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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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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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G 和 5G FCC 声明

本设备符合 FCC 规则第 15 部分的规定。操作须遵循以下

两个条件： 

1. 本设备不会造成有害干扰，以及 

2. 本设备必须接受任何收到的干扰，包括可能导致意外操

作的干扰。 

注意：本产品已经过测试，符合 FCC 规则第 15 部分对 B 

类数字设备的限制。这些限制旨在针对住宅安装中的有害

干扰提供合理的防护。本产品可产生、使用并放射射频能

量，如果不按照说明进行安装和使用，可能会对无线电通

讯造成有害干扰。但是，无法确保特定安装中不会产生干

扰。如果本产品确实对广播或电视接收造成有害干扰，可

通过关闭和打开设备来确定，建议用户尝试通过以下一种

或多种措施来排除干扰： 

• 重新调整或安置接收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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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大设备与接收机之间的距离。 

• 将设备连接到与接收机所连接的电路不同的插座上。 

• 请咨询经销商或有经验的广播/电视技术人员寻求帮助。

请注意：未经负责合规方明确批准的更改或修改可能会导

致用户操作设备的权限无效。

安装和操作本设备时，应与散热器和身体之间保持至少 20 

厘米的距离。

本设备符合加拿大工业部免许可 RSS 标准。操作须遵循以

下两个条件： 

1. 本设备不会造成有害干扰，以及

2. 本设备必须接受任何干扰，包括可能导致设备意外操作

的干扰。

根据加拿大工业部的规定，该无线电发射机只能使用加拿

大工业部针对发射机所批准的类型和最大（或更小）增益

的天线进行操作。为了减少对其他用户所造成的潜在无线

电干扰，应选择等效全向辐射功率 (e.i.r.p.) 不超过成功通迅

所需功率的天线类型及其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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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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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祝贺您选购I15 Prisma集成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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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5包装

I15主机附带以下配件：

 l 用户指南

 l Chromecast（谷歌电视棒）内置快速入门指南

 l 电源线

 l 红外线缆

 l 触发/联动控制线缆

 l 蓝牙和Wi-Fi天线

 l C25 遥控器（配电池）

 l AC极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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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II5的显示屏上有一层保护膜。撕掉保护膜以获得更清

晰的显示效果。

2. 连接扬声器

I15可直接连接一对扬声器。

 l 将每个扬声器的红色接线连接到标有 + 的红色端子、将

每个扬声器的黑色接线连接到标有 - 的黑色端子。 

端子可接受铲形端子、香蕉插头，或裸线端头的扬声器

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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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输出

I15在RCA接口的ANALOG OUT（模拟输出）端提供可变电

平模拟输出，以便连接有源音箱。

数字输出

I15还在RCA接口上提供一个同轴数字输出。

3. 连接输入

您可将多达两个模拟讯源和多达四个数字讯源连接到背板

上的输入端。

模拟讯源

 l 使用优质 RCA 线缆将模拟讯源连接到 A1。

 l 可使用端接在 3.5mm 插头的线缆将另一个模拟讯源连

接到 D6。

数字讯源

 l 使用光缆将数字光源连接到数字光纤输入D2 至 D4。 

D6 可用于附加光源。

 l 使用数字RCA线缆将数字同轴讯源连接到D5。

您还可以将U S B闪存盘连接到U S B - A输入端，将P C或

Mac（苹果电脑）连接到USB-B输入端，以将I15用作您计

算机的音频输出设备。如需更多信息，请见播放驱动盘或

音乐服务器中的音乐，13页。

流媒体传送

可通过蓝牙或 Wi-Fi，或通过有线以太网连接将音乐从手

机、平板电脑、电脑或其他 Prisma 产品以流媒体方式无线

传送到 I15。如需更多信息，请见从手机、平板电脑或PC

传送音乐流媒体，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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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连接天线

 l 将 I15 随附的两根天线连接到背板上的 ANT 1 和 ANT 2 

插座，并使两根天线轻微偏离垂直方向。

一根天线用于蓝牙连接，另一根用于 Wi-Fi 连接。

5. 连接电源

 l 将 I15 随附电源线的一端插入背板上的电源接口，将另

一端插入墙上的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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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页，了解如何使I15达到最佳音质。

警告：在连接或拔下任何接线前，请务必先将 I15 

的电源插头从电源插座拔下。

 l 使用背板上的开关打开 I15。 

要从待机状态开启

 l 按前面板或遥控器上的O。

显示屏显示：

PRIMARE

6. 连接到网络

当第一次启动 I15时，会有提示信息让您指定如何连接

网络：

How do you want to
setup your network?

WiFi Cable

为获得最佳效果，我们推荐通过线缆连接。

通过以太网线缆连接

要通过以太网线缆连接，选择Cable（线缆）。

当I15已准备好设置网络时，屏幕会显示：

Configure network

 l 在您的路由器与I15后面板的LAN插口之间连接一根以

太网线缆。 

 l 将免费Google Home（谷歌家庭）App安装到您的移

动设备上。

 l 运行Google Home（谷歌家庭）。

它会显示New device found, I15（找到新设备，I15）。

 l 点击SET UP（设置），按照说明进行操作。

播放测试音频后，系统会提示您为I15选择一个名称。

您现在可向I15传送音乐流媒体。

从以太网网络断开

 l 拔出以太网线缆。

通过Wi-Fi连接

要通过Wi-Fi连接，应选择WiFi。

当I15已准备好设置网络时，屏幕会显示：

Setup mode

 l 确保您的移动设备已开启蓝牙和Wi-Fi功能。

 l 将免费Google Home（谷歌家庭）App安装到您的移

动设备上。

 l 运行Google Home（谷歌家庭）。

它会显示New device found, I15（找到新设备，I15）。

 l 点击SET UP（设置），按照说明进行操作。

播放测试音频后，系统会提示您连接家庭Wi-Fi网络。

 l 选择Wi-Fi网络，并输入密码。

您现在可向I15传送音乐流媒体。

从Wi-Fi网络断开

既可以：

 l 在Google Home（谷歌家庭）App中选择I15的Wi-Fi 

settings（Wi-Fi设置）。

 l 选择Forget this network（忽略此网络）。

也可以：

 l 将 I 1 5 恢复成出厂默认设置；请见恢复出厂设

置，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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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图示介绍后面板上每个端口的功能：

Right
speaker

Analogue
output

Analogue
input

Coax
digital
input

Optical/
digital

analogue
input

Coax
digital
output

Left
speaker

USB-B
input

Network
status

Ethernet
and USB-A

input

Optical
digital inputs

Power and fuse

On/offTrigger
IR

in/out RS232

模拟输出 模拟输入 光纤数字输入 光纤/  
数字模
拟输入

同轴
数字
输入

USB-B
输入

同轴
数字
输出

以太网和
USB-A输入

网络状况 右侧扬声器 左侧扬声器

红外输入/ 
输出触发 RS232 开/关

电源和保险丝

后面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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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 between on and standby
Press and hold to switch all
Primare products to standby

Step between dim levels

Navigate right in settings menus or
select next input

Increase the volume,
or navigate up in settings menus

Reduce the volume,
or navigate down in settings menus

Next/previous track in stream

In the settings menus navigates back
or cancels editing a setting

Press briefly to
mute the sound

Press and hold to
 show network info

Select item in settings menus

Navigate left in settings menus or
select previous input

Select remote mode.
Press twice to select

device on second line

Decrease the volume

Play/pause stream

Increase the volume

Display the front panel settings menus

Indicators light when
pressing a button

Top: AMP, PRE, or CD mode
Bottom: AV, SC, or AUX mode

Select an input or track number
Press and hold to enter the first digit
of a two-digit input or track number,
then press the second digit

Pause stream

选择I15模式

遥控器可以操作您系统中所关联的任何Primare产品。

使遥控器能够操作I15
 l 按AMP AV按钮一次。

使遥控器能够操作另一产品

 l 按AMP AV、CD SC或PRE AUX按钮，视产品而定。

按一次选择按钮第一行的产品，或按两次选择第二行的

产品。

当按下一个按钮时遥控器顶部的指示灯点亮，以显示遥

控器处于哪种模式。

安装电池

使用遥控器之前，需要装入 C25 随附的两节 AAA 电池。

 l 轻轻按下遥控器中央附近的后盖打开遥控器背面的盖

子，并将其向遥控器边缘滑动。

 l 按照电池仓底部所标示的极性装入两节电池。

 l 重新合上盖子，推动盖子直到卡到位。

注意：只能换用型号为 AAA 或同一类型的 1.5V 碱

性电池。

处理旧电池时请注意保护环境。

使用遥控器

短按则静音 在开机与待机之间切换 按下并按

住可将所有Primare产品切换至待机

状态

选择输入或曲目编号 按下并按住可

输入两位输入值或曲目编号的第一

位，然后按下第二位

在调光亮度之间切换

增大音量， 

或在设置菜单中向上移动

在设置菜单中向右移动或选择下一

个输入

减小音量， 

或在设置菜单中向下移动

在设置菜单中退回或取消对设置的

编辑

流媒体中的下一首/上一首曲目

显示前面板设置菜单

暂停流媒体

当按下按钮时指示灯点亮

上：AMP、PRE或CD模式 

下：AV、SC或AUX模式 

长按可显示网络信息

在设置菜单中向左移动或选择前一个输入

选择设置菜单中的项目

选择遥控模式。

按两次以选择第二行的设备

提高音量

降低音量

流媒体播放/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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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 between on and standby
Press and hold to switch all
Primare products to standby

Step between dim levels

Navigate right in settings menus or
select next input

Increase the volume,
or navigate up in settings menus

Reduce the volume,
or navigate down in settings menus

Next/previous track in stream

In the settings menus navigates back
or cancels editing a setting

Press briefly to
mute the sound

Press and hold to
 show network info

Select item in settings menus

Navigate left in settings menus or
select previous input

Select remote mode.
Press twice to select

device on second line

Decrease the volume

Play/pause stream

Increase the volume

Display the front panel settings menus

Indicators light when
pressing a button

Top: AMP, PRE, or CD mode
Bottom: AV, SC, or AUX mode

Select an input or track number
Press and hold to enter the first digit
of a two-digit input or track number,
then press the second digit

Pause stream

前面板控制键

待机 O
将 I15 切换到待机状态，或将其从待机状态打开。

选择器

输入之间的步进。

A和V
改变音量。

设置菜单

同时按A和V可显示设置菜单或从菜单中退出。

在设置菜单里：

按A或V可在设置之间选择。

按SELECTOR按钮可以选择一个设置或保存已编辑的设置。

按住SELECTOR 按钮退回或取消对设置的编辑。

调整音量

I15允许您在0（静音）到 99（最大）的范围内调整音量。

要调整音量

 l 按前面板上的A或V按钮，或者按遥控器上的 + 或 – 按

钮或者A或V按钮。

当前的音量设置显示在前面板上，例如：

VOL28

选择讯源

I15 提供了 7 个可供选择的输入。这些输入最初以下表中

所示的名称标注，但您也可以根据您系统中的讯源类型为

它们赋予合适的别名；详见ALIAS（别名），15页。

标记 说明

A1 RCA 接口的模拟输入。

D2–D4 TOS 接口的数字光纤输入。

D5 RCA接口的数字同轴输入。

D6 3.5mm 插口的数字光纤或模拟输入。

PC/MAC(7) USB-B 接口的数字拟输入。

选择一个信号源

 l 按下前面板上的 SELECTOR 按钮，直到该输入源显示在

前面板显示屏上；例如：

A1

 l 或者，在遥控器上按 < 或 > 按钮在几个源之间进行选

择，或按遥控器上 1 到 7 按钮中的一个来直接选择相应

的讯源。

调节显示屏亮度

调节前面板显示的亮度

 l 按遥控器上的 DIM 按钮进行照明和无照明之间的三级

步进调节。

如果将显示屏关闭，当您操作任何控制键时显示屏会立即

恢复显示。

显示屏在十分钟后自动变暗；您可在设置菜单中调节延时

时间；详见通用设置，16页.

使用 I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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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dspeakers

I15

Digital optical source

USB-A to USB-B cable

Digital optical cable

Coax cable

RCA cable

PC/Mac

Digital coax source

Analogue source

连接直接讯源

要通过I15播放音乐，几种方法都使用线缆将讯源与I15连

接，不需要Wi-Fi、以太网或蓝牙。

播放讯源音乐

 l 用合适的线缆连接讯源：

模拟 Phono RCA线缆

数字光纤源 数字光缆

数字讯源 数字同轴线缆

 l 通过前面板或使用遥控器选择讯源。

如果将手机或平板电脑连接到I15所在的Wi-Fi网络，则也

可使用Prisma App选择和控制讯源。

将I15用作PC/MAC声音输出设备

 l 使用USB-A至USB-B转接线缆将MAC或PC连接到I15。 

个人电脑

要求Windows 7、8、8.1或10（32/64位）。 需要安装 

Primare xmos 音频驱动程序，可通过网站 primare.net 获取。

苹果电脑

建议使用 OSX 10.4 或更新版本。不需要驱动程序。

 l 使用 USB A 转 USB B 线缆，将电脑的 USB 端口连接到 

I15 的 B 型 USB 输入。 

在个人电脑中，I15 会显示为声音控制面板中的声音输出

设备 I15；在苹果电脑中，显示为声音系统首选项面板。

 l 选择I15上的PC/MAC讯源

 l 在Mac声音系统首选项面板或PC声音控制面板中选择

I15作为声音输出设备。

数字光纤源数字光纤源

PC/MAC

数字同轴讯源

同轴线缆
模拟讯源

数字光缆

RCA线缆
USB-A至USB-B转接线缆

扬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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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驱动盘或音乐服务器中的音乐

I15

Loudspeakers

Music server

Hard drive

Router

您可以从USB闪存盘、外部USB 硬盘或网络驱动器播放音

频文件。如果您已建立数字的CD或音乐文件库，则适合使

用这些方式。

在USB闪存盘或USB硬盘上，文件可放置在文件夹中，以

便对音乐进行分类，例如按艺术家分类。

在NAS驱动器上，您可以运行一个媒体服务器程序，通过

该程序对乐库进行分类，按照不同方式整理乐库，例如按

艺术家、流派、专辑或作者分类。MinimServer是一款免费

的媒体服务器程序；详见 http://minimserver.com/。

从USB闪存盘或硬盘播放音频文件

 l 将USB驱动盘连接到I15上的USB-A输入端口。 

USB驱动盘可包含文件夹和任意常用格式的音乐文件；请

见技术规格，18页了解详情。

 l 使用Prisma App浏览、播放和控制音乐。

从NAS（网络）驱动器播放音频文件

 l 将NAS驱动器连接到I15所在的网络。

NAS驱动器既可以包含文件夹和任意常用格式的音乐文

件，也可以运行音乐服务器。请见技术规格，18页具体

了解可支持的文件格式。。

 l 使用Prisma App浏览、播放和控制音乐。

或者，您可使用音乐服务器程序（例如 J R i v e r 或 

Foobar2000）从Mac或PC选择和播放音乐。 

路由器

硬盘

音乐服务器

扬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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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dspeakers

I15

Router
Internet music

servicesEthernet cable

PC/Mac

从手机、平板电脑或PC传送音乐流媒体

I15可利用Chromecast直接连接可支持Chromecast的音乐

服务，例如Spotify、Deezer、Tidal或TuneIn Radio。音乐流

媒体直接传送到I15；设置完成后，您可以使用手机打电

话，或播放其他音频。

您还可利用手机、平板电脑或M a c / P C，通过蓝牙

或AirPlay（仅iOS）将音频无线发送到I15，这样设备运行

的任何App的声音都可通过I15播放。

尽管可通过Wi-Fi传送音乐流媒体，但要获得最佳效果，应

将I15通过以太网线缆连接到家用路由器。如有必要，请

使用 Google Home（谷歌家庭） App 配置 I15 的网络设置。

利用Chromecast传送流媒体

I15具有内置 Chromecast，这意味着您可以通过您的网络

从任何支持 Chromecast 的音乐服务将音乐流媒体直接发送 

（投射）到I15，并将台式机或移动设备上安装的相应音

乐服务的App作为控制程序。

 l 点击音乐服务App中的Cast（投射）按钮，并从设备列

表中选择I15。

利用AirPlay传送流媒体

利用AirPlay通过网络将音频从苹果设备发送到I15。AirPlay

仅在苹果设备上提供。

利用蓝牙传送流媒体

利用蓝牙技术通过蓝牙连接将音频直接从蓝牙设备发送到

I15。利用蓝牙，无需网络即可传送流媒体。

利用Spotify Connect传送流媒体

I15支持Spotify Connect，这意味着您可以通过您的网络从

Spotify音乐服务将音乐流媒体直接发送到I15，并将台式机

或移动设备上安装的Spotify App作为控制程序。 

以下是Spotify的说明：

利用Spotify Connect大声播放

1. 将I15连接到您的Wifi网络。

2. 打开使用相同Wifi网络的手机、平板电脑或笔记本

电脑上的Spotify App。

3. 播放歌曲并选择Devices Available（可用设备）。

4. 选择I15并开始收听。

以太网线缆
因特网音乐服务

PC/MAC

路由器

扬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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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设置菜单

您可以利用前面板、遥控器或Prisma App查看和更改I15

设置。

要显示设置菜单

 l 同时按前面板上的A 和V 按钮，或按遥控器上的

MENU（菜单）按钮。

显示出设置菜单：

I15 SETTINGS 20

INPUT
AUDIO
GENERAL

要在设置之间进行选择

 l 按前面板或遥控器上的A或V按钮。

当前设置突出显示。

要修改设置

 l 按前面板上的 SELECTOR按钮，或者遥控器上的 SELECT 

按钮。

当前值突出显示。

 l 按前面板上的A或V按钮，或遥控器上的A或V或者<

或>按钮，以更改设置值。

在您修改的时候，新值显示在菜单里。

 l 按前面板上的SELECTOR 按钮，或者遥控器上的 SELECT 

按钮以保存您已经设置好了的值。

退回或取消对设置的编辑

 l 按下并按住前面板上的SELECTOR按钮，或按遥控器上

的 按钮。

要退出设置菜单

 l 同时按前面板上的A 或V 按钮，或按遥控器上的

MENU（菜单）按钮。

输入设置

通过 INPUT SETTINGS（输入设置）菜单，可定制输入以

使这些信号源适合您的系统；

A1 SETTINGS 20

INPUT A1

ALIAS A1

STATUS ENABLED

INPUT（输入）

初始时，INPUT SETTINGS（输入设置）显示当前选定输

入的设置。另外，可通过 INPUT（输入）选项在所有输入

之间进行切换。后续选项会随输入而改变。

ALIAS（别名）

用来为讯源赋予名称；例如RADIO。

 l 突出显示A L I A S（别名）项，然后按前面板上的

SELECTOR按钮，或遥控器上的SELECT（选择）按钮。

会显示 RENAME INPUT（重命名输入）菜单：

RENAME INPUT 20

A

 l 按前面板上的A或V按钮，或遥控器上的<或>按钮，

以选择第一个字母。

 l 按前面板上的SELECTOR 按钮，或按遥控器上的 SELECT 

按钮进行选择。

添加了每个字符之后，可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

ADD NEW CHARACTER（添加新字符）

CONFIRM ‘A’（确认 ‘A’）

CLEAR ALIAS（清除别名）

其中CONFIRM（确认）显示您到目前为止所输入的别名。

 l 选择ADD NEW CHARACTER（添加新字符）以添加剩

余字母，最多六个字符。

 l 在输入所需的别名后，选择CONFIRM（确认）。

STATUS（状态）

在 ENABLED（启用）（默认）或 DISABLED（禁用）之间

进行选择，以指定是否启用输入。

AUTO SENSE（自动感应）

在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SELECT（选择）：如果I15打开，

自动选择一个包含音频信号的输入；WAKE+SELECT（唤醒

+选择）：如有必要，自动将I15从待机状态唤醒，并选择

一个包含音频信号的输入；OFF（关闭）（默认）：禁用

自动切换功能。

VOLUME（音量）

在 VARIABLE（可变）（默认）或 FIXED（固定）之间进

行选择，以指定输入是否应具有可变或固定增益。

FIXED（固定）为 0dB 增益，相当于音量设置 66，并且

会超过 AUDIO SETTINGS（音频设置）中的 MAXIMUM 

VOLUME（最大音量）。

选择 FIXED（固定）会显示音量过大警告。选择YES （是）

继续，或NO（否）取消固定增益设置。

固定增益起到SSP（环绕立体声直通）的作用，这样可在

多通道系统中将I15作为放大器使用。

INPUT GAIN（输入增益）

在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30dB - -1dB、0dB（默认）或 

+1dB - +30dB，为选定输入设置增益。

如果输入端的增益设置得过高，则可能出现削波。

配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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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设置

AUDIO SETTINGS（音频设置）菜单可用于自定义平衡和

启动音量以及最大音量和静音音量。

AUDIO SETTINGS 20

BALANCE 00LR00

STARTUP VOLUME 30

MAXIMUM VOLUME 99

BALANCE（平衡）

在 00LR-9（最左侧）、00LR00（居中，默认）和 -9LR00

（最右侧）之间调整平衡。

STARTUP VOLUME（启动音量）

将常规启动音量设置为 0 - 60 之间。默认值为 20。

MAXIMUM VOLUME（最大音量）

将最大音量限制设置为 0 - 99 之间。默认值为 99。

MUTE VOLUME（静音音量）

设置设备静音时的音量。可在0（默认）与30之间选择。

如果当前音量低于指定的 MUTE VOLUME（静音音量），

则按静音按钮时音量会设置为 0。

通用设置

通过 GENERAL SETTINGS（通用设置）菜单，可配置 I15 

的常规操作：

GENERAL SETTINGS 20

FRONT PANEL UNLOCKED

AUTO-DIM AFTER 10MIN

STANDBY SETTINGS

SHOW INPUTS（显示输入）

选择ALL（所有）（默认）可显示所有输入，或者选择 

WITH SIGNAL（带信号）只显示有信号的输入。

FRONT PANEL（前面板）

选择L O C K E D（上锁）以锁定前面板按钮，或选择

UNLOCKED（解锁）（默认）以使用按钮。

要解锁前面板按钮，可使用遥控器选择此菜单，或将I15

与电源断开几秒钟。

AUTO-DIM（自动调光）

选择无用户交互之后显示屏调光的延迟时间，选项如

下：AFTER 1MIN（1分钟后）、AFTER 5MIN（5分钟后）、 

AFTER 10MIN（10分钟后）（默认）或OFF（关闭）。

STANDBY SETTINGS（待机设置）

显示 STANDBY SETTINGS（待机设置）菜单，可指定待

机设置。

STANDBY MODE（待机模式）可设置为ECO（经济），

以将待机功耗降低至0.5W以下，但只允许I15被模拟和数

字输入唤醒，或设置为NORMAL（正常），允许I15被流

媒体和PC/MAC输入唤醒。

AUTO STANDBY（自动待机），如果在指定的延迟时间内

无用户交互或来自当前讯源的音频，则自动将 I15 切换至待

机状态：AFTER 10MIN（10分钟后）、AFTER 15MIN（15

分钟后）、AFTER 20MIN（20分钟后） （默认）或OFF 

（关闭）。

注意：如果未设置网络，则禁用AUTO-STANDBY（自动

待机）功能。

FACTORY RESET（出厂默认值）

将 I15 重置为工厂默认设置。

系统会提示您进行确认。选择YES（是）继续，或选择

NO（否）取消。

FIRMWARE VERSIONS（固件版本）

显示FIRMWARE VERSIONS（固件版本）菜单，用以查看

已安装固件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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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媒体设置

可配置 I15 流媒体服务：

STREAMING SETTINGS 20

METADATA ON

BLUETOOTH SETTINGS

AIRPLAY PASSWORD

METADATA（元数据）

可以选择ON（打开）（默认）或OFF（关闭），以指定

是否显示元数据，例如艺术家姓名和歌曲名。

BLUETOOTH SETTINGS（蓝牙设置）

显示 BLUETOOTH SETTINGS（蓝牙设置）菜单。

VISIBLE（可见）可设置为ON（打开）以使I15对其他蓝

牙设备可见，或设置为OFF（关闭）（默认）以使I15不

可见。

注意：VISIBLE（可见）允许范围内的蓝牙设备发现并与

您的I15配对。

AUTO-CONNECT（自动连接）可设置为ON（打开），这

样在选中I15的蓝牙输入时自动连接已配对的移动蓝牙设

备，或设置为OFF（关闭）（默认）以禁用自动连接。

AIRPLAY PASSWORD（AIRPLAY 密码）

可设置通过 AirPlay 连接的可选密码。无密码则为空。

网络设置

可对网络连接进行配置：

NETWORK SETTINGS 20

QUICK INFO

NETWORK MODE WiFi

QUICK INFO（快速信息）

显示 NETWORK INFO（快速信息）界面，包含以下信息：

 l 连接：为以下三项中的一个，CONNECTED BY WIFI（通

过 WIFI 连接）、CONNECTED BY CABLE（通过电缆连

接）或 NOT CONNECTED（未连接）。

 l NETWORK（网络），当前SSID。

 l IP，当前IP地址。

 l DEVICE NAME（设备名称），设备名称。

 l NET MAC，网络MAC地址。

 l BT MAC，当前蓝牙MAC地址。

还可按住遥控器上的 i 按钮显示该信息。

NETWORK MODE（网络模式）

可选择WiFi或Cable（线缆），以指定如何连接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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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音箱输出

电源

2 x 60W（8Ω负载），2 x 100W（4Ω负载）

模拟输入

1 x RCA，9.5kΩ阻抗。

1 x 3.5mm立体声插口，15kΩ阻抗。

模拟输出

前级功率放大器输出

1 x RCA，150Ω阻抗。

数字输入

3 x 光纤/TOSLINK 192kHz/24位

1 x RCA 192kHz/24位

1x USB-A，最高192kHZ/24位；最高DSD128 (5.6MHz)

1x USB-B，最高768kHz/32位；最高DSD256 (11.2MHz)

数字输出

1x RCA

模拟输入 = 48kHz

数字输入 = 本机输出

性能

增益： 
前级功率放大器输出：16.5 dB

扬声器输出：42.5 dB

模拟频率响应

20Hz – 20kHz - 0.5dB

失真

THD + N：<0.05%, 20Hz – 20kHz, 8Ω时10瓦

信噪比：

数字：>90 dB

模拟：>80 dB

网络

连接 
1个以太网LAN端口

2个天线：蓝牙和Wi-Fi

LAN：10/100Mbit以太网端口

WLAN（无线网络）：兼容IEE 802.11 a/ b/ g/ n/ ac； 

2.4/5GHz；b、g、n 模式

音频格式

WAV、LPCM、AIFF、FLAC、ALAC、WMA、OGG：最高

192kHz/24bit

MP3、MP4 (AAC)：最高48kHz/16bits，VBR & CBR 320kbps

DSD：最高DSD128 (5.6MHz)

流媒体传送

Airplay®

蓝牙®

内置Chromecast®

Spotify Connect®

DLNA/UPnP

通用

控制

C25 系统遥控器 

RS232

红外输入/输出

触发输出

耗电量

关闭：0W

待机（经济）：0.45W

运行：<25W

尺寸 
350 x 329 x 73 mm（宽×深×高），带旋钮和接口

350 x 310 x 73 mm（宽×深×高），不带旋钮和接口

重量

6.4 kg

颜色

黑色或钛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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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说明可帮助您通过 I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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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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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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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触发

通过 RS232 端口，可将 I15 连接到一个控制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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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发输出允许 I15 打开其它设备，例如 DD15。

与 CD15 一起使用 DD15

I15是Primare DD15 CD Transport的理想配套设备。为了得到

最佳结果，使用 I15 随附的两根线缆将这两个产品如下连

接到一起：

要连接触发线缆：

触发线缆确保当操作I15前面板上的O按钮时，DD15能够开启

或待机。

 l 将触发线缆从 I15 TRIG OUT（触发输出）连接到 DD15 

TRIG IN（触发输入）。

错误消息

前面板显示屏上的以下错误消息各指明一种错误状态：

DC ERROR（直流错误）

尝试以下操作

 l 切断I15电源，并断开与扬声器的连接。

如果这样可以解决问题，需检查扬声器接线。

如果问题仍存在

 l 切断I15电源，并断开所有输入连接。

如果这样可以解决问题，说明有一个输入端上存在直流

偏移。

如果问题仍存在

 l 联系经销商安排维修。

OVERHEAT（过热）

表示放大器过热。

 l 关闭I15，让设备休息几分钟。

 l 确保I15周围通风条件良好。

恢复出厂设置

按下并按住前面板上的O待机按钮，以显示主固件版本号。

按下并按住前面板上的O待机按钮10秒钟，以对I15恢复出

厂设置。

也可以通过Prisma App或在GENERAL SETTINGS（通用设

置）菜单中恢复出厂设置；详见通用设置，16页。

网络故障排除

前面板显示屏

前面板显示屏指示网络连接的类型：

LAN表示通过以太网线缆连接。

WiFi表示通过无线连接。 

网络状况

后面板上的CON指示灯表示网络状态：

点亮表示I15已连接到网络

熄灭表示未连接到网络

闪烁表示需要使用Google Home（谷歌家庭）App配置网络。

Spotify Connect

使用Spotify软件需获得如下第三方授权： 

https://beta.developer.spotify.com/private- 

documentation/esdk-third_party_licenses

附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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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A
AirPlay 密码（设置菜单）  17

AirPlay，流媒体  14

B
背板  9

别名（设置菜单）  15

C
菜单

流媒体设置  17

网络设置  17

输入设置  15

通用设置  16

音频设置  16

Chromecast，流媒体  14

错误消息  19

D
待机设置（设置菜单）  16

电源，连接  8

F
非平衡输入与输出  9

G
固件（设置菜单）  16

光纤输入  9

H
红外输入  9

触发输出  9

恢复出厂设置  19

恢复出厂设置（设置菜单）  16

J
技术规格  18

静音音量（设置菜单）  16

K
快速信息（设置菜单）  17

L
蓝牙，流媒体  14

蓝牙设置（设置菜单）  17

流媒体设置菜单  17

流媒体音乐  7, 14

M
模拟输入与输出  9

P
PC/Mac声音输出设备  12

平衡（设置菜单）  16

Q
启动音量（设置菜单）  16

前面板控制键  11

前面板（设置菜单）  16

R
RS232 输入  9, 19

S
设置菜单  15

输入，连接  7

输入（设置菜单）  15

输入设置菜单  15

输入增益（设置菜单）  15

数字输入与输出  9

Spotify Connect，流媒体  14

T
天线，连接  8

通用设置菜单  16

同轴输入  9

U
USB闪存盘，播放音乐自  7

W
网络故障排除  19

网络，连接到  8

网络模式（设置菜单）  17

网络驱动器，播放音乐自  13

网络设置菜单  17

Wi-fi，连接至  8

X
显示屏亮度，调整  11

显示输入（设置菜单）  15, 16

相位  19

削波  15

Y
扬声器，连接  7

遥控器  10

安装电池  10

音乐来源

连接  12

选择  11

音量，调整  11

音量（设置菜单）  15

音频设置菜单  16

硬盘，播放音乐自  13

元数据（设置菜单）  17

Z
状态（设置菜单）  15

自动调光（设置菜单）  16

自动感应（设置菜单）  15

最大音量（设置菜单）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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