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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为降低火灾风险，请更换为额定规格相同的同类型保 
险丝。

安全标准
本产品的设计符合 IEC 62368 国际电气安全标准的要求。

注意
切勿打开，有触电危险。

等边三角形中有箭头闪电标号的图形表示警告用户在产品
内有未绝缘的“危险电压”，其危险强度足以造成人员触

电危险。

等边三角形中有感叹号的图形表示警告用户该设备在操作
与维护（维修）方面应严格按照所附设备说明来操作。

注意：为了降低触电的危险，切勿拆下盖板（或背板）。

里面没有用户可维护的零件。需要维修时，请找专业的维

护人员。

警告：为了降低起火或触电危险，切勿将这些部件暴露在

雨水或潮湿的环境下。

注意：在加拿大和美国，为了防止触电，请将插头的宽片

插脚对准插座的宽槽孔，将插头完全插入插座。 

本产品是严格地按照质量与安全标准设计与制造的。但

是，您仍应了解以下安装与操作注意事项。

1. 注意警告与说明
在操作本设备前，您应阅读所有的安全与操作说明。存放

好本手册以便日后参考，并严格遵守本手册中或设备上所

有的警告。

2. 水源与潮湿
电气设备靠近水源是很危险的。切勿将该设备放在水源附

近，例如，浴缸、洗脸盆、洗碗池附近、潮湿的地下室或

泳池附近等等。

3. 进入异物或液体
小心，切勿让异物落入或让液体通过开口处溅入机壳内。

承装液体的容器（如花瓶），切勿放在该设备上。

4. 通风
切勿将设备放在床上、沙发、地毯或软表面上，也不要放

在密闭的书架里或柜子里，因为这样会影响其通风。为获

得适当的通风，建议在设备的四周与顶部至少留有 50 毫
米的距离。

5. 热源
将设备远离明火或产生热源的装置，如散热器、炉子或其

它发热的电器（包括其它放大器）。

6. 气候
该设备设计适用于温和的气候环境。

7. 支架
只能使用适合音响设备的支架。如果设备放在一个便携式

支架上，应小心地移动，以防碰翻了整套组合。

8. 清洁
在清洁前，拔出设备的主电源插头。

一般情况下，其外壳只需用柔软而无绒的微湿布擦拭。切

勿使用涂料稀释剂或其它化学溶剂清洁。

我们建议不要使用家具清洁喷雾剂或抛光剂，否则，如果

再用湿抹布擦就会造成无法去掉的白色印迹。

9. 电源
本设备必须使用随机提供的电源线连接至主插座。要断开

本设备电源，必须拔掉电源线。请确保电源线随时可得。

只能将本设备连接到操作说明书上所描述的或设备上所标

记的电源上。

这是属于 Class 1 级的设备，必须接地。

主电源开关制是属于单极开关。当电源开关处于“Off”状

态时，设备并未与主电源完全断开。

10. 电源线保护
电源线应合理布置走线，避免被踩踏或被放置于其上的物

品划伤或压伤。特别要注意电线与插头，以及设备上的引

出线的位置。

11. 接地
确保接地装置是完好无损的。

12. 电源线
电源线要远离室外天线/收音机天线。

13. 设备不使用期间
如果设备有待机功能，在这种状态下小量电流会继续流过

设备。如果长期不用设备，从插座上拔出设备的电源线。

14. 异味
如果发现设备产生异味或烟雾，立即关断电源，从墙上插

座中拔出插头。立即与您的零售商联系。

15. 维修
请不要尝试对本设备进行本手册描述以外的维护。其它维

修工作应由专业维护人员进行。

16. 损坏后需要的维护服务
当设备出现以下情况时需要专业维修人员维修：

A. 电源线或插头损坏，或

B. 异物落入或液体溅入设备内，或

C. 设备被雨淋湿了，或

D. 设备工作不正常或其性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或

E. 设备曾被跌落地上或外壳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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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符号表示本 Primare 产品符合欧洲共同体的 EMC（电磁

兼容性）和 LVD（低电压指令）标准。

WEEE 符号表示本 Primare 产品符合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

报废电子电气设备 (WEEE) 的 2002/96/EC 指令。本产品必

须按照这些指令进行适当的回收或处理。请咨询当地的废

物处置部门以获得指导。

RoHS 符号表示 Primare 产品的设计和制造符合欧洲议会和

理事会 2002/95/EC 指令中规定的有害物质限制 (RoHS)。

版权与声明
Copyright© 2019 Primare AB. 
保留所有权利。

Primare AB
Limstensgatan 7
21616 Limhamn
Sweden

http://www.primare.net

版本：A35.2/1

本指南所含信息在其出版时是正确的。但由于产品不断开

发和改进的需要，Primare AB 公司有权更改手册内容及产

品规格，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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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指示：
1. 阅读这些指示

2. 保存这些说明

3. 注意所有警告(电击、保险丝、电池更换)

4. 遵守所有指示

5. 不要在近水处使用本设备

6. 仅用干布清洁本设备

7. 不要堵塞任何通风口，按照制造商的指示进行安装。

8. 不要安装在热源附近，例如散热器、热风调节器、火炉或其它产生热量的设备 
（包括放大器）。

9. 不要阻碍极性或接地型插头的安全性能。极性插头有两个插脚，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宽

一些。接地型插头有两个插脚和第三个接地插脚。较宽插脚或第三个插脚旨在保护您

的安全。如果提供的插头不适配您的插座，请咨询电工，更换过时的插座。

10. 防止电源线受踩踏或挤压，特别是插头处，插座处及其设备出口处。

11. 仅使用制造商指定的附件/配件

12. 只能使用由制造商指定或随设备销售的推车、支架、三脚架、架子或桌子。

使用手推车时，请小心移动车/设备组合，以免因翻倒而受伤。 

13. 雷雨天或长时间不使用时，请拔下插头。

14. 把所有维护工作交给有资质的维护人员，设备有任何损伤，例如电源线或插头受损、

液体或异物进入设备、设备淋雨或受潮、不能正常工作或摔坏时，需要维护。

15. 请勿让本设备淋水或溅水，切勿将盛有液体的物体（如花瓶）放置在设备上。

16. 如需完全断开本设备的交流电源，请从交流电源插座拔下电源插头。

17. 设备电源线（有时也被称为“电源插头”）用作断开装置，应在任何时候都能接触和

操作。

18.   海拔2000M以下和非热带使用的警告。

19. 点燃的蜡烛等明火不应该放在设备上。

警告：为减少火灾或触电危险，请勿让本设备淋雨或受潮

等边三角形内带箭头符号的闪电图案旨在提醒用户产品外壳中存在非绝缘的 

“危险电压”，可能足以构成对人员的触电危险。

等边三角形内的感叹号旨在提醒用户随机文档中存在重要的操作和维护 

（维修）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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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标示：图中数字为产品环保使用年限。仅指电子信息产品中含有的有毒有

害物质或元素不致发生外泄或突变从而对环境造成污染或对人身、财产造成严重损害的年限。 

The left drawing is the Marking for Control of Pollution Caused by Electronic Information Products: the number in 

the drawing is the environment-friendly use period. Refers to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toxic or hazardous 

substances or elements contained i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products will not leak or mutate under normal  

operating conditions so that  the use of such electronic information products will not result in any sever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y bodily injury or damage to any assets.   

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名称及含量 

The Hazardous Substance Name And Content 

部件名称 

part name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The Hazardous Substance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VI)）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塑料    Plastic  ○ ○  ○  ○  ○  ○ 

箱体和外壳 

Cabinet and Chassis 
X  ○  ○  ○  ○  ○ 

电路板  PCBA  X  ○  ○  ○  ○  ○ 

扬声器  Speaker  X  ○  ○  ○  ○  ○ 

变压器    Transformer  X  ○  ○  ○  ○  ○ 

电源适配器 

Power Supply 
X  ○  ○  ○  ○  ○ 

电源线    Power cord    X  ○  ○  ○  ○  ○ 

连接线以及线缆 

Cable 
X  ○  ○  ○  ○  ○ 

支架  bracket  X  ○  ○  ○  ○  ○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SJ/T 11363-2006 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 Indicates that this toxic or hazardous substance contained in all of the homogeneous materials for this part is below the limit

requirement in SJ/T11363-2006. 

X：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SJ/T 11363-2006 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 

X： Indicates that this toxic or hazardous substance contained in at least one of the homogeneous materials used for this part is 

 above the limit requirement in SJ/T11363-2006. 

上图表明产品中哪些部件中含有所列的物质。所售产品中可能不含有所有所列的部件。 

The table shows in what parts of the product the listed substances can be found. Note that some of the parts listed 
above may not be included in this product. 

 
 

备注：此产品所标示之环保使用年限，指在一般正常使用状况下。 

Remark: The marked environment-friendly use period of the unit is only under the normal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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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祝贺您选购 A35.2 功率放大器
本用户指南介绍产品功能以及如何设置放大器以达到最佳

音质和操作简便性，从而针对各种讯源实现最愉悦的播放

体验。

如需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请联系当地的 Primare 授权经销

商，或访问公司网站：www.primar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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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

1 打开 A35.2 包装

A35.2 主机附带以下配件：

 z 电源线

 z IR/触发线缆

 z AC 极性笔（含电池）

 z 短接线

如缺失任何配件，请联系您的授权经销商。建议您保留包

装箱，以备日后需要运输本机时使用。

2 连接音箱

A35.2 可直接连接一对阻抗为8Ω的扬声器。

 z 将左侧和右侧扬声器连接到后面板上对应的接线端口。

接线端口可插接端部为裸导线、铲形端子或香蕉插头的音

箱线缆。

为获得最佳音质，将每个音箱的红色电线连接到标有 + 号
的红色端口，每个音箱的黑色电线连接到标有 – 号的黑色

端口。 

需要连接裸线时，松开端子螺丝，将裸线穿过端子螺栓上

的小孔，将端子拧回去、拧紧，用手将端子向下拧紧，将

导线夹紧、到位。

放置扬声器的建议
为了达到最佳效果，扬声器应该相距 2-3 米放置，距后墙

至少 20 厘米，距侧墙至少 50 厘米。坐着聆听扬声器时，

扬声器中的高音单元或高音元件应当位于头高的位置。

3 连接输入

 z 使用左侧和右侧 RCA 输入或左侧和右侧 XLR 输入将 
A35.2 连接到前级功率放大器或处理器。

 z 将输入选择开关放在适当位置。 

如果您正在使用 RCA 输入，则使用高品质的立体声 RCA 线。

如果您正在使用 XLR 输入，则使用平衡 XLR 缆线。

4 连接电源

 z 使用 A35.2 随附电源线，连接设备上背板电源输入和电

源插座。

如果该电源线与您的电源插座不匹配，请咨询授权经销商

寻求帮助。

注意：请见相位 11 页，了解如何使 A35.2 达到最佳音质。

警告：连接或断开任何线缆之前，必须使A35.2与
主电源断开。

 z 使用后面板上的开关启动 A35.2。 

A35.2 进入待机模式，同时前面板灯光变暗。

5 开启

 z 按前面板 Primare 图标中间的待机开关  

指示灯闪烁几秒钟，随后保持常亮。

如果 20 分钟未收到信号，A35.2 会自动进入待机模式以减

少耗电。

自动待机

默认下，如果 20 分钟未收到信号，A35.2 会自动进入待机

模式以减少耗电。

关闭自动待机功能
 z 按住前面板按钮几秒钟，待指示灯闪烁两次并变为持续

点亮后松开按钮。 

开启自动待机功能
 z 使用后面板上的开关先将 A35.2 关闭，然后再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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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图示介绍后面板上每个接口的功能：

后面板连接

TRIG IN

TRIG OUT RS232
R XLRRCA L

 BALANCED

UNBALANCED
SENSE

OFF RCA 2 CHANNE L NORMA L

+6dB
ONLY BRIDGED MODE

BRIDGEDXLRON

INPUT OUTPUT GAIN

R L

ANALOG INPUT

SPEAKER
SHORT

RIGHT SPEAKER LEFT SPEAKER

触发 RS232 感应功
能开启/
关闭

RCA/
XLR

桥接 
模式

增益 非平衡输入 平衡输入 右侧扬声器 左侧扬声器 开启/关闭， 
电源，和保险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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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放大器模块

Primare UFPD 2 

电源

Primare APFC

音箱输出

立体声
2 x 200W（8Ω负载），2 x 400W（4Ω负载）

桥接
1 x 800W（8Ω负载），1 x 500W（4Ω负载）

模拟输入

1 x RCA，15kΩ阻抗 

1 x XLR，30kΩ阻抗 

性能

增益
RCA: 26dB

XLR: 20dB

频率响应
20Hz – 20kHz：-0.2dB

失真
THD + N：< 0.008%，20Hz–20kHz，10W，8Ω负载

信噪比
>110dB 

通用

控制
触发输入/输出

RS232 

自动感应：开启/关闭

输入：RCA/XLR

增益：+6db 仅桥接模式 

功耗
关闭：0W
待机：<0.4W
运行：<28W

尺寸 
430 x 400 x 145 mm（宽 x 深 x 高），包含旋钮和接口

430 x 382 x 145 mm（宽 x 深 x 高），不含旋钮和接口

重量
11.7kg

颜色
黑色或钛灰色

注释：功能和规格均为初步确定，有可能更改。

技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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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说明可帮助您通过 A35.2 获得最佳音质。

相位

交流电的相位会直接影响系统的声音品质。

使用 A35.2 配套提供的极性笔确认交流电源线上哪个是火

线插脚。

确保从背板看过去，交流电线的火线插脚连接到电源连接

器左边的插脚。

火线

煲机

您的 Primare 在初始煲机大约 24 小时之后开始听起来音效

最佳。 

您将注意到至少再经过 3 天的播放，在音质上会有进一步

的小幅提高。

RS232
RS232 端口：可将 A35.2 连接到中央控制系统进行操作及

控制。使用绞合（零调制解调器）线缆。如需了解更多信

息，请通过电子邮件info@primare.net联系Primare，或访问

网址www.primare.net。

触发

为操作方便，可通过远距离连接线缆开启和关闭 A35.2，
这样便无需与系统中的前级功率放大器分开进行开启或

关闭。 

要从 Primare 处理器或前级功率放大器远距离开启和关闭 
A35.2，应使用端部带有 3.5mm 插头的双芯线缆将处理器/
前级功率放大器的 TRIG OUT 信号连接到 A35.2 上的 TRIG IN 
插口。

TRIG OUT 插口可通过菊花链方式将远距离输出信号传送到

更多 A35 系列功率放大器。

感应

A35.2具有自动感应功能，可在 20 分钟未收到信号的情况

下使功率放大器进入待机状态。如果感应到输入信号，功

率放大器会自动退出待机模式。

开启自动感应功能
 z 将 SENSE 开关切换到 ON 位置。

桥接模式

A35.2可在桥接模式下使用，以便为单个扬声器提供双倍

输出功率。

配置 A35.2 的桥接模式
 z 使用后面板上的开关关闭 A35.2。

 z 将 OUTPUT 开关切换到 BRIDGED 位置。

 z 将输入信号连接到 L RCA 或 XLR 输入。

 z 根据所用的输入，将 INPUT 开关切换到 RCA 或 XLR。

 z 将扬声器连接到音箱端口 RIGHT+ 与 LEFT– 之间。

 z 将配套提供的短接线连接到音箱端口 RIGHT– 与 LEFT+  
之间：

SPEAKER
SHORT

RIGHT SPEAKER LEFT SPEAKER

Shorting

link

短接线

 z 可选择性地将 GAIN 开关切换到 +6dB 位置以提供更高

输出功率。

A35.2 现在将以桥接模式运行。

附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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