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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o 690

Studio 680 

Studio 630/620/610Studio 665C/625C

橡膠墊腳
Studio 665C/625C

Studio 698

腳墊
Studio 630/620/610

感謝您選購本 JBL® 產品

包含的物品

60 多年來，JBL® 工程師一直從事音樂、電影錄製和重現的各個製作環節中，包括從現場表演到您在家裡、車輛或辦公室以
及路途中播放的音訊，等等。

我們相信，您所選擇的 JBL 系統能為您提供所期望的每一個娛樂細節，並且當您考慮為您的家庭、汽車或辦公室購買其他
音訊設備時，您一定會再次選擇 JBL 產品。

請抽一些時間在我們的網站 www.jbl.com 上註冊您的新產品。透過註冊，您可以隨時瞭解我們的最新進展，並幫助我們理
解客戶並生產符合其需求的產品。

地毯腳釘
Studio 698/690/680

腳墊
Studio 698/690/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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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10 英尺
（1.8 - 3 公尺）

40° – 60°

> 20 英吋
（>51 公分）

通常，音箱靠近牆壁或角落時，低音輸出會增加。

為獲得最佳效能，建議將喇叭放置在離側壁至少 20 英吋（51 公分）處。

鎖眼

鎖眼

Studio 610 音箱經設計，適於直接安裝在牆上。每個音箱背面有四個鎖眼，需要使用四顆 4.0x38 公釐木螺釘來固定到牆體
立柱。如果沒有牆體立柱，請安裝適合 4.0x38 公釐螺釘的錨釘。
附註：您負責正確選擇和使用安裝硬體（五金店有售），確保喇叭的正確且安全的掛牆安裝。未提供 4.0x38 公釐木螺釘。

1) 使用隨附的掛牆托架，在要放置安裝螺釘的牆壁上標記位置。
2) 以第 1 步中的標記為指引，將四顆 4.0x38 公釐木螺釘固定到牆上。在牆壁和螺釘頭之間留出 1/16 英吋

（1.59 公釐）的空間。如果沒有牆體立柱，請使用合適的錨釘。
3) 將音箱背面的鎖眼對準牆上的螺釘頭，將音箱放在牆上。

定位正確後，音箱應該輕輕滑下並變得牢固。

STUDIO 698/STUDIO 690/STUDIO 680 – 左聲道和右聲道

掛牆安裝 STUDIO 610

放置

為獲得最佳效果，請將喇叭間隔 6 - 10 英尺（1.8 - 3 公尺）放置。將喇叭斜向聆聽位置，可以改善立體聲成像。當聆聽者與
音箱之間的角度介於 40 至 60 度時，音箱將產生最準確的立體聲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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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於 2 英尺（61 公分）

電視

電視

附註：您可以將 625C/665C 放置在電視的下方或上方。
附註：為了獲得更好的音訊聆聽效果，請將中置喇叭對準您的頭部齊平位置。

STUDIO 625C/665C
您應將 625C/665C 中置音箱置於電視螢幕中央的正上方或正下方。音箱的喇叭中心不應比左前方音箱和右前方音箱的喇叭
中心高或低 2 英尺（61 公分）。如果電視機足夠低，可以將中置音箱安放在電視上方，音箱的前邊緣與電視的前邊緣齊平。

Studio 625C/665C 
中置音箱

Studio 
698/690/680/630/620 

左前方音箱

Studio 698/690
680/630/620
右前方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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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

Studio 630/620/610
右環繞聲

音箱

Studio 630/620/610 
左環繞聲
音箱

3 – 4 英尺
（0.9-1.2 公尺）

Studio 
698/690/

680/630/620 
左前方音箱

Studio 
698/690/
680/630/620 
右前方音箱

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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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O 630/620/610 – 環繞聲聲道（5.1 聲道系統）

在 5.1 聲道系統中將 Studio 630/620/610 音箱用作環繞聲聲道音箱時，請讓它們面對面，置於聆聽位置後。理想情況下，它們應該在地
面以上 3-4 英尺（0.9 - 1.2 公尺）。備選位置是在聆聽位置後面的牆上，朝向前方。環繞聲音箱在播放時不應突出自我。放在不同位置
試聽，直到聽到一聲伴有左前音箱、右前音箱及中置音箱的聲音的擴散環境音。

Studio 625C/665C
中置音箱

Studio 630/620/610 
右環繞聲
音箱

Studio 630/620/610
左環繞聲

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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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6 英尺
（1.5 - 1.8 公尺）

Studio 630/620/610 Studio 630/620/610

間隔 3-6 英尺

（0.9-1.8 公尺）

Studio 630/620/610
左後環繞聲

音箱

Studio 
698/690/

680/630/620 
左前方音箱

Studio
698/690/
680/630/620
右前方音箱

STUDIO 630/620/610 – 環繞聲聲道（7.1 聲道系統）

在把 Studio 630/620/610 音箱用作 7.1 聲道系統中的環繞聲聲道音箱時，請將環繞聲側音箱直接放置在聆聽位置的兩側，距
離地面以上至少 3 - 4 英尺（0.9 - 1.2 公尺）。將後置環繞聲喇叭放置在聆聽位置後的牆上，同樣高於地面至少 3 – 4 英尺
（0.9 - 1.2 公尺），相隔 3 – 6 英尺（0.9 - 1.8 公尺）。

間隔 3-6 英尺

（0.9-1.8 公尺）

Studio 625C/665C
中置音箱

電視

Studio 630/620/610
左環繞聲
音箱

Studio 630/620/610
右環繞聲

音箱

Studio 630/620/610
右後環繞聲
音箱

右環繞聲
後置音箱

左環繞聲
後置音箱



欲取下 Studio 6 音箱格柵，可將其從音箱箱體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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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下格柵

取下格柵

取下格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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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 2. 3.

1. 2. 3. 4.

連接

注意：確保先關閉系統的所有電子原件（最好是從其 AC 插座拔下插頭）然後再連接。

音箱和擴大機有相應的正負極（「+」和「-」）接口。所有 Studio 6 系列音箱都有在端子台組件上標有「+」和「-」的接
口。另外，「+」接口有紅色標記，而「-」接口有黑色標記。

為確保極性正確，請將擴大機或接收器背面的每個「+」接口連接到每個喇叭上相應的「+」（紅色）接口。以類似的方式連
接「-」接口。連接時切勿弄反極性（即：「+」至「–」或「–」至「+」）。如此會造成立體聲成像不佳和低音效能下降。

重要事項：確保「+」和「–」線或接口不會相互接觸或接觸到其他端子。碰觸線可能會導致短路，從而損壞接收器或擴大
機。

Studio 6 系列音箱的鍍金音箱接頭可以接受多種電線接頭類型：裸線、銷釘接頭、Y 型接頭和香蕉接頭。

使用裸線或銷釘接頭：

使用 Y 型接頭：

使用香蕉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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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取下跨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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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單線連接

若要使用單線連接音箱，請按下圖所示將擴大機連接到每個音箱。您可使用接口面板上使用任一組接口。

重要事項：當連接音箱線時，請勿從兩組接口之間取下金屬跨接棒。

使用任一組
接口

請勿取下跨
接棒

雙線連接

Studio 698/690/680 音箱接口面板具有兩組透過金屬跨接棒連接的輸入接口。上面一組接口用於壓縮驅動器/喇叭組件，下
面一組接口用於低音喇叭。該佈置允許使用單個立體聲放大器或兩個立體聲放大器對喇叭進行雙線連接。相較於傳統的單
線連接，雙線連接可以提供效能優勢及在功率放大器選擇上更靈活。

在對喇叭進行雙線連接之前，請取下跨接棒。

壓縮驅動器/
喇叭接口

低音喇叭接口

音箱
接口面板

接收器或擴大機
（顯示一個聲道）



10

擴大機

擴大機 1

擴大機 2

左聲道

單放大器雙線連接

左喇叭

壓縮驅動器/
喇叭接口

低音喇叭接口

壓縮驅動器/
喇叭接口

低音喇叭接口

右喇叭

右聲道

雙擴大機雙線連接

左喇叭 右喇叭

左聲道 右聲道左聲道 右聲道

壓縮驅動器
/喇叭接口

低音喇叭
接口

壓縮驅動器
/喇叭接口

低音喇叭
接口

如需有關各種喇叭線和連接選項的更多資訊，請聯絡您當地的 JBL 經銷商。

關愛您的音箱

• 使用潔淨的乾布擦拭機殼，以清除灰塵。潮濕的布可能會弄髒機殼。請勿在機殼上使用揮發性液體，如苯、油漆稀釋劑
或酒精。

• 請勿在機殼附近噴灑殺蟲劑。

• 要去除格柵織物上的灰塵，請使用設為低吸力的吸塵器。

• 切勿在喇叭口處應用吸氣或加壓空氣。

• 請勿在水中清洗格柵，因為格柵可能會褪色或使格柵不均勻。

• 如果低音喇叭錐盆表面積滿灰塵，可以用柔軟、乾燥的書法刷或油漆刷小心地把它們掃乾淨。請勿使用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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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O 698 

雙 8"、6"、中音、3 路壓縮驅動器落地式音箱

6" (152mm) PolyPlas 中頻轉換器

雙 8" (203mm) PolyPlas 錐盆低頻轉換器

高清晰成像 (HDI) 波導技術與 1" (25mm) 高頻壓縮驅動器

推薦的放大器功率： 最大 250W

頻率回應： 36 Hz - 40 kHz

靈敏度： 90 dB, 1M, @ 2.83V

標稱阻抗： 6 歐姆

分頻頻率： 320 Hz, 1.8 kHz

音箱類型： 透過後推調諧端口的低音反射

尺寸（寬 x 深 x 高）： 300 x 400 x 1058 公釐

重量：

STUDIO 690

雙 8"、2.5 路壓縮驅動器落地式音箱

雙 8" (203mm) PolyPlas 低頻低音喇叭

高清晰成像 (HDI) 波導技術與 1" (25mm) 高頻壓縮驅動器

推薦的放大器功率： 最大 250W

頻率回應： 36 Hz - 40 kHz

靈敏度： 90 dB, 1M, @2.83V

標稱阻抗： 6 歐姆

分頻頻率： 600 Hz, 1.7 kHz

音箱類型： 透過後推調諧端口的低音反射

尺寸（寬 x 深 x 高）： 300 x 350 x1058 公釐 

重量： 29.38 公斤

繁
體

中
文

規格

35.84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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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O 680

雙 6.5"、2.5 路壓縮驅動器落地式音箱

雙 6.5" (165mm) PolyPlas 低頻低音喇叭

高清晰成像 (HDI) 波導技術與 1" (25mm) 高頻壓縮驅動器

推薦的放大器功率： 最大 200W

頻率回應： 38 Hz - 40 kHz

靈敏度： 88dB, 1M, @2.83V

標稱阻抗： 6 歐姆

分頻頻率： 600 Hz, 1.8 kHz

音箱類型： 透過後推調諧端口的低音反射

尺寸（寬 x 深 x 高）： 230 x 300 x 1005 公釐

重量： 22.64 公斤

單 6.5"、2 路壓縮驅動器書架式音箱

6.5" (165mm) PolyPlas 低頻低音喇叭 

高清晰成像 (HDI) 波導技術與 1" (25mm) 高頻壓縮驅動器

推薦的放大器功率： 最大 150W

頻率回應： 45 Hz - 40 kHz

靈敏度： 85 dB, 1M, @2.83V

標稱阻抗： 6 歐姆

分頻頻率： 1.9 kHz

音箱類型： 透過後推調諧端口的低音反射

尺寸（寬 x 深 x 高）： 230 x 280 x 372 公釐

重量： 9.02 公斤

STUDIO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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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5.25"、2 路壓縮驅動器書架式音箱

5.25" (133mm) PolyPlas 低頻低音喇叭

高清晰成像 (HDI) 波導技術與 1" (25mm) 高頻壓縮驅動器

推薦的放大器功率： 最大 100W 

頻率回應： 50 Hz - 40 kHz

靈敏度： 84 dB, 1M, @2.83V

標稱阻抗： 6 歐姆

分頻頻率： 2.3 kHz

音箱類型： 透過後推調諧端口的低音反射

尺寸（寬 x 深 x 高）： 190 x 240 x 312 mm

重量：

STUDIO 620

單 5.25"、2 路壓縮驅動器可壁掛式環繞聲音箱

5.25" (133mm) PolyPlas 低頻低音喇叭

高清晰成像 (HDI) 波導技術與 1" (25mm) 高頻壓縮驅動器

推薦的放大器功率： 最大 100W

頻率回應： 65 Hz - 40 kHz

靈敏度： 84 dB, 1M, @2.83V

標稱阻抗： 6 歐姆

分頻頻率： 2.4 kHz

音箱類型： 密封式箱體

尺寸（寬 x 深 x 高）： 285 x 150 x 300 公釐

重量： 5.86 公斤

STUDIO 610

6.88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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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5.25"、2.5 路壓縮驅動器中置音箱

四 5.25" (133mm) PolyPlas 低頻低音喇叭

高清晰成像 (HDI) 波導技術與 1" (25mm) 高頻壓縮驅動器

推薦的放大器功率： 最大 200W

頻率回應： 58 Hz - 40 kHz

靈敏度： 90 dB, 1M, @2.83V

標稱阻抗： 6 歐姆

分頻頻率： 600 Hz, 2.2 kHz

音箱類型： 透過後推調諧端口的低音反射

尺寸（寬 x 深 x 高）： 760 x 230 x 190 公釐

重量：

STUDIO 665C

雙 5.25"、2 路壓縮驅動器中置音箱

雙 5.25" (133mm) PolyPlas 低頻低音喇叭

高清晰成像 (HDI) 波導技術與 1" (25mm) 高頻壓縮驅動器

推薦的放大器功率： 最大 150W

頻率回應： 64 Hz - 40 kHz

靈敏度： 85 dB, 1M, @2.83V

標稱阻抗： 6 歐姆

分頻頻率： 1.7 kHz

音箱類型： 密封式箱體

尺寸（寬 x 深 x 高）： 440 x 190 x 190 公釐

重量： 8.62 公斤

STUDIO 625C

16.12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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