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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手册



尽情聆听。
感谢您选择威力登家庭低音音箱。我们对高性能、低失真低音的不懈追
求，使我们在音频和技术创新方面享誉全球。

能为您的家庭带来卓越的威力登声音体验，我们不胜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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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为减少电击事故，请勿拆下外壳（或后盖）。内部没有用户可维修的部件，请将维修工作委托给专业维修 
人员。

闪电警告标签旨在警告用户，音箱内部存在未绝缘的“危险电压”，威力可能足以电到人。

惊叹号警告标签旨在警告用户，在低音音箱随附的手册中有重要的操作与保养（维修）说明。
1. 阅读说明 — 使用产品之前，请阅读所有的安全与操作说明。
2. 保留说明 — 请妥善保管安全与操作说明，供日后参考。
3. 遵守警告 — 请遵守产品上和操作说明中的所有警告。
4. 遵守说明 — 请遵守所有的操作与使用说明。
5. 防水防潮 — 切勿在靠近水的地方使用该产品。例如，靠近浴盆、洗脸盆、厨房洗菜盆、洗衣盆的地方；潮

湿的地下室；靠近游泳池的地方等。
6. 支架 — 请使用制造商推荐的支架。
7. 墙式或吸顶式安装 — 请按制造商推荐的方法对产品进行墙式或吸顶式安装。
8. 通风 — 产品所处的位置不应妨碍其良好的通风。例如，不应将产品放置在床上、沙发上、地毯上或其它可

能阻塞通风口的类似地方；或将产品置于可能会阻碍空气流经通风口的内嵌式设施内，例如书橱或橱柜。
9. 散热 — 请勿将产品放置在靠近散热器、蓄热器、烤炉或其它产生热源的地方。
10.电源 — 请参照操作说明或产品上标注的电源规格。
11.接地或极化 — 该产品可能配备有一个极性交流电源线插头。该插头仅有一种方式与插座连接。这是一个安

全装置。如果您无法将插头完全插入插座，请反转插头。如果插头仍无法插入插座，请与您的电工联系，
更换新插座。请勿破坏极性插头的安全功能。

12.电源线保护 — 妥善布线，避免踩踏或重物挤压。而且，需特别留意电源线与插头、插座和产品的连接点。
13.清洁 — 请按照制造商推荐的方法清洁产品。
14.闲置期间 — 当长时间不使用该产品时，请将产品的电源线从插座上拔下来。
15.物体和液体进入 — 请当心，确保产品内部不会落入物体和进入液体。
16.损坏需维修 — 当出现以下情形时，应由合格的维修人员对产品进行维修：

a.  电源线或插头破损。
b.  物体或液体进入产品内。
c.  产品淋雨。
d.  产品无法正常运转或性能发生显著改变。
e.  产品被摔或损坏。

17.维修 — 仅在操作说明中提到的情形下，用户方可自行维修本产品。否则，所有其它情形均应交由合格的维
修人员进行维修。将所有的维修作业委托给合格的维修人员。当设备出现以下形式的损坏时，需要由合格
的维修人员进行维修，例如：电源线或插头损坏；液体或物体进入设备内部；设备淋雨或受潮；无法正常
运转或摔坏。

18.闪电 — 为安全起见，雷雨天气或当设备长时间无人照看和使用时，请将电源线拔下。
19.过载 — 请勿让墙式插座、延长线路或一体式方便插座在过载的情况下使用，因为过载可能导致着火或触电。
20.配件 — 请仅使用制造商指定的配件。
21.电压 — 请确保将此重低音音箱仅连接到额定电源电压。切勿将 120 伏音箱连接到 220 伏的电源上，反之亦

然。否则，将损坏重低音音箱，且可能伤害用户。
22.电源插头和器具离合器作为断开装置，该断开装置应当保持能方便操作。
23.设备应当连接到带保护接地连接的电网电源输出插座上。
警告：为防止触电危险，请将插头的宽插脚完全插入宽插槽内。
  警告：               警告：
  仅适用于非热带气候条件下安全使用。              仅适用于海拔2000m 以下地区安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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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                                                                                      
恭喜您成功购买了威力登的 Impact 系列 mk2 低音音箱。这款低音音箱可为您带来出色的家用音 
箱体验，而且如果使用得当，这款产品可以陪伴您很多年。请参阅此说明手册，并按照说明使用，
确保恰当安全地进行连接与操作。在安装过程中请注意以下几个要点，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以及
重低音音箱的使用寿命。

 警告！请参阅以下说明，确保安全得当地进行系统操作。

 注意：避免产品受阳光直接照射或在高湿度环境下使用！！！

 警告！
为防止着火或触电，切勿让产品淋雨或受潮。为防止触电，切勿打开扬声器箱或扩音器背板。请仔
细阅读产品上的所有警告。产品内没有用户可自行维修的部件。请向授权的威力登经销商咨询维修
相关事宜。

安装之前：
请小心拆开产品包装，以免造成损坏。本产品较重，请小心托举或搬动，以免受伤。请保留纸箱和
所有的包装材料，供日后使用。运输时，如果将本产品放在其它箱子里，可能会造成严重损坏。请
在 13 页上的空白处记录下序列号，以便将来参考。

产品特点
•  驱动器配置：
 Impact-10 — 10” 重低音音箱，马达结构重 89.6 盎司（5.6 磅） 
 Impact-12 — 12” 重低音音箱，马达结构重 89.6 盎司（5.6 磅）
•   扩音器 A/B  S/B A/B 级
•  12 dB/八音度的可调节（50 至 200 赫兹）低通分频器
•  线路电平 (RCA) 输入
•   扬声器电平输入与输出
•  信号检测功能自动开/关
•  可变音量控制
•  可选相位控制（0° 或 180°）
•  绿色（接通电源）/蓝色（待机）模式指示器 LED 灯

安装准备：
威力登的 Impact 系列 mk2 低音音箱提供多种安装方式。请仔细阅读下述安装信息，确定最适合您 
系统的安装方式。切记，在断开系统电源后再执行所有的安装程序，防止可能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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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位置
安装新 Impact 低音音箱的第一步是，确定其在房间内的安装位置。请参考以下指南，在房间内找到
最佳安装位置，最大限度地提升您的聆听体验。

真正的低音音箱，超低频、全向模式。请注意，频率响应和输出电平会受到安装位置和聆听房间声
学特性的严重影响。使用一对双信道立体声的威力登低音音箱时，最好通过一个信道向每个低音音
箱进行馈送，并将每个低音音箱放在同一信道的卫星箱附近。

低音音箱的最佳安装位置取决于房间大小、家具摆放，以及其他独有的影响聆听空间的可变因素。
为了找到安装重低音音箱的最佳位置，您可能需要多试几次。我们建议您在平时最喜欢的听音乐或
看电影的地方安装重低音音箱，并在安装过程中进行测试。这有助于您在平常听音乐的位置发现最
动听的声音。无论您将威力登重低音音箱安装在什么位置，都必须使其保持直立状态。如果在非直
立状态下安放、运输或存储重低音音箱，持续一段时间后可能会导致设备损坏。此类损坏不在保修
范围内。

        警告！
此低音音箱内置电子产品。因此，请勿将低音音箱置于靠近热源的位置，例如火炉蓄热器、散热器
等。请勿将本产品置于过度潮湿的地方，例如靠近蒸发冷却器、加湿器等。电源线需要妥善布置，
以避免踩踏或挤压。任何形式的踩踏或挤压都可能导致绝缘体或电线损坏。

威力登 Impact 系列 mk2 低音音箱不具备磁屏蔽功能。当您觉得有必要将本产品与比较旧的 CRT 显
示器或电视一起使用时，请将本产品放在距离显示器至少两英尺的位置。可通过减小图像和颜色失
真来确定正确的位置。

安装                                                                                                 
输入
新低音音箱配备扬声器电平输入和线路电平输入。将低音音箱连接至前置扩音器、信号处理器（例
如 LFE 输出）、线路电平分频器或带前置扩音器电平输出的接收器时，请使用线路电平接口。使用
线路电平接口时，一些接收器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信号来使本机的自动开机功能正常运行。此外，
信号缺失也可能会使低音音箱的输出低于其正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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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解这种情况，我们建议您执行以下步骤：
1) 使用线路电平接口时，应同时使用左右输入 — 不要只使用左输入或右输入。如果低音音箱的

信号来自接收器的 LFE 信道，请使用“Y”分线器连接至左右输入。如果使用前置扩音器或信号 
处理器的线路电平接口，请将前置扩音器或信号处理器的左右输入连接至低音音箱的左右输
入。（参见第 7 页的图 2a。）

* 注意：您可以从当地的电子商品商店购买情侣双声道“Y”分线器。

2) 如果使用带 LFE 输出的接收器，请确保 LFE 信道向低音音箱传送足够的信号。我们建议您将 
接收器的 LFE 输出设置为空档 0dB 输入，然后调整副音量，进行测试。（参见第 8 页的图 2b。）

扬声器电平接口可以直接连接至任何扩音器、集成扩音器或接收器的扬声器输出。当您使用这些输
入时，由于它们的阻抗很高，扩音器不会出现过载情况。如果使用扬声器电平输入，您必须同时连
接两个信道，因为每个信道的不同低音信息都可能会进入主扬声器。如果使用具有 LFE 输出的音频
设备，请将扬声器设置为大号，并指明没有低音音箱。

 重要提示！！！
请勿同时连接线路电平接口和扬声器电平接口！

     警告！！！
为了避免损坏主扩音器，进行任何连接时都必须确保极性正确无误 — 红色（正极）连接红色，黑色 
（负极）连接黑色。请确保所有连接牢固，没有松散的线束或散口电线。

音量控制
音量控制可让您调节从低音音箱至系统主扬声器的输出。听音乐时，应将音量控制设置为同时从
主扬声器和低音音箱中实现相似的输出电平。音量控制的推荐起点是从最低处向上的两到三个 
刻度。

 警告：
一些制造商会将其带有 Sub-Out 信道信号的接收器预设为最低水平。确保接收器 Sub-Out 信道的输 
出与右前和左前信道的输出电平一致非常重要。关于各个信道电平的调节步骤，请参阅接收器手册。 
如果您的接收器 Sub-Out 信道设置过低，那么低音音箱的输出将较差。声音听起来可能会比较嘈杂
或失真，而且自动开关机功能也无法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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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通分频器 — 50 至 200 赫兹
如上所述，所有输入都是左信道和右信道共同作用的结果，生成的信号在扩大前会通过可调节的低
通分频器。分频器控制可让您将重低音音箱的响应频率上限从 50 赫兹调节至 200 赫兹。低音音箱的
响应将开始重复您将此控制设置到的频率。您应将分频器频率设置为可以在系统中实现从低音音箱
到主扬声器顺畅无缝过度。如果您的主扬声器比较小，只有有限的低频率输出，那么与拥有较大低
频输出的大扬声器相比，您可能需要选择高一些的频率（例如 100 至 120 赫兹）。如果您的主扬声
器比较大，那么您可能需要将此控制设置得低一些（例如 80 赫兹）。如果在 A/V 接收器中使用分频
器控制并连接至 LFE，请将副 X 设置为最大值。

接收器/处理器重低音音箱输出
威力登的 Impact 系列 mk2 低音音箱随附扬声器电平输入和线路电平输入。使用 RCA/莲花头型“输
入”接收器/处理器低音音箱输出。威力登 Impact MK2 低音音箱旨在，在使用内置分频器时使用全
音域音频信号输入。很多家庭影院处理器/接收器（Dolby Digital™、DTS™、THX™）都具有“重低
音音箱输出”接口（有时标识为“LFE”），这类接口可以进行内部过滤、可在接收器/处理器级进
行设置，旨在与大功率的重低音音箱搭配使用。安装某些产品时，同时使用威力登分频器和接收器/
处理器分频器会产生较陡的极限分频器斜率，可能会大有裨益。在极少数情况下，在低音音箱中将
外部分频器和内部分频器结合起来使用可能会降低输出并增加噪音。在这类情况下，您可能需要绕
过处理器或 Impact 低音音箱中的分频器，或仅将一个分频器设置为较高的频率（例如 120 赫兹）
，从而恢复最佳效果。

相位调整 — 0°/180°
该控制可让您将低音音箱输出信号的相位“反转”180°，以纠正低音音箱和主扬声器/扩音器间任何
可能的失配和抵消作用。为了对此进行调整，只需在播放音乐时注意聆听系统，然后将相位开关从
一个位置调到另一个位置，并聆听中-低音频率输出的变化即可。如果位置正确，则将获得更大的中
低音频输出。

对于所有安装，请尝试多次调整相位开关，以确定可以产生最多中-低音的设置（0 度或 180 度）。
如果设置声音类似，我们建议设置为“0”位置。

自动开机功能
当音频信号出现时，低音音箱会自动开机。大约 8 分钟过后，如果音频信号没有出现，本机将切换
为待机模式（LED 灯显示为红色）。在待机模式下，低音音箱的耗电量最小。

 警告：
如果接收器的 Sub-Out 信道信号电平太弱，该功能将无法正常运行，当您聆听时，低音音箱电源会
自动切断。要纠正这种情况，请参见前一页的“音量控制”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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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220V  50Hz 200W
保险丝规格：
T1AL 250V FOR 220VAC

开

关

:

: 4

:

220VAC:T1AL 250V

IMPMK2BCH

200W

220V~50Hz

:

:

电源

4

2 3 1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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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Impact 系列 mk2 后面板连线

后面板连线                                                                    



www.velodyneacoustics.com      用户手册    Impact 系列 mk 2                                    6                                     

图 1 为 Impact 后面板连线示意图。下文简要介绍了图 1 描述的连线。有关这些连线的详情，请参
阅下文：

(1) 线路输入接口 — 将这些接口连接至扩音器的线路输出接口。

(2) 扬声器电平输出端子 — 进入前置扬声器的扬声器电平信号是来自这些端子的输出信号。

(3) 扬声器电平输入端子 — 将这些输入端子连接至扩音器或接收器的扬声器输出端子。

(4) 相位开关 — 选择您听到较大中-低音的开关位置。

(5) 音量旋钮 — 使用此旋钮调节低音音箱的输出电平。

(6) 低通分频器 — 使用此旋钮选择您要切断低音音箱信号的高频范围。

(7) 电源指示器 — 红色：产品处于待机模式。绿色：产品处于运行模式。如果八分钟没有信号， 
低音音箱就会自动进入待机模式。

(8) 电源开关 — 打开或关闭低音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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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220V  50Hz 200W
保险丝规格：
T1AL 250V FOR 220VAC

开

关

:

: 4

:

220VAC:T1AL 250V

IMPMK2BCH

200W

220V~50Hz

:

:

电源

FRONT

REAR
AMPLIFIER

SUBWOOFER OUTPUT JACK

图 2a. 线路电平低音音箱连线图

后面板分频器                                                                              
（请参阅第 7 页和第 8 页上的连线图，即图 2a 线路电平低音音箱接线图和图 2b 扬声器电平低音音
箱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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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REAR
AMPLIFIER

SUBWOOFER OUTPUT JACK

FRONT LEFT SPEAKER FRONT RIGHT SPEAKER

输入：220V  50Hz 200W
保险丝规格：
T1AL 250V FOR 220VAC

开

关

:

: 4

:

220VAC:T1AL 250V

IMPMK2BCH

200W

220V~50Hz

:

:

电源

图 2b. 扬声器电平低音音箱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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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线                                                                                                            
当采用线路电平接口安装威力登 Impact 系列 mk2 低音音箱时，应使用莲花头屏蔽音频线。如今， 
市面上有许多高质量的电线。建议您尽量选用恰好够长的电线，以避免可能产生的噪音问题。

使用扬声器电平接口安装设备时，应使用高品质的扬声器电线，以保证与连接器接触良好。小心处
理，避免使用松散的线束或散口电线，因为松散的线束或散口电线可能导致短路，损坏设备。请不
要使用特别大号的电线，因为此类连接需要传导的电流很低。请注意，特别大号的标准线可能并不
适合这些端子，因为可能导致连接不良和短路。

重低音音箱保养                                                                                  
威力登低音音箱需要进行日常的表面除尘或清洁。请不要使用强刺激性的洗涤剂或化学制品去清洁
音箱外壳。研磨剂、洗涤剂或清洁液可能损坏音箱外壳的表面涂层。强烈建议您仅使用微湿的布清
洁音箱外壳。

在正常情况下，低音音箱可处于持续运行状态，不会发生任何故障。本产品配备信号检测开/关线
路，当输入端收到信号时，本产品会自动开启，并在信号消失几分钟后自动关闭。

保护线路                                                                                                                    
威力登的 Impact 系列 mk2 低音音箱使用最可靠的电线，可以提供最佳效果。

本产品可防止：
1) 扩音器过热。
2) 电源电压过低。

如果发生上述任一情形，应降低音量或切断设备电源，直至恢复正常操作条件。您也可以将本产品
连接到其它壁装插座，因为电源电压非常不稳会干扰本产品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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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查和维修                                                                                
在联系授权服务中心前，请重新检查所有系统，并确认连接和设置。以下为简单的故障排查指南，
供您参考。

1.确认设备已接通电源，并且所使用的电源插座可正常使用。
2.电源是否已打开？
3.设备是否收到了来源的输入信号？
4.是否正确设置了所有控件（音量、分频器、相位等）？
5.如果本产品曾以高电平运行，则其中一个保护电路可能已启动。扩音器是否过热？
6.确保扬声器电线已完全插入弹簧夹连接器，并且没有电线同时接触两个端子。

如果电路保护处于开启状态，设备可能循环地开机和关机，直至操作参数恢复正常。如果出现更严
重的情况，设备可能会完全关机。设备冷却之后本机即可恢复正常操作。但是您可能需要切断电
源，然后再次重新设置设备。

如果出现以下情形，需由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维修：
1.电源线已损坏或看似损坏。
2.设备无法正常运行或设备性能发生显著变化。
3.设备浸水。
4.机箱或线路的某些部分出现物理损坏。

感谢您购买威力登 Impact 系列 mk 2 有源音箱（家用低音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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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型号 IMP10MK2 BCH IMP12MK2 BCH
低音音箱 10” (24.5 cm) 

前置式
12” (30.5 cm) 

前置式

扩音器：A-B 级 250 瓦特动态
150 瓦特 RMS

275 瓦特动态 
165 瓦特 RMS

音箱设计 音色中性，下置被动式端口 音色中性，下置被动式端口

频率响应 32-140 赫兹 (+/-3 dB) 29-140 赫兹 (+/-3 dB)

音圈 2” 铜线 2” 铜线

核心 加强纤维 加强纤维

磁铁结构 89.6 盎司（5.6 磅） 89.6 盎司（5.6 磅）

扬声器电平直通 全音域 全音域

低通分频器 50 至 200 赫兹 50 至 200 赫兹

输出 左侧和右侧扬声器电平直通 左侧和右侧扬声器电平直通

输入 RCA 线路电平， 
LFE 和扬声器电平输入

RCA 线路电平， 
LFE 和扬声器电平输入

相位  0° 或 180°  0° 或 180°

自动开/关 有 有

可拆卸布框 有 有

LED 电源指示灯 有 有

输入阻抗 65000 欧姆（线路输入接口）
1200 欧姆

（扬声器电平输入端子）

65000 欧姆（线路输入接口）
1200 欧姆

（扬声器电平输入端子）

灵敏度-线路电平 1.0 伏 1.0 伏

音箱外壳（高，宽，长）
（含支架和布框）

13.6” x 12.6” x 14.9”
38.4 x 32 x 48 cm

15.1” x 14.2” x 18.9”
38.4 x 36 x 48 cm

保修（北美） 两年（零部件和人工） 两年（零部件和人工）

运输重量 30 磅（13.6 千克） 38 磅（17.2 千克）

规格随时可能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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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20V
Digital Drive® PLUS 系列
DDP-10
DDP-12
DDP-15
DDP-18

Optimum 系列
Optimum-8
Optimum-10
Optimum-12

MicroVee 系列
MicroVee-6.5

MiniVee 系列
MiniVee-8

Wi-Q 系列
WiQ-10
WiQ-12

EQ-Max 系列
EQM-8
EQM-10
EQM-12

Impact mk2 系列
IMP10MK2 B
IMP12MK2 B

SubContractor In-Wall 系列
SC600D Amp
SC600IW Sub
SC602 Amp
SC1250 Amp
SCIWDVR Sub
SCIWBB

Wi-Connect 系统
WiC

220-230V
Digital Drive® PLUS 系列
DDP-10
DDP-12
DDP-15
DDP-18

SPL-Ultra 系列
SPLU-8
SPLU-10
SPLU-12

MicroVee 系列
MicroVee-6.5

MiniVee 系列
MiniVee-8

Wi-Q 系列
WiQ-10
WiQ-12

EQ-Max 系列
EQM-8
EQM-10
EQM-12

Impact mk2 系列
IMP10MK2 BE
IMP10MK2 BCH
IMP12MK2 BE
IMP12MK2 BCH

SubContractor In-Wall 系列
SC600D Amp
SC600IW Sub
SC602 Amp
SC1250 Amp
SCIWDVR Sub
SCIWBB

Wi-Connect 系统
WiC

威力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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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记录                                                                                             
购买日期/地点： 产品型号： 产品序列号：

注意：如果您需要为自己的产品提交保修声明，那么仍然需要向威力登提交原始销售发票，或其它
可以证明所有权和购买日期的材料。

请在 30 天内访问以下网址，完成保修注册，验证产品保修服务：
http://velodyneacoustics.com/warranty-page/

如需详细的保修信息，请访问以下网址：http://velodyneacoustics.com/warranty-page/

上文提到的保修信息仅适用于在美国和加拿大购买的产品。如果您是在美国或加拿大以外的国家/地
区购买的产品，请咨询当地的威力登授权经销商，注册保修服务并获取相关信息。



63-9274 Rev-F

Velodyne Acoustics, LLC
5512 Hellyer Avenue
San Jose, CA  95138

語音服務：669-275-2300
客户服务和产品支持
电子邮件：service@velodyne.com

网站：www.velodyneacoustic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