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82 经典
标志性二路书架式扬声器

用户手册

简介
感谢购买 JBL® L82 经典二路扬声器
逾 70 年来，JBL 一直为全球各地的音乐厅、录音棚和电影院提供音频设备，已成为领先的唱片艺术家和录音师的首
选品牌。极具传奇色彩的 JBL 4310 专业演播监听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帮助人们制作了大量极受欢迎热门专辑。JBL
4310 是 1970 年推出的 L100 家庭音响扬声器的灵感来源，这款扬声器成为 JBL 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一款。L82 经典是
一款新型号产品，在现代 L100 经典风格的系统中重新诠释了经典的 JBL 8'' 2 路设计。
全新 L82 经典的标志性 8 英寸（200mm）2 路配置继承了 JBL 8" 2 路扬声器的传奇性设计，同时融入了全新的驱动器、
分频网络、音箱和各种功能，使产品设计完全达到了 21 世纪最高性能标准。L82 经典体型纤巧，配备先进的 JBL 换
能器，包括 JW200PW-6 纯纸浆锥盆低音扬声器和 JT025TI1-4 钛高音扬声器。
L82 经典凭借其出色的动态范围和对比度、简洁轻松的高输出和精确的高冲击低音，改善了可追溯到 70 年代的 JBL 8''
的双向型号的性能。L82 经典采用极具现代感的设计，在全带宽范围内具有极高的细节分辨率、极低的失真以及非常
逼真的同轴和离轴立体声像，这一切都证明它是 L100 经典不折不扣的“小兄弟”
。这款 L82 经典产品一定会成为世界
各地音乐爱好者的新传奇。
包装内容
•

2x L82 经典扬声器

•

2x Quadrex 泡沫网罩

•

1x L82 经典用户手册

摆放和定位

注意：每台 L82 经典重量均为 29 磅（13.2kg）。在将扬声器放到搁架或平台上之前，请确保其足够坚固，能够承受扬
声器的重量。
要确定扬声器的最终摆放位置，请仔细观察室内环境并参考下图。
•

切勿将扬声器摆放到功放、电热器或其他能够产生热量的设备附近。

•

切勿将扬声器摆放在潮湿或多尘的位置。

•

切勿将扬声器摆放在直接光照下或有其他强光源的位置。

•

为获得最佳音效，请确保扬声器之间保持 6–8 英尺（1.8–2.4 米）的距离。如果需要更大的距离，请调整扬声
器角度以朝向收听位置。

•

听众和扬声器之间的角度保持在 40 至 60 度之间时，扬声器才能够产生出最准确的立体声声场。

•

一般情况下，扬声器越贴近墙壁或角落，低音输出越强劲。为达到最佳效果，我们建议在扬声器和侧面墙壁之间
至少保留 20 英寸（50 厘米）的距离。

•

扬声器垂直放置时可产生最佳立体声效果。

•

L82 经典可安装在选配的 JBL 金属支架（型号 JBL JS-80，单独出售）上，使扬声器向上倾斜。

•

若不使用带有内置角结构的选配支架，则建议对各个扬声器进行定位，使高音扬声器处于与耳朵相同或相近的高
度。

6-8 英尺
(1.8-2.4m)

40° - 60°

收听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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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 20 英寸
(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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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方法

注意：连接前，请确保已关闭系统的所有电气部件（最好断开与交流电插座的连接）。
扬声器和功放都有对应的正极和负极（"+" 和 "-"）连接
端子。L82 经典带有彩色编码的连接端子。“+”端子为
红色，
“-”端子为黑色。具体见右图。
（红色）端子有正电压时会
L82 经典设计可确保其 “+”
使扬声器驱动器向外移动（朝向房间）
。强烈建议您使用
带有极性标识的优质扬声器线缆。一般情况下，带有脊
线或其他标识的线缆一侧是正极 (“+”)。
为确保极性正确，请将功放或接收器背面的每个 "+" 端
子连接至每个扬声器上相应的 "+"（红色）端子。用类
似的方法连接 “–”
（黑色）端子。请参阅接收器或功
放用户手册确认其连接步骤。

负极（-）
端子

正极（+）
端子

基本的单线连接
按照右图所示，将功放连接至每个扬声器。

重要说明：连接时，请勿错接极性（误将 "+” 连接至
"–"或误将 "–” 连接至 "+"）。否则，会导致立体声
声场成像质量下降和低音减弱。
L82 经典的镀金扬声器端子可接受多种类型的接线器，
其中包括：裸线、平接线片、销钉接头和香蕉式插头。

接收器或功放（仅显
示了一个信道）

扬声器接口面板

使用裸线或销钉接头：
重要说明：请确保 (+) 和 (–) 线或销钉没有互相接触
或接触到其他端子。触碰缆线会导致短路，令接收器或
功放受损。
A. 拧松防护帽
C. 拧紧防护帽固定
B. 将裸线或销钉接头
插入到接线柱的孔中

使用平接线片：
重要说明：请确保 (+) 和 (–) 平接线片没有互相接触
或接触到其他端子。接线片互接会导致短路，令接收器
或功放受损。
A. 拧松防护帽

B. 将平接线片插入
到接线柱

C. 拧紧防护帽

使用香蕉式插头：

A. 拧紧防护帽

B. 将香蕉式插头插入到防护
帽的孔中

L82 经典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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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件/调整
L82 经典具有前面板调整功能，可根据低音扬声器电平
来平衡高音扬声器（HF）电平。
您可以根据房间的声学条件和个人喜好用这些控件以调
整扬声器。
“OdB”默认位置是一个不错的起始点。如果
在房间中感觉音响效果最佳，则说明已经得到最佳设置。

高音扬声
器控制

与大多数扬声器一样，当您开始使用 L82 经典之后，驱
动器的悬挂需要“磨合”数周后方能获得最佳性能。在
此期间，高音扬声器之间的平衡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
建议您在磨合期过后再次调整高音扬声器控件。
注：前控制面板标签上有一层可去除的塑料保护膜。

扬声器护理
•

擦拭音箱时，请使用洁净、干燥的纤维布。湿布或清洁纸可能会使音箱表面亮泽度降低。

•

请勿在音箱上使用挥发性溶液，如苯、油漆稀释剂或酒精。请勿在音箱附近喷洒杀虫剂。

•

要除去泡沫网罩上的灰尘，请使用吸尘器并将吸力设置为低。

•

网罩不得水洗。

•

如果低音炮和中频锥盆的表面积尘太多，您可以用一把柔软、干燥的毛笔或油漆刷仔细地扫除。请勿使用湿布。

•

切勿触摸高音单元球顶。

规格
系统类型

二路书架式扬声器

低音扬声器

8 英寸/200mm 纯纸浆锥盆 (JW200PW-6)

高音扬声器

带软质围绕结构的 1 英寸 (25mm) 钛圆顶 (JT025TI1-4)

阻抗

8 欧姆

建议功放功率

25-150 瓦 RMS

交越频率

1.7 kHz

灵敏度 (2.83V/1m)

88dB

频率响应

44Hz - 40kHz (-6dB)

控件

高频驱动器电位器

连接器类型

五路镀金接线柱

饰面

真胡桃木贴面音箱，带 Quadrex 泡沫网罩，可选择黑色、焦橙色或深蓝色

尺寸（高 x 宽 x 深）：带网罩

18.61"（高） x 11.06"（宽） x 12.42"（深）
（472.8 mm x 281 mm x 315.5 mm）

带网罩重量

每个 29 磅（13.2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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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访问公司网站：

HARMAN International, Incorporated
8500 Balboa Boulevard, Northridge, CA 91329 USA
www.jblsynthes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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