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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和设置
安装注意事项

简介
感谢您购买 Synthesis SDA-7200 数字功放。现在您拥有了一款独特的产品，从卖座电影、重要的体
育赛事到您最喜爱的音乐，不管播放什么内容，都能够为您提供顶尖的声音表现。
虽然 SDA-7200 是作为 JBL Synthesis 产品配件而开发，但是，将其连接至任何高品质处理器或环绕
声处理器的外部 EQ 系统，它都能够提供出色的表现。采用高功率设计，让它既能够驱动 Synthesis
扬声器也能够驱动绝大部分的高品质扬声器系统，从小型天花板嵌入式扬声器到巨大的座地式型号
都不在话下。当然，除了驱动扬声器，SDA-7200 还能够为您提供 JBL 享誉近 75 年的重现影院声音
表现。

• 为确保发挥最佳性能，请注意本手册中的各项指引。
• 请将 SDA-7200 安装一个实心、平整、水平、干燥、通风良好、不会受到直接光照的表面上。
• 请勿将 SDA-7200 直接摆放在铺设了地毯的表面，也不要覆盖任何通风孔。
• 请勿将 SDA-7200 安装在一个不稳定或无法支撑其四个支脚的表面上。
• 请勿将 SDA-7200 直接安装在其他产品上面，也不要将其他产品直接摆放在其顶部。
• 请勿将 SDA-7200 暴露在高温或高湿度、蒸汽、烟雾、液体飞溅或满布灰尘的环境中。

欢迎您加入 Synthesis 大家庭，希望我们的产品能为您带来经年不变的优质收听体验！
产品清单
您的新 SDA-7200 包含下列物品。如有缺失，在联系 JBL Synthesis 前，请先联系您的经销商或安装
专员，他们可能在安装您的新产品时已经使用了这些物品：
• 交流电电源线
• 触发器线缆
• 左和右“机架耳”，以及多枚螺丝，用于将机架耳安装到 SDA-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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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板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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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板控件和指示灯

待机指示灯
待机/开机开关

通道操作指示灯

待机指示灯：SDA-7200 接通交流电，并且后面板主电源开关已打开时，此 LED 指示灯为红色，
在设备打开后变为蓝色。

通道操作指示灯：SDA-7200 处于待机模式时，这些指示灯熄灭；打开 SDA-7200 时，这些指示灯将
呈红色快速闪烁，然后变为蓝色。

待机/开机开关：只有在后面板的音频感应开关调拨到右侧 OFF（关闭）位置，并且没有线缆连接至
触发器输入插孔时才能够使用此待机/开机开关。

正常操作过程中，如果所有或任何指示灯变为红色，表示您的功放可能出现了问题。有关修复故障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n 页上的故障排除指南。

本设备出厂时，此开关是无法使用的；这是正常的，并不是您的功放出现了问题。要激活此开关，
请确保将后面板的音频感应开关调拨至右侧 OFF（关闭）位置，并且触发器输入插孔没有连接任何
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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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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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板连接
触发器输入插孔

音频感应开关

CAN ICES-3(B)/ NMB-3(B)

3050166

保险丝插口
输入插孔
主电源开关
100-120V/200-240V ~ 50/60Hz
1200W

交流电电源线插口

输出端子
输入插孔：请将这些插孔连接至环绕声处理器或外部 EQ 的音频输出。

交流电电源线插口：请将设备随附的交流电电源线连接至此插口，电源线插头插入交流电插座。

注意：所有通道都是一样的，您可以将处理器或 EQ 的任何输出通道连接至任何输入。

保险丝插口：如果功放完全无法使用，可能是其保险丝熔断。更换保险丝前，请先将主电源开关调
拨至 OFF（关闭）位置，这是非常重要的。

输出端子：通过功放的线缆，将这些端子连接至扬声器。请时刻注意极性的准确，SDA-7200 上排的
正极/红色输出必须连接至扬声器的正极/红色端子；SDA-7200 下排的负极/黑色端子则必须连接至扬
声器的负极/黑色端子。
注意：使用裸线连接时，请确保来自任何扬声器连接的绞线不会互相接触，也不要接触到后面板任
何部分；同时，请确保正极和负极线缆不会互相接触。
注意：将扬声器线缆连接至端子后，请用手将扬声器的接线柱螺母拧紧。请勿使用工具，也不要太
大力。
触发器输入插孔：如果需要让功放自动打开/关闭，请选择一款能够发出 5VDC 至 16VDC 的兼容产
品，然后将其触发器输出连接至此插孔。请使用功放随附的触发器线缆，或每一端都有一个 3.5 mm
单声道连接器的任何线缆。
注意：如果有线缆连接至此插孔，前面板的待机/开机开关 3 将会被停用。
主电源开关：要使用产品，请将此开关调拨至 ON（打开）位置。处于 OFF（关闭）位置时，功放
即断开交流电连接，并且对任何控制都不会有任何反应。正常操作过程中，此开关应保持在 ON（打
开）位置；如果因度假等原因而长时间不使用设备，请将此开关调拨至 OFF（关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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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注意事项：为确保持续的安全和正常操作，更换保险丝时，请使用类型和额定值都与原装保险
丝相同的保险丝。如有任何疑问，请勿自行更换保险丝，并请联系您的经销商或安装专员。
音频感应开关：此开关是用于决定如何打开 SDA-7200（或激活以进行操作）。
• SDA-7200 出厂时，此开关被调拨至左侧 ON（打开）位置。在此位置，当任何输入插孔上有音频
信号时，设备便将自动打开。音频信号消失后 30 分钟左右，设备将自动关闭。
• 此开关调拨至右侧 OFF（关闭）位置时，功放即处于手动控制模式；在没有连接触发器线缆的情
况下，按前面板的待机/开机开关，即可打开功放。
注意：如果有线缆连接至触发器输入插孔，那么，音频感应功能和前面板的待机/开机开关都将被
停用。

连接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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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和配置
安全注意事项：将 SDA-7200 连接至环绕声处理器或 EQ 系统前，请确保已关闭 SDA-7200 和与其
相连的设备。为确保不会出现会损坏设备和扬声器的信号瞬变，建议在连接前，先拔出所有设备的

首先，松开输出端子上的旋钮，直到看到直通孔。然后，将线缆穿过直通孔，请确保“正极”线缆
穿过上排连接器，“负极”线缆穿过下排连接器。确保线缆的绞线不会互相接触或接触到功放后面
板。连接完成后，拧紧螺帽以固定连接，但不要拧得太紧或使用工具。

插头。

如果使用平接线片，请按照制造商指引将它们连接至线缆，然后松开扬声器端子的螺帽。将平接线
片摆放在塑料螺帽和端子背面之间，请确保极性正确。完成后，用手拧紧旋钮。

音频信号连接

如果使用香蕉插头，只需插入插孔即可完成连接。使用香蕉插头时，只需将插头插入输出端子旋钮
背面的直通孔，再穿过接线柱上有颜色的螺帽背面的直通孔即可。使用香蕉插头插孔前，请逆时针
转动螺帽，直到螺帽隐藏在机箱中，以确保稳固地拧紧塑料螺帽。

音频输入连接
SDA-7200 的音频输入连接非常简单、直观：连接环绕声处理器或 EQ 系统的输出。
所有通道都是一样的，您可以将环绕声处理器或 EQ 系统的任何通道输出连接至功放上的任何输入。
我们建议采用以下连接方式；同时，不管如何连接输出通道和功放输入，我们都建议您将连接整理
成一份列表，以确保正确地连接扬声器：

最后，将线缆连接至扬声器，并请确保极性正确。将处理器或 EQ 系统的通道连接记录下来，以确保
将每个通道输出连接至对应的扬声器连接器。
配置
有三种方法可让 SDA-7200 自动打开。按照您的应用方式，您可以使用前面板的待机/开机开关手动
打开设备、通过自动感应音频输入源以打开设备、或者通过对低压触发器信号的响应以打开设备。

通道 1：左前
通道 2：中置

对于手动操作，只需向右调拨音频感应开关至 OFF（关闭）位置，并确保没有线缆连接至触发器输
入插孔。要手动打开或关闭设备，请按前面板的待机/开机开关。

通道 3：右前
通道 4：左环绕声

对于自动打开，请按照以下针对各种触发器提供的指引操作。

通道 5：右环绕声

使用低压触发器通过外部设备远程打开

通道 6：左后环绕声
通道 7：右后环绕声
连接时，请确保力度适中、但能够牢固地将“RCA”类型插头插入到
连接不牢固可能会使声音断断续续甚至损坏您的扬声器。

SDA-7200

背面的插孔中。

扬声器接线
不管使用哪种通道配置，安装的最后步骤都是使用高品质的线缆将功放连接至扬声器。SDA-7200 采
用接线柱端子，能够连接裸线、平接线片或香蕉插头。

对于对来自环绕声处理器的低压触发器信号作出反应以自动打开，请将随附的触发器线缆的一端连
接至触发器输入插孔，另一端插入处理器。只要正确配置处理器的设置，功放将随着处理器打开而
打开。
使用音频感应以远程打开
要让设备对来自环绕声处理器的音频信号作出反应并自动打开，请确保没有连接触发器线缆，并且
将音频感应开关调拨至左侧 ON（打开）位置。当任何音频输入上有音频信号时，功放将会打开；
音频信号停止后三十分钟左右，功放将会关闭。

为确保能够在不减损清晰度和分辨率的情况下，将 SDA-7200 产生的高品质音频传输到扬声器，
我们建议您采用高品质的扬声器线缆。市面上有许多品牌的线缆，而线缆的选择取决于多种因素，
包括扬声器和功放之间的距离、所使用的扬声器的类型、个人喜好等等。您的经销商或安装专员是
非常重要信息来源，您可以向他们咨询如何为功放和扬声器的连接选择适合的线缆。
不管您选择哪个品牌或类型的线缆，我们都建议您选择一款采用精细、多股铜线制造而成、线规为
14 或以上的线缆。请谨记，线规数字越小，线缆越厚。
如果用裸线进行连接，请从电线一端剥去 1/2 英寸至 3/4 英寸（20 毫米）的绝缘物，然后仔细地
将裸线和导体拧在一起。请注意，不要切断或拧断单条绞线；为获得最佳的性能，必须使用所有
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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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电电源连接
SDA-7200 安装的最后步骤是连接电源线。首先，将电源线凹头一端连接至后面板的交流电插口。
确保电源线牢固地插接到 SDA-7200，然后将插头端插入交流电插座。
重要的安全注意事项：如果电源线丢失或损坏，请确保将其更换为符合甚至超过原电源线规格的替
代品。使用不符合规格要求的电源线，如计算机或办公设备所使用的电源线，这个可能会产生安全
威胁。

音频电平设置
为确保正常运作和发挥最佳性能，SDA-7200 配置的最后一步便是校准音频输出电平。这一步需要使
用环绕声处理器/前置放大器或其他源设备的控件。

操作
SDA-7200 的操作是非常简单的。对于正常使用，自安装完成后便不需再调整任何控件。
功放输入的所有连接都已就绪，扬声器端子也已经连接完成，交流电电源线插接妥当，便可以根据
音频感应开关的连接和设置，或按照本指南“配置”一节的说明使用触发器线缆，决定设备的打开
方式。
注意：从打开功放到听到音频之间会有一段短暂的延迟。这是正常的，它能够保护扬声器，避免因
开机噪声而受到损坏。您还可能会在设备打开时听到继电器发出咔哒声。这也是正常的，并不表示
功放发生故障或出现问题。
如果采用手动方式以控制系统，建议最后才打开功放。这能够防止来自其他设备的开机爆音或瞬变
被放大并发送至扬声器，导致扬声器损坏。为避免扬声器受损，请先将音量调低再打开系统。
为维持适合的操作温度，SDA-7200 内置双速制热力控制风扇，能够自动打开并按照实际需要以调整
转速。不需任何操作，风扇会自动启动。风扇会根据设备内部温度而更改转速或关闭，这是正常的。
现在，您已经可以开始享受最优质的声音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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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和操作

故障排除/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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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规格

不正确的连接、配置或操作往往是产品故障的起因。如果发生问题，请参阅本节的故障排除信息。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系您的 JBL Synthesis 授权经销商或安装专员。

输出功率：

每通道 320 W，两个通道共计 8 ohms，
20 Hz - 20 kHz，<1%THD
每个通道 200 W，7 个通道共计 8 ohms，
20 Hz - 20 kHz, <1%THD

输入阻抗：

>20K ohms

频率响应 @1W，-3dB 点：

20 Hz – 20 kHz，+/-0.1dB

功率带宽：

20 Hz – 20 kHz

信噪比：

94Br，20 Hz -20 kHz，A 声级

阻尼因数：

>700 @ 1 kHz，100 W

电源电压（出厂设置）：

110-120 VAC ±10%
220-240 VAC ±10%

功耗：

待机：<0.5 W
静止：156 W
1/8 功率：323 W
最大功率 1766 W

设备尺寸（高 x 宽 x 长）：

15.25" x 16.25" x 6.0"（包括连接器）
15.25" x 16.25" x 5.25"（不包括支脚）
438 mm x 413 mm x 152 mm（包括连接器）
438 mm x 413 mm x 133 mm（不包括支脚）

装运尺寸（高 x 宽 x 长）：

20.5" x 24.13" x 11.5"
(522 mm x 613 mm x 288 mm)

重量：

26.5 LBS. (12 KG)

装运重量：

33 LBS. (15 KG)

没电：

• 如果前面板的指示灯一个都没有亮起，请检查设备，确保交流电
电源线牢固地插接到交流电插座。

前面板的待机/开机开关不起
作用：

• 这是正常的。如果连接了触发器线缆，或者音频感应开关被调拨
至左侧 ON（打开）位置，待机/开机开关便会被停用。要将此开
关恢复至手动操作，请移除触发器线缆，以及将音频感应开关调
拨至右侧 OFF（关闭）位置。

已打开，但没有声音：

• 如果所有通道操作指示灯都呈红色亮起，表示功放已自动关闭以
防止过热。请关闭设备，稍候约五分钟，然后重新开启。如果问
题仍然存在，请检查通风状况；如果增强气流也无法解决问题，
请咨询您的经销商或安装专员。
• 请检查环绕声处理器，以确保它不是处于静音模式。

有些通道发出声音，有些没有： • 如果只有部分通道发出声音，请先检查设备，以确保所有音频输
入和扬声器连接都稳固。
• 如果部分通道运作，并且它们的通道操作指示灯呈蓝色，但有一
个或多个指示灯呈红色，请先使用主电源开关关闭设备，然后再
打开。如果有一个或多个通道操作指示灯仍然是红色，请尝试以
下操作：
1. 请关闭设备，检查功放和扬声器上的扬声器线缆连接，以确保
没有导体绞线接触到机箱或其他导体通道。
2. 找到一个指示灯呈红色的通道，将其在扬声器上将的线缆拔
出，看看指示灯是否变为蓝色。这样便可以判断，发生故障的
可能是扬声器，而不是功放。
• 如果上述建议未能解决问题，请关闭功放并联系您的经销商或安
装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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