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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ture Series 喇叭安裝指示
重要安全資訊
警告
請參閱產品包裝內附的重要安全事項與產品資訊指南，以瞭解產
品警告事項及其他重要資訊。
警告
本裝置必須根據這些指示安裝。
開始安裝此裝置前，請先中斷車輛或船隻電源。
小心
若持續暴露於超過 100 dBA 的聲壓等級，可能導致永久性聽力喪
失。 如果您聽不見周圍的談話聲，通常意謂著音量過大。 請縮短
您以高音量聆聽的時間。 如果出現耳鳴或聽不清楚的現象，請停
止聆聽並做聽力檢查。
在鑽孔、切割或研磨時，請務必配戴安全護目鏡、護耳裝置和防
塵面罩。
注意
在鑽孔或切割時，請務必檢查表面的另一側。
強烈建議您請專業安裝人員為您安裝音訊系統，以確保最佳效
能。
開始安裝前，請先閱讀所有安裝指示。 如果您在安裝時遭遇到困
難，請至 www.fusionentertainment.com 尋找產品支援。

所需工具

• 電鑽
• 鑽頭 (尺寸會依表面材質而異)
• 十字起子
• 適當的鋸子或美工刀，以切割表面材質
• 18 AWG (0.82 平方公釐) 以上的喇叭連接線
• 4.8 公釐和 6.3 公釐母端喇叭接頭 (建議)
• 22 AWG (0.33 平方公釐) 以上的 LED 連接線 (僅限 Sports 款)
• 4 公釐公母端插塞接頭 (建議，僅限 Sports 款)
• 剝線鉗 (選用)
• 壓接工具 (選用)
• 電氣膠帶 (選用)
• 船舶用密封劑 (選用)
備忘錄： 如需自訂安裝，可能需要其他工具和材料。

安裝考量事項
注意
要將喇叭安裝在會暴露於各種氣候狀況或水中的區域時，務必將
喇叭安裝在垂直表面上。 如果您將喇叭安裝於水平表面，使其朝
上，則喇叭內部和周圍可能會產生積水，長期下來將造成損壞。
如果您打算將喇叭安裝在船隻外部，則必須將它們安裝在遠高於
水線的位置，確保它們不會浸入水中或受到船塢、樁材或其他設
備的傷害。 正確安裝時，這些喇叭預設會從正面收到保護。 喇叭
背面暴露於水中或受到損傷會使保固失效。 這包括喇叭安裝於密
封式音箱的情況，尤其是暴露在清洗情況下。 使用有孔的倒相式
音箱可能會造成內部積水，進而損壞喇叭。
在為音源裝置、放大器或喇叭進行任何連接之前，請務必將音訊
系統關閉。 否則可能會對音訊系統造成永久損害。
您應保護所有端子和連接，使其不會接觸地面和互相接觸。 否則
可能會對音訊系統造成永久損害，並使產品保固失效。

• 您必須依照產品規格指定，選擇能夠為喇叭安裝深度提供足夠
間隙的安裝位置。
• 為獲得最佳密封效果，您應選擇平坦的安裝表面。
• 您應保護喇叭線路，不讓尖銳物體損壞線路，並在將連接線穿
過面板時，一律使用橡膠墊圈。
• 為避免干擾磁羅盤，喇叭安裝位置應在羅盤產品規格所示的安
全距離值之外。
選擇正確的安裝位置可以最佳化每個喇叭的效能。 FUSION 喇
叭的設計可在安裝位置的最廣範圍內呈現音效，但安裝規劃越仔
細，喇叭的音質就越佳。 如需喇叭放置與規格的詳細資訊，請前
往 www.fusionentertainm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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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喇叭

安裝喇叭之前，必須按照上述指示選擇一個位置。
1 將喇叭連接線 (和 LED 線，如有的話) 從音源連接至喇叭位
置。
2 裁切模板並確認其能放入所選位置。
3 轉動模板，模板的 FUSION 標誌朝下。
4 將模板固定到所選位置。
5 使用適合安裝表面的鑽頭，在模板的虛線內鑽孔，為切割安裝
平面做好準備。
6 使用電鋸或旋轉工具，沿著模板上的線條內側切割安裝表面。
7 將喇叭置於切割孔以測試是否相符。
8 如有需要，可使用銼刀與砂紙調整切割孔大小。
9 如果喇叭可正常放入切割孔，請確認喇叭上的安裝孔對齊模板
上的引導孔。
10 如果喇叭上的安裝孔並未對齊，請標示新的孔洞位置。
11 針對安裝表面與螺絲類型使用適當尺寸的鑽頭鑽孔。
12 從安裝平面上取下模板。
13 在確認極性後連接喇叭連接線 (喇叭佈線, 第 1 頁)。
14 必要時，請將 LED 線連接至 Sports 款喇叭 (LED 佈線,
第 2 頁)。
15 將喇叭置於切割孔中。

16 用隨附的螺絲將喇叭固定到安裝平面上。
備忘錄： 請勿將螺絲鎖得太緊，尤其是在安裝表面不平坦時。
若為經典款喇叭，請在喇叭正面裝上網罩。

喇叭佈線
將喇叭連接到音響時，請注意以下考量事項。
• 喇叭未隨附喇叭連接線。 將喇叭連接至音響時，應使用
18 AWG (0.82 平方公釐) 以上的喇叭連接線。
• 喇叭上的導線端子為公端 Y 型連接器。 您應使用母端 Y 型連
接器 (未隨附) 將喇叭連接線連接至喇叭導線，以達到最佳連接
效果。
• 您可以使用此表格來識別喇叭導線的極性和 Y 型連接器尺寸。
喇叭連接線顏色

喇叭連接線極性

Y 型連接器尺寸

白

正極 (+)

6.3 公釐

白色黑條紋

負極 (-)

4.8 公釐

選取喇叭的安裝位置時，請注意以下考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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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佈線

註冊您的喇叭

連接 LED 線
您可以將彩色 LED 線連接至 12 VDC 電源的負極 (-)，以控制
LED 顏色。 您可以將負極 (-) 電線撚接多條 LED 線，以自訂
LED 顏色和色調。 您必須將黑色 LED 線連接至同一 12 VDC 電
源的正極 (+)，以形成電路。
備忘錄： 此操作僅適用於 Sports 款。
備忘錄： 與其將 LED 線連接成單一顏色，您還可安裝遙控器來
開關 LED、變更色彩，營造照明效果。 如需更多資訊，請洽詢您
的 FUSION 經銷商，或造訪 www.fusionentertainment.com。
LED 線束的黑線使用 4 公釐的母端插塞接頭端接，彩色線則使用
4 公釐的公端插塞接頭端接。 您可以將這些連接至線束的 4 公釐
插塞接頭 (未隨附)，或移除插塞接頭，改為連接至裸線。
1 將 12 VDC 電源的正極 (+) 電線連接至 LED 線束的黑線。
2 根據您偏好的 LED 顏色，將同一 12 VDC 電源的負極 (-) 電線
連接至 LED 線束的彩色線。

立即完成線上註冊，以協助我們提供您更佳的支援。
• 請前往 www.fusionentertainment.com。
• 請妥善保管原始收據或副本。

尺寸圖
Signature Series 側面視圖

LED 顏色

LED 連接線顏色

紅色

紅色

綠色

綠色

藍色

藍色

黃色

紅色與綠色

洋紅色

紅色與藍色

青色

藍色和綠色

冷白光

藍綠色

76 公釐 (3 英吋)

暖白光

黃色

133 公釐 (5 1/4 英吋) 153 公釐 (6 英吋)

備忘錄： 您可以連接冷白或暖白光線，以變更任何 LED 色彩
組合的色調。
3 必要時，請將正極和負極電線連接至 12 VDC 電源 (將 LED 線
連接至電源, 第 2 頁)。

尺寸 6.5 吋喇叭

7.7 吋喇叭
83 公釐 (3

8.8 吋喇叭
1/

4

英吋) 103 公釐 (4 英吋)
185 公釐 (7 1/4 英吋)

圖示為 Sports 款喇叭，但尺寸與經典款喇叭相同。
備忘錄： 喇叭至少須保留 3 公釐 (1/8 英吋) 的安裝間隙 (深度)。
Sports 款正面視圖

將 LED 線連接至電源
備忘錄： 此操作僅適用於 Sports 款。
您必須將所有 12 Vdc 的配線連接至 LED，電線的電源端則要接
上 3 安培保險絲。 您應透過隔離器開關或斷路器，將正極 (+) 電
線連接至 12 Vdc 電源，以便開關 LED。 您可以使用同樣的隔離
器或斷路器控制輸入音響的電源，這讓您得以同時開關 LED 和音
響。
將 LED 連接至電池時，應使用截面積在 22 AWG (0.33 平方公
釐) 以上的喇叭連接線。
1 將 LED 線路的正極 (+) 電線和負極 (-) 接地線連接至電池。
2 將負極引線連接至電池負極 (-)。
3 將正極線連接至正極 (+)，另一端接上 3 安培保險絲和隔離器
開關或斷路器。

將網罩裝上經典款喇叭
備忘錄： 網罩僅適用於經典款喇叭。
1 喇叭裝好後，拿出網罩，FUSION 標誌朝向 6 點鐘位置的底
部。
2 以逆時針方向旋轉網罩約 10°，將 FUSION 標誌轉到 5 點鐘位
置。
3 將網罩置於喇叭邊緣。
4 以順時針方向旋轉網罩，將其固定。

尺寸 6.5 吋喇叭

7.7 吋喇叭

8.8 吋喇叭

196 公釐 (7 11/16 英
吋)

224 公釐 (8 13/16 英
吋)

156 公釐 (6 1/8 英吋) 176 公釐 (6 15/16 英
吋)

202 公釐 (7 15/16 英
吋)

176 公釐 (6 15/16 英
吋)

喇叭資訊
True-Marine™ 產品
True-Marine 產品均通過惡劣航海條件的嚴峻環境測試，超越航
海產品的產業標準規範。
所有擁有 True-Marine 保證標章的產品專為方便使用所設計，並
整合先進航海科技以提供領先業界的娛樂體驗。 所有 TrueMarine 產品均享有 FUSION 3 年全球限定消費者保固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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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ture Series 安裝指示

經典款背面視圖

頻率回應

50 Hz 至 20 kHz

最小 安裝深度 (間隙)

106 公釐 (4 3/16 英吋)

安裝直徑 (間隙)

188 公釐 (77/16 英吋)

羅盤安全距離

412 公分 (162 英吋)

所有機型
阻抗

4 歐姆

LED 供電電壓 (僅限 Sports 款喇叭)

10.8 至 16 Vdc

14.4 Vdc 的 LED 負載電流 (僅限
Sports 款喇叭)

300 mA

作業溫度範圍

從 0 到 50°C (從 32 到 122°F)

貯放溫度範圍

從 -20 到 70°C (從 -4 到 158°F)

振膜材質

CURV 振膜，橡膠懸邊

高音單體類型

蠶絲振膜

防水防塵等級

IEC 60529 IP65

擴大機功率額定值建議

尺寸

6.5 吋喇叭

7.7 吋喇叭

8.8 吋喇叭

200 公釐 (7 7/8
英吋)

220 公釐 (8 11/16 247 公釐 (9 3/4
英吋)
英吋)

156 公釐 (6 1/8
英吋)

176 公釐 (6 15/16 202 公釐 (7 15/16
英吋)
英吋)

清潔喇叭
備忘錄： 正確安裝後，這些喇叭在正常情況下，均符合 IP65 防
塵防水等級。 其設計無法承受高壓水柱 (您在清洗船隻時可能會
用到)。 噴水清洗船隻時若未小心謹慎，可能會造成產品損壞，並
使保固失效。
注意
請勿在喇叭上使用刺激性或溶劑型清潔劑。 使用這類清潔劑可能
會造成產品損壞，並使保固失效。

1 請使用浸有清水的濕布清潔喇叭上的所有鹽水和鹽渣。
2 請使用溫和清潔劑去除難清的鹽垢或污漬。

6.5 吋喇叭

用 30 至 90 瓦 RMS 播放音樂

7.7 吋喇叭

用 25 至 120 瓦 RMS 播放音樂

8.8 吋喇叭

用 25 至 140 瓦 RMS 播放音樂

最佳音箱建議
規格

6.5 吋喇叭

7.7 吋喇叭

8.8 吋喇叭

密封式音箱
容積 1

18 公升 (0.64 立
方英吋)

20 公升 (0.71 立
方英吋)

22 公升 (0.78 立
方英吋)

倒相式音箱
容積 2

25 公升 (0.88 立
方英吋)

30 公升 (1.06 立
方英吋)

35 公升 (1.23 立
方英吋)

倒相管直徑

76 公釐 (3 英吋)

76 公釐 (3 英吋)

76 公釐 (3 英吋)

倒相管長度

162 公釐 (6.4 英
吋)

160 公釐 (6.3 英
吋)

170 公釐 (6.7 英
吋)

物質宣言
部件名称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铅 汞 镉 六价铬 多溴联苯 多溴二苯醚

塑料件

O O O O

O

O

磁钢

O O O O

O

O

金属连接件

O O O O

O

O

金属结构件（T 铁甲板）

O O O O

O

O

230 W

电线

O O O O

O

O

RMS 功率 (瓦)

75 W

PC 混纺软件

O O O O

O

O

敏感度 (1 瓦/1 公尺)

90 分貝

頻率回應

70 Hz 至 22 kHz

最小 安裝深度 (間隙)

79 公釐 (3

安裝直徑 (間隙)

136 公釐 (5

羅盤安全距離

310 公分 (122 英吋)

規格

6.5 吋喇叭
最大功率 (瓦)

8 英吋)
3/ 英吋)
8

1/

7.7 吋喇叭
最大功率 (瓦)

280 W

RMS 功率 (瓦)

100 W

敏感度 (1 瓦/1 公尺)

91 分貝

頻率回應

60 Hz 至 22 kHz

最小 安裝深度 (間隙)

86 公釐 (3 7/16 英吋)

安裝直徑 (間隙)

156 公釐 (6 1/8 英吋)

羅盤安全距離

358 公分 (141 英吋)

8.8 吋喇叭
最大功率 (瓦)

330 W

RMS 功率 (瓦)

130 W

敏感度 (1 瓦/1 公尺)

91 分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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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格依据 SJ/T11364 的规定编制。
O: 代表此种部件的所有均质材料中所含的该种有害物质均低于
(GB/T26572) 规定的限量
X: 代表此种部件所用的均质材料中, 至少有一类材料其所含的有害
物质高于
(GB/T26572) 规定的限量
*該產品說明書應提供在環保使用期限和特殊標記的部分詳細講解
產品的擔保使用條件。.

產
品

低功率電波輻射電機管理宣告

本產品僅遵循中華民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所頒布低功率電波輻
射性電機管理辦法規範，並經驗證通過合格， 請使用者遵循相關
電信法規以避免違反規定受罰。若使用者欲攜帶本機至其它國家
應用，也請遵循該地區或國家之相關法令限制。根據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規定：
1 第十二條
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可，公司、商號或
使用者均不得擅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
功能。

1 充滿吸音材質

2 內襯吸音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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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十四條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
發現有干擾現象時，應立即停用，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
使用。
前項合法通信，指依電信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 低功率射頻
電機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 、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
之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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