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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S-3100/KMS-2600
SPEAKER SYSTEM

感谢您选择Yamaha卡拉OK音箱。
 • 本手册所示图例仅供指导之用。

 • 本手册中所用公司名称和产品名称为其各自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随机附件

 •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技术参数,仅英文版)

 • 使用说明书（本手册）

与放大器相连接

注意事项

使用说明书 中文

请在操作使用前，首先仔细阅读下述内容
请将本说明书存放在安全的地方，以便将来
随时参阅。

警告
为了避免因触电、短路、损伤、火灾或其它
危险可能导致的严重受伤甚至死亡，请务必
遵守下列基本注意事项。这些注意事项包括
但不限于下列情况：

请勿打开

 • 本设备不含任何用户可自行修理的零件。 如
果您不是有资质的服务技师，请勿打开本设备
或试图拆卸其内部零件或进行任何方式的改
造。若出现异常，请立即停止使用，检修操作
必须由有资质的 Yamaha 服务人员执行。

火警

 • 请勿在设备上放置燃烧着的物体，比如蜡烛。
燃烧的物体可能会倾倒并引发火灾。

注意
为了避免您或周围他人可能发生的人身伤害、
设备或财产损失，请务必遵守下列基本注意事
项。这些注意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况：

安放位置

 • 请勿将本设备放在不稳定的地方，否则可能会
导致突然翻倒。

 • 请勿挡住端口。本设备在底部都有通风孔，
用以防止设备内部温度过高。尤其要注意，
不要侧面朝下或上下颠倒放置本设备。通风不
畅可能导致过热，并可能损坏设备，甚至引
起火灾。

 • 安装设备时:
 –不要用布遮盖。
 –不要在地毯上安装。
 –确保顶部 面板朝上，不要侧放或倒放安
装。
 –不要在狭小、通风不良的地点使用设备。

通风不足会造成设备过热，可能导致设备的损
坏甚至发生火灾。

 • 请勿将本设备的后面板按压在墙壁上。否则可
能会造成插头接触墙壁并与音箱线缆分离，造
成短路、故障甚至火灾。

 • 请勿将本设备放置在可能会接触到腐蚀性气体
或含有盐份的空气。否则可能会导致故障。

 • 地震等自然灾害期间避免靠近设备。由于设备
可能掉落造成人身伤害，请尽快远离设备并撤

离到安全地点。

 • 搬动设备之前，请务必拔出所有已连接的连
接线。

 • 在运输或搬动本设备时，请务必由2人以上进
行作业。独自一人搬动设备可能损伤背部，导
致其它伤害，或者对设备本身造成损坏。

 • 如果您不是有资质的服务技师，请勿尝试安
装本机。请务必咨询有资质的 Yamaha 维修人
员，并务必遵守以下注意事项。
 –选择能够承受本设备重量的安装硬件和安装
场所。
 –避免安放在经常振动的场所。
 –使用需要的工具安装设备。
 –定期检查本设备。

连接

 • 将本设备连接到其它设备之前，请关闭所有设
备的电源开关。在打开或关闭所有设备的电源
开关之前，请将所有音量都调到最小。

 • 请务必使用音箱连接线将音箱连接到音箱插
孔。使用其它种类的电缆可能会导致火灾。

小心操作

 • 请勿将手指或手插入本设备的任何间隙或开口
（端口等）。

 • 请避免在设备上的任何间隙或开口（端口）插
入或落进异物（纸张、塑料、金属等）。如果
发生这种情况，请立即关闭外部设备的电源，
然后将电源线从 AC 电源插座中拔出。

 • 请勿将身体压在本设备上或在其上放置重物，
操作按钮、开关或插口时要避免过分用力。

 • 请勿长时间持续在很高或不舒服的音量水平使
用音箱，否则可能会造成永久性听力损害。如
果遇到失聪或耳鸣的情况，请寻求医治。

 • 如果声音失真，请勿使用本设备。在这种状态
下继续使用可能会造成设备过热并造成火灾。

 • 当选择功率放大器与本设备一同使用时，请确
保放大器的输出功率低于本设备的功率容量。
如果输出功率高于功率容量，可能会导致故障
或火灾。

 • 不要输入过大音量的信号，可能会导致放大器
削波或引起以下问题：
 –使用麦克风时引起的声音反馈
 –乐器等连续发出极高音量的声音
 –连续发出过大且失真的声音
 –放大器开启时，插/ 拔电缆引起的噪声

即使放大器的输出功率低于本设备（程序）
的功率容量，也可能导致设备损坏、故障或
火灾。

对由于不正当使用或擅自改造本设备所造
成的损失，Yamaha 不负任何责任。

须知

为了避免本产品发生故障或损坏，或损坏数
据，或损坏其他物品，请遵从以下注意事项。

处理和维护

 • 请勿将本机暴露在过度灰尘或震动、过冷或
过热的位置（例如阳光直晒，靠近加热器或
全天在车中），以避免面板变形、运行不稳
定或者对内部组件的损坏。

 • 请勿在本机上方放置乙烯类、塑料类或橡胶类
制品，因为可能会使面板褪色。

 • 清洁本机时，请使用干净柔软的布。请勿使用
涂料稀料、溶剂、清洁液体或带有化学药剂
的抹布。

 • 在温差或湿度差过大时，可能会发生冷凝，本
机表面可能会凝结水汽。如果滞留水汽，木质
部件可能会吸收水分并损坏。请确保立即使用
软布擦拭任何水汽。

 • 请确保按照放大器额定负载阻抗使用，特别是
并连音箱时。超出放大器额定范围连接过大阻
抗负载将会损坏放大器。

 • 保护电路（Poly-Switch） 
全辐音箱配有自恢复 Poly-Switch，防护高频
驱动器由于电源过大造成的损坏。如果音箱没
有了高频输出，应立即将其从本机中断开，等
待两三分钟。这足够可以使 Poly-Switch 复
位。继续使用之前，重新加电，检查高频驱
动器的性能，将电源降低至不会导致 Poly-
Switch 中断信号的程序。

 • 倒相式音箱气流震动正常，扬声器发声重低音
音乐时经常会使气流震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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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有任何问题，烦请随时与本公司客
服联系（热线：400-051-7700）。

KMS-3100 KMS-2600
类型 3路4单元低音反射式/非防磁

组件

HF 2.5 cm 喇叭型 ×1
MF1 10 cm 圆锥型 ×1 12 cm 圆锥型 ×1
MF2 12 cm 圆锥型 ×1
LF 30 cm 圆锥型 ×1 25 cm 圆锥型 ×1

额定阻抗 8 Ω（欧姆）

频率范围 (-10dB) 45 Hz - 30 kHz 47 Hz - 30 kHz

转折频率 2 kHz, 3 kHz

额定功率*1

(IEC,100h)

NOISE 275 W 175 W
PGM 550 W 350 W
MAX 1100 W 700 W

敏感度 (1W, 1m) 90 dB SPL 89 dB SPL
连接端子 螺丝/香蕉

KMS-3100 KMS-2600
外形尺寸 
（宽 × 高 × 长）

640 × 380 × 383 mm 576 × 342 × 353 mm

重量 18.6 kg 14.7 kg

表面処理 黑色 PVC

*1 带有6 dB 振幅因数的IEC 形状粉色噪声。

 • 本使用说明书的内容为印刷时最新的技术规格。由于Yamaha公司不断改
善产品，可能本说明书中的规格与您的产品规格不符。请至Yamaha网站
下载最新版本的使用说明书。技术规格、设备或选购配件在各个地区可
能会有所不同，因此如有问题，请与当地Yamaha经销商确认。

 • 请注意输入功率不可超过上述规格。

 • 低音扬声器采用的材料使环绕声达到高音质。 音箱环绕装置的可
用寿命取决于使用条件和环境（特别是紫外线暴露和湿度）等。 
当音箱环绕装置达到可用寿命时，请经销商更换。

规格

以下信息供安装施工方使用。请确保雇佣合格的技师安装本机。

您也可以利用音箱顶部的螺丝孔，使用市面出售的安装支架将音箱
安装到天花板上。

要固定音箱到安装支架，像工厂默认状态那样，使用该螺钉插入到
音箱的螺丝孔。 如果您打算使用市面出售的螺钉，请使用与下列规
格匹配的螺钉：
螺钉类型 ................... M8
螺钉长度 ......... 35 mm 或更大

注意

 • 根据所使用的安装支架的不同，所需螺钉长度也不同。 选择与所
使用的安装支架相匹配的螺钉，使其能够完全插入到音箱的孔中。

 • 该产品很重，所以不要将它们安装到薄夹板或软墙面材料上，因为
螺钉也许会从不结实的墙面脱落，从而导致音箱脱落受损，或导致
人身伤害。

 • 不要使用钉子，粘接剂，或任何其他不牢固部件将音箱固定到天花
板上。 长期使用和振动可能导致音箱脱落。

 • 要避免被松散的音箱线缆绊倒而导致的事故，请将音箱线缆固定到
墙壁上。

100 mm

将音箱安装到天花板

移除/安装音箱格栅

如果本机用于商业用途，以下信息可供维护之用。如果您不是维护人员或授权服务人员，请勿拆卸格栅。

KMS-3100/ 
KMS-2600 (R)

放大器的音箱
输出端子

拧紧

松开

KMS-3100/ 
KMS-2600 (L)

香蕉插头

1

2
1. 拧紧端子旋钮。

如果不够紧，可
能未正确插入端
子。

2. 插入香蕉插头。

■ 当使用香蕉插头时

■ 拆卸音箱格栅

1. 柔和地拉动格栅，逐渐将其从音箱中
卸下。

2. 朝向自己拉出格栅 

■ 安装音箱格栅

使用双手缓慢推压固定栓，
将格栅安装至扬声器。

金属格栅

固定栓

固定栓

固定栓

10 mm

放大器

后面板

1. 剥除10 mm的绝缘层，然后将导线扭一下。

2. 松开端子旋钮。

3. 插入裸线。

注

请勿将绝缘部分插入孔中。否则可能会无法产生声音。

4. 拧紧端子旋钮并使线缆牢固。

5. 轻拉线缆测试连接是否牢固。

注意

 • 请小心，不要让音箱格栅的边缘划伤。

 • 确保在稳固的位置作业。

须知

请勿按压金属格栅，否则格栅会变形。

1

2

3

4

KMS-3100/KMS-2600

顶部面板

70 mm

注意

在连接之前，请首先关闭放
大器电源。

■ 连接音箱线缆时

须知

 • 否则可能损坏音箱或放大
器。

 • 连接音箱时，确保不要弄错
极性，即正极（+）与正极
（+）相连，负极（-）与负
极（-）相连。如果将极性
弄反，声音会不自然或听不
到低音。

 • 请参考放大器的用户手册。

■ 如何连接音箱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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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提供英文版
本用户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