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28Be 和 M126Be 扬声器
《用户手册》

M126Be

F228Be

重要安全指引
1. 必须使用制造商指定的附件/配件。
2. 必须使用制造商指定的、或与设备共同出售的小车、
支架、三脚架、托架或工作台。使用小车时，移动小
车/设备组合过程中务必注意安全，以免因倾倒而受
伤。
3. 所有保养作业均应委托具备资格的服务人员。所有维修服务
必须由合资格的维修人员完成。设备受到任何形式的损坏都
需要维修，例如电源线或插头损坏、液体或异物渗入设备、
遭受雨淋或受潮、不能正常工作以及被摔碰等情况。

本品不得与其他生活垃圾一同处置或倾倒。您有责任将所有电子
或电气废弃设备送往指定回收地点，以便回收利用该等危险废
物。弃置期间，我们会将您的电子及电器废弃设备分开收集及妥
善回收，以期节约自然资源。此外，适当回收电子和电器废弃设
备将确保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有关电子和电器废弃物处置、回
收和收集点的详细信息，请与当地城市管理中心、生活垃圾处置
服务部门、您购买设备的店铺或设备制造商联系。

WEEE 须知

ROHS 符合性

2014 年 2 月 14 日作为欧盟法律生效的《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
（WEEE）导致电器设备在使用寿命终了时的处理方式发生了重大
变化。

本产品符合欧洲议会和 2011 年 6 月 8 日欧盟理事会关于限制在电气
和电子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物质的 2011/65/EU 指令。

该指令首要目的是防止产生 WEEE，并促进废旧电器再利用、回收利
用及其他形式的回收，以减少弃置量。产品或其包装盒上的 WEEE 标
志表示电气和电子设备的集合，具体是一个带叉号的轮式垃圾箱，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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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28Be 开箱

按下图顺序打开 F228Be 包装。

第2步

第1步

第4步

第8步

第5步

第9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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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步

第6步

第 10 步

第7步

第 11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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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REVEL PERFORMABe 扬声器
特性亮点
• 铍圆顶高频扬声器
• 第 5 代声透镜波导
• 深陶瓷复合材料（DCC™）锥体中音和低音
• 宽带宽和动态压缩最小的动态范围
• 带有薄膜电容器和空心电感的高阶交叉
• 高级高光饰面：黑色，白色，胡桃木，金属银
感谢您购买 Revel PerformaBe 扬声器。该系列纯正全音域扬声器提
供了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组合，包含极广的频率范围、未压缩的
动态范围和整个听觉频谱范围内的低失真效果。
高音圆顶由纯铍（Be）打造，作为一种稀有的贵金属，它所具备
的许多特性使其成为理想的高音圆顶材料。铍的质量极低（约为
铝、钛和金刚石重量的一半），但硬度却是铝或钛的 4.5 倍，40kHz
以下具有出色的高频延展性和分辨率。铍的高导热系数有助于冷
却音圈，提高可靠性。此款新开发的高频扬声器为 PerformaBe 系列
附近的扬声器设定了一个全新的透明标准。高频扬声器集成的第 5
代声透镜波导完全基于一种突破性数学方法，将高频扬声器的弥
散精确匹配到交叉区域的中档换能器，使得扬声器在非常宽的聆
听区域内发出极其柔滑的声音——这对于一个房间内多名听者的
逼真成像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此款极其出色的波导实际上在
交叉范围以外增加了高频扬声器的频散效果。
Revel PerformaBe 的低频和中频换能器采用最新开发的深陶瓷复合
材料（DCC）锥体技术。使用 DCC 时，铝锥暴露在强烈的等离子
放电之中，使得陶瓷较深层熔合到锥体两侧，从而使锥体的硬度
和阻尼远超未经处理的铝锥。DCC 技术降低了锥体谐振，并促进
了理想的活塞运动；这种优势在中档纯度和细节检索中可为立
竿见影。其铸铝框架消除了许多低质量扬声器常见的另一个共振
源。PerformaBe 模型采用复杂流体模型设计的低频端口，两端具有
相同的开口形状，可大大降低动态压缩和端口产生的噪声，从而
确保低失真的低频性能。
Performa 外壳类似于我公司旗舰版 Ultima2 系列。完全弯曲的外壳
本质上比传统矩形外壳更加坚硬。机柜壁由连续木质层组成，
有助于抑制材料共振；同时，巧妙的支撑结构可消除外壳引起变
色的可能性。时尚美观的外壳表面采用高光黑、胡桃色、白色调
金属色或美国正宗胡桃木色调，所用工艺由意大利豪华橱柜制
造商专门开发和指导，处理质量完胜汽车表面质量。扬声器格栅
的设计可尽量减少衍射，以保持完美三维成像。磁性格栅连接方
式彻底消除了扬声器挡板上有碍观瞻的硬件。无论是否使用格
栅，PerformaBe 扬声器始终能够呈现一个整洁而成熟的外观。
Revel Performa Be 的交叉网络采用精心挑选的组件，有助于提高性能
和基准设置值。这些高阶交叉网络大大减少了失真和动态压缩，使
清晰的声音能在一个非常广泛的动态范围内保持相同质量。这些精
确的网络优化了扬声器的音色精度，增强了听者的聆听体验——他
们可以在房间任何位置享受超高音质，而不仅仅是坐在扬声器轴较
好位置上的听者。Revel 接线柱采用重镀金设计，并包含一个铰接部
分，在使用平接线片时实现更安全的连接。地面立式安装的 F228Be
设置两组接线柱，使扬声器可实现双线或双放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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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型号的 Revel 扬声器在开发过程中都与我们与位置无关的独特
双盲听觉实验室中与竞争型号进行对比。该过程利用最新心理声
学研究确保听觉测试有效，从而准确验证所有 Revel 扬声器在投入
生产之前均优于其竞品。

F228Be 概述

1" 带声透镜波导的
铍圆顶高频扬声器

5.25" DCC 铝锥中频
（带铸造框架）

双 8" DCC 铝锥低音
扬声器（带铸造
框架）

前射式低音反射
端口

外壳采用 1" 厚面
板和全面内部支
撑结构

接线柱

接线柱

短接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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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26Be 概述

安装注意事项
扬声器保真度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扬声器精度、扬声器布置和
听音室声学状况。扬声器的布置和听音室内部声学状况对扬声器
的性能影响最大。

外壳采用 1" 厚
面板和内部支撑
结构

1" 铍圆顶高频扬
声器

6.5" DCC 锥形低频
扬声器（带铸造
框架）

扬声器布置
低音反射端口

镀金接线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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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所有型号扬声器布置时的重要注意事项：
• 清除扬声器与主聆听位置之间的所有障碍物。例如，扬声器
和主聆听位置之间的咖啡桌会产生反射，从而影响立体声成
像和音色。大型物体附近放置扬声器也可能引起不必要的反
射。
• 为获得最佳立体声成像效果，务必将扬声器放置在与主聆听
位置距离相同的点位，同时确保与侧壁距离相同，具体如下
列顶部插图所示。
• 为实现最佳的立体声成像效果和音色，切勿将扬声器直接对
准图中所施主聆听位置。若要扩大立体声声场，则可减小该
前束角度，甚至可将扬声器正对前方。
• 将扬声器移动到远离前、侧壁的位置可提升立体声成像效
果，并增强聆听空间的空间感。
• 将扬声器移动到靠近听音室角落或墙壁的位置可提高低音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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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26Be 高度布置
• 为实现最佳效果，放置 M126Be 扬声器时应将高频扬声器与聆
听着坐姿时的高度对齐度保持在几英寸以内。

• 若扬声器放置在木结构、油布或瓷砖地板上，支脚应安装在从
机柜伸出的圆端位置。扬声器最终位置确定后可将硬币或专用
圆盘放在支脚下方，保护地板表面免受损坏
注：如果希望将支脚安装在机柜伸出的尖端位置，必须将硬币
或类似物品垫在支脚下方，以免损坏地板表面。
3. 顺时针转动锁紧环，将支脚牢固固定到机柜上。扬声器右侧朝
上放置在地板上时，务必确保穿过所有四个支脚的锁紧环，以
实现水平平衡。

• M126Be 可采用选配的 Performa 系列 M 形支架底座，将扬声器
放置在适合坐姿听者的适当高度。更多信息参见支架附带的
组装说明。
注意：放置选配底座支架上时，M126Be 等型号的扬声器重心较高，
倾斜或定位不当可能导致其掉落。为避免此种情况，可将支架固定
在地板和/或墙壁上，固定操作步骤和所需硬件与书柜、壁装单元和
其他家具相同。HARMAN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Inc. 对硬件的正确
选择和安装、以及因安装不当或扬声器掉落而造成的人身伤害或产
品损坏不承担任何责任。
可调支脚（仅限 F228Be）
每台 F228Be 扬声器都配备四个可调支脚。用户可在扬声器柜底部安
装这些支脚，以实现最佳稳定性，支脚可安装在瓷砖、硬木或铺
有地毯的地板上。
支脚安装与调节方法：
1. 扬声器侧卧在柔软的毛巾或铺有地毯的地板上。
2. 支脚旋进扬声器底部的配件内。支脚可以安装在机柜上伸出
的尖头或圆头位置。
尖端出口

或

圆端出口

夹紧环（产
品附带）
垫圈（产品
附带）

注：装有支脚的 F228Be 移动时应避免将扬声器拖过地板。

注意：F228Be 等型号的地板立式安装型扬声器重心较高，倾斜或定
位不当可能导致其掉落。为避免此种情况，可将扬声器固定在地
板和/或墙壁上，固定操作步骤和所需硬件与书柜、壁装单元和其
他家具相同。HARMAN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Inc. 对硬件的正确选
择和安装、以及因安装不当或扬声器掉落而造成的人身伤害或产
品损坏不承担任何责任。
听音室声学状况
听音室对声音效果有显著影响，特别是频率较低时。事实上，听
音室效果可支配 400Hz 以下的声音。理想条件下，听音室将通过优
化尺寸比例尽可能降低房间共振影响。但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听
音室的设计初衷并不是要提高扬声器的性能。
扬声器和听音室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十分复杂，但有两个重要的
决定性因素对扬声器和听者影响最大：
• 低频响应中，表面和其他边界通常造成较大峰值和下降情
况。
• 所有房间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驻波（又称室内模式或共
振）的影响，它会产生较大的低频响应误差。低音响度在房
间不同区域的差值可达± 12dB 甚至更高。
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可以同时解决这两个问
题。即便是检测一到两个因素的计算机软件程序也可能无法计算
出合适的主聆听位置或扬声器位置值。
大多数情况下，选择合适的主聆听位置，结合扬声器位置的适当
选择，可在较低频率条件下获得更高性能。即使是主倾听位置或
扬声器位置的小调整都可能产生较大的影响，甚至能够区分出效
果优劣。请联系您当地的 Revel 经销商寻求帮助。
声学处理材料
Revel PerformaBe 采用高阶滤波器优化扬声器的轴上和离轴响应，
最大限度减少在过于“活跃”的房间（表面具有声学反射性的房
间）中发生声音劣化。许多听者选择在房间主要反射点放置声学
处理材料减少反射，最重要的位置是前壁和侧壁上的第一个反射
点。可将宽带吸声材料或扩声材料置于后壁上第一个反射点。
注：有大量吸声材料可供选择，但低成本的玻璃纤维无疑是一种
最佳选择。必须注意的是，吸声材料至少应为 4 英寸厚，以免改
变扬声器频谱响应。若使用雕纹泡沫，其厚度至少应为 8 英寸，
因为其吸声效率低于非雕纹泡沫。

若扬声器放置在铺有地毯的地板上，支脚应安装在从机柜伸出的
尖端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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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听者的眼睛和耳朵处于同一平面，“镜像法”可精确测定第
一个反射点。此种方法可用于确定侧壁、后壁、前壁甚至天花板
的反射点。最重要的是在侧壁上使用声学处理材料，其次是天花
板、前壁和后壁。

最小线规
最大线长（英尺）

最大线长（米）

最小线规（AWG）

<87

<27

6

<69

<21

7

<58

<18

8

2. 注意从主聆听位置可以在镜子中看到任一扬声器的位置。务
必在每个房间边界的反射中寻找两个扬声器。这些反射点需
要使用声学处理材料。

<43

<13

9

<34

<10

10

如果没有可用声学处理材料，反射点上挂一张小地毯有助于在过
于“活跃”的房间中减少声音劣化。扬声器和主聆听位置之间铺
上地毯或在第一个反射点设置不规则表面（例如书架）也有助于
减轻强烈反射。

<27

<8

11

<22

<7

12

<17

<5

13

<14

<4

14

<11

<3.5

15

<9

<3

16

<7

<2

17

<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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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镜像法确定反射点：
1. 扬声器放好后坐在主聆听位置，让另一个人沿听音室墙壁滑
动一面镜子。

建立连接
注意：所有系统组件切断电源之前不得进行连接或断开作业。
接线柱
这些镀金端子可实现功率放大器的连接，为采用香蕉插头、平接
线片、引脚连接器或裸线的扬声器电缆提供安全可靠连接。
观察极性是否正确
放大器的正（+）端连接到相应扬声器的正（+）端；放大器负（-）
端连接到相应扬声器的负（-）端。不要将极性接反（也就是说，不
要连接 + 到 -，或 - 到 + ）。否则，会导致立体声声场成像质量下降
和低音响应减弱。

注：回路电阻超过 0.07 欧姆（每条线运行）将导致扬声器过滤网
络端接错误，造成相当明显的音质劣化。
M126Be
M126Be 有图中所示一组接线柱。

扬声器缆线
采用优质扬声器缆线，最大总回路电阻不超过 0.07 欧姆。参阅下表
确定适当的线规。

放大器
（仅显示了一个信道）

1. 用相同方法连接两个扬声器，每个扬声器使用相同长度的扬
声器缆线。
2. 查阅所有相关音频组件的用户手册，确定其正确的连接步
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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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28Be
F228Be 有一对高频和一对低频接线柱，属产品交付时自带，由一对
短接带连接（见下文）。两组接线柱可配置为单线、双线或双放
大连接。详细信息参见本页至第 10 页提供的说明。

接线柱

接线柱

短接带

连接到 F228Be 扬声器之前务必注意以下事项：
• 标准连接方法使用单条扬声器缆线。F228Be 配备两对输入端子，
用于实现双接线或双放大。Revel 不支持某种特定连接方法，但如
有需要，可使用这些附加的连接选项。此款扬声器的设计可通过
标准连接方法实现最佳性能。
• 垂直双放大连接（见下文）必须使用完全相同的功率放大
器。水平双放大连接（见下文）可使用具有相同增益系数的
相同或不同功率放大器。
• 进行双放大连接时，两个功率放大器必须接收来自相关放大
器的相同输入信号。若关联的前置放大器每个输出通道提供
两个连接器，则每个功率放大器可连接到用于前置放大器相
同输出通道的单独连接器。若关联的前置放大器未针对每个
输出通道提供两个连接器，则需使用“Y”形接合器。
• 无论选择哪种连接方式，用于左右扬声器的线缆均应同长。
• 如有需要，在将 F228Be 连接到电源之前可与您所在地经授权
的 Revel 经销商联系，了解功率放大器组件是否适用。
• 查阅所有相关音频组件的用户手册，确定其正确的连接步
骤。

放大器
（仅显示了一个信道）

单线连接步骤：
1. 将一条扬声器缆线连接到所需 F228Be 输入端，（推荐高频“高”
输入端。）然后将扬声器缆线另一端连接到所需的功率放大器输
出通道。
2. 重复第 1 步将第二个 F228Be 连接至功率放大器另一个输出通道。
双线连接
注意：进行双线连接之前拆除短接带，否则可能会对部分功率放大器
造成损坏。
双线连接用两组扬声器缆线将两组 F228Be 输入端子连接到一个功率放
大器输出通道，具体如下所示。

接口面板

注：Revel F228Be 扬声器采用双放大连接时切勿使用电子交叉网
络，否则会导致音质大幅度下降。
使用两组端子

单线连接
短接带已
拆除

注：切勿拆除扬声器端子之间的短接带。
单线连接是最常见的连接方式，一对 F228Be 输入端子和一个功率
放大器输出通道之间通常采用此种连接，具体如下所示。

放大器
（仅显示了一个

1. 拆卸短接带。
2. 将一条扬声器缆线连接到 F228Be 高频输入端，然后将扬声器缆
线另一端连接到所需的功率放大器输出通道。
3. 将另一条扬声器缆线连接到 F228Be 低频输入端，然后将扬声器
缆线另一端连接到第 2 步所连功率放大器输出通道。
4. 重复第 1、2 和 3 步，将第二个 F228Be 连接到功率放大器剩余
输出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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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双放大连接

注：

注意：进行双放大连接之前拆除短接带，否则可能会对部分功
率放大器造成损坏。
两对 F208 输入端子与单个功率放大器的两个独立输出通道之间均
作垂直双放大连接。每个 F208 扬声器连接单个功率放大器，此种
做法有时可提高音质表现。两个扬声器的功率放大器必须完全相
同。

• 纵向双放大连接必须使用两个完全相同的功率放大器，每
个扬声器对应一个。
• 进行纵向双放大连接时，两个功率放大器信道必须接收来
自相关放大器的相同输入信号。若相关前置放大器对于每
个通道没有两个输出连接器，则需使用“Y”形接合器。

前置放大器
（仅显示了一个信道）

接口面板
单连接器用Y形
接合器

双通道放大器*

短接带已
拆除

* 其他扬声器所用放大器必须完全相同

1. 拆卸短接带。
2. 将一条扬声器缆线连接到 F228Be 高频输入端，然后将扬声器缆
线另一端连接到所需的功率放大器输出通道。
3. 将另一条扬声器缆线连接到 F228Be 低频输入端，然后将扬声器
缆线另一端连接到与高频输入端子连接的功率放大器相同的
另一个输出通道。

Revel PerformaBe F228Be M126Be 扬声器
《用户手册》

4. 将两个放大器通道输入端连接到单个前置放大器通道的输出
端。若前置放大器针对通道只有一个连接器，则使用“Y”形
接合器。
5. 重复第 1、2 和 3 步，将第二个 F228Be 连接到另一个完全相同
的功率放大器。重复第 4 步，将第二个放大器连接到前置放大
器另一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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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双放大连接
注意：进行双放大连接之前拆除短接带，否则可能会对部分功
率放大器造成损坏。

两对 F228Be 输入端子和两个单独功率放大器的两个单独输出通道
之间进行水平双放大连接。F228Be 高频输入端组连接到一个功率放
大器，而 F228Be 低频输入端组连接另一个功率放大器。

这两个功率放大器可以相同，亦可不同，但必须具有相同的增益
系数。若增益系数不同，则至少应有一个放大器具有调整其输入
电平的方法。如需帮助，请联系您当地经授权的 Revel 经销商。

注：进行水平双放大连接时，两个功率放大器必须接收来自相
关放大器的相同输入信号。若相关前置放大器对于每个通道没
有两个输出连接器，则需使用“Y”形接合器。

前置放大器
OUTPUT A

单连接器用 Y 形
接合器

OUTPUT B

F228Be 接口
面板

F228Be 接口
面板
OUTPUT A

OUTPUT B

INPUT A
INPUT B

双通道放大器

双通道放大器

短接带已
拆除

OUTPUT A

OUTPUT B

短接带已
拆除

INPUT A
INPUT B

1. 拆除短接带。
2. 将一条扬声器缆线连接到 F228Be 高频输入端，然后将扬声器缆
线另一端连接到所需的功率放大器输出通道。
3. 将另一条扬声器缆线连接到 F228Be 低频输入端，然后将扬声器
缆线另一端连接另一个功率放大器上所需输出通道。
4. 重复第 2 步，将第二个 F228Be 上的高频输入端子组连接到第2
步中连接的功率放大器的另一个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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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复第 3 步，将第二个 F228Be 上的低频输入端子组连接到第 3
步中连接的功率放大器的另一个通道。
6. 高频放大器的左右通道输入端连接到前置放大器的左右输出
端。低频放大器的左右输入端重复该步骤。如果前置放大器
每个通道只有一个连接器，则使用“Y”形适配器。

Revel PerformaBe F228Be M126Be 扬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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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声器安装和连接完成后，第一次开启 PerformaBe 扬声器时应遵循
以下步骤：

单线连接
端口插头
Revel PerformaBe 扬声器包含一对泡沫端口插头，用于调节扬声器在
某些安装情况下的低频性能。
如果扬声器是用于娱乐中心或货架处理装置，或其安装位置距离
墙壁或其他大尺寸物体不到两英尺（0.61m），则将端口插头插入
扬声器端口开口位置可减少扬声器因靠近大尺寸低音能量反射表
面而产生的过度低音输出。
将端口插头插入扬声器端口管开口足够远的位置，以便插头的一
端与端口管喇叭口部分的内端齐平。

1. 开始播放熟悉的音乐或电影资源。
2. 从主聆听位置开始聆听，将音量提高到令人感到舒适的水
平。
3. 对扬声器的位置布置进行实验，以实现听音室内的最佳整体
色调平衡，立体声图像精度以及良好的空间感。扬声器布置
相关详细信息参见第 5 页的“安装注意事项”章节。

扬声器护理
格栅
Revel PerformaBe 扬声器格栅采用磁性附着法，可消除扬声器挡板上
有碍观瞻的配件；因此，即使是去掉格栅的扬声器也能保持优雅
的外观。
F228Be
F228Be 扬声器上安装格栅时，格栅定位应确保“顶部”标记（压印
在格栅框架后部）朝向扬声器机柜顶部。
M126Be

F228Be

M126Be 上安装格栅时，格栅朝向应确保塑料框架横条更靠近扬声器
机柜顶部。

M126Be

注意：切勿将端口插头插入到扬声器内部端口管中太远位置。

扬声器音量水平
Revel Performa3 系列扬声器采用的高阶滤波器包含陡峭截止特性，
以减轻“带外”频率对换能器的潜在危害。结合精心选择的换能
器和滤波网络组件，此种方法有助于 Performa3 落地扬声器在极端
工况下仍能保持良好性能。然而，所有扬声器在连续播放时都有
一定极限。为了避免超越极限，切勿使用可能导致音质失真或变
化的音量水平。
注意：为避免发生损坏，若扬声器音质不清爽且不清晰，则应
应立即调小音量。若听到失真，则需将其关小！

Revel PerformaBe F228Be M126Be 扬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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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柜饰面
机柜的木质饰面或涂漆饰面无需进行日常维护。机柜表面的灰
尘、指纹或其他污垢可用软布清洗——最好是用超细纤维和高品
质汽车蜡。注意避免与换能器接触。
• 清洁格栅时需用软毛刷真空附件将吸尘器轻轻吸净，操作时
应将真空清洁器吸力设置到最低水平。
注意：为防止机柜损坏，切勿使用由钢丝棉制成的布或金属擦
光剂擦拭。为防止换能器发生损坏，切勿将家具擦光油直接涂
在橱柜上。

铍制高频扬声器注意事项
铍粉尘是一种危险物质，正常情况下，Revel PerformaBe 铍圆顶
不会排放任何灰尘，在不受损情况下可确保 100% 安全。高频扬
声器由声透镜和波导提供保护。只要波导完好无损，则一切无
需担心。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无论圆顶以何种方式遭到破坏，
都要用塑料胶带盖住高频扬声器，然后联系 Revel 获取进一步指
示。若高频扬声器圆顶已损坏，则立即停止使用。
扬声器寿命结束时切勿将其丢弃在垃圾填埋场或焚烧炉中。扬
声器应由适当的回收或危险废物处理场所处理。请与 Revel 客服
联系，咨询废弃处置相关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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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F228Be
类型：

3 路 8" 双重落地扬声器

低频换能器：

两个 8"（200mm）深陶瓷复合铝锥（带铸铝框架）

中档换能器

5-1/4"（130mm）深陶瓷复合铝锥（带铸铝框架）

高频换能器：

1"（25mm）铍圆顶，带声透镜波导

建议放大器功率范围：

50-350 瓦

频率响应：

27Hz-44kHz（-6dB）

低频扩展：

23Hz（-10dB）；27Hz（-6dB）；31Hz（-3dB）

标称阻抗：

8 欧姆

灵敏度（2.83V/1m）：

90dB

交叉频率：

260Hz；2.1kHz

外壳类型：

通过前置端口实现低音反射

输入：

配有短接带的双重镀金接线柱

可选饰面：

高光钢琴黑，白色，金属和胡桃木

尺寸（高 x 宽 x 厚）：

46.5" x 11.8" x 13.2"（1181mm x 302mm x 335mm）

重量：

82 磅（37.2kg）

M126Be
类型：

2 路 6-1/2" 书架扬声器

低频换能器：

6-1/2"（165mm）DCC 铝锥（带铸造框架）

高频换能器：

1"（25mm）铍圆顶，带声透镜波导

建议放大器功率范围：

50-150 瓦

频率响应：

54Hz-44kHz（-6dB）

低频扩展：

41Hz（-10dB）；48Hz（-6dB）；54Hz（-3dB）

标称阻抗：

8 欧姆

灵敏度（2.83V/1m）：

86dB

交叉频率：

1.7kHz

外壳类型：

通过后置端口实现低音反射

输入：

镀金接线柱

可选饰面：

高光钢琴黑，白色，金属和胡桃木

尺寸（高 x 宽 x 厚）：

15.2" x 8.3" x 10.3"（386mm x 211mm x 262mm）

重量：

22 磅（9.97kg）

Revel PerformaBe F228Be M126Be 扬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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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ED WARRANTY
有范围的保修
Revel loudspeakers
are warranted against defects. The duration of a warranty depends on the laws in the country inRevel
which零售商可帮您确定保修期限和保修
it was purchased.
Revel
扬声器在其保修承诺中保证产品无瑕疵。保修期取决于购买产品所在国的法律。您当地的
Your local Revel retailer can help you determine the duration and coverage of your warranty.
范围。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REVELSPEAKERS.COM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REVELSSEAKERS.
COM
Please visit REVELSPEAKERS.COM for additional language support on the user manual.
Veuillez visiter REVELSPEAKERS.COM pour obtenir le mode d’emploi en d’autres langues.
Para obter o manual do usuário em outros idiomas, acesse REVELSPEAKERS.COM
Ga naar REVELSPEAKERS.COM voor de handleiding in andere talen.
Gå til REVELSPEAKERS.COM for bruksanvisning på flere språk.
ĩŕŏŌņńŐŖŔŉŅŗŉŖŕţňŒœŒŏőŌŖŉŏŠőşŉņŉŔŕŌŌŔŗŎŒņŒňŕŖņńœŒŏŠŋŒņńŖŉŏţőńňŔŗŇŌřţŋşŎńřœŒŕŉŖŌŖŉŕńōŖREVELSPEAKERS.COM.
別の言語に対応したユーザーマニュアルを読むには、REVELSPEAKERS.COMにアクセスしてください。
ຫဧၴ໕ఝዽᆓਜ਼࿎࿌ხဴၔREVELSPEAKERS.COMጸၨዻཊགྷ
请访问 REVELSPEAKERS.COM 以获取其他语言版本的用户手册。
Visita REVELSPEAKERS.COM para obtener el manual de usuario de soporte en idiomas adicionales.
Weitere Sprachfassungen der Bedienungsanleitung findest Du unter REVELSPEAKERS.COM.
Si prega di visitare REVELSPEAKERS.COM per i manuali di istruzioni in altre lingue.
Jos tarvitset ylimääräistä kieleen liittyvää tukea käyttöohjeesta, käy osoitteessa REVELSPEAKERS.COM.
Gå ind på REVELSPEAKERS.COM for at se betjeningsvejledningen på flere sprog.
Gå till REVELSPEAKERS.COM för mer information om språk i användarmanua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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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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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ġĀ̽ϹͳȩмȞĀȢ˩ց̝̹ůŭՃ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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