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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使用本产品。
我们很高兴您决定购买这台  产品。这台全新的  合并式放大器是一台拥有最高品质的高保真设备，其设计和开发
的最终目标是致力于满足音乐发烧友及爱好者的需求。
本机体现了创新的思维和坚如磐石的质量，采用用了最好的材料和组件，所有这些因素有助于满足您多年以来最高和最严
格的要求。
在我们的生产区域中，是由高素质的专家进行管理，所有最终的产品都会由全自动的计算机控制系统进行全面检查，以确
保一致的高质量，以保证产品完全符合我们自己的规格和标准。
在生产的所有阶段，我们都避免使用对环境有害或对健康有潜在危害的物质，例如氯基清洁剂和氯氟碳化合物。
我们的目标是避免使用塑料，特别是聚氯乙烯，在设计我们的产品。相反，我们依赖金属和其他无害材料;金属元件是理想
的回收，并提供有效的电气屏蔽。
我们同样也努力避免在产品设计中广泛使用塑料材料，特别是聚氯乙烯材料。取而代之，我们主要采用金属及其他无害的
材料；金属材料非常利于回收利用，并且也能提供有效的电子屏蔽。
我们的产品均采用坚固的全金属机箱，避免了任何影响音质还原的外部干扰源的可能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金属机
箱具有极佳的屏蔽效应，我们产品的电磁辐射（电子污染）也被限制在最小的程度。
我们想借着这一机会再次向您表示感谢，感谢您信任我们的公司并且购买这款产品，希望您能够通过 PA 2000 R 合并式放
大器获得长时间的享受和完全的聆听愉悦。



elektroakustik GmbH & Co KG

本使用说明书中使用的符号
注意!

被这一符号标示的内容包含重要的指示，为了保证机器安全工作并且不发生故障，这些指示必须被完全遵
守。

这一符号标示的文字内容提供了补充的注意事项以及背景信息，这些内容是帮助机器的用户充分理解如何
获得最好的使用效果。

本操作指南、接线指引和安全提示是为您的利益而设——请仔细阅读并且时常参阅。操作指南是本设备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如果您将本产品转手给新用户，请确保将以上操作指南也一起转交给购买者，以避免产生错
误的操作和发生可能的风险。

 我们使用的所有部件均达到德国及欧洲目前有效的安全规范和标准。本产品满足欧盟指引。符合性声明可以
从以下网站下载：www.ta-hifi.com/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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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板控制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所有重要功能都可以通过前面板上的按钮和旋钮进行控制。直接控制按钮可以操作例如信号源
选择这类基本功能。不常用的功能则可以通过按下 /  按钮调出菜单进行控制。

所有与机器状态、目前播放曲目和相关的广播信号电台有关的信息均在本机集成的显示屏上显示。以下部分对机器上各个
按钮的功能以及显示屏上提供的信息进行讲解。

 开/关切换








短按  按钮一次，切换整机电源的开和关。机器开机后，该按钮会发光。



在“舒适待机”模式下，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  按钮会微微发光表
明其处于待机状态。在“节能待机”模式下，  按钮不会发亮。（可参阅
题为“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基本设置”一章）

警告！

主电源按钮并非完全电气隔离开关。即使显示屏处于关闭和全黑状态，本机的某
些部件仍然与主电源电压处于接通状态。如果要将本设备完全与主电源断开，主
电源插头必须从墙壁插座上拔下。
如果您长时间不会使用本机，我们建议您将本机与主电源完全断开。

 信号源选择
短按相应的按钮，选择信号源的其中之一作为听音源信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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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为听音信号源分配一个单独的名称。
（参阅题为“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基本设置”一章）



在舒适待机模式下，可以通过短按某个信号源按钮将放大器开机。同时，此操作
也会直接选中相关的信号源器材进行听音。
（参阅题为“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基本设置”一章）

 音量与声道平衡设置


此旋钮是被用来设置你想要获得的音量大小，增量精确到 1dB。当前设置的音量
会显示在屏幕上。

VOL

长按此旋钮可以调节声道平衡：将旋钮向左或向右转动，可以根据相应的方向调
节声道平衡。再长按旋钮一次可完成调整并保存设置。



此旋钮控制菜单系统以及音量大小。（参阅题为“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基
本功能”一章）



连续以非常高的音量长时间聆听，会导致永久性的听力丧失。你可以通过避免高
音量连续聆听，来避免导致的健康问题。




 输出设置










此按钮切换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前级放大输出的开启和关闭。该输出切换为
开启时，此按钮会亮起。







如果在配置菜单中的“耳机开/关”选项被设置为“手动”，长按此按钮可以切换
耳机输出的开或关。
（参阅题为“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基本设置”一章）
此按钮切换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扬声器输出的开启和关闭。该输出切换为开
启时，此按钮会亮起。



如果输出信号出现剪峰现象，此按钮会发出红光。为了针对剪 峰现象进行保护，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具备有保护电路（参阅题为“保护电路”一章）。




 系统设置，音调设置




短按此按钮可打开和关闭音调控制菜单（参阅“音调控制设置”一章）。
长按此按钮一次开启音调功能功能。






短按按钮打开和关闭系统菜单。（参阅题为“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基本设
置”一章）






短按：开启平滑模式。
平滑模式激活后，此按钮亮起。
平滑功能旁路了放大器的音调控制部分，因此也禁用了音调控制功能（低频和高
频控制）。因此频率响应呈绝对线性。
长按此按钮一次切换响度控制（根据音量大小进行音调调节）功能的开启和关闭
（参阅“音调控制设置”一章）。

  耳机
耳机

为最小阻抗为 50 的立体声耳机准备的插口。



关于耳机的使用注意事项
用耳机连续以非常高的音量长时间聆听，会导致永久性的听力丧失。你可以通过
避免用耳机高音量连续聆听，来避免导致的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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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接收器

使用遥控系统时，请将 SRC1 手持遥控器指向接收器的方向。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要避免潜在的干扰光线（从荧光灯和节能灯泡发出的光线）
直接照射到遥控接收器上，这有可能明显地缩短遥控系统的有效接收范围。
SRC1 遥控器和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之间绝对不能被任何障碍物阻挡。将
SRC1 放在柜子的玻璃门后面也会对遥控系统造成负面影响。
SRC1 手持遥控器与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内置的红外接收器之间的操作范围
大约为 4~5m。



屏幕
所有与机器状态相关的信息都显示在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集成的图形显示屏
幕之上，菜单导航系统也是如此。屏幕的亮度可以在诸多级别之中任意进行调整
（参阅题为“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基本设置”一章）。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具备两种屏幕显示模式。
 正常显示。
 带有音量表的详细显示——平均音量和峰值音量。
在配置菜单中可以切换音量表显示的开启或关闭。
（参阅题为“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基本设置”一章）。
最为重要的信息用大字体显示。

正常显示




叠加电平指示（音量表）的显示方式

详细显示



屏幕显示差异



屏幕上显示的内容和符号会根据信号源和当前激活的设置而有所不同。屏幕被分
割为以下几个区域：
 显示区域 (a) 显示信号源名称。
 显示区域 (b) 显示当前设置的音量级。
 显示区域 (c) 显示表示当前操作模式的符号。
(具体内容请参阅下一页： “屏幕符号及其意义”)
 带有电平显示（即音量表）的显示区域 (d) 只有当详细显示模式被选中时才会
被叠加显示。

电平显示
(音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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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量表的目的是显示并监控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音量调制。
该数值显示是延迟平均数据加上过去三秒测量出的峰值数据两者的组合。

屏幕符号及其意义
表明在系统配置菜单中，当前被选定的信号源已被激活。（参阅题为“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基本设置”一章）

TRG

SR

此符号在 IN3 或 IN5 输入通道的环绕声功能开启之后出现（参阅题为“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环绕声操作”一章）。



表明响度功能已开启。

0/0

选择列表中的位置指示：第一个数字代表在列表中的当前位置；第二个数字代表
列表条目的总数（即列表的长度）。

ABC
123
abc



或
或

r 字符输入模式下的指示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具有两种不同的色彩描述文件用来表明当前的操作状态。然而，在不同的色彩描述文件
之下，不是所有的符号都会被用到，例如，在“彩色”色彩方案中，几乎所有的操作状态都可以由不同色彩的按钮
来表示（参阅题为“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基本操作”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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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器
简介
整体来说，手持遥控器上的按钮与机器前面板上的按钮一一对应，并且有着相同
的功能。
以下表格显示了操作机器时的遥控器按钮及其功能。



在 SRC1 的示意图中，没有显示出操作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时不需要
的按钮。



切换设备的开机和关机。



反复按下此按钮，可以切换扬声器组的开启和关闭。




信号源选择按钮
此按钮可以在信号源 IN1 到 IN7 通道之间进行循环切换。如果需要
的话，反复按下  按钮直径想要使用的信号源显示在屏幕
上。想要使用的信号源被选中后，本设备会在短暂延时后切换为这
一路输入通道。 




增加 / 降低音量



通过按下其中一只音量调节按钮，可以实现音量的增加或减少。
当前的音量级会显示在屏幕之上。如果持续按下某只音量调节按
钮不放大约 2 秒钟，音量会连续增加或减少，直到松开按钮为
止。



导航按钮


返回前一个项目 / 更改按钮



确认输入 / 更改按钮



选择列表中的前一个项目 / 选择按钮



选择列表中的后一个项目 / 选择按钮



输入步骤中的确认按钮







字母-数字输入按钮



abc
...

wxyz


被分配到  and  按钮上的特殊字符。



在字符输入过程中：

在文本输入过程中，可以使用  按钮在数字输入和字母-数
字输入方式之间切换，以及在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之间切换。

反复按下此按钮可以在数字输入和字母-数字输入方式之间切换，
以及在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之间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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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配置菜单（详情请参阅题为“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基
本设置”一章）。



打开音调控制设置菜单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基本功能
本章节描述了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基本功能，无论当前使用的是哪种信号源，这些功能始终生效。

开机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可以使用机器前面板上的 按钮或 SRC1 手持遥
控器上的 按钮开机。
机器最初启动之时，在所有的放大级达到其最优的工作点之前，会花上一点时
间。在这段时间里 - 和 - 按钮会闪烁（即开机延时）。一旦本机进
入准备工作的状态，就会将扬声器的输出切换到之前的状态，也就是上一次关闭
放大器时的扬声器输出状态。

通过机器前面板上的信号源选择按钮( … ) 或 SRC1 手持遥控器上
的 按钮，你可以选择你想要聆听的信号源。设置好的信号源会显示在屏
幕上。如果想要使用 SCR1 遥控器来选择信号源，请使用遥控器上的 按
钮。如果有必要的知，反复按下 按钮直到想要聆听的信号源显示在屏幕
之上。一旦某个信号源被选中，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将会在短暂延时之后切
换为该输入通道。

选择信号源

另一种信号源选择方式：按住 按钮不放，打开信号源选择列表，然后使
用 /  按钮选中想要聆听的信号源并且按下 按钮确认选择。
一旦被选中为听音信号源，任何通过 R2LINK 系统连接到 PA 2000 R 合并
式放大器的信号源都可以使用 SRC1 手持遥控器进行控制。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具有校准极为精确的音量控制功能，以产生恰到好处的
左右声道匹配效果。高精度发烧级电阻通过黄金触点电位器进行切换。以上这些
组件完全避免了失真和噪声，确保即使在较低的听音音量级之下，仍然保证具有
绝对最大的解析力和细节保真度。
通过旋转机器前面板上的音量旋钮 ( VOL)，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音量
级可以以极为精细的增量进行调节（1dB 步进）。
也可以通过手持遥控器上的-  + 按钮控制音量，短按此音量按钮一次，可
以增加或降低一级音量。按住其中一只按钮不放，可以连续改变音量。

音量调节



左右声道平衡调节

通过 FM2000 手持遥控器进行信号源选择的方法与通过 SRC1 手持遥控器操作不
同。在使用 FM2000 遥控器时，听音信号源可以使用信号源按钮 到
进行选择。

当你调节音量或左右声道平衡时，你可能会听到从机器内部发出轻柔的卡嗒声，
这是由黄金触点电位器工作时发出的声音。

左右声道平衡也是用放大器上的 音量调节旋钮( VOL) 来控制。如果你想改变
左右声道平衡，首先按下音量调节旋钮不放，直到当前设置的平衡值出现在屏幕
上。然后你可以通过向左或向右旋转音量调节旋钮调整左右声道平衡的设置。一
旦找到适当的左右声道平衡值，可以长按音量调节旋钮结束了调节过程并将该左
右声道平衡数值进行保存。
SRC1 手持遥控器也可以被用来调节左右声道平衡：首先按下  按钮显示
当前的左右声道平衡数值，然后使用 /  按钮调节该数值。最后按
下  按钮应用该数值，并且关闭左右声道平衡调节窗口。

*只在独立模式中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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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调控制设置
调出并操作菜单

 短按前面板上的 -按钮或手持遥控器上的 按钮调出菜单。
 菜单打开后，以下选项将出现在屏幕上：

* 只有在“低频/高频设置”菜单选项中的“分别为左/右声道设置”被选用中后，这一次级
菜单项目才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声道的低频和高频设置必须分别完成。

使用前面板上的控制方式：
 音量调节旋钮被用于选中菜单系统中的任何项目。
 如果要改变某个被选中的菜单项目，先按下音量调节旋钮确认该选择，然后转

动旋钮调节相应数值。
 调节完成之后，再次按下音量调节旋钮应用新的设置。
 任何时候按下 按钮即可中断以上操作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之前的任何

改动都会被放弃。
 按住音量调节旋钮不放，将返回到上一级的菜单系统。
 再次按下  按钮退出菜单。

使用手持遥控器：
 使用  /  按钮选择菜单中的某个项目。an item in the menu.
 如果你想要改变某个已被选中的菜单项目，需要使用 /  按钮进

行。
 再次按下  按钮退出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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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项目

可选择的调整范围

释义

左右声道平衡

99 L ... 0 ... 99 R

此菜单项目被用于改变左右声道之间的平衡，例
如对扬声器非对称摆位时进行补偿。左右声道平
衡可以以 1dB 的增量级进行调节；屏幕上会始
终显示当前的平衡数值。

响度

关闭 / 开启

此设置选项被用于切换响度功能的开启或关闭。

音调控制

关闭 / 开启

此菜单项目被用于禁用（旁路）PA 2000 R 合并
式放大器的音调控制功能。
如果要关闭音调控制功能，请选中“关闭”设置
选项。一旦音调控制功能被关闭，对以下菜单项
目“低频”和“高频”的任何调节都将不会产生
效果。

音调（左声道）/（右声
道）

此菜单项目的目的是调出左/右声道的音调控制
功能配置菜单。

只有在“低频/高频设置”菜单选
项中的“分别为左/右声道设置”
被选用中后，这一次级菜单项目才
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声道
的低频和高频设置必须分别完成。

次级菜单项目中的“高频”和“低频”分别对应
以下菜单项目。

高频

- 6 ... 0 ... + 8

此菜单项目被用于调节高频设置。

低频

- 6 ... 0 ... + 8

此菜单项目被用于调节低频设置。

响度级

低/中/高

此菜单项目被用于调节适合扬声器和听音空间的
响度。



低频/高频设置

左/右声道相同 /
左/右声道独立

只有在菜单时由设备前面板调出
时，此次级菜单项目才会出现。

下一页中的表格将会帮助你找到正确的设
置方法。

此菜单项目被用于改变音调设置的控制方式。如
果设置为“左/右声道相同”，低频和高频的数
值可以同步改变。如果想要分别改变每个声道的
数值，必须设置为“左/右声道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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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响度级

以下表格为正确设置响度级提供了一个初步的方法。 响度级应该根据听
音空间的大小和扬声器的效率来选择。如果推荐的设置不能令人满意，
或者不知道扬声器的效率，你可以通过听力测试找到适当的数值。如果
音像（低频和高频）在低音量级和高音量级时保持一致，设置就是正确
的。.

空间大小

响度级

小

正常

大

高

< = 82

< = 84

82 – 86

中

83 – 88

85 – 90

87 – 91

低

> = 89

> = 91

> = 92

扬声器效率（dB / W – 1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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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基本设置
(配置菜单)
一般的设备设置都可以在系统配置菜单中调整。该菜单会在下面一章中详细阐述。

调出并操作菜单

 短按前面板上的按钮或手持遥控器上的 按钮调出菜单。
 打开菜单后，以下可供选择的选项会出现在屏幕上：

使用前面板控制：
 音量调节旋钮被用于选中菜单系统中的某个项目。
 如果您想改变某个已选中的菜单项目参数，需要先按音量调节旋钮确诊你的选

择，然后转动旋钮调节数值。
 调整完毕之后，再次按下音量调节旋钮应用新的设置。
 任何时候，您都可以按下 按钮中止调节，在这种情况下之前的任何参

数改变都将被取消。
 按下音量调节旋钮不放将退回到菜单系统的更高一级。
 再次按下  按钮退出菜单。

使用手持遥控器控制：
 使用  /  按钮选中菜单中某一项目。
 如果你发改变某个已被选中的菜单项目，首先按下 按钮，然后使用

 /  按钮进行调整。
 调整结束后，再次按下  按钮接受新设置。
 任何时候，您都可以按下按钮中止调节，之前的任何参数改变都将被取

消。
 再次按下  按钮退出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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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菜单项目包含有特别针对例如环绕声解码器这类设备的操作设置。

信号源
菜单项目

次级项目
针对环绕声功能

此菜单项目被用于配置 IN3（XLR）或 IN5（RCA）信号源，与环绕声解码器搭
配工作。
如果上述某个信号源的环绕声功能开启，针对该信号的音量和左右声道平衡可以
单独调节。
环绕声功能激活后，只能在短按音量调节旋钮之后才能够调节音量。这可以避免
意外改变音量造成危险。
（参阅题为“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环绕声操作”一章）

次级项目
触发功能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触发功能是一种使用控制电压（+5 … +20V）自动让
设备开机或关机的方法。打开触发电压的同时也会启动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
器。
如果关闭触发电压，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也会在延时 30 秒之后关机。
很多设备（例如环绕声解码器）都可以提供开关电压。
此菜单项目被用于在提供触发信号时，定义可以启动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
听音信号源。如果不希望使用触发功能，应该在此菜单项目中将其禁用。



如果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是与例如环绕声解码器这样的器材搭配工作，并且
你希望通过解码器实现对放大器的开机和关机，那么，就可以使用这一触发功能
（参阅题为“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环绕声操作”一章）。
已激活的触发功能会显示在屏幕上靠近已被选中的信号源处，以“TRG”符号的
方式表示。

在这一菜单项目中，每组信号源都可以分配一个纯文本名称，这一名称会出现在
显示屏上。
使用按钮调出此菜单项目，你将会看到所有连接到 PA 2000 R 合并式放
大器的外置信号源列表。每组信号源后方都会以文本方式显示其名称。
如果想要改变文本名称，移动相应的下划线并且按下  按钮。然后使用
SRC1 遥控器的字母-数字键盘根据需要改变该名称，最后按下按钮确认
选择，为该信号源保存设置。
 按钮被用于在数字输入方式和字母-数字输入方式之间，以及大写字母和
小写字母之间切换。
按下 按钮删除已输入的字符。

信号源名称
菜单项目

如果您想要恢复厂家默认的信号源名称，需要删除已输入的全部名称，然后按下
按钮保存该空白区域：这一操作会将屏幕显示重置为标准的信号源名称。



输入信号源名称唯一可用的方法是使用手持遥控器上的字母-数字键盘。

如果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是与其他器材（例如 MP 2000 R 多功能数字播放
器）搭配工作，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将会侦测到所连接的设备，并将信号源
名称自动更改为 MP 2000 R。如果你已经为该信号源分配了一个不同的名称，那
么该名称将具有使用优先级，并且将会显示在屏幕上。

显示音量表
菜单项目

在此菜单项目中，可以切换电平表（即音量表）显示的开启或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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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亮度
菜单项目

在这一选项中，你可以调节一体式集成显示屏的亮度，以适合您日常使用中
的个人喜好。

(屏幕亮度)
6
 我们建议，只有在因为环境光线太亮导致屏幕看不清时，才将屏幕亮度设置为
和 7 两档。
较低的亮度设定可以延长屏幕的使用寿命。

这一菜单项目提供了三种不同的显示操作模式可供选择：

显示模式
菜单项目



始终点亮



暂时点亮



始终关闭

选择“暂时点亮”时，每次操作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时，屏幕显示会短时间
亮起。之后，操作完成后屏幕显示会再次自动关闭。



色彩描述文件
菜单项目

显示屏的亮度可以通过“显示屏亮度”菜单项目单独进行调整（参阅上述内
容）。

此菜单项目的目的是在两种前面板按钮色彩描述文件中选择其中之一。


在“白色”模式中，某些功能（例如响度）的当前状态会在屏幕上以符号表示
（参阅题为“屏幕符号及其意义”一章）。



如果“彩色”模式被选中，当前所切换的状态会通过相应按钮的不同颜色的方
式表示出来。 .
各种所切换的状态表示如下：
按钮

颜色

已切换的状态



红色

响度功能开启

白色

平滑功能开启
(音调控制和响度功能被旁路)

语言
菜单项目

在这一菜单项目中，您可以定义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前面板上显示屏所采用
的显示语言类型。

耳机输出开 / 关
菜单项目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可以自动侦测是否连接有耳机。
在“自动”设置之下，当连接有耳机时，扬声器输出通道和前级放大器输出通道
均会自动切换为关闭。如果你想要单独控制这些输出通道，需要选中“手动”设
置。在手动模式下，可以通过长按 按钮将连接到放大器的耳机输出切换
为关闭或开启。

剪峰保护
菜单项目

在此菜单项目可以切换剪峰保护功能的开启或关闭（参阅为“保 护电路”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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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装置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具备自动关机功能，该功能被设计用来节约能源。

菜单项目

当节能功能启动时，如果在 90 分钟内没有接收到音乐信号或控制命令，本设备
会自动切换到待机模式。通过禁用并非特别重要的功能，待机时的电流消耗会被
降低到最低（即节能待机模式）。如果节能功能被关闭，就可以使用一些额外的
功能，但是电源消耗也会高一些（舒适待机模式）。
在这项功能设置中，自动关机功能会被禁用。
关机功能也会被禁用。
依据设置不同，可以使用以下功能：
开启 (ECO 节能待机):
激活 ECO 节能待机模式中的功能：90 分钟内没有接收音乐信号或控制命令，将
自动关机。使用遥控器或触发电压开机。
关闭 (舒适待机):
以下的扩展功能可用：待机模式下开/关按钮发亮。可通过信号源选择按钮开机，
禁用自动关机功能。



“节能装置”这一菜单项目可以让你在欧盟以外的国家禁用自动关机功能。

通过此菜单项目，可以将局域网 LAN 端口配置为以分析目的(诊断)为主，以及配
置为计算机控制操作的设备功能(家庭自动化系统，例如 CRESTRON, AMX 等)。

网络
菜单项目



通常不需要更改此设置。如果设备需要连接到本地计算机网络，你只需要在此菜
单项目中输入合适的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MAC 媒体存取控制地址
次级项目

此菜单项目将显示机器的 MAC 媒体存取控制地址。MAC 媒体存取控制地址在设
备出厂时被分别分配给每一台设备。因此在此菜单项目中不能输入任何数值。

IP 互联网协议
次级项目

此菜单项目中可以输入设备的 IP 互联网协议地址。

子网掩码
次级项目

此菜单项目中可以输入已连接网络的地址范围。

设备信息
菜单项目

在这一菜单项目中，您可以查看关于已安装的软件情况及厂家预设参数等信息。

主要信息
次级项目

显示控制软件版本

BL (引导程序)
次级项目

显示引导程序版本

厂家设置
次级项目

调出此菜单项目并确认，将删除所有的个人设置，并且恢复出厂时的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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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环绕声操作
输入端子 IN 3 (SRND) 和 IN 5 可以被设定为特殊操作模式（即环绕声模式），
以搭配环绕声解码器工作。
在此模式下，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会自动承担起环绕声系统主声道放大器的
角色。
在环绕声模式下，上述输入端子的音量控制可独立于其他信号源的音量和声道平
衡进行调节。
这使得在环绕声模式下对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进行音量设置成为可能，这对
于环绕声系统的主通道操作来说也是最优的选择。一旦设置完成，每当您切换到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环绕声输入通道时，机器就会返回到之前已设定的这
一精准的音量级。此外，左右声道平衡、平滑输出、响度和扬声器输出通道的音
量设置均可以单独进行管理。
如果上述的某一组输入端子的环绕声功能被选中，“SR”字样会显示在屏幕上，
而不会显示当前已设定的音量值。

基本信息



放大器与外置环绕声解码器的接线示意图包含在“附录 A”一章之中。

音量调节

为了避免音量意外发生改变，音量值只在按下音量旋钮后才能进行调整。

选中环绕声模式

在配置菜单的“信号源”选项中，可以切换环绕声模式的开启和关闭（参阅题为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基本设置”一章）。

远程启动环绕声模式（激发
方式）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具备使用激发信号（切换电压，+5 … +20V）远程开机
的功能。很多外置环绕声解码器均设计有所需的传输并输出激发信号的功能。该
功能可用于与解码器一起同步启动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并且同时选中合适
的信号源及其正确的音量级。
激发功能被激活之后，会在屏幕上已选中的信号源旁边以“TRG”符号显示出
来。
激发功能在配置菜单中进行设定。如果你想要在环绕声模式中使用此功能，需要
将激发功能设置到合适的信号源（参阅题为“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基本设
置”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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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电路
保护电路可防止因短路、过热和过载所造成的损坏。如果出现问题，保护电路将
会关闭输出信号，扬声器输出和前级输出按钮 ( ) 会开始闪烁，并
且显示屏会显示以下某条信息：



剪峰

显示

可能的原因

过热

“过热”信息表示放大器过度发热。如果这种情况
发生，机器应该关机一段时间使其冷却下来。同时
确保有足够的冷却空气从机器内外进出。直到机器
冷却到适当的温度后才能重新开机。

剪峰

如果音量设置得太高，造成扬声器输出失真时，会
显示此信息。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会自动侦测
到这种情况，并且相应地减小音量。

短路 R

意味着右声道扬声器输出短路。如果这种情况发
生，请检查扬声器线材。

短路 L

意味着左声道扬声器输出短路。如果这种情况发
生，请检查扬声器线材。

如果你发现这些注意事项均不能解决问题，请断开主机电源并且向你的授权专业
经销商咨询意见

在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自动降低音量之前，扬声器按钮 会闪烁表示
出现剪峰现象。
在配置菜单中可以禁用剪峰保护功能（参阅题为“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基
本设置”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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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安装、
使用本系统时的
安全注意事项

这一部分描述了在设置并首次使用本设备时所有最为重要的基本事项。这些信息与日常使用无关，但是您在首次使用本设备
之前仍然需要阅读并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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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板连接端子

通用的前级放大器线路输入端子，用于连接任何立体声音频或电视机设备配备的
对称 XLR 输出端子。

IN 1 到 IN 3 输入端子



在系统配置菜单中，可以将输入端子 IN 3 (SRND)设置为与环绕声解码器使用时
进行单独的音量控制。请参阅题为“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环绕声操作”一
章获取更多信息。

通用的前级放大器线路输入端子，用于连接任何立体声音频或电视机设备配备的
非对称 RCA（Cinch）输出端子。

IN 4 到 IN 6 输入端子



在系统配置菜单中，可以将输入端子 IN 5 设置为与环绕声解码器使用时进行单独
的音量控制。请参阅题为“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环绕声操作”一章获取更
多信息。



输入端子 IN 4 可以通过安装 MM 动磁唱头或 MC 动圈唱头放大模块(可选配件)升
级为模拟转盘输入端子。

GND 接地端子

模拟唱盘的接地引线可以连接在此，以避免哼声干扰。

前级输出端子

RCA (Cinch) 前级放大器输出端子，连接外置输出级或主动式扬声器。



一对扬声器可以通过扬声器  R 和扬声器  L 端子连接到放大器。每只扬声器
的阻抗不能低于 4  (DIN 额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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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本设备上的扬声器的负载容量必须与放大器相适应。扬声器阻抗必须至少
为 4 欧姆(DIN 额定值)。始终使用成品的、为专门目的设计的扬声器线材连接扬声
器，接线端子也应通过认证。扬声器线材和连接端子必须按照规定进行绝缘处
理，导体的最小横截面积必须达到 1.5mm²。放大器的输出级是为了应对最小负
载为 2 的扬声器而设计，但在非常高的音量下连续工作会在功率输出级产生巨
大电流，从而导致过热。这种情况又会触发保护电路自动关闭放大器。请确保连
接端子完全拧紧，并且不能产生短路。

有线 LAN 网络端子

进行分析工作和通过电脑控制设备功能操作的界面。（连接家庭自动化系统，例
如 CRESTRON, AMX 等）。

R2LINK 端子

为带有 R2LINK 输入端子的  品牌设备提供的控制输出端子。





主电源输入插口

两只插口中的一只可被用于激发信号输入端子。此项功能需要一根适配器导线：
请参阅  品牌的附件系列。
（参阅题为“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环绕声操作”一章）
引脚分配

RJ 45 连接头

1

保留

2

保留

3

保留

4

保留

5

保留

6

GND (接地)

7

保留

8

激发信号 (+5…+20V)

此插口用于连接主电源。
正确的连接连接方法请参阅“安装与接线”和“安全注意事项”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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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与接线


请小心打开本机的包装，并且仔细收好原始的各种包装材料备用。纸箱和包装材
料是特别为本机设计的，如果未来您任何时候想搬运本机，这些纸箱和包装材料
还会用上。
如果您要运输本设备，必须要将本设备放在其原始的包装材料中以避免损坏或受
伤。



如果本机处于温度很低的环境（例如在运输过程中），内部有可能形成冷凝水。
在切换到开启状态之前，请将本机在室温下放置足够的时间让温度回暖，这样可
以让冷凝水完全蒸发掉。
如果本设备在很长的时间内（大于两年）一直处于储存或未使用状态，在重新使
用前请务必请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检查。
在将本机放置在易划伤的漆面或木头表面之前，请先在这些表面不显眼的地方检
查一下设备机脚是否会对表现造成损伤，如果有必要的话用一张机脚垫来保护。
我们推荐将本机放置在石头、玻璃、金属或类似的硬质表面之上。
本机应该被放置在稳固、水平的底座之上（请参阅“安全提示”一章）。如果将
本机放置在吸振台或其他抗振部件之上时，请确保本机的稳固度不会降低。
本机应该被放置在通风良好的干燥环境中，避免阳光直接照射，远离暖气片。
本机绝不能放置在发热的物体或设备，以及任何对热量敏感或易燃的东西旁边。
电源线、扬声器线和遥控器线务必尽可能远离信号线和接收天线。切勿将这些线
材绕在本机之下或是压在本机之下。





连接时的注意事项：
完整的连接示意图请参阅题为“附录 A”一章。
 确保所有的插头紧密地插进相应的插孔中。连接不紧密会引起哼声和其他不
必要的噪声。
 当您将放大器的输入端子与信号源设备的输出端子相连接时，务必一一对应，
例如“右声道”对“右声道”、“左声道”对“左声道”。如果您连接错误，
立体声声道会发生颠倒。
 合并式放大器的 R2LINK 端子应该与信号源设备的 R2LINK 端子相连（参阅
题为“接线示意图”一章）。
 本设备应当与带有接地保护连接头的电源插座相连，所以只能使用本设备随
机附带的电源线将本设备与带有接地保护连接头的电源插座相连。
 为了最大可能地抑制干扰，电源插头带相位的插刀应当连接到电源插座带相位
并用一个圆点（）表示的插孔中。电源插座的相位孔可以通过一种特殊仪表
检测出来。如果您对此不确定，请咨询专业经销商。



我们推荐使用 品牌的'POWER THREE' 成品电源线连接 'POWER BAR' 电
源插线板，后者标配有相位显示灯。
当你完成系统线材连接这后，可以将系统开机。
将连接扬声器的电源插座切换到开启状态，并且将合并式放大器切换到您准备听
音所用的信号源器材。现在您可以开始聆听音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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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设置时遇到问题并且是首次使用合并式放大器，请记住引起这些问题产
生的原因往往很简单，同样解决这些问题也很简单。请参阅本说明书的“故障排
除”部分。

扬声器线和信号线

扬声器线和信号线对于音响系统声音的整体还原质量有着明显的影响，它们的重
要性绝不能被低估。因此，推荐使用高品质的线材和连接头。
我们的系列附件产品包括一系列的优质线材和连接头，它们的特性与我们的扬声
器及电子设备经过了仔细的匹配，实现了极佳的和谐。
针对一些器材摆位比较困难或是比较拥挤的环境，的附件产品也包括有特殊
长度的线材和特殊用途的连接头（例如直角形的连接头），可以被用来解决几乎
任何关于器材连接和系统摆位的问题。
电源供应部分为您的音响系统中的设备提供所需的能量，但是也有可能从例如无
线电系统和电脑系统这些远程设备那里带来干扰。

电源线和电源滤波器

我们的附件产品包括了带有一体化壳式滤波器的“POWER THREE”成品电源
线和“POWER BAR”电源滤波器配电板，它们可以避免电磁干扰进入到您的高
保真系统之中。通过使用这些附件，音响系统的声音还原质量通常会有进一步的
改善。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线材的问题，请咨询您的专业经销商，他们会乐于为您提
供综合性的专家建议。我们也非常乐意将我们关于线材的综合性信息发送给您。
要打开电池盒，请如下所示向下滑动遥控器的整个后部，然后将其提起。 如图中
所示，将三节 LR 03（MICRO）型电池插入电池盒中。 请注意：必须同时更换
所有三节电池。

更换电池

警告!

电池不能够被暴露在像太阳、火之类过度的热源之下。



处理废旧电池:
废旧电池绝不能丢弃到生活垃圾之中！它们应该被回收到电池供应商（专业经销
商）或您当地的有毒废弃物回收点，这样它们才能够被回收利用或是以合适的方
式处理。大部分当地政府会为这类废弃物提供回收中心，有一些会专门为废旧电
池提供回收车。

设备保养

在清洁机箱之前请将电源线插头与墙面电源插座断开连接。
机箱表面只能够使用用柔软、干燥的布进行擦拭。
绝不能使用溶剂型或有腐蚀作用的清洁剂！
在将本机切换到开机状态之前，请检查各连接点没有短路现象，并且所有的线材
都正确地插到位。

设备储存

如果本设备需要收藏保存，请将其放出原始包装中并且放置在干燥无雾气的地
方。储存温度从零摄氏度到 40 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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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为了您的安全，请认真对待并详细阅读以下操作说明，并且需要特别注意关于设
置、操作及安全的提示信息。
安装

请注意本设备的重量。绝不能将此设备放置在不稳固的表面上，否则机器有可能
跌落，引起严重甚至是致命的伤害。如果以下的这些简单的安全预防措施可以引
起重视，很多伤害（特别是对孩子们的伤害）完全可以避免：

只使用可以安全放置此设备的家具。

确保此设备不会突出放置它的家具的边缘。

如果在没有牢固地固定此设备和放置它的家具的情况下，请勿将此设备放置
在较高的家具上（如书架）。

向孩子们解释爬到家具上去触摸或操作此设备的危险性。
当把本机放置在书架上或柜子里时，提供充足的冷空气流动非常重要，这样可以
确保本机产生的热量可以有效地发散掉。任何热量的积累都会降低本机的寿命，
同时也可能是一个危险源。请确保本机周围留下至少十厘米的散热空间。

如果音响系统中的各件器材需要堆叠放置，那么放大器必须放在最顶端。放大器
顶盖上不能放置任何东西。
本机在安装和放置时，必须要确保各个连接点和连接头不能被其他东西或人（特
别是小孩子）直接触碰到。请一定仔细阅读题为“安装与接线”部分中的提示信
息。

连接

带有  符号的连接端子可以承受高电压。
绝不能接触上述的连接端子以及与其连接的插头插孔和线材导体。如果使用非成
品线材，所有连接到上述连接端子和插头插孔的线材必须由有经验的人士来处
理。

电源供应

本设备应该与带有连接头保护的电源插座相连接。请务必使用随机附后带的电源
线连接到正确安装并带有连接头保护的电源插座中。
本机所需的电源数值标注在机背的电源插座之上。本机绝不能与未达到所标注参
数的电源相连接。如果本机长时间不使用，请将电源线从墙面电源插座上断开。

电源线 / 电源插头

电源线走向务必以避免造成其损伤（例如被人踩踏或被家具压住）来布线。对此
设备上的插头、电源插线板和连接头要特别小心注意。
检测或维修本设备时，请先拨下电源线插头将电源断开。请确保电源线插头位于
方便插拔的地方。

开启机箱

绝不能让液体或颗粒通过通气槽进入到本机之中。本机内部存在电源电压，任何
触电行为都有可能引起严重的受伤或死亡。绝不能在电源线插头上施加不适当的
力量。避免让本机受到水滴或水泼；绝不能将花盆或液体容器放在本机之上。请
勿将明火源（例如燃烧的蜡烛）放在此设备之上。

监督设备操作

和其他电子设备一样，本设备绝不能在没有适当监督之下使用。尤其要小心将本
机远离小孩子。

服务，损伤

机箱只能够由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开启。维修和保险丝更换应该委托给授权
的专业店来完成。
除了本说明书提到的连接和检测事项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工作需要由无处理资格
的人员来完成。如果本机发生损坏或者是您怀疑某功能有问题，请立即从墙面插
座上断开电源插头，授权的专业店将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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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过载

本机有可能因电源供应、电源电路板或天线系统内部的过高电压而造成损坏，同
时也可能因雷雨（闪电、雷击）或静电放电而造成损坏。
例如“'Power Bar”电源插线板这样的特殊电源供应系统和电压过高保护装
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设备提供保护，使其免受因上述危险造成的损坏。
然而，如果您需要完全避免因电压过高造成设备损坏，唯一的方法便是将本机与
电源和天线系统断开。
为了避免因电压过高造成设备的损坏风险，我们推荐在雷雨天气时将本设备和您
的高保真系统上的所有线材都拔下来。
所有与本机连接的电源供应系统和天线系统必须达到所有适用的安全规则，并且
必须由合格的电气工人进行安装。

被许可的用途

本设备被设计为在温带气候中工作。被允许的工作温度是+10 摄氏度到+35 摄氏
度。本设备只被设计为在家庭环境中还原声和/或图像。本设备应该在干燥的室内
环境中使用，并且室内环境要满足本说明书中提到的所有推荐条件。
当本设备被用于其他用途，特别是在医院环境或任何存在安全问题的环境中时，
有必要联系生产厂家确保本机适合这样的用途，并且获得厂家事先的书面许可。



在初始状态下，本机符合所有现行生效的欧洲规章制度，并且按照欧盟内部的规
定被许可使用。
在本设备上贴上 CE 符号表明本设备遵守欧盟的规章制度（请参阅第四页）
及 基 于 这 些 规 章 制 度 的 各 个 国 家 的 法 律 。 该 符 合 性 声 明 可 在 www.tahifi.com/DoC 网站上下载。
原始且未改变的厂家序列号必须要出现在本设备的外部，并且必须清楚而易于阅
读！序列号是我们符合性声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也是本设备操作许可的一个
组成部分。本机表面及随机原始文档（特别是检验卡和保修卡）上的序列
号，绝对不能被移除或是更改，并且两者要完全一致。
违反了上述任何一项条件也就令的规范和使用许可失效，并且本机也不能在
欧盟境内使用。不正确地使用本设备将会令使用者在现行欧盟及国家法规之下受
到处罚。
任何对本机的改动或维修，或是任何修理店或其他第三方介入的改动或维修，都
不会得到的授权，同时也令本设备的使用及操作许可失效。
本机只能够连接的原厂附件，或是其他经过许可及满足所有现行有效法律要
求的辅助性设备。
当与辅助性设备配合使用或是作为系统中的一部分来使用时，本机只能用于题为
被许可的用途部分中所提到的用途。

欧盟的使用许可及符合欧盟
法规

处理此产品



唯一被允许采用的处理本产品的方式，是将其带到您本地的电子废弃物回收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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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很多故障发生的原因都很简单，也有相应的简单的解决方法。以下部分描述了您有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困难，以及您需要采
取的解决问题的。如果您发现靠这些提示的帮助不能解决问题，请断开本机电源并且向您的授权专业经销商咨询。

机器不能开机

原因 1:
电源线未正确插入。
解决方法:
检查线材连接，将连接头插紧。
原因 2:
电源保险管烧断。
解决方法:
由授权的专业店更换电源保险管，所更换的保险管的额定参数要与机器表面印刷
的一致。

机器对命令没有反应

原因:
静电放电或强干扰（例如雷电）已经损坏了处理器内存。
解决方法:
断开主电源插头，等待约 1 分钟后再重新连接电源插 头。再度启动机器。

机器正确响应按钮的手动操作
命令，但是对遥控器的命令没
有反应。

原因:
遥控器上的电池或钮扣电池安装错误。

连接到系统的信号源设备对遥
控器命令没有反应。

原因 1:
你想要控制的器材未被选中为信号源设备，换句话说，即是手持遥控器发出的命
令被传输到了其他信号源设备。

解决方法:
重新正确安装电池或换上新电池。

解决方法:
按下手持遥控器上相应的信号源按钮，再尝试一次。
原因 2:
信号源设备未通过 R2LINK 线材进行连接。
解决方法:
按照接线示意图所示完成连接。

扬声器中发出巨大的嗡嗡噪
声。

原因:
RCA（Cinch）/XLR 通道插头插座间连接不良，或连接线材发生故障。
解决方法:
请检查所有的接头和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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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声器无输出信号；屏幕显示
“左声道短路”或“右声道短
路”

原因:
扬声器接线端发生短路，例如冒出来的线头接触到了扬声器接线柱，或线材存在
机械损坏。
解决方法:
检查扬声器接线端和接线柱，将线头整齐地缠绕在一起，更换已损坏的线材。

没有输出信号到扬声器；屏
幕显示“过热”

原因:
保护电路因过热而触发。
解决方法:
降低音量并且等待大约 20 秒钟。如果本机不能自动再次启动，即是本机温度过
高，应该关机数分钟让其降温。
原因 1:
因热量积累造成过热。
解决方法:
将机器放置在确保能有凉空气不受阻碍流动的地方。
原因 2:
扬声器阻抗不足导致过热。
解决方法:
只 使 用 阻 抗 至 少 4  (DIN 标 准 ) 的 扬 声 器 。 这 意 味 着 扬 声 器 的 最 小 阻 抗
要 > 3.2 。

音场平面化，低频响应不
足。

原因:
扬声器线极性接反。
解决方法:
检查扬声器端的连接端子和放大器端的扬声器接线柱，必要的时候进行正确连
接。

机器自动关机

原因:
正在使用的信号源设备设置了激发功能，但并没有激发信号输出。如果没有接收
到激发信号，机器会在 30 秒之后自动关机。
解决方法:
在配置菜单中检查激发功能设置，如果合适的话将该功能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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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注意事项
基本信息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满足最新关于节能措施（欧盟指令）指令的要求。最新
的电源供应设计对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内置微处理器不断地确保当前不需要的子部件自动处于关闭状态。微处理器本身
以相对较低的时钟速度以待机模式运行，并且只对遥控接收器的指令进行响应。
在待机模式下，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电流消耗低于 0.5W。
如果你不打算长时间使用本设备，请将其与电源插座断开，即是将电源插头从墙
上的插座上拔下。

自动关机（节能装置）

本设备具有自动断电功能。如果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在超过 90 分钟里没有
检测到任何操作或音乐信号输出，会自动切换到待机模式。在设备进入待机模式
前两分钟，屏幕上会弹出一个提示窗口。如果想要 设备保持工作状态，请在该提
示信息显示时按下 按钮。



在欧盟以外的国家中，耗能产品生态设计指令将不再有效，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
闭自动关机功能（参阅题为“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基本操作”一章）。

固件升级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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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与 MP 2000 R 多功能数字播放器搭配使用，那么
PA 2000 R 合并式放大器的固件升级可以方便地通过 R2Link 连接方式进行。
固件升级可以通过互联网连接或 MP 2000 R 多功能数字播放器的 USB 端子来完
成。
具体的固件升级方法会在 MP 2000 R 多功能数字播放器的用户使用说明书中详
细描述。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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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接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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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示意图

* 注意:
黑胶唱盘可以通过改造唱头放大模块中的一款来进行连接。这两款模块分别是 PHE PAR MM 和 PHE PAR MC，均是
可选购的附件。此外，也可以通过集成的唱头放大器连接 品牌的唱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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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示意图
环绕声解码器

* 除了对称 XLR 连接方式之外，也可以选择使用非对称 RCA 连接方式。
** 可选择触发连接方式。可在 品牌附件系列产品中选用特殊的激发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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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技术参数
前级放大器
频率响应

0,5 Hz – 300 kHz (+0 / -3 dB)

信号噪声比 (非计权 / A 计权)

105 dB / 109 dB

失真

< 0,001 %

互调失真

< 0,001 %

声道分离度

> 90 dB

输入灵敏度
线路电平 (RCA)输入

3 x 250 mVeff … 4 Veff / 20 kOhm

全平衡 (XLR)输入

3 x 500 mVeff … 8 Veff / 5 kOhm

输出端子
耳机输出

50 Ohm

前级 RCA (Cinch)输出

Nom 1 Veff , Max 9,5 Veff , 75 Ohm

功率放大器
每声道输出功能（额定）

8

100 W

4

200 W

频率响应

1 Hz – 150 kHz (+0 / -3 dB)

失真

< 0.03 %

电压转换速率

60 V / µS

阻尼系数

> 65

电源供应电容容量

60000 µF

电源要求

220 - 240 V~, 50-60 Hz

功率消耗

外形尺寸
重量
随机标准附件

待机

高度 x 宽
度 x 深度

500 W 正常工作状态. (1000 W 最大输出状态.)
< 0,5 W
8,2 cm x 46 cm x 40,5 cm
10,5 kg
电源线
SRC1 遥控器
用户使用说明书

我们保留更改以上规格参数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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