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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A0586182　　　　　　　　　　 VACUUM TUBE AMPLIFIER
	书签7CF567C3　　　　　　　　　　广东汉洋电器有限公司品名：电子管声频功率放大器型号：T6a生产：广州汉林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石化公路明经路段九号
	书签D6D211BD　　　　　　　　　　使用说明书
	书签BFA6B5BB　　　　　　　　　　Operating Instructions
	书签C24C2F10　　　　　　　　　　注意：CAV 保留在不作任何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对规格和外型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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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FDADA366　　　　　　　　　　更多信息请浏览CN-CAV.COM   800 830 2161
	书签556CEEAF　　　　　　　　　　CAV INC.Product: VACUUM TUBE INTEGRATED AMPLIFIER  Model: T6aManufacturer: CAV Audio \(Guangzhou\) Co.,Ltd Address: 9, MingJing Industrial District Hualong,Panyu,Guangzhou,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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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50454759　　　　　　　　　　        感谢您选购本公司T6a电子管声频功率放大器，本产品的设计本着音质至上的原则，力求音色醇和甜美。        为使您对该产品有更深的了解，请在使用本产品之前，仔细阅读说明书的内容，并请妥善保存以备将来查阅。
	书签3FF12996　　　　　　　　　　亲爱的用户：
	书签A6710B5C　　　　　　　　　　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名称及含量
	书签959D8797　　　　　　　　　　部件名称
	书签0DC56526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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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51A38BF7　　　　　　　　　　六价铬（Cr6+） 
	书签93FE1DF6　　　　　　　　　　多溴联苯（PBB） 
	书签66AF1C7A　　　　　　　　　　多溴二笨醚（PBDE）
	书签18469D0D　　　　　　　　　　机体/机箱
	书签378C2553　　　　　　　　　　安装基板/电器部件
	书签231884AB　　　　　　　　　　塑胶结构件
	书签05D71EA6　　　　　　　　　　金属结构件
	书签F11DEF60　　　　　　　　　　线缆类
	书签BF55C0DF　　　　　　　　　　变压器
	书签1147A0F0　　　　　　　　　　扬声器/传声器
	书签00876850　　　　　　　　　　此标志表示该产品在使用完结后可再利用。数字表示的是环境保护使用期限，只要遵守与本产品有关的安全和使用上的注意事项，从制造日算起在数字所表示的年限内，产品不会产生环境污染和对人体、财产的影响。
	书签17278856　　　　　　　　　　污染控制标识及其含量说明
	书签56DF0EB7　　　　　　　　　　说明：       “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SJ/T11363-2006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    ”表示有毒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SJ/11363-2006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        注:“     ”为在现有技术下还没有可替代的物质。
	书签3A74C3B2　　　　　　　　　　没有声音输出
	书签1CB6BAC9　　　　　　　　　　1.选择开关位置是否正确。
	书签A1B21158　　　　　　　　　　2.信号输入线或者音箱线是否脱落。
	书签39DCCBA8　　　　　　　　　　3.音量电位器是否在最小位置。
	书签4F807C26　　　　　　　　　　接通电源后电子管不亮
	书签E72D4A38　　　　　　　　　　3.后板电源插座上的保险丝是否烧断。
	书签3F68D53C　　　　　　　　　　个别电子管不亮
	书签F8FC9993　　　　　　　　　　1.个别电子管灯丝烧断。
	书签1751B1CD　　　　　　　　　　2.个别电子管与电子管座接触不良。
	书签1F271003　　　　　　　　　　1.检查电源线接触是否良好牢固。
	书签85F98F98　　　　　　　　　　2.检查电源插座是否有电。
	书签20007D1D　　　　　　　　　　8
	书签AC03A1E7　　　　　　　　　　T6a 产品的日常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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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C8B78A46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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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C22457A0　　　　　　　　　　T6a电子管声频功率放大器
	书签DAAFB7B8　　　　　　　　　　7
	书签D4978249　　　　　　　　　　主要性能指标: 
	书签91D47D36　　　　　　　　　　T6a 性能与参数
	书签9DDF2644　　　　　　　　　　额定输出功率: ......................................................……………….....................28W总谐波失真\(1KHz\): .....................................................................................≤2%负载阻抗: ....................................................................................................4/8Ω频响范围\(20Hz~25KHz\): .......................................................................± 1dB信噪比\(宽带\): ..........................................................................................≥85dB通道分离度\(1KHz\): ...........................................................................…… ≥70dB输入阻抗\(PHONO\):  ................................................................................47kΩ输入阻抗\(DVD、CD、AUX\): ............................................................... 100kΩ输入灵敏度\(PHONO\): ...........................................................................4.2mV输入灵敏度\(DVD、CD、AUX\): ..........................................................275mV输入通道: .............................................................................三路RCA输入接口               .............................................................................一路电唱输入接口交流电源: .....................................................................交流220V±10%  50Hz消耗功率: ................................................................................................≤280W外形尺寸: .....................................................................W344xD324xH191mm净重: ...........................................................................………………............18.6Kg电子管:..................................................................EL34x4; 12AX7x1; 12AU7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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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5C457A2E　　　　　　　　　　所有音频使用继电器切换，通道隔离度好，失真小。专业设计的高性能EI变压器。发烧级高保真功率放大电路设计，音色醇和甜美、圆润通透。内置LP-MM模拟电唱机均衡放大电路。本机内置一分钟高压延时开机保护电路。
	书签7B32FC58　　　　　　　　　　T6a 简介
	书签6EFA6EDB　　　　　　　　　　1
	书签7B61BC16　　　　　　　　　　6
	书签CB441EA0　　　　　　　　　　T6a 操作方法
	书签316A9973　　　　　　　　　　一、设备的摆放为保证电子管功率放大器在工作时有良好散热条件，请将机器放置在通风良好的位置。为获得最佳听音效果，尽量保证音箱两侧的对称性，特别注意音箱周围不要有障碍物。二、打开电源在确认系统连接正确以后，再次检查电子管是否倾斜或松动。待以上工作完毕之后，将电源线接入墙壁插座并打开电源。首次使用时，要留意观察电子管的通电表现是否正常，如果不能判断，请向售后服务咨询。在连接电源之前，必须保证电源开关在关闭状态，音量置最小位置！三、预热等待本机内置一分钟高压延时开机保护电路，一般需要一分钟以上的时间，请待预热完毕之后再播放音乐。开机时间越长声音表现越好，30分钟以后达到最佳工作状态。四、播放音乐待预热完毕之后，请选择正确的输入通道并打开音源进行播放。请缓慢开启音量，避免信号冲击。五、结束工作在使用完毕之后，请先将音量调至最小再关闭电源。如果用户自备防尘外罩，请待机器完全冷却之后再使用。为保持长久的良好音色并延长电子管的寿命，请不要连续工作时间太久，养成及时关机的良好习惯，不要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中工作。六、友情提示请按电工安装规范检查电源插座应为“左零右火”，正确的配电能使本机音色更好。
	书签0111B960　　　　　　　　　　地线
	书签18C60664　　　　　　　　　　火线 \(L\)
	书签65352250　　　　　　　　　　零线\(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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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4BC1A44B　　　　　　　　　　这个放在等边三角形内带有箭头的闪电符号旨在引起用户警惕。因本机内有无绝缘“危险电压”，会有触电危险。
	书签1BBC3F89　　　　　　　　　　!
	书签0DCE14DD　　　　　　　　　　CAUTION 注意
	书签4C5547A4　　　　　　　　　　RISK OF ELECTRIC SHOCK.DO NOT OPEN.
	书签7A62DAE3　　　　　　　　　　这个放在等边三角形内的感叹号旨在提醒用户注意本机内附带的资料中有关于操作和维护\(修理\)的重要说明。
	书签DEFBEC66　　　　　　　　　　为避免触电，请勿擅自打开机壳\(或背面\)或自行维修内部部件。请将维修事宜交由专业人员进行。
	书签02E2160A　　　　　　　　　　警告: 
	书签3F5F0143　　　　　　　　　　当心触电危险,切勿打开机盖
	书签5E475046　　　　　　　　　　安全建议: 
	书签5EB88873　　　　　　　　　　1、将本机安装在阴凉、干燥、清洁之处，在机器的周围要保留空间，以便通风。空间的大小为上面不少于20厘米，两侧面不少于20厘米，背面不少于10厘米。要远离直射阳光、热源和有强烈振动的地方及有灰尘的地方。2、本机器的放置场所不要靠近其他电器产品，如变压器、电动机等以免产生干扰。3、不要将本机置于温度冷热变化突然的环境，也不要将本机置于湿度过大的场所（如：安置有加湿器的室内），以免本机内部结露。机器内部结露可以导致触电、火灾、对机器造成损坏或者人身伤害。4、请勿在本机上放置任何裸露的火源（如点燃的蜡烛）。请不要在潮湿的地方放置本机，以防遭受水滴或者水溅。为防止液体倒入本机, 请不要在本机上放置花瓶等一类的装满液体的物品。5、不要用杂物堵塞本机，这样会妨碍机器的通风散热。如果机器内部温度升高， 就会导致火灾、机器的损坏甚至人身伤害。6、在所有连接完成之前，不要把本机的电源插头插入墙壁上的电源插座。7、不要把本机上下倒置，否则容易损坏本机。8、操作本机时，不要对开关、旋钮以及连接线过分用力。9、从墙上的电源插座中拔下电源插头时，请一定握住插头，不可拉拽电源线。10、不要使用化学溶剂清洗本机表面，以免损坏机器表面的涂层。请使用清洁的干布匹。11、使用的电压必须与本机后板上标注的电压一致。如果使用的电压高于本机的规定电压，就会造成火灾或其他类型的事故，造成破坏。对于使用的电压高于本机的规定电压所造成的损害，CAV将不负责任。12、为了防止雷击,在打雷闪电时,请从电源插座上拔掉电源线。13、如果不使用本机，请关闭本机的电源开关和拔掉电源插头，电源开关和电源插头处不要放置其它物品挡住，保持能方便的操作。14、不要试图修理或改造本机。如果在操作中出现声音中断、指示灯熄灭、机器发出怪味和冒烟，请立即拔掉电源插头，并与您的销售商或专业维修中心联系。
	书签1E887FD7　　　　　　　　　　T6a 安全建议
	书签85E114A2　　　　　　　　　　2
	书签0025D703　　　　　　　　　　1. 用RCA线将信号源的信号输出接口连接到本机相应的输入接口。      注： 为便于操作识别，请将音源按照对应的输入端口名称进行      连接。特别注意的是电唱机（PHONO）要使用专用接口，否则      不能正常播放，地线须连接良好。2. 本机的喇叭输出接口连接好相应的音箱。
	书签01E26CEE　　　　　　　　　　PHONO
	书签3AB8BAF9　　　　　　　　　　CD
	书签06920D87　　　　　　　　　　DVD
	书签53131455　　　　　　　　　　PHONO INPUT
	书签6C58B8F9　　　　　　　　　　AUDIO INPUT
	书签EA9EC387　　　　　　　　　　L
	书签2C347FEB　　　　　　　　　　R
	书签A7B50256　　　　　　　　　　GND
	书签D1C93D7A　　　　　　　　　　PHONO
	书签4A74C284　　　　　　　　　　DVD
	书签8BD6F0DF　　　　　　　　　　AUX
	书签B86AB153　　　　　　　　　　CD
	书签CCFF2A1B　　　　　　　　　　CAUTION 
	书签481280F7　　　　　　　　　　RISK OF ELECTRIC SHOCK.DO NOT OPEN.
	书签4DB16106　　　　　　　　　　当心触电危险,切勿打开机盖
	书签8491016F　　　　　　　　　　注意
	书签B62420E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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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78DC872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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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1A4A5451　　　　　　　　　　交流输入
	书签DDFE8E66　　　　　　　　　　AC INPUT
	书签247A50D8　　　　　　　　　　       220V~ 50Hz  280W
	书签E3A52BCF　　　　　　　　　　FUSE T5AL 250V
	书签9038CCDD　　　　　　　　　　品名：电子管声频功率放大器
	书签2D21CB5A　　　　　　　　　　型号：T6a
	书签5F623ECB　　　　　　　　　　生产：广州汉林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书签4189F7FA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石化公路明经路段九号
	书签5411F1D4　　　　　　　　　　广东汉洋电器有限公司
	书签547A42DE　　　　　　　　　　生产日期：
	书签4725285C　　　　　　　　　　序列号：
	书签5EA99805　　　　　　　　　　RIGHT SPEAKER OUT
	书签D3AAACAD　　　　　　　　　　LEFT SPEAKER OUT
	书签FD5D62F7　　　　　　　　　　 8Ω
	书签A39097BD　　　　　　　　　　 4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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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7D220926　　　　　　　　　　5
	书签00B3C6AC　　　　　　　　　　T6a 单元连接图解
	书签31355683　　　　　　　　　　扬声器连接线注意事项：1. 在进行任何连接线前，请先将电源插头拔离电源插座或确保关机断电！2. 请熟读您扬声器所附的使用说明内容。3. 请注意扬声器配线的极性要求。将功放输正极（+）接到音箱正极（+），负极（-）接   到音箱负极（-）。如有反接现象，声音将产生相位抵消的情形，且听起来不自然。4. 使用过长的电源线或太细的音频线可能影响音质，因此应予以避免。5. 请不要造成正、负极线缆的短路，若发生短路现象，可能会损坏后级功放。6. 确保线缆的金属线芯没有与后级功放的后背板相接触，若有这种情况发生，可能会损坏   后级功放。7. 请勿在各扬声器端子上配接一条以上的电缆线。若如些接线，可能会损坏后级功放。8. 请勿将一只音箱连接到功放上的数个端子。
	书签FA51B3C9　　　　　　　　　　声频组合单元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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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签182B58AA　　　　　　　　　　T6a 使用前须知
	书签37B2E2BF　　　　　　　　　　操作本机之前，须先检查操作电压是否和当地电压一致。操作电压指示在本机背面的电源线输入插口上。提供的附件：（请检查并确认提供的附件）电源线……………………………………………………………………………………....1条使用说明书…………………………………………………………………………………1份保修证书…………………………………………………………………………………….1份
	书签970D41C4　　　　　　　　　　电源线
	书签EFBAE8B3　　　　　　　　　　使用说明书
	书签04C022E2　　　　　　　　　　保修证书
	书签918CB643　　　　　　　　　　面板图解
	书签E459A98F　　　　　　　　　　PHONO INPUT
	书签EDFE9C9A　　　　　　　　　　AUDIO INPUT
	书签91CF83AE　　　　　　　　　　L
	书签880A76D0　　　　　　　　　　R
	书签2643BF75　　　　　　　　　　GND
	书签98FDEA92　　　　　　　　　　PHONO
	书签EB7F804E　　　　　　　　　　DVD
	书签05585A38　　　　　　　　　　AUX
	书签6BE217A8　　　　　　　　　　CD
	书签0882D247　　　　　　　　　　CAUTION 
	书签3D87B88C　　　　　　　　　　RISK OF ELECTRIC SHOCK.DO NOT OPEN.
	书签18A2D48E　　　　　　　　　　当心触电危险,切勿打开机盖
	书签CEC59598　　　　　　　　　　注意
	书签239E47B6　　　　　　　　　　6
	书签38D0BBB1　　　　　　　　　　9
	书签7392BB9E　　　　　　　　　　2
	书签BADB8317　　　　　　　　　　2
	书签9F5933B2　　　　　　　　　　7
	书签62695A7E　　　　　　　　　　3
	书签B3DCB729　　　　　　　　　　1
	书签10FD8707　　　　　　　　　　1
	书签5AE978C0　　　　　　　　　　6
	书签A38672CA　　　　　　　　　　1
	书签FD998F4B　　　　　　　　　　1
	书签3513E571　　　　　　　　　　2
	书签EF0B922F　　　　　　　　　　3
	书签5B4CBF7A　　　　　　　　　　交流输入
	书签80246AC7　　　　　　　　　　AC INPUT
	书签F3B5DC98　　　　　　　　　　       220V~ 50Hz  280W
	书签AC4E888B　　　　　　　　　　FUSE T5AL 250V
	书签1C6D99B6　　　　　　　　　　品名：电子管声频功率放大器
	书签A0811B4C　　　　　　　　　　型号：T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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