书架式
无磁性屏蔽类型

驱动器 ............ 低音扬声器 : 30厘米锥形类型
中音扬声器 : 8 厘米圆顶类型
高音扬声器 : 3 厘米圆顶类型

阻抗 ...............................额定值 6 Ω

频率响应.................26 Hz - 40 kHz (-10 dB)
- 100 kHz (-30 dB)

额定输入功率 .............................. 200 W

最大输入功率 .............................. 600 W

敏感度......................... 88 dB/2.83 V, 1 m

分频频率.........................750 Hz, 4.5 kHz

尺寸 （宽×高×长）.........395 x 690 x 381 毫米
重量 .....................................35 公斤

* 本使用说明书的内容为出版时最新的技术规格。请至 Yamaha 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使用说明书。

* 请注意输入功率不可超过上述规格。

安装保护盖

规格

香蕉插头

1 拧紧端子旋钮。

2 只需将香蕉插头插入端子。

• 卸下或安装保护盖，小心不要接触驱动装置，不要使用任何工具过度
施力。

• 请勿触摸扬声器的膜片或对其施力。否则，扬声器可能会发生故障。

• 卸下保护盖时注意不要碰到音箱。否则可能会在音箱的表面造成划痕。

• 卸下或安装保护盖时应使用双手操作以免其跌落。否则，可能会损坏
音箱或地板或造成人员受伤。

• 卸下或安装保护盖时注意不要夹到手或手指。

• 如果不带保护盖使用音箱，应注意在平整表面上存放音箱以免其发生
变形。请注意将保护盖放置在儿童无法触及的位置以免其损坏保护盖。

注意

标明序列号等信息的标识贴纸贴于音箱的底部。

* 左右音箱拥有相同的序列号。

为便于您理解使用说明书的内容，本公司已经依据国家的相关标准尽可能的将其中的英文表述部分翻

译成中文。但是，由于专业性、通用性及特殊性，仍有部分内容仅以原文形式予以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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