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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真力是一个什么品牌？

Q：之前没听说过真力，是刚进入中国吗？

A：Genelec（真力）来自芬兰，自 1978 年成

A：实际上，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真力就开始了在中国的业务。如今，在

发与生产。40 年来的专注和投入，让真力成为

真力的身影。只不过真力多年来一直活跃在专业音频领域，大众消费者较

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专业有源监听音箱的研

几乎每一家省市级电台、电视台的录音棚、演播室、剪辑间，您都可以看到

专业监听领域中无可争议的行业标准。

难接触到。比如，早年来到中国的一对真力 1038A 音箱，至今年龄已将近
30 岁，依然在中国唱片总公司的录音棚中夜以继日地稳定工作。

也许您还没听过真力，但您一定听过使用真力
制作出的艺术作品。从音乐到电影，从顶级录
音棚到个人工作室，在艺术家的眼里，真力音
箱就是衡量声音的准绳。

1978 年第一款真力音箱 S30

Q：真力音箱是在哪里生产的？

A：每一只真力音箱都是在芬兰 Iisalmi 的真力工厂精心制造的⸺从电路
板的设计绘制，到最终的成品装箱。

真力工厂坐落在景色美丽的森林湖畔，那里没有雾霾，湖水洁净可以饮用，
湖中的鱼可以捕来食用，桑拿后跳进湖里游泳也是极大的享受。正是在这
样宁静、自然的环境中，我们才能常年保持专注，研发和生产音色纯净的
真力音箱。更有人形容真力的声音是“来自森林深处的沉思”。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录音棚

北京电视台 1000 m3 演播室直播间

Q：真力的声音有什么特点？

A：
“真实、自然、不加粉饰”是对真力声音特点最准确的描述。我们一直致
力于精准再现声音作品的原貌，不遗漏任何一丝细节，也不会对作品加入
臆断的渲染。

我们从来不会强调音箱的存在感，它就像油画作品前面的玻璃透镜，您可

以透过它直观原作，而不会受到偏色的困扰。事实上，我们的最高追求，就
是希望您感觉不到音箱的存在，全身心投入到作品中。
Q：据说监听音箱是挑错用的，用来欣赏是否合适？

A：没错，在艺术创作阶段，监听音箱是“挑错”的工具，是衡量声音的标
尺。优秀的监听音箱在研发和制造时所遵照的标准，比我们一般所理解
位于芬兰 Iisalm 的真力工厂（扫描二维码观看视频）

4

的“高保真”要严苛得多。反映到听感上，就是对声音细节具有极强的解析
力和揭示力。

把专业级音质带进您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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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师与艺术家在监听音箱的协助下，对作品进行精细的雕琢、打磨、润
色，直至作品趋于完美。到达您手上的作品所承载的，正是录音师与艺术

家倾注大量努力与心血，最终决定“就是它了，这就是我要的作品！”那一

时刻的声音。而您在家中使用同样的音箱重放，得到的便是最接近原作、
最接近创作者的聆听体验。您一定会被原作的完美所打动，也一定会体味
到创作者的匠心。

Q：真力适合什么类型的音乐？

A：真力追求忠实还原，没有任何音色上的倾向，也并不想被冠上“英国

20 世纪福克斯录音棚

声”、
“美国声”这样的头衔。实际上，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直播现场，到

箱，因此它们既可以用来听音乐，又可以欣赏电影、电视。

的工作室⸺不同领域的音乐家都在使用真力音箱，并且制作出了风格迥

是大音量下夸张刺耳的音效。一切都会是真实、自然、毫不做作地精致再

港台流行歌手的录音棚；从德国老虎鱼的母带制作间，到北欧重金属乐队

异的音乐作品。事实证明，真力不仅不“挑”音乐，而且能够为您精致呈现
不同唱片、不同制作、不同风格流派之间的细微差别。正是因为这种多元
性，欣赏音乐才更有乐趣。

当然，使用真力音箱看电影，您绝不会得到浑浊失控的“轰隆隆”低频，或
现。您得到的，除了入戏，就是入戏。

您可以参考第 18~20 页的“客厅影院”、
“3D 沉浸式私人影院”获取更多信息。

Q：真力音箱不用功放吗？

A：是的。所有真力音箱都是有源音箱，也叫主动式音箱（Active

Loudspeaker），也就是说，分频器和功放都整合在了音箱内部。

德国老虎鱼 Stockfisch 母带制作室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直播间

Q：除了听音乐，还能看电影吗？

A：当然可以，甚至用来看电视也同样不错哟！无论是音乐录音棚（例如德

国老虎鱼录音棚、中国国家大剧院录音棚），还是影视录音棚（例如 20 世

纪福克斯录音棚、中国国家电视剧制作中心），亦或是音乐类电视节目的直
播间（例如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综艺节目“中国好声音”）都在使用真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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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不用功放，那就是多媒体音箱喽？

Q：真力音箱不需要配对购买吗？

是大家常说的电子分频。声音信号进来，先分频，再放大，每只发声单元

各只音箱的声学特性高度一致，不需要再进行额外的配对。假如您今年购

A：不是的。和“多媒体音箱”不同，真力有源音箱采用主动分频技术，也就
都使用独立的功放来驱动，有几个单元就有几路功放。例如“小不点儿”G
One，每一只肚子里都有两路功放在工作呢！

那些只需要一边接电源的音箱，和只需要低音音箱接电源的音箱，国外管

他们叫“带电源的音箱（Powered Loudspeaker）”，只是把功放做到了箱

A：不需要，真力的每一只音箱在出厂前都会进行严格的测试和校准，保证
买一只，三年后再购买一只，也能精准地配成一对。

而且不光是一对，用 5 只、7 只，甚至更多只真力音箱来组成环绕声，都不
是问题。

体里，本质上还是被动分频的无源音箱。

“多媒体音箱”的工作方式

出厂前逐一的检测校准

真力音箱的工作方式

Q：每一只都要接电源，每次开关是不是很麻烦？

A：每一只真力音箱都是独立的整体，不存在多媒体音箱中常见的“主音
箱”和“副音箱”的概念，每一只音箱都需要连接电源。

同时，真力音箱具备 ISS 智能休眠功能，一段时间没有信号输入时，音箱

就会自动休眠，这时的电能消耗非常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您再次开始

播放音乐时，音箱会立即恢复到工作状态。因此，无论同时使用多少只真力

西门子听觉研究中心使用 30 多只真力音箱组成的 3D 系统

音箱，让它们自己休眠就好，无需进行繁琐的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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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有源音箱比不上无源音箱？

A：不是的。有源音箱比起传统的无源音箱来，好处多多：
•

整体设计，功放匹配：每一只音箱都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经过整体设
计和优化后，各部分的性能都能被充分发挥，不存在功放不匹配、
“

Q：音箱外壳是塑料的？

A：也许一眼看上去会误以为是塑料的，但其实，它们是使用压铸铝材料
（die-cast aluminium）制成的。

推不动”、
“推不好”的问题。
•

电子分频，精准稳定：针对低点评信号进行的电子分频更精准、更稳
定、失真更低。同时，由于发热很低，也杜绝了传统无源分频的温度
漂移问题。

•

功放直连，降低损耗：功放与单元直接相连，省去了喇叭线，并且传
输距离极短，保证传输损失最小化。

•

保护电路，延长寿命：真力有源音箱具有保护电路，可防止大信号对

•

匹配校准，品质如一：每只真力音响出厂前都经过了功放与单元的

单元造成的冲击，增强音箱的可靠性。

一一匹配校准，只要连接信号源，就能获得录音室品质的声音。

Q：有得必有失，选择有源音箱，生活有何不同？
A：选择真力有源音箱，您的生活将会发生变化：
•
•
•
•
•
•
•

10

将录音室品质的声音带进了家中

发现了音乐的丰富多彩，开始辨别出录音的好坏

铝制箱体，未抛光

音箱箱体的设计和制造原则恰恰与乐器箱体（如吉他、小提琴等）相反。音
箱的箱体要求不产生共振/共鸣，刚性强，不随着单元的振动而振动，这样

我们听到的才是音箱单元直接辐射出的“干净”声音，而不是加上了腔体共
振/共鸣的失真、畸变了的声音。压铸铝这种材料，以及真力特殊设计的箱
体形状和内部构造，良好地满足了这些要求。
Q：铝制箱体？不用木头，能行吗？
A：这种压铸铝材料有不少优点：
•

刚性更强：比起传统音箱最常使用的MDF（中密度纤维板），铝的刚

•

容积更大，下潜更深：由于这个优点，箱壁可以制作得更薄，箱体的

省去了 HIFI、AV 系统切换的麻烦

操作便捷简单，家人也能够使用，并开始欣赏声音的艺术

性要强得多，甚至仅在厚度为4mm时，铝材料就能够比木材坚硬。
内部容积可以比传统音箱更大，因此，同样尺寸的真力音箱能够具
有更高的声压级输出（即音量更大），和更深的低频下潜。

•

失去了淘换器材的乐趣

声学优化：同时，使用铝这种材料，使得我们可以采用
灵活的塑性，箱体形状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够被精密地
控制和优化。此外，铝制箱体还具有良好的电磁屏蔽

退烧，省下了时间和金钱

用省下的时间全心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铝制箱体，已抛光，未喷漆

能力和散热能力。
•

绿色环保：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真力的铝制箱体都
把专业级音质带进您的家

通过视频了解
铝制箱体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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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采用回收再利用的铝材料制成的。一直以来，真力都把绿色环保、
可持续发展作为公司的重要原则。

这种简约、凝练，功能与美观并重的设计风格，正是北欧设计思想的集中
体现，充满了“永恒性”，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红点奖：Red Dot Award 工业设计大奖是世界知名设计竞赛
中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竞赛之一，每年由设在德国的Zentrum
Nordhein Westfalen举办的“设计创新”大赛进行颁奖。
评委们对
参赛产品的创新水平、功能、人体功能学、生态影响以及耐用性等
指标进行评价后，最终选出获奖产品。

Q：音箱形状圆乎乎的，有点奇怪�

A：对于真力来说，产品的性能和质量永远是最重要的，外观设计一定要保
证产品的声学性能，所谓“functional beauty”⸺功能与美观兼顾，这是

我们进行工业设计的宗旨。

传统“盒状”音箱普遍存在一个问题⸺箱体的边缘棱角会引起声波衍射，

造成声染色，使声音的结像精准度变差。

而真力这种“圆乎乎”的箱体设计，我们称它为MDE最低衍射箱体

（Minimum Diffraction Enclosure），是精密计算和声学仿真的结果，能够
最大程度地降低声波衍射，保证声音的真实还原。

真力早在 1984 年发布 1022A 音箱时，就已经采用了弧型表面的“声波指

Q：音箱下面的脚垫是送的吗？

A：是的，G 系列箱体下面这个软质的脚垫叫做 Iso-Pod，

是出厂标配的。有了它，圆滚滚的箱体就能稳稳地立住了。

同时，Iso-Pod 还可以隔绝桌面等放置面的振动，从而避免

声染色。另外，它还能在一定范围内调整音箱的俯仰角度，
让音箱正对您的耳朵。
（关于如何正确摆放音箱请您参考
P23）

Q：音箱可以挂在墙上吗？
传统箱体

“圆乎乎”的MDE箱体

向性控制”设计，并用玻璃纤维做成边缘圆滑的箱

A：当然可以，我们为您提供了多种安装配件.您可以使用落地支架，让音箱

立在电视机两侧，也可以通过挂墙配件，把音箱挂在墙面或天花板上。我们
还特意为桌面摆放设计了两种支架，这些支架能使真力音箱更加融入您的
家居生活，同时提供最佳的声音效果。

体以减小衍射。

真力始终注重让产品外观为产品性能服务。外形好
看而性能不强，这并非我们的设计理念，真力不会

生产那些华而不实的“奢华家具”。但这并不代表我
们对外观毫无审美追求。G 系列、F 系列由真力研
发团队与著名工业设计师 Harri Koskinen 联合设

计，曾获得红点奖（Red Dot Award）等多项国际设
计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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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力1022A
（1985年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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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尺寸越大越高档吗？大音箱和小音箱有什么区别？

A：简单来说，真力音箱的尺寸越大，可以产生的最大声压级（音量）越大，
能够达到的低频下潜也越深，听感上更加松弛。这是由箱体尺寸和单元尺

寸这些物理因素所决定的。真力各种尺寸的音箱并没有“高低”和“档次”
之分，具有非常一致且优秀声音表现。

题；同时，G 系列音箱无论尺寸大小，灵敏度都相同⸺也就是说，只要输
入相同的声音信号，它们发出的声音都一样响，您不必担心前后声音不平
衡的问题。您可以根据房间的实际布局，选择适合的型号。

Q：低音音箱就是看电影、玩游戏用的吧？听音乐用不到吧？
A：不是的。

也许有些品质不佳或调整不当的 2.1 系统，一味强调低音的量感，中高频

与低频严重脱节，声音浑浊拖沓，听感“轰头”而缺乏解析力。实际上，
“健
康”的低音应该具有良好的解析力和控制力，能很好地与主音箱衔接并融
为一体，使整个系统的低频下潜更深，而不会带来低音过量的问题，甚至

自然到令您感觉不到低音音箱的存在。真力低音音箱便具有这样的特点，
G One ~ G Five 的频率响应曲线比较
（区别主要是最大声压级和低频下潜）

Q：尺寸应该怎么选择？

A：在选择音箱尺寸时，您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是：听音环境大小、听音距
离远近，以及您经常聆听的声音类型。

更有人称赞它们是“能听交响乐的低音音箱”。

对于 G One 这种尺寸较小的音箱来说， F One 低音音箱是它的最佳搭

档。您可以把 G One 放置在桌面上，F One 放置在脚下，这样既不会占用
桌面空间，也可以获得效果极佳的声音回放。

如果您要组建多声道系统，那么低音音箱就必不可少了，因为多声道节目中
有专门的低频效果声道（LFE），需要交给低音音箱来回放。

例如，在桌面环境听音乐，您可以选择 G One 或 G Two；在典型的客厅环

境听音乐，您可以选择 G Three 或 G Four；当然，如果您只是需要一对音
箱来加强电视声音效果，一对 G Two 也可以胜任。

另外，还要看您的欣赏口味，对音量大小的要求，以及您的预算等。
Q：组多声道影院时，前面和后面的音箱不一样大，有问题吗？

A： 没问题。真力建议，您的环绕音箱可以选用与前方音箱相同的型号，也
可以选用比前方音箱尺寸稍小一些的型号。

G系列中不同尺寸的音箱，音色高度一致，您不必担心前后声音脱节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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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在家中，真力音箱可以如何使用？

A：真力在您家中有四种典型的使用场景：桌面、客厅、影音室，和背景音
乐。如何选择型号，具体怎样使用，请您继续往下阅读。

Q：在桌面使用，选什么型号？搭配什么前端？怎么连接呢？

A：桌面是您的私有小天地，也许很多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书写或者上

网，工作或者发呆。现在，只需要最简单的一对音箱，就可以让高品质的音
乐时时陪伴，让您享受美好时光，心情愉悦，灵感迸发。
•

最简洁的方式

•

音质更进一步

G One 是真力最迷你的音箱。得益于真力一贯的系统化设计，即使只有

对于桌面 Hi-Fi 系统，G Three 提供了一个音质与体积的完美平衡。更大的

音乐再现。F One 是 G One 最好的补充，它能将系统的低频下潜扩展到

让您获得更宽的最佳听音区，和更好的声像定位。添置一台独立的 DAC

3 英寸低音单元，它的能量及动态也会令您吃惊，给您带来细腻、精致的

35Hz（-3dB），与 G One 完美融合为一体，为您呈现真实自然、极具质感
的低音。

推荐产品：G One x 2, F One x 1

建议搭配：手机、电脑、USB解码器

16

单元尺寸和箱体容积带来了更加浑厚、松弛的声音表现。更深的 DCW™

解码器，利用您的电脑、声卡、数字音乐播放器作为播放源，便可以轻松私
享纯净而清澈的高解析音乐。
推荐产品：G Three x 2

建议搭配：声卡、解码器、数字音乐播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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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在客厅使用，选什么型号？搭配什么前端？怎么连接呢？

A：客厅的存在，是为了您与家人和朋

友共享的幸福时光⸺同爱人私享一部
电影，陪孩子看看 TA 最爱的卡通，在

全家人的欢声笑语中度过一个“综艺之
夜”，或是邀请三五好友来一场尽兴的
游戏 PK。如此美好的时刻，除了视觉
盛宴，怎能忘记听觉享受？
•

立体声电视音响

•

环绕声客厅影院

由两只音箱组成的立体声系统是客厅影音的经典选择。G Four 是 G 系列

现在，无论是蓝光碟中的好莱坞大片，还是电视里播出的歌唱选秀节目，亦

闹刺激的电音，还是一个人窝在沙发里来一段浅吟低唱的爵士小品，它都

力 G、F 系列家用音箱，您不必另外添置笨重的功放，只需简单连接播放源

音箱中尺寸较大的一款，放在您宽敞的客厅中，无论是朋友聚会时播放热
能收放自如，轻松胜任。
推荐产品：G Four x 2

建议搭配：蓝光机、电视盒子、游戏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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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您的次世代游戏机，都能将身临其境的环绕声体验带进客厅。选用真

与音箱，即可享受真实、鲜活的环绕声再现。同时，北欧极简主义的工业设
计，也能为您的客厅带来一丝清新的气息。

推荐产品：G Three x 3, G Two x 2, F Two x 1

建议搭配：蓝光机、电视盒子、游戏主机、家庭影院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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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在影音室使用，选什么型号？搭配什么前端？怎么连接呢？
A：私人影音室是最高级别的视听
享受空间。在这里，无论是聆听音
乐还是观赏大片，都能令您沉浸

其中。看爱恨嗔痴、看悲欢离合。

•

专为音乐而打造的空间

独立听音室往往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音箱的实力。

G Five 是 G 系列中尺寸最大的成员，也是 G 系列中性能最强大的一款。

喜怒哀乐之间，您是否就是那戏

它采用 8 英寸低音单元配合 1 英寸高音单元，可以提供令人惊叹的高声压

•

音箱，足够胜任您家中的每一个房间。

中人？

3D沉浸式私人影院

观影的精髓在于入戏。真力始终坚持“真实、自然、精准”的声音风格，不

丢失影片中的每一丝细节，同时也不加入刻意的渲染。在观影中，您很可能
意识不到音箱的存在，完全沉浸在剧情的起伏中。在沉浸式 3D 环绕声兴
起的当下，真力为您省下了在后级功放上数目可观的投入，同时以其精准
的画外声像定位，带给您身临其境的全方位视听享受。

推荐产品：G Four x 3、G Three x 4、G One x 4、F Two x 2

级输出。虽是两分频书架式设计，G Five的表现却不输于更大尺寸的落地

实际上，得益于主动式分频设计，G Five 在小音量时也能得到极佳的细节

表现，无论是爆棚的摇滚，还是优雅的室内乐，它都能表现自如，为您呈现
原作的无限魅力。

推荐产品：G Five x 2

建议搭配：数字音乐播放器、蓝光机、电脑、解码器、无线/蓝牙音乐盒

建议搭配：蓝光机、家庭影院前级、游戏主机、电视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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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用来播放背景音乐，选什么型号？搭配什么前端？怎么连接呢？

Q：音箱怎样摆放最好？

生活？无论是在书房，卧室，或是走廊、餐厅，让音乐跟随您的动线，跟随

中也能够遵循此原则，便可以获得更接近原作的声音回放。

A：没错，听音乐不一定要正襟危坐。何不让您所钟爱的音乐陪伴每一天的
您的心情。一成不变的居家日常，因为音乐的灵动而变得情感丰沛、富于色
彩。

A：在录音棚中，立体声音箱摆位遵循“等边三角形”的原则。如果您在家
当然，居家环境的舒适、美观也是非常重要的，
您也许需要在音箱的摆放上做一些妥协，但是

L

R

60°

只要尽量满足以下几点，就会得到更加理想的
声音：
•

背景音乐如同香味一样，是家居环境中看不见摸不着，而又不可或缺的元
素。品质不佳的背景音乐系统往往不是刺耳而喧闹，就是混沌而模糊。得

益于在专业音频领域多年的经验，真力音箱在声音很轻时也能保证极高的
声音品质，也许您并未注意到它们的存在，但音乐却已在不经意间直入内

左右音箱到聆听位置的距离相等。

•

左右音箱的间距尽量接近音箱到聆听位

•

左右音箱高度相同。

•

置的距离。

音箱正对您的耳朵，而不是直指前方。

专业音频行业中
标准的立体声音箱摆位

心。我们为 G 系列和 F 系列提供了多种安装配件，您可以轻松地将音箱与

Q：音箱背后的小开关有什么用处？

推荐产品：G One、G Two 或 G Three

也许您并未察觉，但实际上您听到的声音并不仅仅来自音箱本身，而是音

您的家居融为一体。

建议搭配：无线/蓝牙音乐盒

A：这些开关叫做 DIP 开关，是用于调节音箱的音色和功能的。

箱与房间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千差万别的房间环境和音箱摆放，会对声

音造成各种各样的影响，此时您可以调节音箱背后的 DIP 开关，根据实际
情况对声音进行调整（或称“补偿”），得到更加均衡、自然的音色。

例如，音箱靠近墙角摆放时，低频会因为墙面的声反射而加重，听上去低频
有些过量，这时可以打开“Bass”、
“Low Bass”开关来进行补偿；音箱放

置在桌面上时，通常中低频会因为桌面的声反射而受到影响，声音可能会
变“糊”、变“钝”，这时可以打开“TableTop”开关来补偿。

此外，
“LED OFF”开关可以关闭音箱前面板的白色指示灯，
“Level +10
dB”开关可以将音箱的灵敏度提升 10 dB。

22

把专业级音质带进您的家

23

Q：在哪里可以买到正品的 G 系列和 F 系列？

Q：真力音箱适合我吗？

和丰富的经验，可以为您提供全面的支持与服务。您可以扫描下面的二维

您的好伙伴：

A：最佳方式是通过您当地的经销商购买，我们的经销商具有专业的知识
码找到您所在地区的经销商。

A： 别急，如果您对以下的其中几点表示认同，那么真力音箱一定会成为
£ 我热爱生活，并且心态开放
£ 我想聆听更高品质的声音

真力家用系列经销网络

真力 Genelec 京东旗舰店

我们在积极地拓展经销商网络，让更多地区的顾客可以进行试听体验，并
享受本地经销商的上门服务。如果您所在的地区尚未有真力的经销商，您

还可通过京东网上商城（jd.com）的“真力 Genelec 旗舰店”在线购买。
Q：真力音箱保修几年？

£ 我更爱音乐本身，胜过器材

£ 我相信自己的耳朵，而不是别人的听感
£ 我想要便捷、省心的连接和操作
£ 我玩累了，决定退烧

£ 我想让家人也一起分享音乐的乐趣

A：一共是 5 年。

我们承诺对所有真力音箱提供 2 年的基本保修服务。目前，针对中国大陆

地区通过真力（GENELEC）授权正规渠道购买的所有真力音箱，我们将在

2 年基本保修期的基础上，提供 3 年延长保修期的服务。网上注册成功
后，您将获得总计 5 年的质保。
Q：如果坏了找谁修？

A：目前，真力中国（北京真力音响有限公司）为您提供中国地区的售后服

务。北京和上海两地都设有真力授权维修中心，为您提供原厂级别的维修
服务，通常维修在国内即可完成。

在音箱出现故障后，请您首先联系真力中国（400-700-1978），我们会尝试帮

助您一步步排除故障，说不定您的音箱还没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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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力核心技术

我的笔记

有源分频器

优化的独立功放

MDETM 最低衍射箱体

DCWTM 指向性波导设计

多重保护电路

ISSTM 智能待机省电

房间声学响应补偿

高性能倒相管设计

Iso-PodTM 隔振底座

多种灵活配件

更多信息

Genelec 真力家用系列中文官方网站 : www.genelechome.cn
真力微信订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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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力微信服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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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enelechome.cn
芬兰总部
Genelec Oy
Olvitie 5, FI–74100 Iisalmi, Finland
T +358 17 83 881
genelec@genelec.com
真力中国
北京真力音响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10 号
恒通商务园 B33 号楼 101
电话 ：400 700 1978
genelec.china@genel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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