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gnature Series 扬声器安装说明
重要安全信息
警告
请参阅产品包装盒中的 重要安全和产品信息指南，了解产品警告
和其他重要信息。
警告

必须按照以下说明安装此设备。
在开始安装此设备之前，请断开车辆或船只的电源。
小心
如果持续暴露在 100 dBA 以上的声压级别下，可能会导致永久性
听力丧失。 如果您无法听清周围的人说话，通常即表明音量太
大。 尽量缩短以高音进行收听的时间。 如果出现耳鸣或听不清的
情况，请停止收听，并检查您的听力。
在钻孔、切割或研磨时总是戴上防护眼镜、护耳用具和防尘面
具。
注意
钻孔或切割时，始终检查表面反面的情况。
强烈建议由专业的安装人员安装音频系统，以确保最佳性能。
在开始安装之前，必须阅读所有安装说明。 如果在安装过程中遇
到困难，请访问 www.fusionentertainment.com 获得产品支持。

所需工具

电钻
钻头（尺寸因表面材料而异）
十字螺丝刀
用于切割表面材料的适用锯子或美工刀
18 AWG（0.82 平方毫米）或更粗的扬声器电线
4.8 毫米和 6.3 毫米扬声器母铲形连接器（推荐）
22 AWG（0.33 平方毫米）或更粗的电线，适用于 LED（仅限
运动款扬声器）
• 4 毫米公头和母头连接器，适用于 LED 电线（推荐，仅限运
动款扬声器）
• 剥线钳（可选）
• 压接工具（可选）
• 电工胶带（可选）
• 海事密封剂（可选）
注： 对于定制安装，可能还需要其他工具和材料。

•
•
•
•
•
•
•

应该使所有端子和接线避免接地和互连。 否则可能会对音频系统
造成永久损坏，并使产品保修失效。
选择扬声器的安装位置时，请遵循以下注意事项：
• 如产品规格所示，必须选择合适的安装位置，使得扬声器安装
深度具有足够间隙。
• 应该选择平坦的安装表面以获得最佳密封效果。
• 应该保护扬声器线缆免受尖锐物体的损坏，并在穿过面板时始
终使用橡胶扣眼。
• 为避免干扰磁罗盘，不得将扬声器安装在比产品规格中列出的
罗盘安全距离值更靠近罗盘的地方。
选择正确的安装位置可优化各个扬声器的性能。 FUSION 扬声
器适合在各种安装位置工作，但是安装规划得越周密，扬声器的
音效越好。 有关扬声器布置和规格方面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fusionentertainm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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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扬声器

在安装扬声器之前，您必须遵循上述指南选择一个位置。
1 将扬声器电线（和 LED 电线，如果适用）从音源位置布线至
扬声器位置。
2 修剪模板并确保它能够安装在所选位置上。
3 将模板与模板底部的 FUSION 徽标对齐。
4 将模板固定至选择的位置。
5 使用适合安装表面的钻头，在模板的虚线内钻一个孔，使安装
表面便于切割。
6 使用线锯机或旋转工具，沿模板上线条的内侧切割安装表面。
7 将扬声器放在开口处以测试是否合适。
8 如有必要，使用锉刀和砂纸进一步调整开口的大小。
9 当扬声器完全适合开口后，确保扬声器上的安装孔与模板上的
定位孔对齐。
10 如果扬声器上的安装孔未对齐，请标记新的孔位置。
11 使用尺寸适合安装表面和螺钉类型的钻头钻孔。
12 从安装表面卸下模板。
13 连接扬声器电线，同时遵照极性 (扬声器接线, 第 1 页)。
14 如有必要，请将 LED 电线连接至运动款扬声器 (LED 接线,
第 2 页)。
15 将扬声器放入切孔中。

安装注意事项
注意
将扬声器安装在露天或遇水区域中时，必须安装在垂直表面上。
如果将扬声器朝上安装在水平表面上，水可能会聚集在扬声器内
部和周围，长此以往会造成损坏。
如果要将扬声器安装在船只外部，务必将其安装在不会被水淹没
或者被船坞、桩基或其他设备损坏的、远高于吃水线的位置。 正
确安装后，这些扬声器的额定保护等级应能够保护扬声器的正
面。 扬声器的背面遇水损坏将使保修失效。 将扬声器安装在密封
外壳中的情况也同样适用，尤其是会被水冲掉时。 如果使用的外
壳带有能接触到外界环境的接口或通风口，则可能会出现积水并
损坏扬声器。
在连接音源装置、放大器或扬声器之前必须先关闭音频系统。 否
则可能会对音频系统造成永久性损坏。

16 使用随附的螺丝将扬声器固定至安装表面。
注： 请勿过度拧紧螺丝，尤其是在安装表面不平坦的情况下。
对于经典款扬声器，请将网罩安装在扬声器正面。

扬声器接线
将扬声器连接到立体声音响时，请遵循以下注意事项。
• 扬声器未附带相应的扬声器电线。 您应该使用 18 AWG（0.82
平方毫米）或更粗的扬声器电线将扬声器连接到立体声音响。
• 扬声器上的引线使用公铲形连接器进行端接。 应该使用母铲形
连接器（未随附）将扬声器电线连接到扬声器引线，以实现最
佳连接。
• 可以使用此表来确定扬声器上引线的极性和铲形连接器的尺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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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声器电线颜色

扬声器电线极性

扁形接头尺寸

白色

正极 (+)

6.3 毫米

白色，带黑色条纹

负极 (-)

4.8 毫米

LED 接线
连接 LED 电线
通过将彩色 LED 电线连接至 12 VDC 电源的负极 (-) 端子，您可
以控制 LED 的颜色。 此外，您还可以将负极 (-) 电线与多条 LED
电线接合起来，从而能够自定义 LED 的颜色和色调。 您必须将
黑色 LED 电线连接至同一 12 VDC 电源的正极 (+) 端子才能连通
电路。
注： 此功能仅在运动款扬声器上可用。
注： 您可以安装遥控器来开关 LED、变换颜色和打造光效，而非
连接 LED 电线只显示某个特定颜色。 请咨询您的 FUSION 经销
商或访问 www.fusionentertainment.com 以了解更多信息。
LED 电缆上的黑色电线与 4 毫米母头连接器进行端接，而彩色电
线与 4 毫米公头连接器进行端接。 您可以将这些连接器连接至电
线（未随附）上的 4 毫米插塞接头，或移除插塞接头与裸线连
接。
1 将 12 VDC 电源的正极 (+) 电线与 LED 电缆上的黑色电线相
连接。
2 根据喜欢的 LED 颜色，将同一 12 VDC 电源的负极 (-) 电线与
LED 电缆上的一根或多根彩色电线相连接。
LED 颜色

LED 电线颜色

红色

红色

绿色

绿色

蓝色

蓝色

黄色

红色和绿色

品红色

红色和蓝色

青色

蓝色和绿色

冷白色

蓝绿色

暖白色

黄色

注： 您可以通过连接冷白色或暖白色电线来改变任何 LED 色
彩组合的色调。
3 如有必要，将正极和负极电线与 12 VDC 电源连接 (将 LED 电
线连接至电源, 第 2 页)。

将 LED 电线连接至电源
注： 此功能仅在运动款扬声器上可用。
您必须将 LED 的所有 12 Vdc 电线连接至电缆电源端 3 A 保险
丝。 您应通过隔离开关或断路开关将正极 (+) 电源线连接至
12 Vdc 电源，以打开和关闭 LED。 您可以使用控制立体声音响
电源的同一隔离或断路开关，这样您就可以同时打开和关闭 LED
及立体声音响。
您应该使用 22 AWG（0.33 平方毫米）或更粗的电线将 LED 连
接至电池。
1 将 LED 电线的正极电源 (+) 和负极接地线 (-) 连接至电池。
2 将负极电线连接至电池的负极 (-) 端子。
3 将正极电线通过 3 A 保险丝和隔离开关或断路开关连接至正极
(+) 端子。

扬声器信息
True-Marine™ 产品
True-Marine 产品在恶劣的海洋条件下经过严格的环境测试，超
过了航海产品的行业准则。
任何带 True-Marine 质量保证标志的产品都是专为简单易用而设
计的，并且结合了先进的船用技术以提供行业领先的娱乐体验。
所有 True-Marine 产品均享受 FUSION 3 年全球有限消费者保
修。

注册扬声器

立即完成我们的在线注册，帮助我们更好地为您提供支持。
• 请访问 www.fusionentertainment.com。
• 将原始销售收据或其复印件保存在安全位置。

尺寸图纸
Signature Series 侧视图

尺寸 6.5 英寸扬声器

7.7 英寸扬声器

8.8 英寸扬声器

76 毫米（3 英寸）

83 毫米（3 1/4 英
寸）

103 毫米（4 英寸）

133 毫米（5 1/4 英
寸）

153 毫米（6 英寸）

185 毫米（7 1/4 英
寸）

图中所示的为运动款扬声器，但尺寸与经典款扬声器相同。
注： 在扬声器安装深度的基础上必须至少留有 3 毫米（1/8 英
寸）的间隙。

运动款前视图

将网罩安装在经典款扬声器上
注： 此功能仅在经典款扬声器上可用。
1 安装扬声器后，按住网罩，使 FUSION 徽标位于底部或位于 6
点钟位置。
2 将网罩逆时针旋转约 10 度，使 FUSION 徽标位于 5 点钟位
置。
3 将网罩置于扬声器的边缘位置。
4 顺时针旋转网罩以将其固定。

尺寸 6.5 英寸扬声器

156 毫米（6 1/8 英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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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英寸扬声器

8.8 英寸扬声器

176 毫米（6 15/16 英 196 毫米（7 11/16 英 224 毫米（8 13/16 英
寸）
寸）
寸）
176 毫米（6 15/16 英 202 毫米（7 15/16 英
寸）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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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款后视图

频率响应

50 Hz 至 20 kHz

最小 安装深度（间隙）

106 毫米（4 3/16 英寸）

安装直径（间隙）

188 毫米（7 7/16 英寸）

罗盘安全距离

412 厘米（162 英寸）

所有型号
阻抗

4 欧姆

LED 电源电压（仅限运动款扬 10.8 至 16 Vdc
声器）
LED 负载电流为 14.4 Vdc
（仅限运动款扬声器）

300 mA

工作温度范围

0 至 50°C（32 至 122°F）

存储温度范围

-20 至 70°C（-4 至 158°F）

音盆材料

聚丙烯音盆（带 Santoprene 橡胶悬边）

高音单元类型

丝制圆顶

防水和防尘等级

IEC 60529 IP65

放大器额定功率建议
尺寸

6.5 英寸扬声器

7.7 英寸扬声器

8.8 英寸扬声器

200 毫米
（7 7/8 英寸）

220 毫米
247 毫米
（8 11/16 英寸） （9 3/4 英寸）

156 毫米
（6 1/8 英寸）

176 毫米
202 毫米
（6 15/16 英寸） （7 15/16 英寸）

清洁扬声器
注： 正确安装时，这些扬声器在正常状况下的防尘防水保护等级
为 IP65。 它们不能承受高压喷水，冲洗船舶时可能会出现这种情
况。 如果未能小心谨慎地对船舶进行喷水清洁，可能会损坏本产
品并使保修失效。
注意
请勿对扬声器使用腐蚀性或溶剂型清洁剂。 使用此类清洁剂可能
会损坏本产品并使保修失效。

6.5 英寸扬声器

30 至 90 瓦 RMS，播放音乐

7.7 英寸扬声器

25 至 120 瓦 RMS，播放音乐

8.8 英寸扬声器

25 至 140 瓦 RMS，播放音乐

最佳外壳建议
规格

6.5 英寸扬声器

7.7 英寸扬声器

8.8 英寸扬声器

密封外壳体积 18 升（0.64 立方 20 升（0.71 立方
1
英尺）
英尺）

22 升（0.78 立方
英尺）

带接口（通风 25 升（0.88 立方 30 升（1.06 立方
口）的外壳体 英尺）
英尺）
积2

35 升（1.23 立方
英尺）

接口直径

76 毫米（3 英
寸）

76 毫米（3 英
寸）

接口长度

162 毫米（6.4 英 160 毫米（6.3 英
寸）
寸）

76 毫米（3 英
寸）

170 毫米（6.7 英
寸）

1 用浸泡了清水的湿布清除扬声器中的所有盐水和残留盐。
2 使用温和的洗涤剂去除大量的盐渍或污渍。

规格

6.5 英寸扬声器
最大功率（瓦）

230 W

RMS 功率（瓦）

75 W

灵敏度 (1 W/1 m)

90 dB

频率响应

70 Hz 至 22 kHz

最小 安装深度（间隙）

79 毫米（3 1/8 英寸）

安装直径（间隙）

136 毫米（5 3/8 英寸）

罗盘安全距离

310 厘米（122 英寸）

7.7 英寸扬声器
最大功率（瓦）

280 W

RMS 功率（瓦）

100 W

灵敏度 (1 W/1 m)

91 dB

频率响应

60 Hz 至 22 kHz

最小 安装深度（间隙）

86 毫米（3 7/16 英寸）

安装直径（间隙）

156 毫米（6 1/8 英寸）

罗盘安全距离

358 厘米（141 英寸）

8.8 英寸扬声器
最大功率（瓦）

330 W

RMS 功率（瓦）

130 W

灵敏度 (1 W/1 m)

91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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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填满了吸音材料
2 内衬吸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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