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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提示

1. 请阅读本使用说明书。

2. 请妥善保管本使用说明书。 请始终将本产品连同使用说明书一起交

给其他使用者。

3. 请注意所有警告内容。

4. 请遵守所有提示。

5. 不要在近水区域使用本产品。

6. 当供电系统断开时，对产品进行清洁。 请使用干毛巾清洁。

7. 不要阻塞通风口。 按照使用说明书安放该产品。

8. 勿将本设备放置在热源附近，如散热器、烤箱或其它产热装置（包
括扩音器）等。

9. 仅在附件中 “技术数据 ”（见 16页）章节内和附在产品底面铭牌上

的相应电源上运行该产品。请始终将设备与接地插座连接。

10. 请确保电源线不会被踩到或受到挤压，特别是不要从插头、插座和
设备的重要部分踏过。

11. 请仅使用森海塞尔推荐的附加产品 /配件。

12. 本设备只能和制造商规定的或者一起购买的台车、台架、三角架、
固定架或底座一起使用。 使用推车时，必须小心移动推车与设备，

以防碰撞和推车倾覆。

13. 在风暴雷雨时或长期未使用时断开产品的电源。

14. 让专业的维修人员进行所有维修工作。  如果该产品已被以任何方

式损坏，如当电源线损坏，液体或有异物掉入产品，产品暴露在雨
中，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报废，必须进行维修。

15. 将电源插头从插座内拔出，使设备断开电源。

16. 警告： 不要将设备暴露在有溅水或滴水的环境中。 有火灾或触电的

危险。

17. 不要把该产品放置在喷水或滴水的地方。 请不要将装满液体的容器

如花瓶等放置在设备上。

18. 请务必确认电源线的插头是在规定的位置并且易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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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提示在接收器背面

相关提示在产品的背面显示。 图标具有以下意义：

产品内出现危险电压值，构成触电的危险。

绝对不要打开设备 。 如果您触摸带电部件，有触电危险。 设备内部不存
在可以由用户进行维修的组件。 请让森海塞尔授权的服务合作伙伴进行
维修。

阅读并遵守使用说明书中的安全和操作提示。

避免健康损伤和事故发生

� 为了避免听力受损，请不要长时间使用高音量收听音乐。

� 请让儿童或宠物远离产品、包装物及其附件，否则会有误食小件物体
的危险。请不要让儿童或宠物玩弄产品、包装物及其附件，否则会有
误食小件物体的危险。

防止产品损坏和故障

� 在使用本产品前约半个小时，将该产品从一个较凉爽的地方运送到一
个较温暖的环境中静置。

常规用法 /保障

HDVA 600是一种适合于动态的耳机连接不同的音频信号源的扩音器，列
入音响系统，带有前置扩音器的留声机，电脑和 DVD播放器。

此产品只能用于私人、家庭领域，它不是为了商业用途而拟定的。

不符合本使用说明书规定的使用情况均属于不规范使用。

对产品以及附加设备 / 配件的错误使用或不规范使用造成的损坏，
Sennheiser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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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扩音器 HDVA 600

全面提升您的高端耳机潜力～与国家级的耳机扩音器 HDVA 600 一起
使用。 一贯的对称信号处理以及 HDVA 600极低的畸变因素实现了纯粹
的，自然的音乐享受。

HDVA 600 的输出电路设计用于多达四个动态耳机。 通过一贯的布线和
XLR-4端口的使用保障了非常高的声道分离度。

您既可以通过 HDVA 600 连接数字音频信号源～如 CD/DVD 或者蓝光播
放器模拟输出～也可以连接模拟音频信号源如调谐器，开放式卷筒机和
带有相应前置增幅器的留声机。您可以用选择少数人旋转开关切换两者
之间连接的音频信号源。

耳机扩音器和森海塞尔的高端耳机 HD 800，HD 700和 HD 650在技术，
设计和性能上都完美匹配，并在各方面都能满足音乐爱好者的需求。

特性

• 具有整个频谱的精确信号传输和极低的畸变因素的对称信号处理

• 与最多 4个动态耳机一起运行

• 122 dB动力学范围，高的传输带宽和通过短信号路径的瞬态响应

• 对称 XLR-4插座和高品质的 6,35毫米插孔连接器用于连接耳机

• 连通度

• 模拟输入： 对称的 XLR-3，不对称的 RCA

• 模拟输出： 对称的 XLR-3

• 结构元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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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货范围

必要的配件

HDVA  600

1 快速指南

1 安全指南

1 附带 CD-ROM和一本详细的 PDF格式操作说明书

合格并允许的电源线在您的森海塞尔服务销售处购买。

您可以在本公司网站 www.sennheiser.com 上 HDVA 600 的产品页
内找到配件列表。 您可以向您本地的森海塞尔合作商请教咨询：
www.sennheiser.com > “服务与支持 ”。

Quick Guide

Safety Guide

Manual



部件图

HDVA 600 | 6

部件图

前侧图

背侧图

1 闭合 /断开开关

2 耳机插孔， XLR-4插座，对称的

3 耳机插孔， 6.35毫米插孔连接
器，不对称的

4 发光二极管输入选择

5 旋转开关输入选择

6 音量调整旋钮

7 XLR-3插孔输入，对称的
（BAL L, R)

8 输入衰减旋转开关 -GAIN+ 适合
于 RCA输入

9 RCA插孔输入，不对称
(UNBAL L, R)

0 XLR-3插孔输出，对称
(BAL L, R)

A 电源插座

铭牌和电器数据位于产品底面。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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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使用 HDVA 600

耳机扩音器设置

� 请将耳机扩音器放在一个平稳坚固的底面上。

� 确保设备通风良好。 耳机扩音器产生的热量，在住所室内散去。

连接耳机扩音器音频信号源

您可以将耳机扩音器连接多个音频信号源，并通过旋转开关输入选择。

� 关闭您的音频信号源。

� 您可以选择适合您的音频信号源，高品质的电源接线和一个可能适合
的适配器。 注意最大值。建议电缆长度最大值 L。

� 回看，如相应的篇章显示出来的。

小心

家具表面变色危险 !

家具上的清漆和抛光剂可能腐蚀设备的底脚，并可在家具表面形成
污渍。

� 不要将设备摆放在易坏的表面上，或者使用垫板。

音频信号源的连通度
（OUT） 连接电缆 /适配器 最大值 L 页码

XLR-3（模拟） 2 对称的 XLR-3电缆 10 m 8

RCA（模拟）
立体声音频电缆，各带 2

个 RCA插头
1 m 8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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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信号源的连通度：模拟，对称（XLR-3）

电源接线： 2 对称的 XLR-3电缆

音频信号源的连通度：模拟，不对称（RCA）

电源接线： 立体声音频电缆，各带 2个 RCA插头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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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耳机扩音器插入现有的连接设备
（让音频信号源通过）

您可以将HDVA 600插入您的现有的连接的音频信号源和其他工具之间。
本章将以扩音器作为其他工具为例。

� 拔出连接在输入端 IN的扩音器的接线电缆插头。

� 将该插头连接至设备上的适当 HDVA 600输入（“ IN”）（见第 7页）。

� 将第二根电缆与扩音器的输入口 IN和HDVA 600的输出口 OUT连接。

� 使用输入选择器旋钮（见 6页）选择出相应的音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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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耳机扩音器与电源连接

� 将电源线连接到电源插座和插槽。

断开耳机扩音器电源：

� 将外接电源线从插座中拔出。

注意
听力损伤的危险！

如果将设备连接到一个不合适的电源上，可能会损坏。

�将产品合适的电源线连接到供电系统（100～240 VAC，50或6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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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VA 600的使用

打开 /关闭 HDVA 600

� 按闭合 /断开开关。
闭合 /断开开关在耳机扩音器插入时背光并且在断开开关时熄灭。

耳机的连接

HDVA 600既有 2个 XLR-4插座又有 2个不对称的 6.35毫米插孔连接
器来连接 4 个耳机。 森海塞尔建议使用高阻抗耳机，以获得最佳的听
觉享受。

� 连接一个或多个耳机。

警告
听力损伤的危险！

长时间使用偏高音量会造成听觉永久受损。

� 在您戴上耳机之前，请将音量调低（见 13页 )。

� 听高音量的时间不益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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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音频信号源 |

� 用旋转开关输入选择您连接的音频信号源。

o

警告
听力损伤的危险！

切换到另一个音频信号源钱将耳机扩音器音量调低。 由于一些音

频信号源提供一些低的信号电平（轻音乐），将耳机扩音器的音
量调高可能是必需的。 当切换到一个响亮的音频信号源，可能会

导致耳机音量非常高并且损害您的听力。

�在您切换音频信号源之前，将耳机扩音器音量调低（见13页）。

挑选 耳机扩音器的输入选定

UNBAL RCA（模拟）

BAL XLR-3（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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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 RCA输入端的信号电平

为了最好的操作耳机扩音器，您可以旋转开关输入衰减调节 RCA输入端
信号电平。

� 将旋转开关的输入衰减转向 -GAIN+ 方向      

+:当信号太微弱或者                                          

- :当信号过载

调节音量

� 转动旋钮来调节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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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VA 600的清洁和保养

� 在开始清洁之前，请断开设备的电源。

�  用干燥的软布清洁设备。

出现故障时

如果您产品出现的问题不在下表中或不能按下表所列的解决方法排除故
障，请联系您的 Sennheiser经销商。

您可以在网页 www.sennheiser.com 的 “服务和支持 ”栏目下找到您本地
的森海塞尔专业经销商。

小心
液体会损坏产品的电子线路！

如果液体流入产品外壳，则会导致电路短路。

� 产品不得与任何液体接触。

� 决不允许使用溶剂或者清洁剂。

问题 可能的原因 排除方法 页码

RCA输入口 信号

失真或太微弱

校准太高或太低的
灵敏度

调节模拟音频信号源
信号

13

类似 XLR输入

口： 信号失真或

太微弱

校准太大声或太小
声的音频信号至音
频信号源

调节音频信号至相应的
音频信号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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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尺寸（宽 x 高 x 深） 约 224 x 44 x 306 mm

重量 约 2.25 kg

输出功率最大值 约 480 mW@1 kHz于 XLR-4输出

口负载 600 W

频率特性 < 10 Hz至 + > 100kHz

串音衰减 最小值 93 dB @ 1 kHz

失真（THD+N） < 0.001%

加强 RCA输入口 /XLR4-输出口 可调节为 14 dB, 22 dB, 30 dB, 

38 dB, 46 dB

加强 XLR输入口 /XLR-4输输出口 16 dB

动态范围 > 115分贝@600 W负载

（A-评级）

工作温度范围 0°C ～ 45°C

电源

电源电压范围 100～ 240 V~， 50～ 60 Hz

额定输入功率 额定 7 W

（2 x 300 耳机 XLR-4输出端 )

最大 15 W

（2 x 16 耳机 RCA输出接口）

RCA输入端

最大输入电压 20 dBV(处在最小增加状态）

阻抗 10 k

XLR-3输入端

最大输入电压 18 bBV

阻抗 20 k

XLR-4输出端

引出线 1: L +, 2: L-, 3: R+, 4: R-,

GND屏障

阻抗 最小值 16 W

6.35毫米耳机输出口

引出线 提示：左边，环状；右边，
袖状 GND

阻抗 最小值 16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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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声明

质保

Sennheiser electronic GmbH & Co. KG公司承担本产品 24个月的保修。  请
前往公司网站 (www.sennheiser.com)了解目前有效的保修条件，或咨询
销售本产品的森海塞尔经销商。

本产品满足以下标准要求

• WEEE标准（2002/96/EC）

产品报废后，请将其送交公共收集站或废旧回收中心。

欧盟符合性声明

• EMC标准（2004/108/EC）

• 低压标准（2006/95/EC）

• ErP标准（2009/125/EC）

• RoHS标准（2011/65/EG）

此声明由网站 www.sennheiser.com上提供。 

商标

Sennheiser（森海塞尔）是 Sennheiser electronic GmbH & Co. KG.公司的
注册商标。

其他在本使用说明内提到的产品和公司名称可能是各厂商自己的商标或
品名。

部件名称

(Parts)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6+)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金属部件

(Metal Parts)
x o o o o o

电路模块

(Circuit Modules)
x o o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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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1363-2006 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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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1363-2006 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



Sennheiser electronic GmbH & Co. KG

Am Labor 1, 30900 Wedemark, Germany 
www.sennheiser.com 

Publ. 03/13, 549747/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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