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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说明。
保存好说明书。
注意所有警告信息。
按照说明进行操作。
不要在靠近水的地方使用本设备。
只能用干布清洁。
不要挡住通风口，根据厂家的指示说明进行安
装。
不要将设备安装在热源附近，如电热炉，散热
片，炉子，或其他产生热能的设备。
不要忽视带极性指示的插头与接地插头的安全
保护作用，带极性指示的插头有两个插头片，
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宽。接地插头有两个插头片，
和一个接地的插头。宽插头片与接地插头都是
为了您的安全设计的。如果随机提供的插头无
法插入插座内，请求助于电工更换绝缘插座。
防止踩踏电源线，或特别夹捏插头，方便插头
或从设备接出的连接点。
只使用厂商指定的附件或零件。
只使用厂商指定的或与设
备一起出售的推车，架
子，三脚架，支架，或桌
子。使用推车时，请小心
移动装有设备的推车，防
止从车上跌下受损。
S3125A
闪电或长时间不使用时，
请从插座上拔掉设备的插头。
请向合格的技术服务人员咨询一切维修的情况，
设备受损时要求提供技术服务，如电源线或插
头损坏，泼溅上液体，有物品坠落到设备上，
设备淋雨或受潮，无法正常工作，或设备坠落。

15. 需要维修服务的损坏
在以下的情况，请拔掉电源，由合格的维修服
务人员进行维修：
A. 电源线或插头已损坏。
B. 物体已掉进或液体已被倒泻入设备。
C. 设备被淋雨。
D. 果设备按照如下指示不能正常操作，只能调
整操作说明中包括的控制功能，因为如果调
整不当可能导致设备损坏，就需要维修技工
花费大量的工作时间将设备恢复到正常的状
态。
E. 设备曾被跌过或是外壳已被损毁。
F. 设似乎不能正常操作，或者显示出在性能上
有明显的改变。
16. 固体与液体进入机器
应该小心不要让物体或是液体透过个洞孔倒泻
入外壳。因为可能接触到电流或带电部分，导
致火灾或电击。
该设备不能置于雨淋或水溅之处，也不能将装
水容器，比如花瓶等置于其上。
17. 电池
注意环保，不要随意丢弃用过的废旧电池。
18. 如果设备是内置式安装，如书柜或架子上，请
确保有足够的通风。设备顶端和两侧保持 20 cm
（8"）的高度，后面各保持 10 cm （4"）的宽
度。设备支架或上方遮板的后边缘应距离后面
板或墙壁 10 cm （4"），留出通风散热的空间。

注意事项
1. 音像版权 — 只允许私人使用，没有经版权所有
人许可的任何音像制品的复制与传播都属违法。
2. 保养－本机系列产品有时需要用软布擦拭除尘。
如遇到顽固的污渍，可用软布沾取柔和清洁剂
的溶液擦拭。清洁后立刻用干净的布擦拭干净。
请勿使用粘性布，稀释剂，酒精或其他化学溶
剂以免损害罩面漆或造成面板字体脱落。
3. 电源
警告
第一次接通电源之前，请仔细阅读以下说明。
因为各国之间交流电的电压不同，请确认您所
在地区的电压与 AC 适配器上标明的要求相符。
AC 适配器平时是不连接到交流电源上的。请确
认适配器是否随时可以使用 （很方便地插上）。
如果您打算长期不使用此装置，请将 AC 适配
器从 AC 插座上拔下。
4. 电池与散热
警告
电池 （电池包装或电池安装）不要放置在强光
暴晒，火源等过热的地方。
5. 严禁湿手触摸机器 — 湿手状态下，严禁接触机
器或机器的电源连接线。如有水或其他液体进
入机器，请与 Onkyo 的经销商联系进行检修。
6. 搬运注意事项
• 如需要运输设备，请使用原包装材料，按照
购买时的包装方式进行包装。
• 不要将橡胶或塑料物品搁置在设备上时间过
久，因为可能会在设备外壳上留下印记。
• 超长时间使用时，设备的顶部和后部面板会
发热，属于正常情况。
• 如果长时间不使用设备，再次开机时可能会
工作不正常，请保证定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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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附件

❏ iPod/iPhone* 底座数码连接

请确保您收到以下附件：

❏ AirPlay
❏ 媒体服务器功能
❏ Internet 广播支持
❏ iPod/iPhone 充电功能
❏ 使用遥控器控制 iPod/iPhone
❏ 低音和高音音调控制

遥控器 (RC-806S)

❏ 深沉低音的超低音 (S.Bass) 功能

向中国供应的产品不附赠电池。

❏ 可输入外接音源信号
❏ 拥有可调调光器的筒灯
❏ 2 个可编程的定时器
❏ 睡眠定时器
❏ 贪睡功能
交流电源适配器 （DC 输出 16V 3A）
（根据国家 / 地区的不同适配器也有所不同。）

注意：
请仅使用 ABX- N300 附带的交流电源适配器。使用
任何其他交流电源适配器可能会损坏 ABX- N300。
附带的交流电源适配器仅适用于 ABX- N300，不能
连接到其他设备进行使用。

*

AirPlay、AirPlay 徽标、iPad、iPhone、iPod、iPod
classic、
iPod nano、iPod shuffle 和 iPod touch 是 Apple Inc.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 / 地区的注册商标。
“Made for iPod”和 “Made for iPhone”是指专为分别
连接 iPod 或 iPhone 而设计的电子配件，其该配件已通
过开发者认证符合 Apple 性能标准。
Apple 不对此设备的操作或其符合安全和规范标准负责。
请注意，与 iPod 或 iPhone 配合使用该配件可能会影响
无线性能。

Windows 和 Windows Media Player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 / 地区的注册商标。

目录和包装上产品名称后面的字母代表颜色信息。颜色或许
各有不同，但规格和操作方式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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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遥控器

插入电池

使用遥控器时，请将其对准 ABX- N300 的遥控感应
器，如下图所示。

1

将止动器滑到一侧，拉出电池座。

遥控感应器

背面

ABX-N300

大约 5 米
30°

30°

2

将纽扣锂电池插入电池座，然后装回电池座。
正 (+) 极

注意：
• 如果 ABX- N300 受到阳光或换流器类型荧光灯的
直射，遥控器可能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在安装
时，请记住这点。
• 如果在同一房间内使用其他相同类型的遥控器，
或 ABX- N300 被安装在使用红外线的装置的附近
的话，遥控器可能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 不可将书籍之类的物品放在遥控器上，因为这样
可能误触按钮，从而导致电池电量的消耗。
• 若 ABX- N300 被安装在有色玻璃门后面的架子
上，遥控器可能不会正常发挥作用。在安装时，
请记住这点。
• 如果在遥控器与 ABX- N300 摇控感应器之间有障
碍物的话，遥控器将不会正常发挥作用。

更换电池
更换电池时，确保使用指定类型的电池。
电池座
所需电池
3V 纽扣锂电池
极性指示

CR2025



电池型号
闭锁

注意：
• 如果遥控器功能不正常，请尝试更换电池。
• 如果您打算长时间不使用电池，请取下电池，以
避免因漏电或腐蚀而造成遥控器损坏。
• 没电的电池应尽快取下，以避免因漏电或腐蚀而
造成遥控器损坏。
• 确保电池的极性放置正确 （观察 “+”和 “-”
指示）。
• 切勿使用其他型号的电池。
• 如果处理不正确，锂电池可能会燃烧或发生化学
反应从而引起皮肤过敏。请将锂电池放在儿童无
法触及的地方。
切勿拆卸、充电或焚烧锂电池，切勿暴露在超过
100°C 的温度下。更换电池时，仅使用指定类型
的电池。如果使用错误类型的电池，可能会导致
发生火灾或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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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iPod/iPhone
可以连接的 iPod/iPhone 型号
兼容的 iPod 产品类型

■ 卸下底座适配器
按照下图所示，将一字螺丝刀或类似物品插入底座
适配器的狭缝，然后向上提起适配器。

可用于：
• iPod touch （第 1、第 2、第 3、和第 4 代）
• iPod classic
• iPod nano （第 2、第 3、第 4、第 5、和第 6 代）
• iPhone 4、iPhone 3GS、iPhone 3G、iPhone
注意：
开始使用之前，请将 iPod/iPhone 更新至最新版
本。有关详情，请参考 Apple 网站。
■ 关于底座适配器
ABX- N300 的底座使用通用底座系统。通过连接到
称为底座适配器的可互换部位，您可以插入支持型
号的 iPod/iPhone。
• 使用市售的底座适配器或者 iPod/iPhone 附带的
底座适配器。
• 如果您的 iPod 是轻型紧凑型号，没有兼容的适配
器，您可以直接连接。

将滑盖移至左侧，露出底座。

警告
• 如果不连接底座适配器而将 iPod/iPhone 直接连
接到 ABX- N300，则可能会拉伤和损坏接头。即使
连接了底座适配器，也应避免移动或摆动所连接
的 iPod/iPhone 以避免拉伤接头。
• 插入或卸下 iPod/iPhone 时，请务必以与接头角
度成直线插入或卸下，不要过分用力。
• 将 iPod/iPhone 连接到 ABX- N300 时不要强行按
下 iPod/iPhone 的控制钮，或向前或向后摆动
iPod/iPhone。否则将损坏接头或触点。
• 请勿将其他附件连接至本系统，如 FM 发射器或麦
克风。否则可能导致操作故障。

底座适配器

• 如果 iPod/iPhone 在保护套中，则可能无法完全
连接接头，从而会导致声音故障或无法操作遥控
器。请从保护套中取出 iPod/iPhone，然后再插
入 ABX- N300。

首先对准底座适配器
的前部边缘，然后按
下后部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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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ABX- N300
顶 / 前面板
括号内的页码是每一项主要说明的页面位置。

1
推开

2

3

5

6 7 8 9 j

合上

4

k

l
m

n
a 滑盖
运输 ABX- N300 或不使用底座时请合上滑盖。

b iPod/iPhone 底座 （7、14）
将 iPod/iPhone 插入此处。

c 显示屏
d MENU 按钮 （15、17）
此按钮将显示菜单或返回上一个屏幕。

e []/[] 按钮 （15、16、18）
当菜单显示时，使用这些按钮可选择菜单项。

f ENTER 按钮 （15–18）
按下此按钮可确认在菜单等功能中所做的设置。

g [] 按钮 （17）
此按钮可使您返回上一个菜单。

h [] 按钮 （18）
此按钮可停止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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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i [/] 按钮 (14、18)
此按钮可开始 iPod/iPhone 播放。播放期间按
下此按钮将暂停播放。

j INPUT 按钮 （12、15、16、18）
此按钮可选择将要收听的声音源。

k VOL []/[] 按钮 （12）
这些按钮可调节音量。

l ON/STANDBY [] 按钮 （12）
这些按钮可将系统切换为开机 / 待机。

m 网络待机指示灯 (26)
如果待机模式设置为 “Network”，此指示灯将
在 ABX- N300 处于待机模式时亮起为橙色。

n 支架
o 筒灯 （12）
将在电源开启时亮起，在处于待机模式时关闭。

了解 ABX- N300— 续
后面板
括号内的页码是每一项主要说明的页面位置。
后面板

1

底部

2 34

a 无线 LAN 天线 （11、23）
如果要以无线方式连接到网络，请展开此天线。

b ETHERNET 端口 （11、24）
如果要通过电缆连接到网络，请在此处连接以
太网电缆。

c [] 耳机插孔 （11、13）
您可以在此处连接耳机的立体声微型插头。

5
d LINE IN 插孔 (11)
使用市售的立体声微型插头音频电缆将外接设
备的音频输出连接到此插孔。这样 ABX-N300
可以通过内置的 phono 均衡器播放便携式音频
播放机、游戏设备、电视或电唱机等设备的音
频。

e 交流电源适配器插孔 （DC IN 16V 3A）（11）
在此处连接附带的交流电源适配器。

关于安装
ABX- N300 的每侧面板都配备有扬声器低音反射管。请在每侧留出 20 cm 或更大空间，以避免阻塞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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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ABX- N300— 续
遥控器 (RC-806S)
括号内的页码是每一项主要说明的页面位置。

1

2

3

h TONE 按钮 (13)

4

如果需要调节低音 （低音量）或高音 （高音
量），请按下此按钮。

i S.BASS （超低音）按钮 （13）
使用此按钮可进行超低音设置。

u

5

j VOLUME []/[] 按钮 （12）
这些按钮可调节音量。

6

k MUTING 按钮 (12)
此按钮可暂时静音。

t
s
r
q
p
o

7
8
9

l REPEAT 按钮 (15)
iPod/iPhone 播放期间，按下此按钮可重复播
放歌曲。

m SHUFFLE 按钮 (15)
iPod/iPhone 播放期间，按下此按钮可随机播
放歌曲。

n PLAYLIST []/[] 按钮
不使用这些按钮。

n
m
l

j
k

o [/] 按钮 （14、15、18）
此按钮可开始播放。播放期间，按下此按钮可
暂停。

p [] 按钮 （17、19、21、24、26）
此按钮可使您返回上一个菜单。

q []/[] 按钮 （14、18、21、24、25）
这些按钮可选择上一首或下一首歌曲。

a [] （开机 / 待机） 按钮 （12、19、20、23、24）
这些按钮可将系统切换为开机 / 待机。

b TIMER 按钮 （19–21）
使用此按钮可设置时钟和定时器。

c SLEEP 按钮 (21)
此按钮用于设置睡眠定时器。

d SNOOZE 按钮 (21)
按下此按钮可使用贪睡功能 （暂时停止定时器
播放）。

e DISPLAY 按钮 （18、19）
每次按下此按钮时，显示屏上显示的信息 （专
辑标题、艺术家姓名）将更改。如果在
ABX- N300 处于待机模式时按下此按钮，时钟将
显示 8 秒钟。

f INPUT []/[] 按钮 （12、15、16、18）
此按钮可选择将要收听的声音源。

g [] 按钮 （18）
此按钮可停止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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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NTER 按钮 （13、15–21、23–27、29）
按下此按钮可确认在菜单等功能中所做的设置。

s MENU 按钮 （13、15、17、23–27、29）
此按钮将显示菜单或返回上一个屏幕。

t []/[] 按钮 （13、15、16、18–21、
23–27、29）
当菜单显示时，使用这些按钮可选择菜单项。

u DIMMER 按钮 (12)
此按钮可调节筒灯的亮度。

连接
连接之前
• 下图仅为示例。即使使用其他设备，连接方法也相同。同时请务必阅读要连接设备的用户手册。
• 在您完成所有连线之前，请不要接上交流电源适配器。

如果要以无线方式连接到网络，
请展开天线。

无线 LAN 路
由器

Internet

调制解调器

WAN

立体声微

立体声微型插头

型插头

将外接设备的音频输出插孔连接到
LINE IN 插孔。ABX-N300 的插孔是立
体声微型插孔。请使用适合要连接设备

LAN

的插孔的市售电缆。
* 使用不包含内置电阻器的连接电缆。

路由器
附带的交流电源适配器

耳机插孔或音频

警告

输出插孔
便携式音频播放机等
计算机

立体声微型插头

* 如果音量太小，
请调高所连接设

模拟音频输
RCA 插头

备的音量。

出插孔

请仅使用附带的交流电
源适配器。请勿将附带
的交流电源适配器用于
任何其他设备。否则可
能会导致故障或事故。

白色
耳机

游戏机
红色

拥有内置 phono 均衡器的电唱机

电视

警告
如果将其他设备的耳机插孔连接到 ABX- N300 的 LINE IN 插孔，则必须首先调节所连接设备的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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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M
DIMMER
INPUT C/U

F/H

MENU
TONE
S.BASS
ENTER
INPUT
VOLUME F/H

VOL H/F
筒灯 （位于扬声器下方）

MON/STANDBY

您可以通过触摸屏操作顶部面板上的按钮。

打开 ABX- N300
若要打开 ABX- N300，请按下 ABX- N300 或遥控器上
的 [] 按钮。
电源将开启，位于 ABX- N300 下部的筒灯将亮起。
再次按下 [] 按钮可将 ABX- N300 设置为待机状
态。

MUTING

静音 ABX- N300 （仅限遥控器）
若要静音 ABX- N300，请按遥控器上的 [MUTING] 按
钮。
此时 “Muting”出现在显示屏上。
若要取消静音 ABX- N300，请再次按 [MUTING] 按
钮。
静音也将在以下情况下禁用。
• 调节音量时
• 当进入待机模式后，之后再次开机时

选择输入音源
按 ABX-N300 的 [INPUT] 按钮或遥控器的 INPUT
[]/[] 按钮切换播放的输入音源。
您可以选择 iPod、LINE （所连接的外接设备）、
Internet 广播、媒体服务器、或 AirPlay。每次按
下 [INPUT] 按钮时，输入源将在下列选项之间循
环。
iPod

LINE

Internet
Radio

Media
Server

AirPlay

调节音量
按 VOL [] 按钮可以提高音量，按 VOL [] 按钮
可以降低音量。
您还可以使用遥控器的 VOLUME []/[] 按钮。
您可以在 “0” 到 “39” 直至 “Max”（最大）
范围内调节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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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筒灯亮度 （仅限遥控器）
您可以调节筒灯的亮度。
按遥控器上的 [DIMMER] 按钮。
每次按下该按钮时，亮度将在下列设置之间循环。
亮
（默认设置）

暗

关闭

基本操作 — 续
调节低音和高音 （仅限遥控器）
注意：
音调调节 （低音、高音、超低音）对耳机没有影
响。

1

2

按 [TONE] 按钮使显示屏显示 “Tone
Control”。

注意：
• 请务必在连接耳机之前调低音量。

低音设置的值将闪烁。

• 如果连接了耳机，当操作 ABX-N300 的触摸屏
时，不会发出哔哔声。

使用 []/[] 按钮调整值。

• 耳机插头插入耳机 [] 插孔时，扬声器将关
闭。

您可以在 –3 到 +3 范围内调节值。
注意：
如果您未按住任何按钮 8 秒钟，上次显示将自
动出现。

• 如果输入设置为 iPod，则耳机不会传出声音。请
拔下耳机，通过扬声器聆听。

操作期间静音哔哔声 （仅限遥控器）
如果在操作 ABX-N300 的触摸屏时听到哔哔声，您
可以将哔哔声静音。

3

按下 [ENTER] 按钮。

4

使用 []/[] 按钮调整值。

高音设置的值将闪烁。

1

ABX- N300 处于待机模式时，按遥控器的

2

使用 []/[] 按钮选择 “Beep”，然后按

3

使用 []/[] 按钮选择 “Off”，然后按

[MENU] 按钮。

您可以在 –3 到 +3 范围内调节值。
注意：
如果您未按住任何按钮 8 秒钟，上次显示将自
动出现。

5

使用头戴式耳机
您可以将一对立体声头戴式耳机 （ø3.5 mm 耳机插
头）连接到 ABX- N300 的耳机 [] 插孔 （请参见
第 9 页）供个人聆听。

按下 [ENTER] 按钮。

[ENTER] 按钮。

[ENTER] 按钮。

原始显示将再次出现。

使用超低音 （仅限遥控器）

提示：
如果要重新启用哔哔声，请在上述程序的步骤 3
中选择 “On”。

若要打开超低音，请按 [S.BASS] 按钮。
“S.BASS”指示将显示在显示屏上。
S.BASS

每次按 [S.BASS] 按钮时，超低音范围的强度将更
改。
关闭此设置时，“S.BASS”指示将消失。

S.Bass 关

S.Bass 开

（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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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 iPod/iPhone

INPUT C/U
MENU

Q/R
ENTER

滑盖

MENU

F/H
F/H
ENTER

U/I

U/I
INPUT

SHUFFLE
REPEAT

注意：
• 将 iPod/iPhone 用于 ABX- N300 之前，请确保使
用 Apple 网站上提供的最新软件更新 iPod/
iPhone。

注意：
• 为避免损坏底座接头，请勿旋转或将 iPod/
iPhone 强行插入底座，并在插入时小心不要
摆动 iPod/iPhone。

• 如果您暂停了 iPod/iPhone 而不再操作，则它最
终将进入休眠状态。如果您在此状态将其插入
ABX- N300 底座，您将需要等待几分钟之后才能开
始使用 iPod/iPhone。
• 请务必在移动 ABX- N300 之前取下 iPod/iPhone。

• 如果您正在使用 iPod/iPhone 保护套，请务
必取下保护套后再插入。否则，它可能会连
接不正确或发生故障。

• 根据您的 iPod/iPhone 或正播放的内容类型，有
些功能可能无法正常运行。

• 请勿使用任何 iPod/iPhone 附件，如 FM 发
送器或麦克风，因为它们可能会导致故障。

1

将滑盖移至左侧。

2

接通 ABX- N300 的电源，将 “iPod”选为输入

3

• 插入 iPod/iPhone 时，请勿合上滑盖。建议
您不使用 ABX- N300 时合上滑盖。

4

源。

按下 [/] 按钮。
播放将开始。

暂停播放

将 iPod 或 iPhone 插入 iPod/iPhone 底座。

若要暂停播放，请按 [/] 按钮。
再次按下此按钮可从暂停处继续播放。

iPod/iPhone 底座
iPod/iPhone

选择歌曲 （仅限遥控器）
若要返回至当前播放或暂停播放的音轨起始部分，
请按下 [] 按钮。
重复按下 [] 按钮选择前面的歌曲。
重复按下 [] 按钮选择后面的歌曲。
快进或快退 （仅限遥控器）

将 iPod/iPhone 牢固插入 ABX- N300 的底座。
如果使用底座适配器，请参阅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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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播放期间或暂停播放时快进或快退，请相应
地按住 [] 或 [] 按钮。

播放 iPod/iPhone— 续
浏览 iPod/iPhone 菜单

1
2

按 ABX- N300 或遥控器上的 [MENU] 按钮可显
示 iPod/iPhone 上的菜单 / 列表。
使用 []/[] 按钮选择菜单项，然后按
[ENTER]。

使用 AirPlay
使用本机，您可以使用 Apple Inc. 的 AirPlay 欣
赏基于 iOS 的设备或 iTunes 音乐库中的音乐。
注意：
若要使用 AirPlay，您需要下列设备之一。
• 安装 iOS 4.2 或更高版本的 iPod touch、
iPhone、iPad
• 安装有 iTunes 10 （或更高版本）的个人电脑

随机播放 （仅限遥控器）
使用随机播放功能可以随机播放 iPod/iPhone 上的
歌曲。

1

按下 [SHUFFLE] 按钮。

2

若要开始随机播放时，请按 [/] 按钮。

 符号将出现在 iPod/iPhone 的屏幕上。

提示：
• 使用此功能之前，必须将 iPod touch/iPhone/
iPad 更新至最新版本。
• 为获得最佳性能，建议您始终使用最新版本的
iOS 和 iTunes。
• 有关 AirPlay 或如何获得软件最新版本的详情，
请访问 Apple 网站。
AirPlay、AirPlay 徽标、iPad、
iPhone、iPod、iPod classic、
iPod nano、iPod shuffle 和
iPod touch 是 Apple Inc.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 / 地区的注册商标。

随机播放将开始。

取消随机播放
若要取消随机播放，请按 [SHUFFLE] 按钮。

警告

 符号将在 iPod/iPhone 的屏幕上消失。

要使用 AirPlay，ABX-N300 必须连接到网络。有关
连接到网络的详情，请参阅 “网络设置”（请参见
第 22 页）。

重复播放 （仅限遥控器）
如果按下 [REPEAT] 按钮，iPod/iPhone 上的歌曲
将重复播放。每次按下 [REPEAT] 按钮时，重复播
放的类型将做如下更改。

播放

：重复一首歌曲

1

选择 “AirPlay”作为输入源。

2

从 iTunes 或 iPod touch/iPhone/iPad 的

：重复所有歌曲

请遵循下面的步骤进行播放。

取消重复播放
多次按下 [REPEAT] 按钮，直至  或  符号从
iPod/iPhone 的屏幕上消失。

使用 ABX- N300 的 [INPUT] 按钮或遥控器的
INPUT []/[] 按钮选择 “AirPlay”。

AirPlay 图标 [] 选择 “Onkyo ABX-N300
******”（默认设置）。

3

在 iTunes 或 iPod touch/iPhone/iPad 上开
始播放。

注意：
• 如果透过 AirPlay 没有发出声音，请从 [] 暂
时选择 ABX- N300 之外的其他选项，等一会，然
后再次选择 ABX- N300。
• 经过的时间或其他指示灯可能显示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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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听 Internet 广播
ABX- N300 支持 vTuner Internet 广播。

INPUT C/U
MENU
ENTER

O

F/H

MENU F/H

INPUT
ENTER

警告
要收听 Internet 广播，ABX-N300 必须连接到网
络。有关连接到网络的详情，请参阅 “网络设置”
（请参见第 22 页）。

4

使用 []/[] 按钮选择 “China”，然后按
[ENTER] 按钮。
“China”只是一个示例。您可以自由选择需要
的任何国家 / 地区，不只是 “China”。

收听广播
IR

1

选择 “Internet Radio”作为输入源。

China
+ All Stations
1/ 14

使用 ABX-N300 的 [INPUT] 按钮或遥控器的
INPUT []/[] 按钮选择 “Internet
Radio”。
Internet 广播电台列表会自动从 vTuner 广播
电台数据库服务加载。

5

IR

Internet Radio
+ Favorites
1/
8

2

使用 []/[] 按钮选择 “Stations By
Location”，然后按 [ENTER] 按钮。
“Stations By Location”只是一个示例。您
可以自由选择任何项目。

3

使用 []/[] 按钮选择 “Asia”，然后按
[ENTER] 按钮。
“Asia”只是一个示例。您可以自由选择需要
的任何区域，不只是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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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 按钮选择要收听的流派，然后
按 [ENTER] 按钮。
如果不需要选择流派，请保持选定 “All
Stations”，然后按 [ENTER] 按钮。

6

使用 []/[] 按钮选择电台，然后按
[ENTER] 按钮。
ABX- N300 将自动连接到电台并加载数据，播放
开始。
IR

Music Now
BGM
Buffering

70%

收听 Internet 广播 — 续
提示：
• 左侧显示的 “+”指示某个文件夹。在 “+”
指示上按下 [ENTER] 按钮可以下移一层，
“>”指示广播电台。在 “>”指示上按下
[ENTER] 按钮时，播放将开始。
• 按下 [MENU] 按钮，您可以返回步骤 1 并选
择电台。
• 按下 [] 按钮，您可以返回上一步并重
新选择电台。
• “Recent Launches”包含您最近收听的电
台。

警告

2

打开 ABX- N300 的电源，并将输入切换为
“Internet Radio”。
vTuner 菜单 “+ Favorites”将显示。如果此
菜单未显示，请检查网络连接和设置。

3

使用计算机的浏览器访问

4

使用 ABX- N300 的 MAC 地址作为 ID# 登录。

http://onkyo.vtuner.com/。

只能输入 12 位数字，不能使用 “-”（连字
符）。

Internet 广播不能暂停。

根据屏幕的指示，注册 “Favorites”或 “My
Added Stations”。

使用 vTuner Internet 广播的 “Favorites”
和 “My Added Stations”

您注册的电台将保存在 ABX- N300 的 vTuner
菜单中的 “Favorites”或 “My Added
Stations”中。

您可以将喜爱的广播电台保存到 vTuner 的
“Favorites”和 “My Added Stations”。

1

记下 ABX- N300 的 MAC 地址 （请参见第 26
页）。

播放服务器上的音乐文件
本部分介绍如何利用 ABX- N300 播放计算机或媒体服务器上的音乐文件 （服务器播放）。

DISPLAY
INPUT C/U

Q/R

J
ENTER

F/H

F/H

J
ENTER

U/I

INPUT
U/I

警告
ABX- N300 必须连接到网络。有关连接到网络的详
情，请参阅 “网络设置”（请参见第 22 页）。

设置网络服务器
本部分介绍如何配置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12，以使 ABX- N300 可以播放计算机上存储的音乐
文件。

Cs-17

播放服务器上的音乐文件 — 续
播放音乐文件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设置

1

启动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1

启动计算机或媒体服务器。

2

在 “媒体库”菜单中，选择 “媒体共享”。

2

启动 ABX-N300，并将输入设置为 “Media

“媒体共享”对话框将显示。

Server”。

3

选择 “共享媒体”选框，然后单击 “确定”。

按 ABX-N300 的 [INPUT] 按钮或使用遥控器的
INPUT []/[] 按钮选择 “Media
Server”。

4

选择列表中的 ABX- N300，然后单击 “允许”。

网络服务器列表将显示。

5

单击 “确定”关闭对话框。
这将完成 Windows

Media®

3

Player 11 配置。

现在您可以利用 ABX- N300 播放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媒体库中的音乐文件。

使用 []/[] 按钮选择要使用的网络服务器，
然后按 [ENTER] 按钮。
注意：
• ABX- N300 无法访问网络服务器上的照片或视
频。

您可以从 Microsoft 网站免费下载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 部分内容可能无法显示，具体取决于网络服
务器的共享设置。请参阅网络服务器的用户
手册。

Windows Media® Player 12 设置
Media®

1

启动 Windows

Player 12。

2

在 “流”菜单中，选择 “打开媒体流”。

4

使用 []/[] 按钮选择要聆听的音乐文件，
然后按 [ENTER] 按钮。
播放将开始。

媒体服务器列表将显示。词句可能会因网络位
置不同而有所不同。

提示：
• 左边角上显示的 “+”号代表了文件夹。通
过在 “+”号上按 [ENTER] 按钮，您可以移
动至较低的层级。“>”号代表了文件。在
“>”号上按 [ENTER] 按钮时，本机将开始进
行播放。

4

选择列表中的 ABX- N300，然后单击 “已允

• 您可以按 [MENU] 按钮返回第 2 步，然后进
行选择。

5

单击 “确定”关闭对话框。

对话框将显示。

3

移动光标，并单击 “打开媒体流”。

• 您可以按 [] 按钮返回上一步，然后再
次选择某个文件。

许”。

这将完成 Windows Media® Player 12 配置。
现在您可以播放 Windows Media
媒体库中的音乐文件。

®

Player 12

暂停播放
若要暂停播放，请按 [/] 按钮。
再次按 [/] 按钮可从暂停点恢复播放。
停止播放
要停止播放，请按下 [] 按钮。
切换到上一首或下一首歌曲
要切换歌曲，请使用遥控器的 [] 或 []
按钮。
切换信息显示
反复按遥控器的 [DISPLAY] 按钮可在专辑标题和艺
术家姓名之间切换信息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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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时钟 （仅限遥控器）
M
DISPLAY

TIMER

O

ENTER

F/H

设置时间和星期几

1

ABX- N300 在待机模式下，按 [TIMER] 按钮。
如果 ABX- N300 已开机，请按 [] 按钮进入
待机模式。

2

使用 []/[] 按钮选择 “Clock Setup”。

Timer1 Setup
Timer2 Setup
Clock Setup

5

使用 []/[] 按钮设置 “星期几”。

6

按下 [ENTER] 按钮。
设置将完成，显示屏将返回到待机模式。

取消而不设置时间
按下 [TIMER] 按钮。
返回上一个屏幕
按下 [] 按钮。

警告

3

按下 [ENTER] 按钮。

4

使用 []/[] 按钮选择时间，然后按
[ENTER] 按钮。
如果按住 []/[] 按钮，值将不断变化。

如果因电源故障或拔下交流电源适配器而中断电
源，时间将显示 “--:--”，时钟将停止。如果发
生此情况，请再次设置时钟。

显示时钟
如果在待机模式下按下 [DISPLAY] 按钮，时钟和星
期几将显示约 8 秒。

若要在 12 小时与 24 小时显示之间切换，请
按 [DISPLAY] 按钮。

Clock Setup
10:15
Su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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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定时器 （仅限遥控器）
ABX- N300 提供三个不同的定时器：两个编程定时器可在指定时间自动播放 iPod/iPhone，一个睡眠定时器可
在经过指定时间段后将设备置于待机模式。
M

SNOOZE
SLEEP

TIMER

Q/R
ENTER

O
F/H

关于定时器

1

选择定时器编号

ABX- N300 处于待机模式时，按 [TIMER] 按钮。
如果 ABX- N300 已开机，请按 [] 按钮进入
待机模式。

您最多可以设置两个定时器。

Timer1 Setup
Timer2 Setup
Clock Setup

设置时间
您可以设置定时器开启时间和定时器关闭时间。
指定星期几
您可以选择 “Everyday”设置定时器每天运行，或
选择 “Every”并指定定时器将在星期几运行。
设置播放音量
您可以指定定时器播放的音量。

使用 []/[] 按钮选择 “Timer1 Setup”或
2 “Timer2
Setup”，然后按 [ENTER] 按钮。

Timer1 Setup
Timer1 On
On
6:30
Off
7:00

设置定时器
警告
• 如果两个定时器的运行时间重叠，开启时间在后
的定时器将不会运行。请在第一个定时器的关闭
时间与第二个定时器的开启时间之间至少间隔一
分钟。
• 如果您设定了在某个时间后睡眠定时器运行，但
是在该时间内另一个定时器接通了设备电源，此
时电源将根据睡眠定时器的设定进行操作。
• 将 iPod/iPhone 插入 iPod 底座，确保它可以进
行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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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 []/[] 按钮选择 “Timer1 On”或
“Timer2 On”，然后按 [ENTER] 按钮。

4

使用 []/[] 按钮选择定时器开启时间，然
后按 [ENTER] 按钮。

5

使用 []/[] 按钮选择定时器关闭时间，然
后按 [ENTER] 按钮。

使用定时器 （仅限遥控器）— 续

6

使用 []/[] 按钮选择 “Everyday”或
“Every”，然后按 [ENTER] 按钮。
如果选定 “Everyday”，请转到步骤

8。

Timer1 Setup
Every
MoTuWeThFrSaSu

7

打开 （激活）/ 关闭 （禁用）定时器

1
2

按下 [TIMER] 按钮。
使用 []/[] 按钮选择 “Timer1 Setup”或
“Timer2 Setup”，然后按 [ENTER] 按钮。

3

使用 []/[] 按钮选择 “On”或 “Off”，然
后按 [ENTER] 按钮。

如果选定 “Every”，请使用 []/[]
按钮移至不希望定时器运行的星期几，然后使
用 []/[] 按钮使字符之下显示下划线。完
成对星期几的所需设置之后，按 [ENTER] 按
钮。
定时器将不会在其下显示下划线的日期运行。
如果希望定时器在特定星期几运行，请使用
[]/[] 按钮将下划线字符更改回工作日指

4

按下 [TIMER] 按钮。
时钟将显示很短时间，之后 ABX- N300 将进入
待机模式。

示。

使用贪睡功能

Timer1 Setup
Every
TuWeThFrSaSu

使用贪睡功能
定时器已开始播放时，您可以使用贪睡功能暂时停
止播放，五分钟后将继续播放。

定时器已开始播放后，按 [SNOOZE] 按钮。
播放将暂时停止，并在五分钟后继续。

使用睡眠定时器
经过指定时间段后，睡眠定时器会自动将
ABX- N300 置于待机模式。

8

使用 []/[] 按钮指定播放音量，然后按
[ENTER] 按钮。
定时器指示和数字将出现在时钟显示屏的右上
角；一段时间后，ABX- N300 将切换到待机模
式。

警告
为使定时器正常运行，ABX- N300 必须处于待机
模式。
取消而不设置定时器
按下 [TIMER] 按钮。这将返回待机模式。
返回上一个屏幕
按下 [] 按钮。

按下 [SLEEP] 按钮。
显示屏将显示 “Sleep 90 min.”。每次按下
[SLEEP] 按钮时，设置将在 “Sleep 90 min” “Sleep 10 min.”范围内以 10 分钟为时间段进行
更改。经过指定时间段后，电源将关闭。
查看剩余时间
按下 [SLEEP] 按钮时，显示屏将指示距离电源关闭
的剩余时间。但是，如果剩余时间少于 10 分钟，
再次按下 [SLEEP] 按钮将取消睡眠定时器。
取消睡眠定时器
重复按下 [SLEEP] 按钮，直至 “Sleep Off”指示
显示。

检查定时器设置
按 [TIMER] 按钮，然后选择 “Timer1 Setup”或
“Timer2 Setup”，然后反复按 [ENTER] 按钮检查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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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设置
要使用媒体服务器功能 （播放计算机上存储的音乐文件）、AirPlay 或 Internet 广播，ABX- N300 必须连接
到网络。
您可以使用两种方式将 ABX- N300 连接到网络：以无线方式或通过电缆。您将需要对要使用的网络设置进行
适当设置。
按照 “连接”( 第 11 页 ) 中所述，将 ABX- N300 连接到无线 LAN 或有线 LAN。
ABX- N300 的无线 LAN 符合 Wi-Fi 标准。

网络基础
网络是一种设置，其中多个设备通过电缆 （或以无线方式）连接，这样就可以彼此通信。
在家中，通常需要设置网络，这样计算机或游戏机就可以连接到 Internet 或者可以在多台计算机之间传输
数据。
这种局限于相对较小区域 （如家庭）的网络称为局域网 (LAN)。
如果将 ABX- N300 连接到网络服务器 （如计算机），则可以播放网络服务器 （计算机）上存储的音乐文件，
或者连接到 Internet，则可以播放 Internet 广播。
在这些情况下，您无需将 ABX- N300 直接连接到其他计算机或 Internet。
要连接到计算机或 Internet，需要其他几种设备 （网络设备）。
需要下列设备才能使用 ABX- N300 的网络功能。
■ 路由器
路由器是位于 ABX- N300 与计算机之间或者 ABX- N300 与 Internet 之间的一种设备，用于控制数据流。
在网络中，数据流称为 “流量”。路由器在各种设备之间起到流量控制器的作用。
• 要使用 ABX- N300，建议使用配备 100Base-TX 交换机的宽带路由器。
• 如果要通过无线 LAN 连接，您需要提供无线 LAN 路由器。
• 如果路由器具备 DHCP 功能，则很容易进行网络设置。
• 如果您与 Internet 服务提供商 (ISP) 签署了合同，请使用 ISP 推荐的路由器。
有关路由器的详细信息，请咨询您的经销商或 ISP。
■ 以太网电缆 (CAT-5)
以太网电缆用于实际连接组成网络的设备。有两类以太网电缆：直通电缆和交叉电缆。
• ABX- N300 使用符合 CAT-5 标准的以太网直通电缆。有关以太网电缆的详细信息，请咨询您的经销商。
• 如果要通过无线 LAN 连接，则不需要以太网电缆。
■ 网络服务器 （如计算机 / 如果使用网络服务器）
此设备存储音乐文件并传送到 ABX- N300 进行播放。
• 使用 ABX- N300 的要求不同，具体取决于要用作网络服务器的设备 （请参见第 28 页）。
• 有关 ABX- N300 所支持媒体服务器的详情，请参阅第 28 页。
• ABX- N300 中音乐文件的最佳播放条件取决于要使用的网络服务器 （计算机的性能）。有关每种设备的详
情，请参考对应设备的用户手册。
■ Internet 访问 （用于 Internet 广播）
要收听 Internet 广播，以太网网络必须能够接入 Internet。窄带连接 （例如，56 K 调制解调器、ISDN）
无法提供满意的效果，因此强烈建议使用宽带连接 （例如，电缆调制解调器、xDSL 调制解调器等）。如果
不确定，请咨询 ISP 或计算机经销商。
注意：
• 要使用 ABX- N300 收听 Internet 广播，宽带 Internet 连接必须运行并能够访问网络。如果 Internet 连
接存在问题，请咨询 ISP。
• ABX- N300 使用 DHCP 自动配置网络设置。如果要手动配置这些设置，请参见第 25 页的 “网络连接 （手
动）”。
• ABX- N300 不支持 PPPoE 设置，因此如果使用 PPPoE 类 Internet 连接，必须使用 PPPoE 兼容路由器。
• 根据 ISP 的不同，您可能需要指定代理服务器才能收听 Internet 广播。如果您的计算机配置为使用代理
服务器，请为 ABX- N300 使用相同设置 （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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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设置 — 续
是利用电缆还是无线连接连
接到网络？

电缆

无线

您是否拥有无线 LAN 路由器？

是
请参见下面的 “通过无
线 LAN 连接”。

您是否拥有路由器或具备路由器
功能的调制解调器？

否

是

获取无线 LAN 路由器。

您的路由器或拥有路由器
功能的调制解调器是否启
用了 DHCP？

是

警告

3

于待机模式。

1

2

拔下交流电源适配器，等待至少 10 秒钟，然
后重新连接交流电源适配器。
不要连接以太网电缆。如果已连接以太网电
缆，请将电缆拔下并拔下交流电源适配器，等
待至少 10 秒钟，然后仅重新连接交流电源适
配器。
按 [MENU] 按钮。

请参见第 25 页中的
“网络连接 （手动）”。

使用 []/[] 按钮选择 “Standby Mode”，
然后按 [ENTER] 按钮；然后使用 []/[] 按
钮选择 “Network”，然后按 [ENTER] 按钮。

Standby Mode

通过无线 LAN 连接
警告
• 设置无线网络连接时，您需要输入身份验证方法
和安全密钥。开始之前请完成以下设置。
• 展开位于 ABX- N300 背面的无线 LAN 天线。

获取一个路由器。

否

请参见第 24 页中的
“网络连接 (DHCP)”。

• 您可以使用遥控器执行这些操作。
• 请在 ABX- N300 处于待机模式时进行网络设置。
如果 ABX- N300 已开机，请按 [] 按钮将本机置

否

Network

4

按 [MENU] 按钮。

5

使用 []/[] 按钮选择 “Network Setup”并
按 [ENTER] 按钮。
请稍候，直至出现 “Connection”指示。

Network Setup
Connection
Ethernet

Network Setup
Network Info
Standby Mode
B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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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设置 — 续

6

使用 []/[] 按钮选择 “Wireless”，然后
按 [ENTER] 按钮。
ABX- N300 将搜索无线 LAN 接入点，如果找
到，则将显示这些接入点。

Network Setup
Select AP: 1/1
wireless ap

注意：
如果连接了以太网电缆，您将不能选择
“Wireless”。如果要通过无线 LAN 连接，您
必须拔下以太网电缆。

7

使用 []/[] 按钮选择要连接的接入点，然
后按 [ENTER] 按钮。

8

选择接入点的安全类型，然后按 [ENTER] 按
钮。

Network Setup
Security Type
WPA-PSK(AES)

10 将光标移至 “OK”并按 [ENTER] 按钮。

处理将被执行，系统将重新启动。之后网络
连接将设置。
如果成功，显示屏将显示 “Succeeded”；
如果失败，显示屏将显示 “Failed”。

提示：
如果三分钟或更长时间后 ABX- N300 仍然未连接到
网络或者如果显示屏显示 “Failed”指示，则可能
是安全类型或输入的安全密钥不正确。在此情况
下，请尝试从头再次进行设置。如果多次设置后仍
无法连接，请拔下交流电源适配器，等待至少 10
秒钟后再重新连接，之后再次尝试进行设置。

通过有线 LAN 连接
如果要使用支持 DHCP 服务器功能的宽带路由器，
ABX- N300 将在您连接以太网电缆时自动进行 IP 地
址设置。
如果将 ABX- N300 连接到不支持 DHCP 服务器功能
的网络，您将必须手动进行设置，如 IP 地址。

警告
• 您可以使用遥控器执行这些操作。
• 请在 ABX- N300 处于待机模式时进行网络设置。
如果 ABX- N300 开机，请按 [] 按钮将本机置于
待机模式。

有关安全类型的详情，请参阅路由器设定。

9

输入安全密钥。
使用下列按钮输入字符。
[]/[] 按钮：将光标向左或向右移动
[ENTER] 按钮：输入一个字符
[]/[] 按钮：切换字符组
[] 按钮：删除光标前的字符

Security Key
ABCDEFGHIJKLMNOP
QRSTUVWXYZ BS OK
00
可以输入的字符如下
字母：大写字母 A–Z、小写字母 a–z
数字：0–9
其他字符：~ @ # $ % & * ( ) _ - + = / ?
BS：删除光标前的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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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希望手动指定网络连接，请首先检查设置
详情。
• 根据 Internet 服务提供商的不同，可能无法自
动建立连接。如果是这样，请手动进行设置。

网络连接 (DHCP)

1

拔下交流电源适配器，然后连接以太网电缆，
等待至少 10 秒钟，然后重新连接交流电源适
配器。

2

按 [MENU] 按钮。

Network Setup
Network Info
Standby Mode
Beep

网络设置 — 续

3

使用 []/[] 按钮选择 “Standby Mode”，
然后按 [ENTER] 按钮；然后使用 []/[] 按
钮选择 “Network”，然后按 [ENTER] 按钮。

网络连接 （手动）

1

拔下交流电源适配器，然后连接以太网电缆，
等待至少 10 秒钟，然后重新连接交流电源适
配器。

2

按 [MENU] 按钮。

3

使用 []/[] 按钮选择 “Standby Mode”，
然后按 [ENTER] 按钮；然后使用 []/[] 按
钮选择 “Network”，然后按 [ENTER] 按钮。

4

按 [MENU] 按钮。

5

使用 []/[] 按钮选择 “Network Setup”并
按 [ENTER] 按钮。
请稍候，直至出现 “Connection”指示。

6

使用 []/[] 按钮选择 “Ethernet”，然后
按 [ENTER] 按钮。

7

使用 []/[] 按钮选择“Disable”，然后按
[ENTER] 按钮。

8

指定 “IP Address”，然后按 [ENTER] 按钮。
使用 []/[] 按钮移动光标，使用
[]/[] 按钮选择数字。您可以指定下列 IP
地址。

Standby Mode
Network

4

按 [MENU] 按钮。

5

使用 []/[] 按钮选择 “Network Setup”并
按 [ENTER] 按钮。
请稍候，直至出现 “Connection”指示。

Network Setup
Connection
Ethernet

6

使用 []/[] 按钮选择 “Ethernet”，然后
按 [ENTER] 按钮。

Network Setup
DHCP: Enable

A 类：“10.0.0.0”– “10.255.255.255”
B 类：“172.16.0.0”– “172.31.255.255”
C 类：“192.168.0.0”– “192.168.255.255”

7

使用 []/[] 按钮选择 “Enable”，然后按
[ENTER] 按钮。
处理将被执行，系统将重新启动。之后网络连
接将设置。
如果成功，显示屏将显示 “Succeeded”；如
果失败，显示屏将显示 “Failed”。

9

指定“Subnet Mask”，然后按 [ENTER] 按钮。
输入 ISP 提供的子网掩码地址 （通常是
255.255.255.0）。
使用 []/[] 按钮移动光标，使用
[]/[] 按钮选择数字。

“Gateway”，然后按 [ENTER] 按钮。
10 指定
输入 ISP 提供的网关地址。
使用 []/[] 按钮移动光标，使用
[]/[] 按钮选择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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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设置 — 续

11 指定 “DNS Server (Primary DNS,

Secondary DNS)”（DNS 服务器 - 主 DNS，
次 DNS），然后按 [ENTER] 按钮。
输入 ISP 提供的 DNS 服务器地址。
使用 []/[] 按钮移动光标，使用
[]/[] 按钮选择数字。

12 指定 “Proxy Enable”设置，然后按

[ENTER] 按钮。
使用 []/[] 按钮选择 “No”或 “Yes”。
如果您未使用代理服务器，请选择 “No”。
如果您正在使用代理服务器，请选择
“Yes”，然后输入代理服务器地址。
处理将被执行，系统将重新启动。之后网络
连接将设置。如果成功，显示屏将显示
“Succeeded”；如果失败，显示屏将显示
“Failed”。

警告
如果 “Standby Mode”设置为 “Normal”，则无法
设置或查看 “Network Setup”和 “Network
Info”。如果要设置或查看这些设置，您必须首先
将 “Standby Mode”设置为 “Network”。
之后您可以根据需要将 “Standby Mode”设置为
“Normal”。

检查网络信息
以下提供如何查看分配给 ABX- N300 的 IP 地址以
及其他信息。

1

ABX-N300 在待机模式下时，按遥控器的
[MENU] 按钮。

2

使用 []/[] 按钮选择 “Standby Mode”，
然后按 [ENTER] 按钮；然后使用 []/[] 按
钮选择 “Network”，然后按 [ENTER] 按钮。

Standby Mode

取消而不完成设置
按 [MENU] 按钮。

Network

到此所做的所有设置将被取消。
返回前一个设置项目
按下 [] 按钮。
您将返回到前一个设置项目。

关于待机模式
有两类待机模式：“Normal”和 “Network”。

Network Setup
Network Info
Standby Mode
Beep
在 “Normal”模式下，网络电路也将在待机模式下
自动断电，因此耗电量将降到最低。但是，当您打
开电源时，ABX- N300 的电源将首先打开，之后网
络电路将通电并启动；连接到网络或 iPod/iPhone
以便进行播放的功能大约在 30 秒后开始运行。
在 “Network”模式下，网络电路即使在待机模式
下也保持供电；这意味着，当您打开 ABX- N300
时，网络或 iPod/iPhone 相关功能将立即开始运
行。但是以待机模式运行时，本机的耗电量将大约
增高六瓦。
如果待机模式设置为 “Network”，网络待机指示
灯 （橙色）将在 ABX- N300 处于待机模式时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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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 [MENU] 按钮。

4

使用 []/[] 按钮选择 “Network Info”，
然后按 [ENTER] 按钮。

Network Setup
Network Info
Standby Mode
Beep
IP 地址将显示。再次按 [ENTER] 按钮时，MAC
地址将显示。

网络设置 — 续
查看 “WEB Setup Menu”窗口
如果 ABX- N300 连接到网络，您可以使用已连接到
该网络的计算机查看和编辑设置。

1

ABX- N300 在待机模式下时，按遥控器的
[MENU] 按钮。

2

使用 []/[] 按钮选择 “Network Info”，
然后按 [ENTER] 按钮。
ABX- N300 的 IP 地址将显示。

3

启动计算机的浏览器；在 URL 字段中输入步骤
2 中显示的 IP 地址进行访问。
“WEB Setup Menu”窗口将显示。

编辑 AirPlay 中显示的名称
您可以编辑 ABX- N300 在网络 （如 AirPlay）中显
示的名称。
从 “WEB Setup Menu”窗口左侧的菜单中选择
“Profile Configuration”，编辑 “Digital
Media Player Name”字段中的文本，然后按
[Apply]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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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Internet 广播和媒体服务器
Internet 广播功能
Internet 广播是指通过 Internet 播送的无线电广播。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 Internet 电台正在广播。
ABX- N300 支持 vTuner Internet 广播。
ABX- N300 的 Internet 电台列表使用 vTuner 电台数据库服务。
* vTuner 可能不可用，恕不另行通知。

ABX- N300 的 Internet 广播功能可以播放下列音频文件格式。
格式

采样频率

比特率

MP3
WMA

32 kHz、44.1 kHz、48 kHz

32 kbps–320 kbps，VBR

AAC

媒体服务器功能
ABX- N300 支持媒体服务器； ABX- N300 可以通过网络播放服务器或计算机上保存的音乐文件。
ABX- N300 支持下列媒体服务器功能。
• 通信协议：UPnP-AV
• 设备类：DMP

ABX- N300 的媒体服务器功能可以播放下列音频文件格式。
格式

采样频率

MP3

32 kbps–320 kbps，VBR

WMA
AAC

比特率

32 kHz、44.1 kHz、48 kHz

WAV

扩展名
.mp3
.wma

48 kbps–320 kbps

.m4a
.aac

–

.wav

服务器要求
ABX-N300 可以播放计算机或媒体服务器上存储的数字音乐文件，并支持以下技术：
•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 Windows Media® Player 12
计算机或媒体服务器必须位于与 ABX-N300 相同的网络中。
注意：
根据媒体服务器的不同，ABX-N300 可能无法识别它，或可能无法播放其中的音乐文件。
提示：
如果您计算机的操作系统是 Windows® 7，则已安装 Windows Media® Player 12。
如果您计算机的操作系统是 Windows Vista®，则已安装 Windows Media® Player 11。您可以从 Microsoft
网站免费下载适用于 Windows® XP 的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欲知详情，请参阅 Microsoft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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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排解
如果您在使用 ABX- N300 时遇到任何什么问题，请
在本节中寻找解决方法。

音频
没有声音。

如果 ABX- N300 运行发生问题，您可以重设设备
来解决问题。

• 请确保 ABX- N300 的音量并未设置地过低 （请参
见第 12 页）。

请求服务之前，请按照如下所述重设 ABX- N300。

• 请确保选定了正确的输入音源 （请参见第 12
页）。
• 请确保 ABX- N300 未静音 （请参见第 12 页）。

1. ABX- N300 在待机模式下时，按遥控器的
[MENU] 按钮。
2. 使用 []/[] 按钮选择 “Reset”，然后按
[ENTER] 按钮。
屏幕将显示 “Cancel”。
3. 如果您决定不重设，请按 [ENTER] 按钮。
4. 要重设，请使用 []/[] 按钮选择
“Settings”，然后按 [ENTER] 按钮。
除网络设置之外的所有设置都将返回出厂设置
状态，ABX- N300 将进入待机模式。
注意：
选择 “Network”，按 [ENTER] 按钮将重置网
络播放功能。仅当本机的网络播放或 iPod/
iPhone 播放功能不能正确运行时才需要执行
该重置操作。

电源
无法接通 ABX- N300 的电源。
• 请确保交流电源适配器正确插入电源插座，并且
已正确连接 DC IN （请参见第 11 页）。
• 从电源插座中拔出交流电源适配器，等待至少 10
秒钟，然后再次插入电源插头。

ABX- N300 突然关闭。
• 如果已设置睡眠定时器并且显示屏上显示 SLEEP
指示，ABX- N300 将在指定时间段后自动关闭
（请参见第 21 页）。
• 定时播放完成时，ABX- N300 会自动切换到待机模
式 （请参见第 20 页）。

从开机到操作开始需要很长时间。
• 网络或 iPod/iPhone 相关功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
开始运行。
• 如果您将 “Standby Mode”（请参见第 26 页）
设置为 “Network”，待机模式下的耗电量将增
加，但操作将在开机后立即开始。

• 检查所有接线，并根据需要更正错误 （请参见
第 11 页）。

声音质量不佳。
• 声音质量可能受到强磁场的影响，如来自电视的
磁场。请试着将任何此类设备移离 ABX- N300。
• 如果 ABX- N300 附近有任何发射高强度无线电波
的设备 （如正在通话的移动电话），ABX- N300 可
能会输出噪音。

低音域的声音都是无法听到的。
• 请根据您的喜好调节音调或激活超重低音根据声
音源进行调节 （请参见第 13 页）。
• 请在本机的每侧留出至少 20 cm 的空间（请参见
第 9 页）。

iPod/iPhone
没有声音。
• 请确保 iPod/iPhone 正在播放。
• 请确保 iPod/iPhone 正确放置在 ABX- N300 的
iPod 底座中 （请参见第 7 页和第 14 页）。
• 从底座上取下 iPod/iPhone，然后再稳固地插回
底座。
• 请确保 ABX- N300 已打开，输入音源设置为
iPod，并且音量未设置的过低。
• 如果 iPod 或 iPhone 带有保护套，将其插入底
座之前请先卸下保护套 （请参阅第 7 页）。

无法使用 ABX- N300 的遥控器控制 iPod。
• 请确保 iPod/iPhone 正确放置在 ABX- N300 的
iPod 底座中。即使非常薄的 iPod/iPhone 保护
套也会妨碍 iPod/iPhone 正确放置于底座接头
上，因此请务必摘除保护套之后再插入 iPod/
iPhone （请参见第 7 页和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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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排解 — 续
• 从底座上取下 iPod/iPhone，然后再稳固地插回
底座。

Internet 广播

• 根据您的 iPod/iPhone 型号、软件版本或播放的
内容，有些功能可能无法正常运行（请参见第 7
页和第 14 页）。

无法收听 Internet 广播。

• 要使用遥控器操作 iPod/iPhone，请将遥控器指
向 ABX-N300 的遥控传感器 （请参见第 6 页）。

• 电台可能已关闭或过分繁忙，请稍后再次尝试连
接。

无法为 iPod/iPhone 充电。
• 请确保 iPod/iPhone 正确放置在 ABX- N300 的
iPod 底座中 （请参见第 7 页和第 14 页）。

• 检查是否可以从其他设备连接到 Internet。如果
不能，关闭连接到网络的所有设备，等一会，然
后再次打开这些设备。
• 确保路由器的 LAN 端口正确连接到 ABX- N300。

• 从底座上取下 iPod/iPhone，然后再稳固地插回
底座。

• 确保在 ABX- N300 的 “Network Info”（请参见
第 26 页）中分配正确的 IP 地址。

• 如果 iPod 或 iPhone 带有保护套，将其插入底
座之前请先卸下保护套 （请参阅第 7 页）。

• 根据 ISP 的不同，您可能需要进行代理服务器设
置。

即使连接 iPod/iPhone，也会显示 “No
Dock”或 “Connecting”。

• 确保使用的路由器和调制解调器受 ISP 支持。

• 从底座上取下 iPod/iPhone，然后再稳固地插回
底座。
• 关闭 ABX- N300，或拔下交流电源适配器。然后再
次打开电源，并连接 iPod/iPhone。

• 确保广播电台发送的格式受 ABX- N300 支持 （请
参见第 28 页）。

播放网络服务器或计算机上保存的音乐
文件
网络服务器或计算机不显示列表。
• 确保网络设置正确 （请参见第 18 页）。
• 确保路由器设置正确。

网络
无法使用网络服务器。
• 确保网络服务器的设置正确
（请参见第 18 页）。
• 确保网络服务器正在运行。
• 确保网络服务器正确连接到家庭网络。
• 确保路由器的 LAN 端口正确连接到 ABX- N300。
• 确保在 ABX- N300 的 “Network Info”（请参见
第 27 页）中分配正确的 IP 地址。

播放网络服务器上的音乐文件时，声音中断。
• 确保网络服务器满足运行要求
（请参见第 28 页）。
• 如果使用计算机作为网络服务器，请尝试关闭服
务器软件之外的其他所有应用程序软件 （如
Windows Media® Player 12）。
• 如果计算机正在下载或复制大量文件，播放声音
可能会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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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通过无线 LAN 连接 ABX- N300，广播信号的
状态可能导致 ABX- N300 无法连接到服务器，或
导致连接中断。尝试通过有线 LAN 连接。

无法播放。
• 尝试播放的文件是否受 ABX- N300 支持 （请参见
第 28 页）？
• 如果通过无线 LAN 连接 ABX- N300，广播信号的
状态可能会导致无法播放，或导致音频中断。尝
试通过有线 LAN 连接。
• 要播放计算机中的音乐文件，您将需要启动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或 12 并进行设置
（请参见第 18 页）。

疑难排解 — 续
AirPlay

外接组件

AirPlay 播放时没有声音。

便携式音频播放机的音量太低。

• 将输入切换为 “AirPlay”之外的输入后，暂停
iTunes 或 iPod touch/iPhone/iPad，并至少等
待 10 秒钟后再继续播放。

• 调高便携式音频播放机的音量。

• 单击 AirPlay 图标 [] 可暂时禁用 iTunes 或
iPod touch/iPhone/iPad 连接，之后尝试重新连
接并播放 （请参见第 15 页）。
• 尝试关闭 ABX- N300 的电源，然后再次打开。也
可以拔下交流电源适配器，等待至少 10 秒钟，
然后重新连接交流电源适配器并再次打开电源。
• 尝试重设 ABX- N300 （请参见第 29 页）。

• 使用不包含内置电阻器的连接电缆。

电唱盘未发出声音。
• 请确保电唱盘有内置 phono 均衡器。如果电唱盘
没有内置 phono 均衡器，您必须提供一个。
• 如果使用带动圈式唱头的电唱机，您需要增压变
压器或耳机放大器。

定时器

• 尝试重新启动或重设 iTunes 或 iPod touch/
iPhone/iPad。

定时器不工作。

• 通过无线 LAN 连接时，广播的状况可能会导致
ABX- N300 无法连接到服务器、或者音频可能中
断、或者图像和音频可能不同步。尝试通过有线
LAN 连接。

• 时钟和定时器设置是否正确？是否弄错了星期
几、24 小时 /12 小时时间显示设置或 AM/PM 设
置 （请参见第 19 页和第 20 页）？

无法运行 AirPlay。

• 如果电源已经处于启动时间，定时器不会运行。
确保定时器启动时间时 ABX- N300 处于待机模式
（请参见第 20 页）。

• 某些情况下，您无法从 ABX- N300 或使用遥控器
的按钮执行操作。如果是这样，请从 iPod
touch/iPhone/iPad 执行操作。

• 如果两个定时器的时间重叠，后来设置的定时器
将不会运行。请将两个定时器设置为不重叠的时
间 （请参见第 20 页）。

• 如果已将输入切换为 “AirPlay”之外的输入，
请暂停 iPod touch/iPhone/iPad，并至少等待
10 秒钟后再继续播放。

• 请确保定时器设置为合适的音量设置 （请参见
第 21 页）。

• 如果在 AirPlay 播放期间关闭电源，请暂停
iPod touch/iPhone/iPad，并至少等待 10 秒钟
后再继续播放。
• 如果多台 ABX- N300 设备同时播放，可能无法正
确控制 AirPlay。请注意不要使用多台 ABX- N300
设备接收遥控器激光束。

• 如果 “Standby Mode”设置为 “Normal”，系统
将在到达定时器开启时间时启动；这意味着本机
实际开始播放时有 30 秒的延迟。

时钟在待机模式下不显示。
• 按遥控器的 [DISPLAY] 按钮将使时钟显示 8 秒
钟 （请参见第 19 页）。
• 无法设置时钟在待机模式下保持显示。

遥控器
遥控器不能正常工作。
• 请更换新电池 （请参见第 6 页）。
• ABX- N300 的遥控感应器受到强光的照射 （整流
器型荧光灯或阳光）（请参见第 6 页）。
• 如果室内的荧光灯灯泡报废或闪烁，ABX- N300 可
能发生故障。请检查荧光灯。

ABX- N300 包含一个微型计算机。在极少数情况
下，严重干扰、来自外部讯号源的噪声或静电都
有可能导致它发生故障或者被锁死。万一发生此
情况 （可能性极低），请将交流电源适配器从插
座拔出，等待至少 10 秒钟，然后重新插上电源
插头。如果仍然未解决问题，请将 ABX- N300 重
设为出厂默认值 （请参见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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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 常规
电源供应：
功耗 :
待机功耗 :
尺寸 （宽 × 高 × 长）
重量：
模拟输入：

AC 100 V-240 V，50/60 Hz
38 W
0.7 W （“Standby Mode”设置为 “Normal”并且未连接 iPod/iPhone）
430 × 131 × 148 mm
2.6 kg
LINE

■ 放大器
电源输出：

2ch × 10 W （6 Ω，1 kHz，1% THD）

■ 扬声器
类型：
单位：

全音域低音反射式
6 cm 锥形 （防磁）

规格及功能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1. 使用频率
等效全向辐射功率 (EIRP)：
最大功率谱密度：
载频容限： 20 ppm
帯外发射功率 ( 在 2.4-2.4835GHz 頻段以外 )

2.4 - 2.4835 GHz
天线增益＜ 10dBi
天线增益≥ 10dBi
天线增益＜ 10dBi
天线增益≥ 10dBi

时：≤
时：≤
时：≤
时：≤

100 mW
500 mW
20 dBm
27 dBm

或≤ 20 dBm ①
或≤ 27 dBm ②
/ MHz(EIRP) ①
/ MHz(EIRP) ②

≤ -80 dBm / Hz (EIRP)

杂散发射 ( 辐射 )
功率 ( 对应载波 ±2.5 倍信道带宽以外 )： ≤ -36 dBm / 100 kHz (30 - 1000 MHz)

2
3
4
5
6

≤ -33 dBm / 100 kHz (2.4 - 2.4835 GHz)
≤ -40 dBm / 1 MHz (3.4 - 3.53 GHz)
≤ -40 dBm / 1 MHz (5.725 - 5.85 GHz)
≤ -30 dBm / 1 MHz ( 其它 1 - 12.75 GHz)
不得擅自更改发射频率、加大发射功率 ( 包括额外加装射频功率放大器 )，不得擅自外接天线或改用其它
发射天线；
使用时不得对各种合法的无线电通信业务产生有害干扰；一旦发现有干扰现象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并
采取措施消除干扰后方可继续使用；
使用微功率无线电设备，必须忍受各种无线电业务的干扰或工业、科学及医疗应用设备的辐射干扰；
不得在飞机和机场附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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