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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非常感谢您对金瑯产品的厚爱。我们为能给您提供一套

高品质的扬声器系统而倍感欣慰。现在恳请您能在使用本产

品前先仔细阅读本手册。

★请确认您当地的电网电压是否符合本机供电电压要求：220V±10%

50Hz。

★机内有 220V 交流电，本机使用单极开关，开关断开时，本机并没

有完全与电网断开，非专业人员请不要尝试打开操作和维修。

★为安全起见，在对本机作各种连接时，请不要抓住线缆进行拉扯，

而应握住插头进行操作。

★背板兼具部分散热功能，部分区域可能有合理温升，请小心触摸。

★本机建议在海拔 3000 米以下环境中使用。

★本产品不得遭受水滴或水溅，其上不得放置诸如花瓶一类的装有

液体的物品。

★请勿对本机做任何线路改动或维修，否则将丧失产品保修权利。

★本机可在热带区域使用，请放置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中使用,环境温

度不得超过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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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在雷雨天气时使用本机，以免发生雷击损坏。

★请不要使用汽油、香蕉水等化学溶剂擦拭本机，应使用柔软干燥

的纺织物擦拭。

★请不要破伤或自行延长电源线，以确保使用安全。

★在北方干燥多风的秋冬季，触摸音箱的金属部分可能会有静电释

放引起的火花放电现象，并有可能对音箱电子线路部分造成损伤。

★若长期不使用本机时，请拔岀电源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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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声明

本说明书及操作手册版权属蓬莱金琅电声有限公司所有，受《中

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保护。未经蓬莱金琅电声有限公司书面

明确许可，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利用手册中的内容开展生产、销售

经营活动，也不得以任何目的、以任何形式、手段复制或传播本手

册的任何部分,并损害用户及蓬莱金琅电声有限公司的利益，否则蓬

莱金琅电声有限公司将依法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对于不是由蓬

莱金琅电声有限公司提供的产品附属设备或软件，蓬莱金琅电声有

限公司不承担任何使用性或可靠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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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附件

本包装内包含以下附件，请开箱后认真清点

产品保修卡 1 份

合 格 证 1份

专用连接线 1条 (标配 4 米)

电 源 线 2条 (标配 1.8 米)

遥 控 器 1只

电 池 1节 (CR2025 内置于遥控器)

磁吸保护罩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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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特点

1. 气动高音单元采用金瑯自主研发特殊硅化物振膜，振膜尺寸

114mm×70mm，振动面积大，频响范围宽，能量充沛，音质绵密润泽，

通透自然。

2. 针对 A6M 重新优化设计的气动高音单元，更宽的频响范围，更大

的功率，更加绵密润泽的高音表现。

3. 金瑯专为 A6M 度身定制 6.5 英寸低音单元，采用铝制盆架，碳素

喷溅（掺杂云母）复合振膜，35mm CCA 扁线音圈，确保同等尺寸下

优秀的低频下潜、充沛的能量感和极佳的瞬态表现。

4. 每只箱体采用独立的高品质环形变压器，高低音功放供电独立绕

组，整流滤波部分选用肖特基二极管和 ENLA 音频专用电解电容，为

整机提供充沛的能量。

5. 无传统的模拟分频器，每只扬声器单元采用独立的功放直接驱动，

彻底避免电感、电容元件引起的电声转换能量损失和相位变化。

6. 甄选与扬声器单元特性最佳匹配的功放电路，高音 AB 类功放，

功率 80W，低音 D类数字功放，功率 180W。

7. 电子分频电路选用 Cirrus Logic 音频专用 DSP 数字信号处理器

（硬件），32bit 超采样处理，满足系统运行的算力。

8. 金瑯独立开发的 DSP 电子分频架构和 OCEAN SOUND 核心算法，实

现频响范围内 5200 个取样点逐点频率和相位校正，最大程度还原音

乐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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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高等级的有源伺服晶体，通讯级时钟处理技术，为 DSP、DAC 等

数字电路提供高精度的同步信号。

10.内置 Cirrus Logic 高性能 24bit/192KHz 解码器，自适应数字同

轴和光纤通道输入的 44.1KHz、48KHz、88.2KHz、96KHz、176.4KHz、

192KHz 线性 PCM 信号的 D/A 转换。

11.基于 DSP 和 DAC 底层协议栈数据传输，从根本杜绝 SRC 采样率转

换带来的音质损失，实现高精度解码与高品质音乐性的统一。

12.内置 Qualcomm 蓝牙 5.0，支持 SBC、AAC 和 aptX、aptX HD 高清

蓝牙音频协议。针对蓝牙音频压缩与传输特性，A6M 在音频还原部分

做了特殊软件优化处理，使用手机、Pad、电脑就可轻松播放你喜爱

的音乐。

13.内置 USB 免驱声卡,可以连接 MacOS、Windows、Linux 系统的电

脑使用。

14.创新的前级设计，更低的非线性失真，无论音量大小，音箱都能

还原丰富的音乐细节。

15.所有音源通道皆可独立控制和记忆音量，不同信号源输出电平差

异在金瑯 A6M 独特的前级设计下变得和谐统一。

16.音频信号输入、传输、处理、放大全流程平衡电路设计，抗干扰

能力强，动态范围大。

17.音频模拟电路部分，每个高、低音通道均选用 Texas Instruments

性能极佳的音频发烧专用运放 OPA2604 作为差分放大。

18.四层沉金工艺的线路板，实现电源地、信号地、数字地、模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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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全隔离。

19.高精度低噪声的金属膜圆柱电阻，24K 镀金继电器，ELNA、WIMA

音频专用耦合电容，保障整机优异的信噪比，让音乐背景更深邃。

20.接插件选用 NEUTRIK 等顶级供应商物料，充分提高连接可靠性。

21.频响范围 38Hz-40KHz（±3dB），最大声压 109dB，声音重放真

实、清晰、自然。

22.采用定制的优质 MDF 板，精选高档木皮饰面，全手工钢琴烤漆工

艺，配合木质搭配皮革的钢琴漆原装脚架，让音乐完美融入您的家

居生活。

23.LED 指示灯延时关闭。在较暗环境下使用时，让您欣赏音乐时不

再有灯光的影响。

24.精心设计的全功能红外遥控，采用大方格按键，内部使用耐疲劳

金属弹片，经久耐用，外观典雅，操作方便。

适用范围

适用于专业音频制作中近场监听、声乐/器乐教学与参考、HiFi

音乐鉴赏、高品质电脑多媒体、电视伴音高保真还原、书房茶室背

景音乐、高等级会议扩声等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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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与功能

A6M 主箱正面

1. 金瑯 AST2560SE MK3 特殊硅化物振膜气动高音单元;

2. 金瑯 AC-165F35TZ 6.5 英寸碳素喷溅复合振膜低音单元。

3. 商标标牌（内置 LED 指示灯和红外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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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M 主箱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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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倒相孔。建议据后墙 20 厘米以上为宜。

2. 工作模式切换按钮。依次切换音源为：蓝牙 BT、模拟 RCA、数

字同轴 COA、USB、数字光纤、模拟 XLR。

3. 多功能旋钮：可旋转、按动操作，具体功能如下

(1) 音量控制电位器：顺时针旋转增大音量，反之减小音量。

(2) 蓝牙模式配对：蓝牙模式下，长按主箱背面音量电位器 5 秒钟

进入蓝牙配对状态，配对具体操作详见本手册第 14 页“操作说

明”中蓝牙部分的介绍。

(3) LED 指示灯开关：开机状态下，短按即可开启 LED 指示灯关断模

式，在主机/遥控器有操作时，指示灯延时 30 秒后自动关闭，

避免较暗的使用环境下 LED 指示灯带来的视觉影响，让您更专

注于音乐欣赏。再次短按，LED 指示灯常亮模式。

4. USB 信号输入:通过 USB-B 连接线连接电脑（Windows/MacOS/Lin

ux），系统会自动识别到播放设备“AURUMCANTUS AUDIO”，选

中即可使用 A6M 内置声卡进行音频重放。

5. 数字光纤（OPT）信号输入插座：用于连接 CD/SACD/DVD/BD 播

放器、数字播放器、游戏机、机顶盒、电视机等设备的数字光

纤输出，实现最高 24bit/192KHz 的线性 PCM 数字信号输入。

6. 数字同轴（COAX）信号输入插座：用于连接 CD/SACD/DVD/BD 播

放器、数字播放器、游戏机、机顶盒、电视机等设备的数字同

轴输出，实现最高 24bit/192KHz 的线性 PCM 数字信号输入。

7. 模拟（AUX）信号输入插座：RCA 非平衡信号输入。

8. 模拟（AUX）信号输入插座：XLR 平衡信号输入。接口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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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地 ②信号+ ③信号-。

9. 信号输岀插座:通过专用连接线连接左音箱的信号输入端口。

10. 电源输入：连接输入 220V±10% 50/60HZ 的交流电。电源开关

ON 侧为交流电源开，开关内红色指示灯点亮；OFF 侧为交流电

源关，指示灯熄灭，整机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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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A6M 为主副箱设计，面对音箱时，主箱为右箱（R），副箱为左

箱（L），音箱背板有“左”“右”标识。

2. 主副箱内均有独立的变压器、高/低音功放电路。前级分频板在

主箱。

3. 主箱与副箱采用主从同步的电源控制方式，主箱电源开关操作

时，副箱内电源同步开关状态。

4. 主箱正面右下角有商标标牌，背面有操作旋钮和信号源接口、

电源指示与开关。

5. 副箱无标牌，背面有箱间连接线端口和电源插座。

6. 本产品使用了钕铁硼磁吸式面罩，有一定的吸附强度，请在摘

下面罩时注意力度，复原面罩时避免强磁挤伤手指。面罩会衰

减高音 0.5dB，建议使用音箱时取下面罩。

7. 遥控接收窗口隐藏于主箱 LED 指示标牌内，请勿装反面罩而造

成遮蔽，影响遥控操作。

8. 当输入数字信号的格式发生变化时，音箱会出现 2 秒左右的静

音，并非故障。

9. 两只音箱间的连接线为专用线缆，内部包含音频差分信号线和

功能控制线，请勿自行延长与更换。

10. 连接到错误的电压可能造成音箱不能正常工作，损坏音箱或有

电击危险。

11. 电源开关集成过流保护保险管，规格为：2A/25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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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1. 将音箱外包装去掉，放置到平稳的桌面或者专用脚架上。

2. 按照本手册和背板标识连接电源线、音箱间专用连接线、信号

线（需自购），请在连接完所有线缆后再开启电源进入使用状

态。

3. 打开主箱（右箱）电源开关，此时主箱正面指示灯亮起，副箱

同时自动供电，音箱进入工作状态。

4. 按动背面模式键，选择对应的信号输入方式，A6M 的模式按钮为

滚动循环设置，并且用不同颜色指示灯区分信源输入状态，具

体对应关系如下：

指示灯颜色 指示状态

蓝色 蓝牙（BT）模式

青色 AUX 模拟单端输入（RCA）

橙色 数字同轴（COAX）输入

白色 USB 输入模式

紫色 数字光纤（OPT）输入

绿色 AUX 模拟平衡输入（X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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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蓝牙模式下，长按遥控器 BT 蓝牙键或主箱背面音量电位器 5 秒

钟进入蓝牙配对状态，此时主箱正面右下角 LED 指示灯蓝色快

闪，打开电视、手机、Pad、电脑等设备的蓝牙设置，搜索并找

到设备名称“AURUMCANTUS AUDIO”，选中即可配对连接。后续

使用时，音箱会与已配对设备进行自动连接，如果需要连接新

设备，请重复蓝牙配对的操作。

6. 按动遥控器音量+-键或旋转主箱背面音量电位器时，LED 指示灯

红色慢闪，请选择合适的音量还原声音信号。当音量调节到最

大时，LED 指示灯红色常亮提示。当音量调节到最小时，LED 指

示灯红色快闪提示。

7. 各音源输入通道音量均可独立设置，并自动保存上次使用时音

量。

请注意音量大小，过高音量会损伤听力和打扰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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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产品配置了全功能遥控器，详见下图：

A6M 遥控器

注意：遥控器使用前，请抽出背面电池仓塑料绝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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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器操作时需对准红外接收器（主音箱正面右下角商标标牌）处，

距离不大于 8米，电池电量降低时遥控距离缩短或遥控失效。

遥控器的播放、暂停、上一曲、下一曲仅在蓝牙模式下起作用。

遥控器使用一节 CR2025 型号纽扣电池，请定时检查电池仓，以防电

池漏液造成遥控器损坏。

失效电池请按照国家规定处理，不得随意丢弃，以避免污染环境。

序号 按键 特别说明 按键标注

1 电源 长按 3 秒以上关机/开机

2 静音 红色 LED 常亮

3 音量+ 短按有效，可解除静音 +

4 音量- 短按有效，可解除静音 -

5 播放/暂停 仅蓝牙模式生效

6 上一曲 TRACK 上键（蓝牙模式）

7 下一曲 TRACK 下键（蓝牙模式）

8 蓝牙 长按 5 秒进入配对模式（蓝灯快闪） BT

9 模拟非平衡 LED 青色 RCA

10 USB LED 白色 USB

11 同轴 LED 橙色 COA

12 模拟平衡 LED 绿色 XLR

13 光纤 LED 紫色 O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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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喇叭单元
高音 AST2560SE MK3

低音 AC-165F35TZ

高音振膜 金瑯自研特殊硅化物振膜

低音振膜 碳纤维喷溅云母复合振膜

低音音圈 35mm CCA

箱体材质 定制 MDF+实木皮哑光漆/黑色钢琴漆/白色钢琴漆

频率响应 38Hz-40KHz

分频点 2200Hz

相位校正点 5200 个取样点

最大声压 峰值 109dB

功放功率 高音 80W 低音 180W

放大器类型 高音 AB 类 低音 D 类

输入接口
模拟 XLR、模拟 RCA、数字同轴 COX、

数字光纤 OPT、高清蓝牙、USB（免驱）

蓝牙标准 Bluetooth5.0（支持 SBC、AAC、aptX、aptX HD)

数字输入
支持 44.1KHz、48KHz、88.2KHz、96KHz、

176.4KHz、192KHz 的 PCM 数字音频信号

输入阻抗 ＞22KΩ（平衡）

总谐波失真 ＜0.01%(1KHz)

指示灯 电源/工作状态

保护 输出过流保护、过热保护、限幅保护

交流电源要求 220V/50Hz

消耗功率 280W（Max）/待机小于 0.35W

尺寸 宽 222X 高 392X 深 337 mm（含面罩）

重量 22.4Kg/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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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条款

蓬莱金琅电声有限公司严格遵循国家相关《三包条例》（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而制定的，旨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明确相关商品销售者、修理者和生产者的修理、更换、退货责任和

义务的相关规定），针对相关商品，认真履行修理、更换和退货的

责任和义务。

1、 由于商品的不同，各型号服务政策的差异，在实施细则上，如保

修操作、售后服务、技术支持等方面为您提供服务可能会有所差异。

所有保修规定均以国家《三包条例》为准则，如本说明有和《三包

条例》相冲突之处，以《三包条例》为准。

2、 换货的定义是结合国家三包和具体型号售后政策而定，可能是更

换“新品”也可能是更换“良品”（“良品”即拆封或使用过， 但

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的同型号商品）。

3、 属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在国家相关《三包条例》之列：

a. 超过三包有效期的。

b. 未按商品使用的要求使用、维护、保管而造成损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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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非承担三包的修理者（即非厂商指定或特约维修点）拆动

造成损坏的。

d. 没有有效三包凭证及有效票据的。

e. 擅自涂改三包凭证的。

f. 三包凭证上的商品型号或编号与商品实物不相符合的。

g. 因不可抗力造成损坏的。

h. 非商品本身质量问题，如：兼容性问题，对于颜色、外观、

形状、音色不满意等。

4、 元旦、春节、国庆节等国家法定节假日，返修时间相应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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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琅电声始创于 1994 年，专业从事高保真扬声器系统、铝带高

音单元、气动高音单元及高品质中、低音喇叭单元的设计、研发与

制造。中文商标为”金瑯”，英文商标为"AURUM CANTUS”。

凭借雄厚的技术实力，金琅人坚持不懈，独立开发出一系列享

誉海内外的 Hi-End 扬声器单元：金瑯 G系列铝带高音单元、科技含

量更高的 APR 系列铝带高音单元、AST 系列气动式高音单元、AC 系

列三明治结构振膜（碳纤维+发泡树脂玻璃+碳纤维）中、低音单

元……高品质的产品为金琅铺平了进入国际高端音响市场的道路。

金瑯、AURUM CANTUS 百余款不同规格的扬声器系统得到了国内和国

际音乐爱好者的喜爱和一致好评。自主研发、高端智造是金琅电声

秉承的发展理念，我们坚信只要用心就能做得更好，只有不断创新

才能永葆品牌旺盛的生命力。

金琅电声近 30 年的发展历程，不忘初心，始终如一坚守高保真

电声产品的自主开发，在经过复杂而缜密的电路设计、软件优化、

振膜材料配比、结构设计、声学调校后，DSP 电子分频高保真有源音

箱新产品 A6M 就来到了您的身旁。

本品是完全按照高保真扬声器系统标准研发和制造的新一代有

源音箱，旨在让您轻松享受高品质生活：音乐是永恒的阳光！



蓬莱金琅电声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蓬莱市北关路仙桥街 1 号

服务电话：0535-5643369 5639608

电子邮件：penglaijinlang@163.com

mailto:penglaijinla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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