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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

AVIS

RISK OF ELECTRIC SHOCK
DO NOT OPEN

RISQUE DE CHOC ELECTRIQUE
NE PAS OUVRIR

重要的防護措施
15.需要維修服務的損壞

1. 閱讀說明。
2. 保存好說明書。
3. 注意所有警告信息。
4. 按照說明進行操作。
5. 不要在靠近水的地方使用本設備。
6. 只能用乾布清潔。
7. 不 要 擋住 通 風口，根 據廠 家 的指 示 說明 進 行安
裝。
8. 不 要將設備安裝 在熱源附近，如電熱爐，散熱片，
爐子，或其他產生熱能的設備。
9. 不 要忽 視帶極 性指示 的插 頭與接 地插頭 的安全
保 護作 用，帶 極性 指示的 插頭 有兩 個插 頭片，其
中 一個 比另 一個 寬。接地 插頭 有兩 個插 頭片，和
一 個接地的插頭。寬插頭片與接 地插頭都是為了
您 的安全設計的。如果隨機提供 的插頭無法插入
插座內，請求助於電工更換絕緣插座。
10.防 止踩 踏電 源線，或特別 夾捏 插頭，方便 插頭或
從設備接出的連接點。
11.只使用廠商指定的附件或零件。
12.只 使用廠 商指定 的或與設
備 一起 出售的 推車，架子，
三 腳 架，支 架，或 桌 子。使
用 推 車 時，請 小 心 移 動裝
有 設 備 的 推 車，防 止 從車
上跌下受損。

16.固體與液體進入機器
應 該小心 不要 讓物體 或是液 體透 過個洞 孔倒瀉
入 外殼。因為 可能 接觸到 電流 或帶 電部分，導致
火災或電擊。
該設 備不能置於雨淋 或水濺之處，也不能將裝水
容器，比如花瓶等置於其上。
17.電池
注意環保，不要隨意丟棄用過的廢舊電池。

S3125A

13.閃 電或長時間不使 用時，請從插 座上拔掉設備的
插頭。
14.請 向合格的技術服務 人員咨詢一切維 修的情況，
設 備受損時要求提 供技術服務，如電源線或插頭
損 壞，潑濺上 液體，有物 品墜落到設備 上，設備淋
雨或受潮，無法正常工作，或設備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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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以下 的情 況，請 拔掉電 源，由 合格 的維 修服務
人員進行維修：
A. 電源線或插頭已損壞。
B. 物體已掉進或液體已被倒瀉入設備。
C. 設備被淋雨。
D. 果設備按照如下指示不能正常操作，只能調整
操作說明中包括的控制功能，因為如果調整不
當可能導致設備損壞，就需要維修技工花費大
量的工作時間將設備恢復到正常的狀態。
E. 設備曾被跌過或是外殼已被損毀。
F. 設備似乎不能正常操作，或者顯示出在性能上
有明顯的改變。

18.如 果設 備是 內置式 安裝，如書 櫃或 架子上，請確
保 有 足 夠 的 通 風。設 備 頂 端 和 兩 側 保持 2 0c m
（8"）的高度，後面 各保持 10cm（4"）的 寬度。設
備 支架或 上方 遮板的 後邊緣 應距 離後面 板或牆
壁 10cm（4"），留出通風散熱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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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音像版權—只允許私人使用，沒有經版權所有人
許可的任何音像制品的複制與傳播都屬違法。
2. 交流電保險絲—安裝在本機系列產品中的交流
電保險絲是不針對用戶銷售的，如果用戶無法啟
動機器，請與 Onkyo 產品經銷商聯系。
3. 保養－本機系列產品有時需要用軟布擦拭除塵。
如遇到頑固的污漬，可用軟布沾取柔和清潔劑的
溶液擦拭。清潔後立刻用乾淨的布擦拭乾淨。請
勿使用粘性布，稀釋劑，酒精或其他化學溶劑以
免損害罩面漆或造成面板字體脫落。
4. 電源
警告
第一次接通電源之前，請仔細閱讀以下說明。
因為各國之間交流電的電壓不同，請確認您所在
地 區 的電 壓 與 產 品 後 面 板 上標 明 的 要 求 相 符
（即：AC230V，50Hz，或 AC120V，60Hz）
電源線插頭平時是不連接到交流電源上的。請確
認 電源 插 頭 是 否 隨 時 可以 使 用 （很 方 便 地 插
上）。
按下 [ON/STANDBY] 按鈕選擇待機模式時，請不
要完全關閉主機。如果長時間不使用設備，請拔
掉電源線。
5. 預防收聽失真
注意
來自耳機和聽筒的過分聲壓會導致聲音失真。
6. 電池與散熱
警告
電池（電池包裝或電池安裝）不要放置在強光暴
曬，火源等過熱的地方。
7. 嚴禁濕手觸摸機器—濕手狀態下，嚴禁接觸機器
或機器的電源連接線。如有水或其他液體進入機
器，請與 Onkyo 的經銷商聯繫進行檢修。
8. 搬運注意事項
• 如需要運輸設備，請使用原包裝材料，按照
購買時的包裝方式進行包裝。
• 不要將橡膠或塑料物品擱置在設備上時間過
久，因為可能會在設備外殼上留下印記。
• 超長時間使用時，設備的頂部和後部面板會
發熱，屬於正常情況。
• 如果長時間不使用設備，再次開機時可能會
工作不正常，請保證定期使用。
• 設備使用結束後，請取出所有碟片，並關閉
電源。

9. 安裝播放機
• 將機器安裝在通風良好的地方。
• 確保設備周圍有足夠的通風，特別是如果將
設備安裝在音響架上，如果通風不夠，設備
過熱會導致功能失常。
• 不要將機器直接暴露在陽光或熱源下。由於
機器內部溫度升高，會縮短光纖拾波器的壽
命。
• 避免灰塵聚集的地方，和會受到揚聲器震動
乾擾的地方。嚴禁將設備放置在或直接安放
在揚聲器的頂部。
• 水平放置設備。嚴禁傾斜或側立，會導致功
能失常。
• 如果設備安裝靠近 TV，收音機或 VCR，畫面
或聲音的質量會受到影響。如發生此類情況，
從 TV，收音機或 VCR 旁移走設備。
10.獲得清晰畫面—該設備是高科技精密儀器，如果
光學拾波器上的透鏡或碟片驅動裝置變髒或磨
損，畫面質量將會受到影響。為獲得最佳畫面，我
們推薦：設備在一定環境下使用時間達到每
1,000 小時，您需要對設備進行定期檢查和維護
（清潔或更換磨損部件）。詳細信息請與 Onkyo
的經銷商聯繫。
11.受潮
受潮會損害設備。
請仔細閱讀以下部分。
濕氣也會在光學拾波器的透鏡上凝結，而透鏡是
本設備中最重要的一個部件。
• 以下情況會發生受潮：
- 設備 從一 個較 冷的地 方移 到一 個較 溫暖 的
地方。
- 加熱 器吹 出的 熱風或 空調 的冷 風傳 到了 設
備上。
- 在夏天，設備從空調房間移到了一個既熱又
潮濕的地方。
- 設備在潮濕的地方使用。
• 有潮濕情況發生時請不要使用設備。如果堅
持使用，將會損害您的碟片和設備內部構件。
如果受潮情況發生，請取出所有碟片，將設備保
持電源開啟狀態兩到三個小時。通過這段時間，
設備受熱後，冷凝的水氣被蒸發掉了。
12.地區代碼— DVD 標準使用地區代碼用於控制世
界範圍內 DVD 的播放方式。世界被劃分六個區，
本機器只能播放與其地區代碼相符的 DVD 碟片。
有關代碼可以在機器的後面板上找到
（例如： 1 ，

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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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續
13.關於本手冊—本手冊主要介紹機器各部分的使
用方法。雖然 DVD 標準有很多特性，但是不是所
有的碟片都使用這些特性。因此，根據所播放的
碟片不同，本機器的某些功能可能不能響應。請
參閱碟片封套上有關支持特性的註釋。

本機安裝了半導體鐳射系統，並歸類為 “一級鐳射
產品”。因此，為了合理使用此機型，請仔細閱讀
本手冊。如遇到任何問題，請與購買商店聯繫。
為防止受到鐳射激光射線的傷害，請不要嘗試開放
設備的外殼。

注意：
打開時可以看到 CLASS 1M， 看不到 LASER
RADIATION。嚴禁使用光學儀器直接查看。
本產品使用鐳射激光。對產品進行操縱，調整或性
能的操作超出了指定範圍，可能會受到激光輻射的
威脅。
右側的標籤貼在後面板上。

1. 此設備是 “一級鐳射產品”，在機殼內部使用
了鐳射激光。
2. 為避免鐳射激光暴露，不要取下機殼。請向相
關技術人士咨詢有關事宜。

C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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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機提供的附件
請確認購買時有如下附件：
RC-657DV

遙控器和兩節電池 （AA/R6）

AV 連接線 （RCA）（1.5m）

同軸數字連線 （1.0m）

連線 （0.8m）
此線纜用於連接 DV-SP506 和其他用於控制
( 遠程交
互)的
- 兼容 Onkyo 設備。
使用
時，需要建立一個
連接，在 DV-SP506 和
Onkyo AV 接收機之間建立一個模擬音頻連接 （RCA）。

電源線 （1.8m）

C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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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產品特性
亮點

*1
HDMI，HDMI 標誌和高解析度多媒體界面為 HDMI 授權機構
的註冊商標。

• HDMI*1 輸出，具有 1080p 的高標度級別
• 480i/576i HDMI 輸出，用於內置了高級標度功能
的 AV 接收機和電視機

*2

• Dolby Digital*2 和 DTS*3

獲杜比實驗室許可生產。Dolby，Pro Logic 以及雙 D 標
誌都是杜比實驗室註冊商標。

• DVD- 音頻，超級音頻 CD
• DVD- 視頻，視頻 CD，音頻 CD

*3

• MP3，WMA*4，JPEG，DivX*5 （不適用於北美產品
類型）

製造許可基於下列美國專利號：5,451,942；5,956,674；
5,974,380；5,978,762；6,487,535 以及其他已簽發和正
在申請簽發的美國與世界專利。DTS 和 DTS Digital
Surround 是 DTS, Inc. 的註冊商標；各個 DTS 徽標和
Symbol 是 DTS, Inc. 的商標。版權所有 ©1996-2007
DTS, Inc.。保留所有權利。

• CD-R/RW，DVD ± R(SL，DL），DVD ± RW
• 通過 HDMI 播放 HD JPEG

視頻

*4 Windows Media，Windows 標誌為微軟公司在美國和其他
國家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 高級 108MHz/14 位視頻 D/A 轉換器

*5

• 色差視頻，S-Video 和復合視頻同步輸出
DivX 是 DivXNetworks, Inc. 的 DivX video codec 所
建立的壓縮數位視頻格式。本機可以播放燒錄在碟片上
的 DivX 視頻檔案。燒錄前，在為碟片上的檔案命名時，
請記住它們基本上將會按字母順序播放。

音頻
• Burr-Brown(PCM1796)24 位 /192kHz 音頻 D/A 轉
換器
• 光學同軸數字輸出
• 通過 HDMI 實現 DSD 和多通道線性 PCM
• 顏色編碼的 5.1 通道模擬輸出
• 在所有通道上應用 VLSC （矢量線性修整線路）
技術 *6

其他
• 5 種播放模式：重複、A-B 重複、隨機、計劃、
搜索
• RIHD*7 （HDMI 遠程交互技術 )，用於系統整合
•

兼容的遠程控制

• 圖片縮放
• 屏幕顯示
• 視聽年齡限制功能
• 屏幕保護程序

Ct-6

*6
VLSC 和 VLSC 標誌為 Onkyo 公司註冊商標。
*7
RIHD 標誌為 Onkyo 公司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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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續
． DV-SP506 支持 DVD-R/+R 的雙層碟片。

碟片說明

． DV-SP506 不支持未列出的碟片類型。

所支持的碟片

． DV-SP506 支持 8cm 和 12cm 的碟片。

DV-SP506 支持以下碟片類型。

． 不要使用非標準外型的碟片，如下圖所示的一些
類型，因為可能損壞 DV-SP506。

碟片

標誌

格式或文件類型

視頻 DVD

*1

DVD- 音頻

音頻 DVD

超級音頻 CD

超級音頻 CD （單層，雙
層或多層）

DVD-R*2 ，
DVD+R

視頻 DVD， MP3，WMA，
JPEG，DivX*3

DVD-RW*2 ，
DVD+RW

視頻 DVD， MP3，WMA，

視頻 CD

包括 PBC

支持的功能

PCM

以下圖示在本手冊中通用，表示可用於不同碟片格
式和文件類型的功能。

音頻

CD* 4

CD-R*2

CD-RW*2
JPEG CD

JPEG，DivX*3

播放帶拷貝控制的碟片
某些音頻 CD 帶有拷貝保護特性，不能用於正常的
CD 標準。有些特殊的碟片，可能無法在 DV-SP506
上使用。

圖標

碟片格式或文件類型

DVD-V

DVD 視頻

DVD-A

DVD 音頻

JPEG，DivX*3

SACD

超級音頻 CD

JPEG

VCD

視頻 CD

CD

音頻 CD

MP3

MP3 文件

WMA

WMA 文件

JPEG

JPEG 文件

DivX

DivX 文件 ( 非北美產品型號 )

音頻 CD，MP3，WMA，
JPEG，DivX*3
音頻 CD，MP3，WMA，

— DVD+R/RW —
DV-SP506 支持按照以下格式錄製的 DVD+R/RW 碟片：

． 以 DVD 視頻模式錄製的碟片
． 以 ISO9660 等級 2 或 Joliet 格式錄製的包含
MP3，WMA 或 JPEG 文件的碟片。
*1 除北美產品產品型號外支持播放 PAL 和 NTSC DVD- 視頻碟
片。當被設置為 AUTO （自動）時，PAL 和 NTSC 視頻以其
原始數據格式輸出。當被設置為 PAL 時，則只輸出 PAL
視頻，當被設置為 NTSC 時，只輸出 NTSC 視頻。
*2 支持以 ISO9660 等級 2 或 Joliet 格式錄製的 MP3，WMA
和 JPEG 文件 （更多詳細信息參見第 9 頁的 “MP3/WMA/
JPEG 的可兼容性”）。但是，某些 CD-R，CD-RW，DVD-R，
和 DVD-RW 可能由於以下原因無法正常工作：碟片最終處
理未完成，碟片刻錄機特性問題，碟片本身特性，碟片
髒污受損，數據總量過小。 不支持裝載了不同類型文件
的碟片，如 JPEG，MP3，WMA，DivX 等。更多詳細信息請
參見碟片刻錄機的使用手冊。光盤讀取磁頭上的污點或
灰塵也會影響播放。

關於本手冊

*3 北美產品型號不支持 DivX 格式。

嘗試使用不支持的碟片特性時，屏幕將出
現此標誌，表示當前碟片或 DV-SP506 不支
持此特性。

*4 某些音頻 CD 帶有拷貝保護特性，不能用於正常的 CD 標
準。有些非標準的碟片，可能無法在 DV-SP506 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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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使用帶有殘餘粘性標籤的碟片，或標籤破損
的租賃來的碟片，或帶有海關標誌和標籤的碟
片。這樣的操作會損壞 DV-SP506，以至可能無法
將碟片取出。

此手冊介紹如何使用 DV-SP506 的各種功能。雖然
DVD 標準提供很多特殊性能，但是不是全部碟片都
會使用。因此取決於播放的碟片類型。DV-SP506 可
能對某些功能不響應 / 對於碟片所支持功能請參見
碟片封套上的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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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續
MP3/WMA/JPEG 的可兼容性
• DV-SP506 可以播放 / 顯示錄制在 CD-R，CD-RW，
DVD-R，DVD-RW，DVD+R 和 DVD+RW 碟片上的 MP3，
WMA 和 JPEG 文件。
． 碟片格式必須是 ISO9660 等級 2 或 Joliet 格式
（文件夾最多可達 8 層）。使用 HFS 系統錄製到
碟片上的音樂文件無法播放。
• 碟片必須是最終定型了的。
• 在播放多段寫入的碟片時，DV-SP506 只能辨認第
一段。
• 在播放 MP3/WMA 歌曲和 JPEG 圖片時，通過使用
三位數字預先編輯設置文件或文件夾的名稱，確
定 DV-SP506 的播放順序。例如，001. 根目錄，
002. 文件夾，等，然後 001. 音軌 .mp3，002.
音軌 .mp3 等等。
• 屏幕上只顯示文件夾和音軌名稱的前 8 個字母
（不包括文件擴展名）。
• 排序為 「001」的文件夾在 「碟片導航器」上顯
示為 「ROOT」。
． DV-SP506 最多可支持 255 個文件夾，每個文件夾
中最多可包含 255 個文件。

關於 WMA
WMA 為 Windows Media Audio 的頭字語（acronym），
並涉及採用 Microsoft Corporation 所研發的 「音
訊壓縮技術」（audio compression technology）。
WMA 內容可應用 Windows Media Player version 7/
7.1 或 8。

關於 DivX
DivX 是 DivXNetworks, Inc. 的 DivX video codec
所建立的壓縮數位視頻格式。本機可以播放燒錄在
碟片上的 DivX 視頻檔案。燒錄前，在為碟片上的
檔案命名時，請記住它們基本上將會按字母順序播
放。
注意：
． 北美產品類型不支持 DivX 視頻。

DivX 視頻相容性
． 合法的 DivX Certified 產品。
． 可播放 DivX 5，DivX 4，DivX 3 以及 DivX VOD 視
頻內容 ( 符合 DivX Certified 技術需求 )。
DivX 碟片與此播放機的兼容性受到以下限制：

• 如果播放的是不兼容文件，屏幕上會出現 「此文
件格式無法播放」的信息。

可播放碟片

CD-R/RW，DVD ± R/RW

文件系統

ISO9660 LEVEL 1，2 或 Joliet

■ MP3
• MP3 文件必須是 MPEG1 Audio Layer 3 格式，44.1
或 48kHz 固定位元速率。

文件名

文件名應為字母或數字，而且必須
帶有 AVI 擴展名，如 「****.AVI」

文件夾總數

小於 255

文件總數

小於 255

• MP3 文件必須帶有 「.mp3」或 「.MP3」擴展名。
• 支持 32kbps 到 320kpbs 的變動位元速率
（VBR）。（播放 VBR 文件的時間可能無法正確顯
示。）
■ WMA
． WMA 文件必須關閉拷貝保護功能。
． 支持採樣率 44.1/48kHz。
． 支持可變數位率 （VBR）從 48kbps 到 192kbps
（44.1kHz）和 128kbps 到 192kbps （48kHz）
（使用 VBR 功能時播放時間顯示可能不正確）。
． WMA 文件必須帶有 「.wma」或 「.WMA」文件擴展
名。
■ JPEG
•「JPEG」文件必須帶有 「.jpg」或 「.JPG」文件
擴展名。
• JPEG 文件尺寸必須小於 5MB。
• 可支持像素最高為 5700 × 3800 的 JPEG 文件。
． 不支持逐行掃瞄 JPED （Progressive J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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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續
碟片的裝卸

版權

． 嚴禁手接觸碟片的底面，如圖所示，拿碟片時要
卡住碟片的邊。

法律禁止任何未經版權許可的復制，廣播，展示，
有線電視播放，公眾放映或租賃。
市場銷售的 DVD 視頻碟片帶有版權保護，任何此類
碟片的翻錄將被禁止。

碟片的底面

． 嚴禁在碟片上粘貼任何標籤或標誌。

清洗碟片
． 為獲得最佳效果，需要清洗碟片。手指印或灰塵
將影響聲音效果和畫面質量，需要按照如下指示
清理。使用一塊乾淨的軟布，從中心的圓環處向
外擦拭，如圖，嚴禁以環繞方向進行擦拭。

✔
． 去除頑固的污漬，用蘸濕的軟布擦拭，然後再用
干的軟布擦乾。
． 嚴禁使用溶劑性質的清潔劑，例如稀釋劑或苯
酚，商業用清洗劑。或乙烯基錄音製品專用的抗
靜電噴霧，因為這些會損傷碟片。

碟片的保管
． 不要將碟片放在陽光直射或靠近熱源的地方。
． 不要將碟片放在容易受潮或落灰的地方，如浴室
裡或靠近加濕器。
． 經常將碟片放在他們自己的盒子裡或封套裡。將
沒有保護層的碟片重疊或放置物品在上面，將會
造成變形，刮傷或其他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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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產品採用了版權保護技術 （copyright
protection technology），該技術受美國專利和其
他知識產權的保護。使用此版權保護技術必須得到
Macrovision 公司的授權，且僅可用於家庭以及其
他有限的客戶用途，除非以其他方式獲得了
Macrovision 公司的授權。禁止對其進行反向工程
或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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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DV-SP506 之前
安裝電池

1

按照如圖所示，打開電池盒蓋子。

遙控器的使用
如需要使用遙控器，請將遙控器指向 DV-SP506 上
的遙控感應器，如圖所示。
遙控感應器
DV-SP506

30˚

2

將隨機提供的兩節電池 （AA/R6）依據極性
標誌裝入電池盒內。

30˚
約

5

m

注意：
． 遙控器在強光下工作不穩定，例如直射的陽光或
反射型的熒光。在安裝 DV-SP506 系列產品時請
注意。

3

關閉電池盒蓋子。

． 如果在同一房間里有相同類型的遙控器在使用，
或者 DV-SP506 系列產品安裝在靠近使用紅外線
的裝置的地方，遙控器的工作狀態會不穩定。
． 不要在遙控器上放置任何東西，例如書本，因為
會不經意觸動按鍵而耗費電池電量。
． 如果 DV-SP506 系列產品被安裝在彩色玻璃後的
支架上將會影響遙控器的使用效果。請您安裝時
注意。
． 如果遙控器和 DV-SP506 系列產品上的遙控感應
器之間有阻礙物，遙控器將無法工作。

注意：
． 如果遙控器不正常工作，請同時更換兩節電池。
． 請不要新舊電池混用，不要混用不同型號的電
池。
． 如果長時間不使用遙控器，請將電池取出，以免
發生泄露和腐蝕。
． 耗盡電的電池請盡快取出，以避免發生泄露和腐
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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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板和後面板
前面板
詳細信息，請查閱各括號內的指示的頁數。

1

2

34 5

6

7 8 9

TOP MENU

CU

B STANDBY （待機）指示燈 [27]

此鍵用於設置 HDMI 輸出的視頻解析度。當
「HDMI 輸出設置」被設置為 「關閉」時，色差
視頻輸出將被設為逐行掃瞄或交錯格式。

D HDMI 鍵 [44]
打開或關閉 HDMI 功能。

E HDMI 指示器 [44]
F 碟片托盤 [29]

播放 DVD 碟片時，此鍵用於顯示主菜單。播放
JPEG 碟片時，此鍵用於顯示圖像預覽。播放
VCD 時，此鍵用於打開或關閉 PBC 功能。
/

與 ENTER （輸入）鍵 [46]

在中央 [ENTER] （輸入）鍵周圍的四個光標用
於瀏覽視頻 DVD 的菜單，和在屏幕上顯示的設
置菜單。
中央的 [ENTER] （輸入）鍵用於啟動所選標題，
章節或聲道的播放，並確認設置。

I MENU （菜單）鍵 [32，34]
在使用 JPEG 碟片時，此鍵用於顯示 DVD 上的菜
單，或用於打開 「碟片導航器」。

J

（打開 / 關閉）鍵 [29]
此鍵用於打開 / 關閉碟片托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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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鍵 [29，31]
（停止）鍵 [30]
此鍵用於停止播放。

M

（播放）鍵 [29]
此鍵用於啟動播放。

N

/

（向上 / 向下）鍵 [30]

向上鍵用於選擇前面的章節或聲道。在播放過
程中，可以選擇當前章節為起始點的前面的軌
道。
向下鍵用於選擇後面的章節和軌道。

O SETUP （設置）鍵 [46]
P RETURN （返回）鍵
Q 遙控器感應器 [11]

G TOP MENU （頂端菜單）鍵 [32，34]

/

N

此鍵用於退出屏幕設置菜單。

碟片放置於此裝置。

/

O

此鍵用於打開 / 關閉在屏幕顯示的菜單。

輸出 HDMI 信號時指示燈亮。

H 光標

H TO ENTE

此鍵用於暫停播放。

L

當 DV-SP506 處於待機狀態時，指示燈亮。

C RESOLUTION （解析度）鍵 [44]

M

R

P

此鍵用於將 DV-SP506 設置為開機或待機狀態。
在完成該設置並再次檢查所有連接之前，請不
要關閉電源。

P
K

L

SETUP
US

A ON/STANDBY （開 / 待機）鍵 [27]

K

MENU

RSOR

RETURN

S R Q

J

此感應器接收來自遙控器的控制信號。

R DISPLAY （顯示）鍵 [43]
此鍵用於顯示標題，章節，或聲道的信息，包
括過去的時間，剩餘時間，全部時間，等。重
複按此鍵可以顯示更多信息。

S DIMMER （調光器）鍵 [27]
用於調節顯示屏的亮度。
正常
暗
更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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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板和後面板—續
顯示器
1

2

3 4

56 7 8

E F G H I
1

D PRO LOGIC 指示信號
播放杜比數字資料時，出現
D 指示。
DV-SP506 的杜比 Pro Logic 解碼器打開時，將
出現 PRO LOGIC 指示。

2 碟片類型指示信號

播放停止時，當前 DVD 視頻碟片的所有標題數
字都會顯示在這裡。播放時，顯示當前標題的
號碼。

A REMAIN （剩餘時間）顯示器
顯示剩餘時間時，出現此指示器。

B

C A-B 指示器
使用 A-B 重複功能時，此指示器亮起。

D

E PROGRESSIVE 指示器
色差視頻輸出接口輸出逐行掃瞄視頻時，出現
此指示。在此指示器打開期間，其他視頻輸出
接口不會輸出任何內容。
注意：
• 要通過復合視頻和 S-Video 輸出接口輸出視
頻，請按 [RESOLUTION] （解析度）鍵。

5 TRACK （軌道）指示器

F DTS 指示器
播放 DTS 時，出現此指示器。

G

顯示當前章節的號碼時，出現此指示器。

8 D.MIX 指示器
在多聲道音頻播放期間，指出輸出信號已從原
始音頻源分離出來。此功能由 DV-SP506 自動執
行，以將最合適的混音效果輸出到您系統中當
前正在使用的揚聲器。

9 RANDOM （隨機播放）指示器

（播放）指示器
播放時出現此指示器。

播放 5.1 聲道材料時，出現此指示。

7 CHP （章節）指示器

（鏡頭角度）指示器
播放帶有多鏡頭角度的 DVD 視頻碟片時，出現
此顯示器。

停止播放時，它會顯示當前 DVD 音頻碟片上所
有組的編號。在播放過程中，它顯示當前組的
編號。

6 5.1 CH 指示器

（重複）指示器
使用重複功能時，出現此指示器。

4 GROUP （組）指示器

顯示曲目編碼時，出現此指示。停止播放時，
將顯示當前 SACD，視頻 CD，音頻 CD，音頻 DVD
或 MP3/WMA 碟片的所有曲目編碼。在播放過程
中，只顯示當前播放的曲目編碼。

0 AB C D

J

信號指示安裝的碟片種類。

3 TITLE （標題）指示器

9

H

（暫停）指示器
播放暫停時，出現此指示器。

I MP3 指示器
播放 MP3 碟片時，此指示器亮起。

J 信息與時間指示區
有關時間的信息，如全部時間，剩餘時間，等
在此區域以小時，分鐘和秒顯示。也顯示其他
信息。

使用隨機播放功能時，此指示器亮起。

0 MEMORY （存儲）指示器
使用存儲功能時，出現此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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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板和後面板—續
後面板
詳細信息，請查閱各括號內的指示的頁數。

12 3 4 5 6

A OPTICAL DIGITAL AUDIO OUTPUT （光纖數字式
音頻輸出接口）[20，21]
此光纖數字式音頻輸出接口可以連接到高保真
放大器，AV 接收機，或環繞聲音解碼器 （杜比
數字，DTS）等設備的光纖數字式音頻輸入接
口。

B COAXIAL DIGITAL AUDIO OUTPUT （同軸數字式
音頻輸出接口）[20，21]
此同軸數字式音頻輸出接口可以通過隨機提供
的同軸數字連接線連接到高保真放大器，AV 接
收機，或環繞聲音解碼器 （杜比數字，DTS）等
設備的同軸數字式音頻輸入接口。

C HDMI OUT 接口 [18-22]
此 HDMI 接口用於輸出數字視頻和音頻，並且可
以連接至可兼容電視或其他組件上的 HDMI 輸入
接口。

D S VIDEO OUTPUT （S 視頻輸出接口）[21，22]
此接口可用於連接帶有 S-Video 接口的電視或
投影儀。

E VIDEO OUTPUT （視頻輸出接口）[21，22]
此 RCA 接口可以連接帶有復合視頻輸入接口的
電視或投影儀。

F COMPONENT VIDEO OUTPUT（色差視頻輸出接口）
[21，22]
這些接口輸出色差視頻，可以連接到電視或投
影儀的色差視頻輸入接口。

G

（遠程交互）插口 [26]
這些 （遠程交互）接口可以連接到您其他
Onkyo 視聽設備的
接口，用於遠程交互控制。
只連接一根

連線還不能讓系統運轉起來。您

必須同樣連接音頻連線。
如果使用的是 RIHD，請不要在這些接口上連接
任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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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J

H AUDIO OUTPUT [20-22]
這些接口組成了多聲道模擬音頻輸出。D.MIX/
FRONT 接口可用於連接到電視，HIFI 放大器或
其他設備上的立體聲輸入口。1 和 2 接口輸出同
樣的信號，因此可使用任意一對。如果使用此
連接，在揚聲器配置 （50 頁），設置重低音揚
聲器，中置揚聲器和環繞揚聲器為關閉，5.1 聲
道的 DVD 音頻將縮降為雙聲道。
如果在使用 AV 接收機或帶 5.1 聲道模擬音頻輸
入的環繞解碼器，使用 D.MIX/FRONT 2 接口，
SURR 1 L/R，CENTER 和 SUBWOOFER 接口。
如果使用的是 AV 接收機或帶 7.1 聲道模擬音頻
輸入的環繞聲解碼器，請將 SURR 2 L/R 接口連
接至您的 AV 接收機或解碼器上的後環繞 L/R 輸
入接口，並將 SURR MODE （環繞模式）開關設
置為 「1+2」。SURR 1 和 SURR 2 接口輸出同樣
的信號。

I SURR MODE 開關 （環繞模式）[26]
此開關用語打開或關閉 AUDIO OUTPUT SURR 2
功能。如需使用此輸出，將開關設置為
「1+2」。SURR 2 接口輸出與 SURR 1 接口相同的
信號。

J AC INLET （電源入口）[27]
隨機提供的電源連線接在此，電源連線的另一
端連接到牆上的插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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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板和後面板—續
遙控器
括號中的頁碼表示您可以找到對每個相關項目的主
要解釋的位置。

1
2

3

A STANDBY （待機）鍵 [27]

N

此鍵用於切換 DV-SP506 到待機狀態。

B ON （打開）鍵 [27]
此鍵用於打開 DV-SP506。
在完成該設置並再次檢查所有連接之前，請不
要打開 DV-SP506。

O
P

C 數字鍵 [35，36，54]
這些鍵用於輸入標題，章節和軌道號碼，或輸
入指定位置的時間。
要想輸入單位數，只需按下相應的鍵即可。要
想輸入雙位數，則需要按照從左到右的順序輸
入該數字 （例如，要輸入 14，先按下 [1]，然
後按下 [4]。
[+10] 鍵用於輸入 10 的倍數 （即 10、20、30
等等）。例如，要輸入數字 25，則按 [+10] 鍵
兩次，然後再按 [5] 鍵。

Q

4
5
6
7
8

R
S
T
U
V
W
X

D AUDIO （音頻）鍵 [42]
此鍵用於選擇在 DVD 視頻碟片上的外語聲道和
音頻格式 （例如，杜比數字，或 DTS）。
對於視頻 CD，可以選擇左右聲道，混用或立體
聲。

Y

9
J

Z

E SUBTITLE （字幕）鍵 [42]
此鍵用於選擇子標題。

K

a

L

b

M

c

F RANDOM （隨機） 鍵 [38]
此鍵與隨即播放 （Random 播放）功能結合使
用。

G SLOW

/ （慢放）鍵 [31]

這些按鍵用於慢動作播放。

H

/

（向上 / 向下）鍵 [30]

向上鍵用於選擇前面的章節或聲道。在播放過
程中，可以選擇當前章節為起始點的以前的聲
道。
向下鍵用於選擇後面的章節和聲道。

I

/

（快退 / 快進）鍵 [31]

用於快退和快進。

J 光標

/

/

/

鍵 [46]

用於瀏覽屏幕顯示菜單。

K MENU （菜單）鍵 [32，34]
在使用 JPEG 碟片時，此鍵用於顯示 DVD 上的菜
單，或用於打開 「碟片導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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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板和後面板—續
L TOP MENU （頂端菜單）鍵 [32，34]
播放 DVD 碟片時，此鍵用於顯示主菜單。播放
JPEG 碟片時，此鍵用於顯示圖像預覽。播放
VCD 時，此鍵用於打開或關閉 PBC 功能。

M ASPECT/ZOOM （縱橫 / 放大）鍵 [41，47]
用於改變觀看模式。按下此鍵並保持幾秒可以
選擇放大模式。

N OPEN/CLOSE

（打開 / 關閉）鍵 [29]

此鍵用於打開 / 關閉碟片托盤。

O SEARCH （搜索）鍵 [35，36]
用於搜索標題，章節，組，文件夾，音軌和指
定點。

P MEMORY （存儲）鍵 [39]
此鍵用於播放存儲功能一起使用。

Q REPEAT （重複）鍵 [37]
此鍵用於設置重複播放功能。

R A-B 鍵 [37]
此鍵用於設置 A-B 重複播放。

S CLR （取消）鍵 [35，36，40]
此鍵用於取消各項功能。

T DISPLAY （顯示）鍵 [43]
此鍵用於顯示標題，章節，或聲道的信息，包
括過去的時間，剩餘時間，全部時間，等。重
複按此鍵顯示更多信息。

U ANGLE （角度）鍵 [41]
此鍵用於選擇 DVD 視頻碟片上的鏡頭角度。

V LAST MEMORY （最後記憶）鍵 [40]
此鍵用於最後記憶功能一起使用。

W

（暫停）鍵 [29，31]
用於暫停播放。播放過程中按下此鍵，可以在
一個段落播放過程中暫停視頻的移動。

X

（播放）鍵 [29]
此鍵用於啟動播放。

Y

（停止）鍵 [30]
此鍵用於停止播放。

Z ENTER （輸入）鍵 [46]
此鍵用於啟動所選標題，章節或聲道的播放，
並確認設置。

a RETURN （返回）鍵
此鍵用於退出屏幕設置菜單。

b SETUP （設置）鍵 [46]
此鍵用於打開 / 關閉屏幕顯示設置菜單。

Ct-16

c RESOLUTION （解析度）鍵 [44]
此鍵用於選擇 HDMI 輸出的視頻解析度。當
「HDMI 輸出設置」 被設置為 「關閉」時，色差
視頻輸出將被設為逐行掃瞄或交錯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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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 DV-SP506
AV 連接線和插孔
Audio （音頻）/Video （視頻）
連接線

插孔

說明

HDMI 連接可以傳輸未壓縮的，標准或
高清晰數字視頻和數字音頻，可以提
供最佳的圖像和聲音效果。

HDMI

Video （視頻）
連接線

色差視頻

插孔

Y

Y

PB

PB

PR

PR

說明

為確保畫面質量，色差視頻信號的亮
度 （Y）和彩色信號 （P R，PB）是分開
的。只能使用專用的色差視頻信號連
接線。某些電視生產商對色差視頻輸
入的標記與其他廠商不同。

S-Video

S-Video 信號的畫面質量要優於
Composite 視頻。

Composite 視頻
（隨機提供）

Composite 視頻接口在所有的電視，
VCR 和錄像設備上都可以找到。

Audio （音頻）
連接線

插孔

說明

數字光纖式

數字光纖式音頻連接的質量要優於模
擬連接。

同軸數字式
（隨機提供）

同軸數字式音頻連接的質量要優於模
擬連接。

COAXIAL

模擬
（隨機提供）

所有的視聽設備上都可以找到 RCA 模
擬音頻連接口。

多聲道模擬音
頻連線 （RCA）

此連線可以傳輸多聲道模擬音頻，常
用於連接帶獨立 5.1 聲道模擬音頻輸
出接口的 DV-SP506。可以使用標准模
擬音頻連線代替多聲道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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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 DV-SP506 —續
連接前
． 請仔細閱讀與您的視聽設備隨機提供的使用手冊。
． 在未完成所有音頻和視頻連接前，絕對不可以連
接電源線。

光電數字輸出
DV-SP506 的光電數字插孔帶有一個閘門式封口，該
封口在插入光電插頭時打開並在取出光電插頭時關
閉。按入插頭時，用力要均勻。
注意：
為防止閘門受損，插入或拔出光纖插頭時，保持插
頭不要彎曲。

RCA 視聽設備連接 - 彩色標記
RCA 視聽設備連接通常使用彩色標記：紅色，白色
和黃色。使用紅色插頭連接右聲道音頻輸入和輸出
（通常為帶有 「R」標志）。使用白色插頭連接左聲
道音頻輸入和輸出 （通常為帶有 「L」標志）。使
用黃色插頭連接 Composite 視頻輸入和輸出。
隨機提供的 AV 連接線包括一根模擬音頻連線與一
根復合視頻連線。
右 ( 紅色 )

模擬音頻

左 ( 白色 )

右 ( 紅色 )
左 ( 白色 )

Composite 視頻
( 黃色 )

． 向一個方向用力將插頭插牢
（連接鬆動會產生噪音，或導
致故障）。
． 為避免干擾，請將音頻線和視
頻線与電源線和揚聲器線分
開。

( 黃色 )
正确 !

錯誤 !

使用 HDMI 連接 AV 接收機或 HDTV
什麼是 HDMI？

RIHD （CEC）

HDMI （高清晰度多媒體界面）是新型連接模式，可
以傳輸壓縮，標準或高清晰度數字視頻和音頻。直
至目前，還需要單獨的視頻和音頻連線連接 AV 設
備。但是使用 HDMI，只要用一根連線連接，就可以
獲得最佳質量的圖像和音頻效果。

DV-SP506 支持 RIHD （HDMI 遠程交互），這是
Onkyo 對 CEC （消費電子控制）的執行結果，它允
許通過 HDMI 對集成系統進行控制，並且是 HDMI 標
准的組成部分。除了 Onkyo AV 組件之外，它還允
許與由其他製造商提供的 CEC 兼容的 AV 組件和電
視機之間進行交互操作。

HDMI 視頻兼容 DVI （數位視覺界面）。要將 HDMI
視頻信號發送到 DVI 輸入接口，需要使用一根 HDMI
到 DVI 的轉換連線。DV-SP506 支持 HDCP （高帶寬
數字內容保護），並且為了 HDMI 到 DVI 的連接能正
常工作，其他設備也要支持 HDCP。注意，此功能不
能用於某些 DVI 設備。

要使用 RIHD，請確保您的其他組件 （例如電視機
和 AV 接收機）上已打開 CEC。

使用 HDMI
使用 HDMI 連線 （未隨機提供）將 DV-SP506 的
HDMI OUT （輸出）連接到您的 AV 接收機的 HDMI 輸
入接口。或者，您可以將 DV-SP506 直接連接到電
視機的 HDMI 輸入接口。
注意：
• DV-SP506 支持 HDCP （高帶寬數字內容保護），
一種用於數字視頻的保護系統。您連接到
DV-SP506 上的 HDMI 設備也必須支持 HDCP。
． 即使您將一個不支持 HDCP 的組件連接至
DV-SP506，仍將不會有任何圖片或聲音。
• DV-SP506 支持高清晰度多聲道接口規格信息版本
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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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 DV-SP506 —續
HDMI 與 DV-SP506
■ 視頻
DV-SP506 的 HDMI OUT 接口支持以下視頻解析度：
• 720 × 480i （交錯），60Hz
• 720 × 480p （逐行掃瞄），60Hz
• 720 × 576i （交錯），50Hz （僅適用於歐洲、澳
大利亞以及亞洲產品型號）
• 720 × 576p （逐行掃瞄），50Hz （僅適用於歐
洲、澳大利亞以及亞洲產品型號）
• 1280 × 720p （逐行掃瞄），50/60Hz
• 1920 × 1080i （交錯），50/60Hz
• 1920 × 1080p （逐行掃瞄），50/60Hz
如果您的 HDTV 或投影機不支持所選的解析度，則
可能得不到任何圖像。

■ 音頻格式

DV-SP506 的 HDMI OUT 接口支持以下音頻格式：
． 多聲道 PCM （192kHz、176.4kHz、96kHz、
88.2kHz、48kHz、44.1kHz）
• 杜比數字
• DTS
• DSD
如果您的 HDMI TV 或投影機不支持杜比數字或
DTS，則 HDMI OUT 將不輸出這些格式的數字音頻。
在這種情況下，請將 「數字輸出」設置設為
「PCM」（參見 49 頁）。

您可以選擇一個適用於 DV-SP506 上的 HDTV 或投影
機的解析度 （參見 44 頁）。

如果您的電視機不支持較高取樣率下的數字音頻，
請將 「線性 PCM 輸出」設置設為 「打開下降采樣」
以使取樣向下降低到 48kHz （參見 50 頁）。

選擇連接方法
為了盡情享受影片和音樂，您需要建立從 DV-SP506 到您的 AV 接收機或電視機之間的視頻和音頻連接。
DV-SP506 支持多種視頻和音頻連接格式，並且可以以多種方式進行連接。使用下圖可以幫助您選擇最適合
您的系統的連接方法。
DV-SP506 設置可以通過使用顯示在您的電視機屏幕上的屏幕設置菜單進行更改。即使您希望只播放音樂碟
片，我們仍建議您將 DV-SP506 連接到您的電視機上，以便您可以使用這些屏幕設置菜單。
當您完成所有連接時，可能需要更改 DV-SP506 上的幾個設置以使其符合您的其他組件或個人喜好 （參見 28
頁）。
AV 接收機和 HDMI 選項
使用 AV 接收機

不使用 AV 接收機

使用 HDMI

建議的連接方法
AV 接收機支持通過 HDMI 載送的 DSD*1
和多聲道線性 PCM*2

1

AV 接收機不支持通過 HDMI 載送的 DSD*1
和多聲道線性 PCM*2

2

不使用 HDMI

3

使用 HDMI

4

不使用 HDMI

5

*1 DSD （直接流數字）是在 SACD 碟片上使用的一種音頻格式。
*2 多聲道線性 PCM 是在 DVD 音頻碟片上使用的一種音頻格式。

Ct-19

DV-SP506̲Ct.book Page 20 Friday, September 26, 2008 5:17 PM

連接 DV-SP506 —續
■ 連接方法

1

（關於針對此連接方法的音頻設置的更多信息，請參見第 23 頁上的連接方法 1。）
視頻和音頻信號通過 HDMI 線輸送到 AV 接收機和電視機。
由 AV 接收機處理音頻重現過程，以獲得最佳的音頻播放體驗。
揚聲器

AV 接收機

電視

HDMI
IN

HDMI

HDMI
IN

HDMI

視頻
音頻

視頻
音頻

關於將 DV-SP506 連接到您的電視機的更多信息，請參見電視機和 AV 接收機的說明手冊。
注意：
． 通過 HDMI 載送的音頻信號的格式取決於 AV 接收機。
． 如果 「HD 解析度」設置被設為 480i/576i 或 480p/576p，且 「HDMI 輸出」設置被設為 「自動」、6ch DSD
或 6ch PCM，為了能夠輸出通過 HDMI 載送的多聲道信號，在裝載 SACD 或 DVD 音頻碟片時，視頻解析度將
更改為 1080i。
． 在裝載 SACD 或 DVD 音頻碟片期間，無法更改 「HDMI 輸出設置」、「HD 解析度」和 「HDMI 輸出」設置。如
果需要更改其中的某個設置，則必須先退出碟片。
■ 連接方法

2

（關於針對此連接方法的音頻設置的更多信息，請參見第 23 頁上的連接方法 2。）
視頻信號通過 HDMI 線輸送到 AV 接收機和電視機。音頻信號通過數字或模擬音頻線輸送到 AV 接收機。
視頻

視頻
揚聲器
HDMI
IN

HDMI

HDMI
IN

HDMI

電視
AV 接收機
AUDIO OUTPUT
ANALOG
D. MIX/FRONT

CENTER SURR1

FRONT

CENTER

SURR

L

OPTICAL COAXIAL
DIGITAL

AUDIO OUTPUT

L
R
R
1

2

SUB
WOOFER

SUB
WOOFER

音頻
連接其中任何一個。
OPTICAL IN

音頻
COAXIAL IN

關於將 DV-SP506 連接到您的電視機的更多信息，請參見電視機和 AV 接收機的說明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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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 DV-SP506 —續
■ 連接方法

3

（關於針對此連接方法的音頻設置的更多信息，請參見第 23 頁上的連接方法 3。）
視頻信號通過復合視頻、S-Video 或色差視頻線輸送到 AV 接收機。音頻信號通過數字或模擬音頻線輸送到
AV 接收機。

視頻

使用圖中針對視頻信號的任
一連接。

S VIDEO IN

VIDEO OUTPUT
VIDEO IN
Y
VIDEO
PB

Y

PR

PB

S VIDEO COMPONENT

揚聲器

PR

COMPONENT
VIDEO IN

AV 接收機

AUDIO OUTPUT
ANALOG
D. MIX/FRONT

CENTER SURR1

FRONT

CENTER

SURR

L
L

OPTICAL COAXIAL
DIGITAL

AUDIO OUTPUT

R
R
1

2

SUB
WOOFER

SUB
WOOFER

音頻

連接其中任何一個。

OPTICAL IN

選擇您的 AV 接收機
上的模擬或數字輸
入接口。

音頻
COAXIAL IN

注意：
． 另外，視頻信號也可以通過使用復合視頻、S-Video 或份量視頻電纜直接發送到電視機，只要電纜適合電
視機的輸入接口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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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 DV-SP506 —續
■ 連接方法

4

（關於針對此連接方法的音頻設置的更多信息，請參見第 23 頁上的連接方法 4。）
視頻和音頻信號通過同一根 HDMI 線輸送到電視機。

電視

HDMI
IN

HDMI

視頻
音頻

■ 連接方法

5

（關於針對此連接方法的音頻設置的更多信息，請參見第 23 頁上的連接方法 5。）
視頻信號通過復合視頻、S-Video 或色差視頻線輸送到電視機。雙聲道模擬音頻信號通過一根模擬音頻線
輸送到電視機。

視頻

使用圖中針對視頻信號的任
一連接，並選擇您的電視機
上的相應輸入接口。

S VIDEO IN

VIDEO OUTPUT
Y

VIDEO IN

VIDEO
PB
Y
PR
PB
S VIDEO COMPONENT
PR

COMPONENT
VIDEO IN

電視

AUDIO OUTPUT
ANALOG

AUDIO INPUT

D. MIX/FRONT

L
L

音頻

R

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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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 DV-SP506 —續
音頻設置
下表針對以上幾頁中所述的連接方法的音頻設置進行了解釋說明。
連接方法

「HDMI 輸出」設置
( 見 49 頁 )

音頻輸出

注意事項

自動

音頻以最佳音質輸出。

6ch PCM

即使您的 AV 接收機支持 DSD，仍可
SACD 音頻轉換成 6 聲道 PCM，取 能將其轉換為 PCM 格式
樣率為 176.4kHz。
（44.1kHz），在這種情況下，此設
置可以提供更好的音質效果。

6ch DSD

多聲道 SACD 輸出為 DSD 格式。

此設置也可以用於通過多聲道模擬
音頻輸出提供 SACD 播放體驗。

2ch PCM

使用此設置通過您的電視機揚聲
器輸出聲音。

如果您不希望通過電視機的揚聲器
收聽，則選擇 「關閉」。

關閉

在必要時設置 「揚聲器配置」
設置 （參見 50 頁）。

設置 「揚聲器配置」設置，以通過
您的 AV 接收機獲得最佳的音頻體
驗。

視頻直接到達電視
機，音頻通過數字
或模擬方式到達 AV
接收機

2ch PCM

使用此設置通過您的電視機揚聲
器輸出聲音。

關閉

在必要時設置 「揚聲器配置」
設置 （參見 50 頁）。

設置 「揚聲器配置」設置，以通過
您的 AV 接收機獲得最佳的音頻體
驗。

4

視頻和音頻通過
HDMI 到達電視機

自動或
2ch PCM

使用此設置通過您的電視機揚聲
器輸出聲音。

雙聲道 PCM 將通過 「自動」或
「2ch PCM」設置輸送到您的電視
機。

5

視頻和音頻通過模
擬方式到達電視機

關閉

在必要時設置 「揚聲器配置」
設置 （參見 50 頁）。

將重低音揚聲器、中置揚聲器和環
繞揚聲器的設置設為 「關閉」。將
前置揚聲器的設置設為 「大」。

1

2

3

視頻和音頻通過
HDMI

視頻通過 HDMI、音
頻通過數字或模擬
方式到達 AV 接收機

—

—

注意：
． 在裝載 SACD 或 DVD 音頻碟片期間，無法更改 「HDMI 輸出設置」、「HD 解析度」和 「HDMI 輸出」設置。如
果需要更改其中的某個設置，則必須先退出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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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 DV-SP506 —續
HDMI 音頻輸出設置
通過 DV-SP506 的多種音頻輸出方法輸出的音頻信號類型取決於 HDMI 輸出、數字輸出和揚聲器配置設置。
使用下表幫助您選擇最適合您的連接方法的 「HDMI 輸出」設置。
關於如何設置音頻輸出設置的信息，請參見 49 頁的 「HDMI 輸出」、49 頁的 「數字輸出」以及 50 頁的 「揚
聲器配置」。
■ 「HDMI 輸出」設置設為 「自動」

如果 「HDMI 輸出」設置被設為 「自動」，HDMI OUT 將以最佳音質效果輸出音頻。
下表顯示了 「HDMI 輸出」設置是如何影響用於 OPTICAL、COAXIAL 以及模擬音頻輸出的。
■ 「HDMI 輸出」設置設為 「6ch DSD」或 「6ch PCM」
音頻輸出
HDMI

OPTICAL 和 COAXIAL

Audio CD

44.1kHz PCM

S/PDIF(44.1kHz)

96kHz PCM

S/PDIF(96kHz) *2

DVD-Video

48kHz PCM

DVD-Audio

SACD

*3

雙聲道

S/PDIF(44.1kHz)

2ch

2ch

S/PDIF(48kHz) *2

2ch

2ch

S/PDIF(48kHz)

S/PDIF(48kHz)

2ch

2ch

Dolby Digital, DTS

比特流 *2

比特流 *2

6ch

前置

2ch 176.4/192kHz

2ch PCM

沒有輸出

2ch

2ch

6ch 88.2/96kHz

6ch PCM

S/PDIF(88.2/96kHz)

6ch

前置

6ch 44.1/48kHz

6ch PCM

S/PDIF(44.1/48kHz)

6ch

前置

音頻格式

多聲道

6ch

*3

沒有輸出

6ch

雙聲道

2ch*4

沒有輸出

2ch*4

2ch

2ch PCM

S/PDIF(44.1kHz)

2ch

2ch

CD 區
*1
*2
*3
*4

*4

揚聲器配置中的重低音揚聲器、中置揚聲器和環繞揚聲器設置均設為 「打開」。
根據所連接的 HDMI 組件，信號可能被向下取樣並轉換為 PCM。
當 「 HDMI 輸出」設置被設為 「6ch DSD」時，OPTICAL 和 COAXIAL 輸出接口不輸出任何內容。
當 「 HDMI 輸出」設置被設為 「6ch PCM」時，DSD 被轉換為 176.4kHz PCM。

注意：
． 雙聲道 D.MIX/FRONT 輸出信號與多聲道相同。
． D.MIX/FRONT 1 和 2 輸出接口輸出相同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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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 DV-SP506 —續
■ 「HDMI 輸出」設置設為 「2ch PCM」
音頻輸出
模擬輸出
HDMI

OPTICAL 和 COAXIAL

S/PDIF(44.1kHz)

S/PDIF(44.1kHz)

2ch

96kHz PCM

S/PDIF(48kHz)

S/PDIF(48kHz)

2ch

48kHz PCM

S/PDIF(48kHz)

S/PDIF(48kHz)

2ch

Dolby Digital, DTS

S/PDIF(48kHz)

S/PDIF(48kHz)

6ch

2ch 176.4/192kHz

S/PDIF(44.1/48kHz)

S/PDIF(44.1/48kHz)

2ch

6ch 88.2/96kHz

S/PDIF(44.1/48kHz)

S/PDIF(44.1/48kHz)

6ch

6ch 44.1/48kHz

S/PDIF(44.1/48kHz)

S/PDIF(44.1/48kHz)

6ch

多聲道

S/PDIF(44.1kHz)

S/PDIF(44.1kHz)

6ch*2

雙聲道

S/PDIF(44.1kHz)

S/PDIF(44.1kHz)

2ch*2

CD 區

S/PDIF(44.1kHz)

S/PDIF(44.1kHz)

2ch

碟片類型
Audio CD

DVD-Video

DVD-Audio

SACD

音頻格式
44.1kHz PCM

多聲道*1

*1 根據以下設置進行更改：重低音揚聲器 、前置揚聲器、中置揚聲器、 環繞揚聲器和杜比定向邏輯 （Dolby Pro
Logic）。
*2 模擬音頻被轉換為 PCM。

注意：
． 雙聲道 D.MIX/FRONT 輸出信號與多聲道相同。
． D.MIX/FRONT 1 和 2 輸出接口輸出相同的信號。
■ 「HDMI 輸出」設置設為 「關閉」
音頻輸出
OPTICAL 和 COAXIAL
碟片類型
Audio CD

DVD-Video

音頻格式
44.1kHz PCM

關閉下降采樣

打開下降采樣

多聲道*1

S/PDIF(44.1kHz)

S/PDIF(44.1kHz)

2ch

96kHz PCM

S/PDIF(96kHz)

S/PDIF(48kHz)

2ch

48kHz PCM

S/PDIF(48kHz)

S/PDIF(48kHz)

2ch

Dolby Digital, DTS

比特流

2ch 176.4/192kHz
DVD-Audio

SACD

模擬輸出

*2

比特流

*2

6ch

沒有輸出

S/PDIF(44.1/48kHz)

2ch

6ch 88.2/96kHz

S/PDIF(88.2/96kHz)

S/PDIF(44.1/48kHz)

6ch

6ch 44.1/48kHz

S/PDIF(44.1/48kHz)

S/PDIF(44.1/48kHz)

6ch

多聲道

沒有輸出

S/PDIF(44.1kHz)*3

6ch

雙聲道

沒有輸出

S/PDIF(44.1kHz)*3

2ch

S/PDIF(44.1kHz)

S/PDIF(44.1kHz)

2ch

CD 區

*1 根據以下設置進行更改：重低音揚聲器 、前置揚聲器、中置揚聲器、 環繞揚聲器和杜比定向邏輯 （Dolby Pro
Logic）。
*2 當 「數字輸出」設置被設為 PCM 時，信號轉換為 PCM。
*3 當 「SACD 音頻設置」設置被設為 DSD 時，OPTICAL 和 COAXIAL 輸出接口不輸出任何內容。

注意：
． 雙聲道 D.MIX/FRONT 輸出信號與多聲道相同。
． D.MIX/FRONT 1 和 2 輸出接口輸出相同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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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 DV-SP506 —續
視頻設置
以下圖表中顯示不同的視頻設置相關聯的視頻輸出。
HDMI 輸出設置 （47 頁）

設置

打開

關閉

HD 解析度 （44 頁）
視頻輸出

自動 （默認） 480i/576i 480p/576p

遂行掃瞄設置 （44 頁）
720p，
1080i，1080p

隔行掃瞄

遂行掃瞄

HDMI

✓

✓*1

✓

✓ *1

沒有輸出

沒有輸出

Component （色差）

✓

✓

✓

✓

✓ *2

✓

S-Video

✓

✓

✓

✓

沒有輸出

✓

Composite （復合）

✓

✓

✓

✓

沒有輸出

✓

*1 如果您的電視不支持 「HD 解析度」設置 480i/576i，720p，1080i 和 1080p，沒有圖像顯示。
*2 如果您的電視不支持逐行掃瞄，沒有圖像顯示。

注意：
． 當 「遂行掃瞄設置」被設為 「隔行掃瞄」時，色差視頻輸出接口之外的任何輸出接口均不輸出任何視頻
內容。要復位此設置，按住 [
] 向前鍵，然後按下 [ON/STANDBY] （開 / 待機）鍵。

7.1 聲道模擬音頻輸入

連接可兼容

（遠程交互）的設備

如果您的 AV 接收機具有 7.1 聲道模擬音頻輸入接
口，請按照下列方式進行連接。
將 DV-SP506 的 SURR 1 接口連接到 AV 接收機的環
繞輸入接口，SURR 2 接口連接到 AV 接收機的後環
繞輸入接口。 SURR 1 和 SURR 2 輸出接口輸出相同
的信號。
建立此連接時，將 SURR MODE 設置為 「1+2」。

REMOTE
CONTROL

D. MIX/FRONT

1

2
IN

L
R
REMOTE
CONTROL

如果您使用此連接，輸出音量應減少 3dB （即，輸
出音量將稍微降低）。

AV 接收機

． 與 Onkyo AV 接收機或放大器一起隨機提供的遙控
器可以用來操縱 DV-SP506。
． 上下 接口的功能是相同的，可以選擇連接任
意一個。
． 如需使用 功能，除了建立 連接外，還必須
在 DV-SP506 和其他兼容 模式設備之間建立模
擬音頻 （RCA）連接。
． 如果您使用的是 RIHD，請不要在
任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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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電源 / 打開 DV-SP506
連接前
． 確認所有的連接已完成 （需要連接到電視）17
— 26 頁。

2
ON/STANDBY

STANDBY

ON/STANDBY

STANDBY （待機）指示燈
TOP MENU

遙控器

CU

RSOR

RETURN

ON

SH

打開電視，選擇連接了 DV-SP506 的
輸入接口。
DV-SP506 打開，STANDBY （待機）
指示器關閉。
． 要將 DV-SP506 置於待機模式時，
按 DV-SP506 上的 [ON/STANDBY]
（開 / 待機）鍵，或遙控器上的
[STANDBY] （待機）鍵。

MENU

SETUP

PU

按下 DV-SP506 上的 [ON/STANDBY]
（待機 / 開）鍵，或遙控器上的 [ON]
（開）鍵。

ER
TO ENT

． STANDBY 指示器亮起時，
DV-SP506 可以接收來自遙控器的
信號。

STANDBY

． 按下 [ON/STANDBY] （開 / 待機）
鍵設置待機狀態，並不能完全關
閉電源。

1

將隨機提供的電源連接線插入 AC
INLET 電源入口，然後將電源插頭
插入牆上的插座。
． 除隨機提供的電源連線外，不要
使用其他連線。隨機提供的連線
是專門為 DV-SP506 設計的，請不
要用於其他設備。
． 在電源插頭仍然插在牆上的插座
時，嚴禁拔下 DV-SP506 上的電源
連線。這樣會導致短路。要習慣
連接時，最後將插頭連接到牆上
的插座；而斷開電源時，首先從
牆上的插座中拔下電源插頭。
． 從電源插座上拔出 DV-SP506 的電
源插頭前，請先確認您已經將播
放機置於待機狀態。
． 基於以上理由，請勿將 DV-SP506
的電源插頭插入某些放大器和 AV
接收機上的開關電源上。

注意：
． DV-SP506 的特色之處在於具有屏幕保護程序和自
動關機功能。如果 DV-SP506 停止且在 15 分鍾內
未按任何鍵，則屏幕保護程序啟動 （參見 54
頁）。如果碟片盤關閉，但沒有播放任何碟片，
且 20 分鍾內未按任何控件，則 DV-SP506 自動進
入待機模式 （參見 56 頁）。

調節顯示亮度
您可按照以下步驟調節顯示亮度。

1

重複按 [DIMMER] （亮度調節）鍵，
可以瀏覽亮度選項：
微暗，更暗，或正常。

注意：
． 當顯示亮度發生改變時，則通過 連接的其他
Onkyo AV 組件的顯示亮度也會改變。對通過 RIHD
連接的組件，則不會有此效果。

到牆上的
插座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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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設置
本章介紹第一次打開 DV-SP506 時需要進行的初始
化設置。

2
遙控器

使用向上和向下鍵 [ ][ ] 選擇
「打開」或 「關閉」，「HDMI 輸出
設置」，然後按下 [ENTER] 鍵。
選擇 「打開」可以使用 HDMI 設置。

ENTER

/

✔

接著出現 「HDMI 輸出」選擇菜單。

3
遙控器

首次設置
第一次打開 DV-SP506 時，屏幕上出現 「初始設
置」菜單。

使用 [ ][ ] 向上和向下鍵為
「HDMI 輸出」選擇一個設置，然後
按下 [ENTER] 鍵。
有關語言選項的詳細信息，參見 49 頁。

✔

✔

接著出現 「屏幕顯示語言」選擇菜
單。

4

使用上下 [ ][ ] 鍵選擇一種語
言，然後按下 [ENTER] 鍵。
遙控器

有關語言選項的詳細信息，參見 52 頁。

您需要進行一些設置以便讓 DV-SP506 啟動運行。
這些設置可以以後更改 （參見 46 頁）。

1

使用上下鍵 [
遙控器

][

] 選擇一種

「電視盡面形狀」，然後按下
[ENTER] 鍵。
如果您的電視是 4：3 電視，可選擇
「4:3 信箱狀」或 「4:3 全景」。如果
您的電視是寬屏電視，就選擇 「16:9
寬螢幕」或 「16:9 壓縮」。更多信息
參見 47 頁。

✔

接著出現 「HDMI 輸出設置」選擇菜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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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ç
ñ

「初始設置」菜單關閉，設置完成。
DV-SP506 現在准備就緒，可以使用
了。
注意：
． 按下 [SETUP] 鍵可以取消 「初始設置」，並使用
屏幕設置菜單完成以後的設置 （參見 46 頁）。
． 此過程也可以使用 DV-SP506 前面板上的按鍵執
行。
． 當 DV-SP506 通過 HDMI 連接，且 「HDMI 控制」
設置被設為 「打開」（默認）時，CEC 兼容電視
機上的語言設置可能會影響屏幕上的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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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碟片
本章介紹基本的播放。高級播放將在下一章介紹。
重要信息：
． 在本手冊中，DVD 指的是 DVD 視頻，DVD 音頻，
DVD-R/RW，和 DVD+R/RW 碟片。某種碟片帶有特
有的功能時，將有專門指示。

TOP MENU

CU

3

按下

碟片托盤關閉，屏幕上出現相關碟片
類型指示。
遙控器

提示：
如按下播放鍵 [ ]，碟片托盤將關
閉，根據碟片種類，播放將自動開
始。

MENU

RSOR

RETURN

SETUP
PU
S

H TO ENTE

OPEN/CLOSE （開 / 關倉）

鍵。

R

． 對於播放 JPEG 圖像碟片的詳細信
息，請參閱 34 頁的 “欣賞 JPEG 圖
片的連幀播放 （Slideshow）”。

/

OPEN/
CLOSE

注意：
． DV-SP506 只支持本地碟片。參見 8-10 頁。

開始，暫停和停止播放
本節介紹如何開始，暫停和停止播放。
■ 開始

1

按下

開始播放，顯示屏上出現

OPEN/CLOSE（開 / 關倉）鍵打

開碟片托盤。
遙控器
遙控器

2

■ 暫停
裝載碟片。
按照碟片托盤上的指示將碟片對準位
置放置，標籤面向上，裝載碟片。
（如果您裝載的是雙面 DVD 碟片，將
希望播放的一面向下裝載）。

開始：開始播放時，按下 [

] 鍵。
指示。

如果播放的是 DVD 視頻碟片，或帶
PBC （播放控制）的 VCD，需要從菜
單啟動播放 （參見 32 頁）。
有關 MP3 碟片的更多信息參見 33
頁。

暫停：暫停播放時，按下 [

] 鍵。

播放暫停，顯示屏上出現

指示。

要繼續播放時，按下 [ ] 鍵即可。
重新開始播放，
遙控器

指示消失。

對於 DVD 音頻碟片，有菜單顯示出
現時，無法使用暫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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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碟片—續
■ 停止

停止：停止播放時，按下 [
播放停止，

遙控器

] 鍵。

指示消失。

． 停止 DVD 視頻碟片的播放時，
DV-SP506 會記憶播放停止的地
方，而且顯示屏上會出現
「RESUME」（再播放）的顯示。

選擇上一 / 下一音軌或章節
DVD-V

DVD-A

SACD

VCD

CD

MP3

WMA

DivX

JPEG

北美產品類型不支持 DivX。
本章節介紹如何跳到上一 / 下一音軌或章節：
■ 選擇下一音 在播放過程中，按下向下 [
軌或章節
鍵，選擇下一音軌或章節。

]

下一個音軌或章節開始播放。
． 要恢復從此處播放時，按下 [ ]
鍵即可。要取消恢復播放功能
時，再按下 [ ] 鍵即可。從
DV-SP506 取出碟片時，恢復播放
功能被重設。
． 使用 「最後記憶」功能時，即使
碟片已經被取出，您還可以繼續
從上次播放停止的地方播放 （參
見 40 頁）。
注意：
． 同一畫面或菜單的延長播放會對電視屏幕造成不
可修復的傷害，這被稱為屏幕老化。為防止此類
情況的發生，嚴禁暫停播放過長時間，在完成
DVD 視頻碟片或 VCD 的播放時，總是按下 [ ]
鍵。DV-SP506 帶有屏幕保護功能，可以保護您的
電視，防止屏幕老化 （參見 54 頁）。
． 觀看某些 DVD 視頻碟片時，會發現有普通電視節
目中不明顯的圖像噪音。這是因為 DVD 視頻使用
大量高分辨率視頻數據的原因。噪音的數量取決
於您的電視，可以通過關閉電視的對比度控制來
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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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器

■ 選擇上一音 在播放過程中，按下向上 [
軌或章節
鍵，選擇上一音軌或章節。

]

第一次按鍵將重頭開始播放當前音
軌。
遙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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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幀前進播放
DVD-V

VCD

使用逐幀播放功能，可以瀏覽前時的任一時刻的一
幅圖片。
■ 逐幀前進
遙控器

按下 [

] （暫停）鍵。

播放暫停，並且在屏幕上顯示 「
暫停」。
重複按下此鍵可以逐楨瀏覽。
要恢復正常播放時，按下 [

慢速播放

快進和快退
DVD-V

DVD-A

DVD-V

SACD

VCD

CD

MP3

DivX

WMA

使用慢速播放，您可以觀看前進或後退的慢速鏡
頭。

北美產品類型不支持 DivX。
本節介紹如何使用快進和快退。
■ 快進
遙控器

在播放過程中，按下 [

■ 快進慢放
] 鍵可以

遙控器

快進。

遙控器

在播放過程中，按下 [

如要恢復正常速度的播放，按 [
鍵。

]
■ 快倒慢放

] 鍵可以

遙控器

]

在播放或暫停過程中，按下 SLOW 快
倒 [ ] 鍵。
開始快倒慢動作播放時，屏幕上出
現 「 1/2」。

快倒。
播放進入快倒狀態，屏幕上出現
「 x 2」指示。
需要改變快倒速度時，重複按快倒
鍵 [ ] 選擇：
x 2， x 4， x 8， x 16。
如要恢復正常速度的播放，按 [
鍵。

] 鍵。

要改變慢放速度時，重複按下 SLOW
快進 [ ] 鍵，這樣可以瀏覽慢放
速度：1/2，1/4，1/6，1/8。

需要改變快進速度時，重複按快進
鍵 [ ] 選擇：
x 2， x 4， x 8， x 16。
如要恢復正常速度的播放，按 [
鍵。

在播放或暫停過程中，按下 SLOW 快
進[

開始快進慢動作播放時，屏幕上出
現 「 1/2」。

播放進入快進狀態，屏幕上出現
「 x 2」指示。

■ 快倒

] 鍵。

]

注意：
． 快進和快退可能無法按照屏幕上顯示的速度進
行。

要改變慢放速度時，重複按下 SLOW
快倒 [ ] 鍵，這樣可以瀏覽慢放速
度：1/2，1/4，1/6，1/8。
如要恢復正常速度的播放，按 [
鍵。

]

注意：
． 慢放倒退功能無法一起用於 DivX 和視頻 CD。對
於視頻 CD 播放，將無法調整慢放速度。

． 對於非音頻 CD 的其他類型碟片，使用快進或快
退功能時沒有聲音輸出。
． 對於 DVD 音頻碟片，有菜單顯示出現時，無法使
用快進或快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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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OP MENU

TOP MENU

CU

/

, ENTER

MENU

RSOR

RETURN

• 不是所有的 DVD 視頻碟片和 VCD 都帶有菜單。

SETUP

PU
S

H TO ENTE

R

MENU

注意：
． 此過程也可以使用 DV-SP506 前面板上的按鍵執
行。
• 菜單的操作由於碟片的不同而不同。詳細信息請
參考碟片封套上的說明。

/

． 在某些 DVD 上，如需顯示碟片菜單，按下 [MENU]
鍵。
數字鍵

打開或關閉 VCD 的 PBC 功能
按下 [TOP MENU] 鍵可以打開或關閉 PBC 菜單。

瀏覽 CD 或超級音頻 CD
ENTER

/ /

TOP MENU

/

MENU

CD

SACD

本節介紹如何使用 「碟片導航器」播放音頻 CD 和
超級音頻 CD。

1

裝載音頻 CD 或超級音頻 CD。
出現 「碟片導航器」頁面。

DVD 和 VCD 碟片導航菜單
DVD-V

DVD-A

CD

VCD
/Track01.CDA
001. Track01
002. Track02
003. Track03
004. Track04
005. Track05
006. Track06
007. Track07
008. Track08

DVD 視頻碟片通常有菜單可供選擇標題，章節和其
他選項，包括音軌，小標題和音頻格式 （如，杜比
數字或 DTS）。支持 PBC （播放控制）的 VCD 也會
有屏幕菜單。

1

裝載 DVD 或 VCD。
對於 DVD 碟片，按下播放鍵 [ ] 將
會有菜單出現。如果沒有出現，嘗
試按下 [TOP MENU] 鍵。
播放支持 PBC 的 VCD 時，可以按下
[ ] 鍵顯示菜單。

2

在 DVD 菜單上，使用指示鍵
遙控器

[ ][ ][ ][ ]， 選擇一個選
項，然後按下 [ENTER] 鍵。
在 VCD 菜單上，使用數字鍵選擇音
軌。
如果 VCD 菜單由數頁組成，可以使
用[
]和[
] 鍵進行瀏覽。在
播放過程中，您可以按下 [RETURN]
鍵返回到菜單。

Ct-32

顯示音軌。

2
遙控器

使用向上 / 向下鍵 [ ][ ] 選擇
一個音軌，按下 [ENTER] 鍵開始播
放。
對於 SACD，您可以按 [AUDIO] 鍵選
擇多聲道區域，雙聲道區域或 CD
層。
注意：
． 此過程也可以使用 DV-SP506 前面
板上的按鍵執行。
． 在隨機播放或記憶播放過程中，
無法使用指示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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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遙控器

ENTER

/ /

要打開位於清單中的文件夾時，按
[ENTER] 鍵。要關閉文件夾時
（即，將其移回目錄下），按
[RETURN] 鍵。或者，選擇清單頂部
的選項，按 [ENTER] 鍵。

/

使用左右鍵 [ ][ ] 顯示包含可播
放音軌的其他文件夾。

RETURN

4

如需播放已選擇音軌，按下播放鍵
遙控器

WMA

DivX

] 或 [ENTER] 鍵。

或

北美產品類型不支持 DivX。

DATA
3/11
2/3
/mp3/Track03.MP3
002. mp3
001. Track01
002. Track02
003. Track03
004. Track04
005. Track05
006. Track06
007. Track07

本節介紹如何使用 「碟片導航器」播放 MP3，WMA
和 DivX。

1

[

如果可用，ID3 標籤情報 （文件名
稱，藝術家名稱，曲集名稱）將在
屏幕底部滾動顯示。

瀏覽 MP3，WMA 和 DivX 碟片
MP3

使用上下 [ ][ ] 鍵選擇當前打
開的文件夾中的文件夾和二級文件
夾。

裝載 MP3，WMA 或 DivX 碟片。
出現 「碟片導航器」頁面。

Onkyo

DATA
1/3
-/5
/mp3
001. ROOT
002. mp3
003. MP3 music
001. Track01
002. Track02
003. Track03
004. Track04
005. Track05

00:00:29 00:03:58 00:04:27

Onkyo

Onkyo

對於 MP3 播放

在同一文件夾中排列在後的音軌會
被按順序播放。

5

按[

] 鍵即停止播放。

遙控器

最開始時，顯示在根目錄下的文件
夾。
DV-SP506 按照階層順序給所有的文
件夾和曲目編號。您可以依靠搜索
功能 （參見 35 頁）使用這些數字
編號直接選擇文件夾和曲目。

2
遙控器

要打開文件夾時，使用上下鍵
[ ][ ] 選擇要打開的文件夾，然
後按 [ENTER] 確定。

注意：
． 此過程也可以使用 DV-SP506 前面板上的按鍵執
行。
． 在隨機播放或記憶播放過程中，無法使用指示
鍵。

顯示文件夾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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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 JPEG 圖片的連幀播放
（Slideshow）

4
遙控器

如啟動連楨播放，按下播放鍵 [
或 [ENTER] 鍵。

圖像將按順序播放，每個圖片顯示
5 秒。

JPEG

本節介紹如何在電視上連幀播放 JPEG 圖片。

1

裝載 JPEG 碟片。

如需顯示更長時間，按下 [ ] 鍵。
按 [ ] 鍵恢復。

或

出現 「碟片導航器」頁面。

使用向上 / 向下鍵 [
][
看上一圖片或下一圖片。

DATA
1/17
-//jpg
001. jpg
002. image0
003. image1
004. image2
005. image3
001. 001
002. 002
003. 003

要將圖片順時針或逆時針旋轉時，
使用左右鍵 [ ][ ] （不能在放大
縮小時使用此功能）。

DV-SP506 按照階層順序給所有的文
件夾和文件編號。您可以依靠搜索
功能 （參見 35 頁）使用這些數字
編號直接選擇文件夾和文件。

要放大或縮小圖片時，使用 [ ]
和 [ ] 鍵。縮小時，使用
[ ][ ][ ][ ] 鍵移動圖片。縮小
時，連幀播放暫停。

[

][

要停止連幀播放時，按下 [
遙控器

所有圖片全部顯示完畢後，連幀播
放自動停止。
注意：
． 此過程也可以使用 DV-SP506 前面板上的按鍵執
行。

顯示文件夾內容。

3

使用上下鍵 [
遙控器

][

] 選擇當前打

開的文件夾中的圖片和二級文件
夾。
顯示拇指大小的所選圖片。
DATA
1/17
-//image1/001.JPG
005. image1
001. 001
002. 002
003. 003
004. 004
005. 005
006. 006
007. 007

] 鍵或

[MENU] 鍵。

] 選擇文件夾，然後按

[ENTER] 鍵確定。

■ 顯示圖片預覽

如需顯示圖片預覽，在步驟 3 中，打開您希望顯示
的文件夾後，按下 [TOP MENU] 鍵。
使用指示鍵 [ ][ ][ ][ ] 選擇預覽圖片，然後
按下 [ENTER] 鍵開始連楨播放。按下 [MENU] 鍵回
到 「碟片導航器」。
■ 關於 HD JPEG

W: 150 H: 120

要打開清單中的文件夾時，按
[ENTER] 鍵。要關閉文件夾 （即，
將其移回目錄下）時，按 [RETURN]
（返回）鍵。或者，選擇文件清單
頂部的項目，按 [ENTER] 鍵。
使用左右鍵 [ ][ ] 顯示包含了
JPEG 文件的其他文件夾。

Ct-34

5

要打開文件夾時，使用上下鍵
遙控器

]觀

要將圖片旋轉 180 度時，使用上下
鍵 [ ][ ] （不能在放大縮小時使
用此功能）。

最開始時，顯示在根目錄下的文件
夾。

2

]

如果您的電視通過 HDMI 連接，HDMI 解析度為 720p
或 1080i，可以使用高解析度欣賞 JPEG 圖像 （參
見 48 頁）。
縮放功能不可用於 HD JPEG。

DV-SP506̲Ct.book Page 35 Friday, September 26, 2008 5:17 PM

高級播放
2
遙控器

例如，要輸入 「12」時，先按下
[1] 鍵，然後按 [2] 鍵。

SEARCH

數字鍵

使用數字鍵指定標題、章節、音
軌、文件夾或組號。

DVD-VIDEO

12/ 19

5/ 7

在此處輸入標題號碼
在此處輸入章節號碼

如果正在播放 DVD-Video，
DVD-Audio，MP3，WMA，使用左右
[ ]/[ ] 鍵選擇標題 / 組 / 文件夾
和章節 / 音軌區域。

ENTER

要清除數字編號時，按 [CLR] 鍵。

使用數字選擇章節 / 標題 / 音軌 / 文件
夾/ 組
DVD-V

DVD-A

SACD

VCD

CD

MP3

WMA

3

按下 [
遙控器

] 或 [ENTER] 鍵開始播放指

定的標題，章節或音軌。

DivX

北美產品類型不支持 DivX。

或

使用搜索功能，您可以通過數字選擇章節、標題、
音軌、文件夾和組。

1

按下 [SEARCH] 搜索鍵。
遙控器

屏幕上出現 「搜索」窗口。
DVD 播放時的顯示。

DVD-VIDEO

1/ 19

CD 播放時的顯示。

CD

- -/ 10

- - -/ 78

注意：
． 在播放過程中，您可以使用數字鍵直接選擇其他
章節或音軌 （即 不用按下 [SEARCH] 鍵）。例
如，要選擇章節 #2，只需按下 [2] 鍵，要選擇章
節 #10，按下 [1] 和 [0] 鍵。
• DVD 視頻碟片通常有菜單可供選擇標題和章節的
菜單。
． 視頻 CD PBC 功能打開時，您無法搜索音軌。先關
閉 PBC。
． 在隨機播放或記憶播放過程中，無法使用
[SEARCH] 鍵。
． 某些碟片不能使用搜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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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在某些情況下，開始播放的時間點可能與您指定
的稍微不同。
SEARCH

數字鍵

• 某些碟片不能使用 時間搜索功能。
． 屏幕顯示 DVD 視頻或視頻 CD 的菜單時，無法使
用時間搜索功能。
． 在隨機播放或記憶播放過程中，無法使用
[SEARCH] 鍵。

ENTER

按照時間搜索
DVD-V

DVD-A

SACD

VCD

CD

使用搜索功能，您可以按照時間搜索。

1

在播放過程中，按 [SEARCH] 鍵兩
次。
遙控器

屏幕上出現 「搜索」窗口。

DVD-VIDEO

2

-:- -:- -

使用數字鍵輸入時間。
遙控器

時間搜索功能只能在當前標題或音
軌內使用。
如要輸入 5 分鐘 30 秒時，按 [5]，
[3] 和 [0] 鍵。

DVD-VIDEO

-:-5:30

要清除數字編號時，按 [CLR] 鍵。

3
遙控器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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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播放 [ ] 或 [ENTER] 鍵啟動指
定時間點的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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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某些碟片不支持反復播放。
• 如果記憶功能打開 （參見 39 頁），可選項將為
反復播放記憶，它表示將 「反復播放記憶」清
單，然後 「反復關閉」。
REPEAT
A–B

． 對於 VCD 碟片，當 PBC 打開時，反覆功能不可用
（參見 32 頁）。

A-B 反復播放
DVD-V

SACD

VCD

CD

MP3

WMA

使用 A-B 反復播放功能，可以重複播放指定區域的
內容。

1
遙控器

反復播放
DVD-V

DVD-A

SACD

VCD

CD

MP3

WMA

JPEG

“反復播放 A-”顯示在屏幕上，
A 重複指示器和 “R_A”顯示在顯示
器上。

使用反復播放功能，您可以重複多次播放碟片，標
題，章節，組或文件夾。

1
遙控器

在播放過程中，反復按下 [REPEAT]
鍵選擇反復選項。

2
遙控器

再次按下 [A-B] 鍵設置 「B」點
（即，您希望停止反復的點）。
播放將在 A 與 B 之間反覆，“反復
播放 A-B”顯示在屏幕上。
A-B
指示器和 “R_AB”顯示在顯示器
上。

指示器出現在顯示器上。
屏幕上出現選中的重複選項。
根據碟片的不同，可用的選項如下：
DVD- 視頻：Chapter Repeat （反復
章節），Title Repeat （反復標
題），Disc Repeat （反復碟片），
Repeat Off （反復關閉）。

在播放過程中，按下 [A-B] 鍵設置
一個 A 點 （即，您希望開始反復的
點）。

3
遙控器

如要取消 A-B 反復，按下 [A-B]
鍵。

DVD- 音頻：Track Repeat （反復曲
目），Group Repeat （反復曲群），
Repeat Off （反復關閉）。

2
遙控器

SACD，VCD，CD：Track Repeat
（反復曲目），Disc Repeat （反復
碟片），Repeat Off （反復關閉）。

注意：
• 某些 DVD 視頻碟片和支持 PBC 功能的 VCD 不能使
用 A-B 反復。

MP3，JPEG，WMA：Track Repeat
（反復曲目），Folder Repeat （反
復文件夾），Disc Repeat （反復碟
片），Repeat Off （反復關閉）。

• 某些情況下，A，B 點可能與您指定的點稍微不
同。

要取消反復播放時，使用 [REPEAT]
鍵選擇 「反復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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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章節或音軌播放結束後，才
會開始隨意播放。
所有項目播放一遍後，隨意播放自
動停止。

2
遙控器

要取消隨意播放，使用 [RANDOM] 鍵
選擇 「隨意播放關閉」。

RANDOM

注意：
• 某些碟片可能不支持隨意播放。
• 支持 PBC 功能的 VCD 要使用隨意播放功能時，必
須先關掉 PBC （參見 32 頁）。
• 在使用記憶功能時 （參見 39 頁），不能進行隨
意播放。

隨意播放
DVD-V

DVD-A

SACD

VCD

CD

MP3

WMA

使用隨意播放功能，您可以欣賞隨意選擇的標題，
章節，組，音軌或文件夾。

1
遙控器

在播放過程中，反復按下 [RANDOM]
鍵選擇隨意播放選項。
RANDOM （隨機）指示器出現在顯示
器上。
屏幕上出現選中的隨意選項。
因當前碟片的類型而異，可用選項
如下：
DVD- 視頻：Title Random （標題隨
意播放），Disc Random （碟片隨意
播放），Random Off （隨意播放關
閉）。
DVD- 音頻：Group Random （曲群隨
意播放），Random Off （隨意播放
關閉）。
SACD，VCD，CD：Disc Random （碟
片隨意播放），Random Off （隨意
播放關閉）。
MP3，WMA：Folder Random （文件
夾隨意播放），Disc Random （碟片
隨意播放），Random Off （隨意播
放關閉）。
使用 Title Random （標題隨意播
放）選項，當前標題內的章節也隨
意播放。使用 Disc Random （碟片
隨意播放）選項，碟片上的標題，
章節，組，音軌或文件夾也被隨意
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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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隨意播放時，不能使用 [SEARCH] 鍵。
• 在隨意播放時，遙控器上的指示鍵 [ ][ ]
[ ][ ] 和數字鍵不能在 「碟片導航器」頁面上
使用。
． 隨機播放不能用於 JPEG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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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複步驟 2，向記憶列表中添加更
多項目。

MEMORY

您可以最多添加 32 個項目到記憶列
表。

CLR
LAST
MEMORY

4

遙控器

要播放列表中的項目時，按 [

]

鍵。
按下 [ ] 鍵時，「記憶播放設定」
窗口必須是打開的。

ENTER

/ /

/

5

要停止播放時，按 [
遙控器

播放停止時，您可以再次按下停止
鍵 [ ] 取消記憶播放功能。

記憶播放
DVD-V

DVD-A

VCD

SACD

CD

MP3

WMA

使用記憶播放功能，您可以創建自己的記憶列表，
包含章節和音軌。

向列表中添加新項目

1

1

按下 [MEMORY] 鍵。
遙控器

MEMORY （存儲）指示器出現在顯示
器上。

使用向上 / 向下 [
遙控器

如圖，屏幕上顯示 「記憶列表」窗
口。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01 / 019

--- / 078

--- / 019
--- / 019
--- / 019
--- / 019
--- / 019
--- / 019
--- / 019
--- / 019

--- / 078
--- / 078
--- / 078
--- / 078
--- / 078
--- / 078
--- / 078
--- / 078

] 鍵選擇

希望插入的項目，並按下 [ENTER]
鍵。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2
遙控器

頂端行 [ ] 鍵用於輸入標題 / 文件
夾和章節 / 音軌代碼。

001 / 019

--- / 078

005 / 019
002 / 019
--- / 019
003 / 019
010 / 019
--- / 019
--- / 019
--- / 019

001 / 078
012 / 078
--- / 078
004 / 078
003 / 078
--- / 078
--- / 078
--- / 078

輸入需要插入的標題 / 文件夾，章
節 / 音軌編號。
使用遙控器上的左右鍵 [ ][ ] 選
擇參數，使用數字鍵輸入編號。

項目在記憶列表內是編號的。

遙控器

][

No.

No.

2

] 鍵。

播放停止時，您可以按下 [CLR] 鍵
刪除記憶列表。

輸入您希望添加到播放清單的項目
的標題 / 文件夾 / 組和章節 / 音軌
的編號，按 [ENTER] 鍵。
使用遙控器上的左右鍵 [ ][ ] 選
擇參數，使用數字鍵輸入代碼數
字。

3

按下 [ENTER] 鍵。
遙控器

新項目被插入記憶列表。

新的項目已經添加到播放清單內，
編號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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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列表中刪除項目
遙控器

使用上下鍵 [

Last Memory （最後記憶）
][

] 選擇項目，

然後按下 [CLR] 鍵。
項目被刪除，後續項目向上一級列
表移動。

DVD-V

使用最後記憶功能，即使碟片已經從 DV-SP506 中
取出，而且 DV-SP506 已經被設置為待機模式，您
也可以繼續從終止播放的地方播放碟片。最後記憶
功能還可以記憶您上次使用的音軌和小標題的設
置。

1

編輯項目

遙控器

1

使用上下鍵 [

][

] 選擇項目。

在 DVD 播放過程中，按 [LAST
MEMORY] 鍵。
碟片播放的最後記憶點被保存，顯
示器上出現 「LAST MEM」指示信
息。

遙控器

如果 [LAST MEMORY] 鍵被再次按
下，最後播放的記憶點就會被更
新。

2
遙控器

使用左右鍵 [ ][ ] 和數字鍵編
輯標題 / 文件夾或章節 / 音軌編
號，然後按下 [ENTER] 鍵。

2

要停止播放時，按 [
遙控器

3
遙控器

] 鍵。

現在可以將碟片取出，並關閉
DV-SP506。
要繼續播放時，將碟片裝載後，按
[ ] 鍵。
出現 「最後記憶」對話框。

注意：
． 如需關閉 「記憶列表」窗口，按下 [RETURN]
鍵。
． DV-SP506 設置為待機或碟片托盤打開時，記憶列
表將被刪除。
• 使用此功能播放支持 PBC 的 VCD 時，必須首先關
閉 PBC 功能。
． 某些碟片無法使用記憶播放功能。
． JPEG 圖像可以被添加到記憶列表，但無法顯示。

4
遙控器

要恢復從最後記憶點開始播放時，
請選擇 「Yes」（是），然後按
[ENTER] 鍵。
從開頭開始播放時，請選擇 「No」
（不是），然後按 [ENTER] 鍵。
要從開頭開始播放並刪除最後記憶
點時，選擇 「清除記憶」，然後按
[ENTER] 鍵。

注意：
• 最後記憶功能可以保存多達六張 DVD 視頻碟片的
記憶點。當設置第七張碟片的最後記憶點時，第
一張碟片的記憶點將被刪除。
• 屏幕上正在顯示菜單時，最後記憶功能無法發揮
作用。
• 最後記憶功能對某些 DVD 視頻碟片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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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播放停止時，[ASPECT] （外觀）（ZOOM）鍵可
用於設置圖像的縱橫比 （參見 47 頁的 「觀看模
式」） 。
ANGLE

選擇鏡頭角度
DVD-V

/ /

/

ZOOM

某些 DVD 視頻碟片帶有多角度鏡頭，可以從不不同
角度觀看畫面。如果當前播放的碟片帶有多角度鏡
頭特性，顯示器上會出現 「 」鏡頭指示。帶有多
角度鏡頭特性的碟片一般在封套上帶有多角度鏡頭
標志 「 」。

遙控器

縮放
DVD-V

VCD

JPEG

使用縮放功能可以放大圖像的任何部分。

1
遙控器

重複按下 [ANGLE] 鍵，瀏覽可用的
鏡頭角度。
屏幕上出現當前選中的鏡頭角度的
號碼。例如，在帶三個鏡頭角度的
碟片上，您可以看見 1/3，2/3 和
3/3。

播放過程中或播放暫停時，按住
[ZOOM] 鍵保持 2 秒。

注意：
． 對於某些 DVD，即使顯示了鏡頭
能也不能選擇不同的鏡頭角度。

“縮放 x 1.0”顯示在屏幕上。

． 對於某些 DVD，您可以從菜單中選擇鏡頭角度。

指示器，您可

． 對於某些 DVD，在暫停播放期間不能選擇鏡頭角
度。

2

重複按下 [ZOOM] 鍵，圖像縮小。
遙控器

縮放功能的倍數取決於碟片或文件
的解析度。
最大縮放後，圖像將返回原來尺
寸。

3
遙控器

在縮放時還想欣賞畫面的其他部分
時，請使用遙控器的
[ ][ ][ ][ ] 鍵。

注意：
• 某些碟片不能使用縮放功能。
• 在慢動作播放時，也能使用縮放功能。
． 縮放功能不能用於 HD JPEG 播放或碟片菜單。
． 在幻燈片顯示期間，您可以使用 [
] （快進）
和[
] （快退）鍵進行放大和縮小。
． 當播放停止時，[ZOOM] （縮放）鍵用於設置
「觀看模式」（參見 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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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小標題
DVD-V

某些 DVD 視頻碟片帶多種語言的小標題。詳細信息
參見碟片封套上的注釋。

AUDIO

SUBTITLE

遙控器

在播放時，重複按下 [SUBTITLE] 鍵
瀏覽可用的小標題。
屏幕上會出現選中的小標題名稱，
顯示會持續幾秒鐘。
要關閉小標題時，使用 [SUBTITLE]
鍵選擇 「關閉」。

選擇音軌
DVD-V

DVD-A

VCD

SACD

某些 DVD 視頻碟片帶有多語言聲道或多音頻格式音
軌 （如：杜比數字或 DTS）。音樂 DVD 視頻碟片和
DVD 音頻碟片有時也帶有多種格式的音頻，如 PCM，
杜比數字，或 DTS。詳細信息參見碟片封套上的注
釋。
遙控器

在播放時，重複按 [AUDIO] 鍵瀏覽
可用的音軌。
屏幕上顯示選中的音軌名稱，顯示
會持續幾秒鐘。
對於 VCD，您可以選擇 「立體聲」，
「單聲道左」，「單聲道右」，或
「混音」。
對於 SACD，您可以選擇 「多聲道區
域」，「雙聲道區域」或 「CD 區
域」。如果在播放過程中進行選擇，
播放將停止。

注意：
． 對於 DVD 視頻碟片，在您停止播放並取消恢復播
放功能時 （參見 29 頁），音軌語言將轉換到您
默認的語言設置 （參見 52 頁），或碟片的默認
語言設置。
． 對於某些碟片，選擇其他音軌會導致圖像的間歇
跳躍。
． 對於某些 DVD 視頻碟片，您需要從菜單選擇音
軌，而且在播放過程中可能無法選擇其他音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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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對於某些 DVD 視頻碟片，在停止播放和取消恢復
播放功能時 （參見 29 頁），小標題的語言將轉
換為您默認的小標題語言設置 （參見 52 頁），
或碟片默認的小標題語言設置。
• 對於某些 DVD 視頻碟片，您可以從菜單選擇小標
題，而在播放過程中可能無法選擇小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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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頻 CD，超級音頻 CD

顯示信息
可以顯示關於當前碟片，標題，章節或音軌的各種
信息。

1

在播放過程中，重複按下
[DISPLAY] 循環顯示信息。
屏幕上出現各種信息。
遙控器

在屏幕頂端出現操作狀態 （如，停
止，播放，繼續），碟片類型等信
息。

屏幕顯示：

． 當前 / 全部音軌數量，已播放音軌時間，剩餘音
軌時間，全部音軌時間。
． 當前 / 全部音軌編號，已播放碟片時間，剩餘碟
片時間，全部碟片時間。
指示器：

． 已播放音軌時間
． 剩餘音軌時間
． 已播放碟片時間
． 剩餘碟片時間

■ MP3，WMA
根據碟片類型，將顯示以下信息：

■ DVD 視頻
屏幕顯示：

． 當前 / 全部標題數量，已播放標題時間，剩餘標
題時間，全部標題時間，所選音軌，所選小標
題，和可用攝像機角度數量。
． 當前章節編號，已播放章節時間，剩餘章節時
間，和章節總時間。
指示器：

． 已播放章節時間

屏幕顯示：

． 當前 / 全部文件夾數量，當前 / 全部文件夾內音
軌數量，已播放音軌時間，剩餘音軌時間，全部
音軌時間。
指示器：

． 已播放音軌時間
． 文件名
． 文件夾名
． 文件夾總數量
■ JPEG

指示器：

． 剩餘標題時間

． 文件夾數量，音軌數量

■ DVD 音頻

． 文件名

屏幕顯示：

． 文件夾名

． 當前 / 全部音軌數量，已播放音軌時間，剩餘音
軌時間，全部音軌時間，所選音軌。
． 當前 / 全部組編號，已播放組時間，剩餘組時
間，全部組時間。
指示器：

． 已播放音軌時間

． 文件夾總數量

■ Div X
屏幕顯示：

． 當前 / 全部音軌數量，已播放音軌時間，剩餘音
軌時間，所選音軌，和所選小標題。
指示器：

． 剩餘音軌時間

． 已播放音軌時間

■ 視頻 CD

． 文件名

屏幕顯示：

． 文件夾名

． 當前 / 全部音軌數量，已播放音軌時間，剩餘音
軌時間，全部音軌時間。

． 文件夾總數量

． 當前 / 全部音軌數量，已播放碟片時間，剩餘碟
片時間，全部碟片時間。
指示器：

． 已播放音軌時間
． 剩餘音軌時間
． 已播放碟片時間
． 剩餘碟片時間
注意：
． 如果 PBC 功能打開，按下 [DISPLAY] 鍵沒有任何
信息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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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MI 與 Progressive （逐行掃瞄）設置
提示：
． 這些設置也可以通過使用屏幕設置菜單上的
「HDMI 輸出設置」和 「HD 解析度」設置進行更
改 （參見 47 頁，48 頁）。

RESOLUTION
HDMI

TOP MENU

CU

注意：
． 確認選擇一個電視支持的解析度。如果選擇了電
視無法支持的解析度，會沒有圖像顯示。

MENU

RSOR

RETURN

SETUP

PU
S

H TO ENTE

R

RESOLUTION

． 在裝載 SACD 或 DVD 音頻碟片期間，無法更改
「HDMI 打開 / 關閉」和解析度設置。如果需要更
改其中的某個設置，則必須先退出碟片。
． 當 HDMI OUT 為打開狀態時，由復合視頻、SVideo 和份量視頻輸出接口輸出隔行掃瞄的視
頻。

設置 HDMI
本章節介紹如何在電視或投影儀連接到 HDMI OUT
接口時打開 HDMI OUT 並更改視頻解析度。
參見第 18 至 26 頁，以瞭解 HDMI 連接信息。

1

按下 DV-SP506 上的 [HDMI] 鍵打開
HDMI。

2

重複按下 [RESOLUTION] 鍵，更改
HDMI 解析度。

遙控器

設置 Progressive （逐行掃瞄）或
Interlace （隔行掃瞄）
如果您電視機的份量視頻輸入接口支持逐行掃瞄的
視頻，則可以將 DV-SP506 設為逐行掃瞄格式，並
在您的電視機上體驗逐行掃瞄的視頻效果。如果您
電視機的份量視頻輸入接口不支持逐行掃瞄的視
頻，則將 DV-SP506 設為 「隔行掃瞄」。

1

按下 DV-SP506 上的 [HDMI] 鍵關閉
HDMI。

2

使用 [RESOLUTION] 鍵選擇逐行掃瞄
或隔行掃瞄。

第一次按鍵屏幕上顯示當前解析
度，顯示當前解析度時，重複按鍵
將更改設置。

DV-SP506 支持以下解析度：
自動 （默認）：
解析度自動調整為連接至 HDMI OUT 的電視機首選
的解析度。

遙控器

第一次按鍵屏幕上顯示當前設置，
顯示當前設置時，重複按鍵將更改
設置。

如果選擇了 「自動」，但 DV-SP506 不支持電視機
首選的解析度，則解析度將為 480p/576p。
480i (720 × 480i/576i)
所顯示的設置取決於您購買 DV-SP506 （720 ×
480i 60Hz 或 720 × 576i 50Hz）的國家或地區。
480p (720 × 480p/576p)
所顯示的設置取決於您購買 DV-SP506 （720 ×
480p 60Hz 或 720 × 576p 50Hz）的國家或地區。
720p 1280 × 720p 50/60Hz
1080i 1920 × 1080i 50/60Hz
1080p 1920 × 1080p 50/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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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了逐行掃瞄後，顯示器上將出
現 PROGRESSIVE 指示。（如果 HDMI
OUT 為打開狀態，則該指示不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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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DV-SP506
本章介紹在屏幕設置菜單上的各種設置。
功能和設置按照六個菜單編排：圖像，音頻，Language （語言），顯示，操作設定，和初始設置。
下表顯示了全部功能和設置，並帶有簡單描述和頁碼數字便於查找詳細信息。
菜單

圖像

設置

描述

頁碼

電視盡面形狀

選擇與電視匹配的縱橫比。

47

觀看模式

拉伸圖像與電視屏幕匹配。

47

HDMI 輸出設置

打開或關閉 HDMI 視頻。

47

遂行掃瞄設置

將色差視頻輸出設置為逐行掃瞄或隔行掃瞄。

47

HD 解析度

選擇 HDMI OUT 的視頻解析度。

48

HD JPEG 模式

由於在 HDMI 電視上顯示高解析度的 JPEG 圖像。

48

視頻黑電平等級

選擇一個視頻黑電平等級。

48

亮度

調整圖像亮度。

48

對比度

調節圖像對比度。

48

PAL 輸出設置 （不適用於北美產品類型） 將碟片的視頻格式轉換為 NTSC 或 PAL。

48

HDMI 輸出

通過 HDMI 輸出接口輸出的數字音頻信號的設置。

49

數字輸出

通過光電和同軸數字音頻輸出接口輸出的數字信號的
設置。

49

線性 PCM 輸出

選擇是否將 DV-SP506 的高採樣率的數字音頻。

50

配置揚聲器設置用於多聲道模擬音頻輸出。

50

多聲道輸出的中置和環繞接口延遲。

50

測試音

測試音用於調節放大器多聲道輸入的各個聲道音量。

51

重低音揚聲器
前置揚聲器
音頻

中置揚聲器
環繞揚聲器
中置延遲
環繞延遲

Language
（語言）

顯示

動態範圍調整

設定動態範圍功能。

51

杜比專業邏輯設定

決定內置式杜比 PRO LOGIC 解碼器工作模式。

51

SACD 音頻設置

播放 SACD 時，決定是否輸出 DSD 或 PCM。

51

縮混設置

杜比和 DTS 縮混設置。

51

屏幕顯示語言

指定屏幕設置菜單和屏幕信息的語言。

52

碟片才單語言

指定用於碟片菜單的首選語言。

52

音頻語言

指定用於音軌的首選語言。

52

字幕語言

選擇用於小標題的首選語言。

52

DivX 小標題 （不適用於北美產品類型）

選擇您喜歡的語言設置 DivX 小標題。

53

在屏顯示

打開或關閉屏幕信息和指示器。

54

盡面顯示顏色

為屏幕設置菜單和屏幕信息選擇一種顏色。

54

背景

播放停止時選擇一種背景色。

54

屏幕保護

設置屏幕保護。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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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單

操作設定

初始設置

設置

描述

頁碼

父母鎖定

設置父母鎖定功能。

54

安全模式

更改安全模式用於父母鎖功能。

55

DVD 優先內容

決定在帶有 DVD 視頻的 DVD 音頻碟片上先播放什麼內
容。

55

SACD 優先內容

決定在 SACD 多聲道和雙聲道區域以及 CD 區域如何播
放。

55

HDMI 控制

打開或關閉通過 HDMI 的 RIHD 控制。

55

電源控制

打開或關閉通過 HDMI 的 RIHD 電源控制。

56

直接切替

打開或關閉通過 HDMI 的 RIHD 直接切換。

56

電源自動關閉

設置自動切斷電源功能。

56

DivX 註冊 （不適用於北美產品類型）

顯示 DivX VOD 註冊碼。

56

此菜單為第一次打開 DV-SP506 時自動出現的菜單。
（這些設置在其他菜單上也可用。）

28

電視盡面形狀
HDMI 輸出設置
HDMI 輸出
屏幕顯示語言

使用屏幕設置菜單
本節介紹如何使用屏幕設置菜單。

ENTER

/ /

/

2

使用 [ ][ ][ ][ ] 鍵瀏覽菜
單，按下 [ENTER] 鍵查看可用選
項。

3

使用向上 / 向下鍵 [ ][ ] 選擇
選項，然後按下 [ENTER] 鍵確認選
擇。

SETUP

1

按下 [SETUP] 鍵。
SETUP

Ct-46

出現屏幕設置菜單，如圖所示。

4

完成後，再按下 [SETUP] 鍵。
SETUP

屏幕設置菜單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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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菜單
電視盡面形狀
使用此設置，可以選擇與電視縱橫比相匹配的圖像
格式。
4:3 信箱狀： 如果您的電視是

標準的 4：3 縱橫比，選擇此
選項。觀看寬螢幕 DVD 視頻
電影時，可以看到全部畫面，
屏幕上下將出現黑色條。如
圖。
4:3 全景： 如果您的電視是標

準的 4：3 縱橫比，選擇此選
項希望觀看寬螢幕 DVD 視頻電
影時，利用全部的屏幕高度。
如希望使用全部屏幕高度，圖
像將向兩邊拉伸，如圖。對於不支持拉伸的碟
片，此功能不起作用。
16:9 寬螢幕： 如果你有 16：9 的寬螢幕電視
（16：9 縱橫比）選擇此選項。取決於電視，觀
看 4：3 格式的節目時圖像有點拉伸。
16:9 壓縮（默認）：

如果你有 16：9 的寬螢幕
電視 （16：9 縱橫比）選
擇此選項。觀看 4：3 格
式的節目時圖像有點拉
伸。此選項將糾正此問
題。
注意：
． 此設置不使用於 DVD 菜單。
． HDMI OUT 信號按照解析度 720p，1080i 或 1080p
輸出時，4：3 格式的節目不會出現拉伸。因此我
們推薦您選擇 「16:9 壓縮」。
． 對於某些 DVD 視頻碟片，此設置沒有效果。請參
閱碟片封套上的注釋，了解哪一種圖像格式可
用。

觀看模式
使用此設置，您可以調節圖像的縱橫比，使其與您
的電視屏幕匹配。由於電視縱橫比設置與 DVD 縱橫
比的關係，圖像上下可能會出現黑色條，並且圖像
的兩邊不合適。在此情況下，使用此設置根據您的
需要調節圖像縱橫比。

觀看模式 3： 圖像水平與垂直方向皆拉伸。

提示：
觀看模式也可以使用遙控器上的
[ASPECT] 鍵更改。
注意：
． 此設置不適用於 DVD 菜單。

HDMI 輸出設置
使用此設置，您可以打開或關閉 HDMI 視頻輸出。
更多信息參見 44 頁。
打開（默認）： 視頻信號由 HDMI OUT 輸出。
關閉： 視頻信號不從 HDMI OUT 輸出。

提示：
． 此設置也可以使用前面板上的 [HDMI] 鍵進行更
改 （參見 44 頁）。
注意：
． 在裝載 SACD 或 DVD 音頻碟片期間，無法更改此
設置。如果需要更改此設置，則必須先退出碟
片。

遂行掃瞄設置
使用此設置，您可以將色差視頻輸出設置為遂行掃
瞄或交錯方式。如果 「HDMI 輸出設置」被設為
「打開」，則此設置固定為交錯方式，且不能進行
更改。
隔行掃瞄（默認）： 當您的電視機或投影機不支持
遂行掃瞄輸出方式時，選擇此設置。
遂行掃瞄： 當您的電視機或投影機支持遂行掃瞄

輸出方式，且連接至 DV-SP506 的組件插口時，
選擇此設置。此設置可提供更好的圖像質量。
注意：
． 當 「HDMI 輸出設置」被設為 「關閉」，且此設
置被設為 「遂行掃瞄」方式，則復合視頻和 SVideo 輸出接口不輸出任何內容。
提示：
． 如果 「HDMI 輸出設置」被設為 「關閉」，則也
可以通過按 [RESOLUTION] （解析度）鍵更改此
設置。

普通（默認）： 圖像按照原始縱橫比顯示。
觀看模式 1： 圖像水平拉伸，與屏幕高度相匹配。
觀看模式 2： 圖像垂直拉伸，與屏幕寬度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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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 解析度

視頻黑電平等級

使用此設置，您可以設置 HDMI OUT 的視頻解析度。
參見 44 頁以瞭解更多信息。

使用此設置，您可以調節模擬視頻輸出的圖像黑
色。設置為逐行掃瞄時，不會影響色差視頻輸出。

自動（默認）： 解析度自動調整為連接至 HDMI OUT
的電視機首選的解析度。
如果選擇了 「自動」，但 DV-SP506 不支持電視
機首選的解析度，則解析度將為 480p/576p。

淺： 黑色較亮，整個畫面較亮。
深： 黑色較深，整個畫面較暗。
對於北美產品型號，「淺」為默認設置。對於其他
型號，則 「深」為默認設置。

480i (480i/576i)： 所顯示的設置取決於您購買

DV-SP506 的國家或地區。

亮度

480p (480p/576p)： 所顯示的設置取決於您購買

使用此設置，您可以調節畫面亮度。

DV-SP506 的國家或地區。
720p： 1280 × 720p 50/60Hz

1-7： 1 為最暗，7 為最亮。默認設置為 4 （默

認）。

1080i： 1920 × 1080i 50/60Hz
1080p： 1920 × 1080p 50/60Hz

對比度

提示：
． 當 「HDMI 輸出設置」被設為 「打開」時，您也
可以通過使用 [RESOLUTION] 鍵更改此設置 （參
見 44 頁）。

使用此設置，您可以調節圖像對比度。

注意：
． 在裝載 SACD 或 DVD 音頻碟片期間，無法更改此
設置。如果需要更改此設置，則必須先退出碟
片。

PAL 輸出設置 （不適用於北美產品類型）

． 如果在更改此設置後沒有任何圖像，則請反覆按
[RESOLUTION] （解析度）鍵來恢復圖像。

HD JPEG 模式
如果您的電視連接到 HDMI OUT 接口，HDMI 解析度
設置為 720p，1080i 或 1080p，此設置可以用於欣
賞高解析度的 JPEG 圖片。
打開： 以高解析度顯示 JPEG 圖片。
關閉（默認）： 正常顯示 JPEG 圖片。

注意：
． 如果電視連接到視頻輸出而不是 HDMI OUT，或
HDMI OUT 的解析度設置為非 720p，1080i 或
1080p，即使打開此設置，也無法欣賞高解析度
的 JPEG 圖片。
． 使用 HD JPEG 功能時，可能需要時間顯示各照
片。而且無法使用縮放功能。屏幕狀態信息如
「Play」和 「Stop」也無法顯示。
． 當選擇了 「打開」，且 JPEG 圖像以高解析度通
過 HDMI OUT 顯示時，其他視頻輸出接口不輸出任
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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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 為最弱，7 為最強。默認對比度設置為 4
（默認）。

使用此設置，您可以指定 DV-SP506 輸出視頻信號
的方式。
自動（默認）： 使用此選項可以觀看 PAL 和 NTSC
格式的碟片。DV-SP506 不轉換視頻格式。當播
放 PAL 碟片時，視頻輸出將為 PAL 格式。當播放
NTSC 碟片時，視頻輸出則為 NTSC 格式。您的電
視機必須支持 NTSC 播放才能觀看 NTSC 格式的碟
片。
NTSC： 如果您希望僅播放 NTSC 格式的碟片，則
使用該選項。當您播放 PAL 碟片時，DV-SP506
將把 PAL 格式的視頻信號轉換為 NTSC 兼容的格
式。
PAL： 如果您的電視機不支持 NTSC 播放，或者在

觀看 NTSC 碟片時圖片失真，則使用該選項。
DV-SP506 將把 NTSC 格式的視頻信號轉換為 PAL
兼容的格式。
注意：
． 也可以通過按住
下一步鍵，然後按下 [ON/
STANDBY] （開 / 待機）鍵來更改此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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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頻菜單
「音頻」菜單設置是否可能固定為一個特殊數值，
以及可以或不可進行更改，具體取決於 「HDMI 輸
出」設置，如下表所示。
HDMI 輸出設置
設置

自動

6ch
DSD

6ch
PCM

2ch
PCM

數字輸出

*1

*1

*1

PCM

線性 PCM 輸出

*1

*1

*1

打開

重低音揚聲器

打開

打開

打開

前置揚聲器

大

大

大

中置揚聲器

大

大

大

環繞揚聲器

大

大

大

中置延遲

關閉

關閉

關閉

環繞延遲

關閉

關閉

關閉

測試音

關閉

關閉

關閉

動態範圍調整

關閉

關閉

關閉

杜比專業邏輯設定

關閉

關閉

關閉

SACD 音頻設置

*1

DSD

PCM

縮混設置

✗

✗

✗

✓ ︰可以

關閉

✓
✓
✓
✓
✓
✓*2
✓
✓*3
✓
✓*3
✓
✓
✓
✓
✓
✓
✓*4 ✓*4
✓
✓
PCM
✓
✓
✓

關閉： 音頻不通過 HDMI OUT 輸出。音頻通過
OPTICAL 或 COAXIAL 數字輸出接口輸出。如果您
使用模擬或數字音頻輸出接口而非 HDMI OUT 來
輸出音頻，則選擇該選項。

注意：
． 在裝載 SACD 或 DVD 音頻碟片期間，無法更改此
設置。如果需要更改此設置，則必須先退出碟
片。

數字輸出
使用此設置，您可以配置從數字音頻輸出接口輸出
的音頻信號的類型。如果您的電視機或 AV 接收機
不支持杜比數字或 DTS，則選擇 PCM 選項。
全部（默認）： 杜比數字和 DTS 信號原樣輸出。
PCM： 杜比數字和 DTS 信號轉換為線性 PCM。如果
您的電視機或 AV 接收機不支持杜比數字或 DTS，
則選擇 PCM 選項。
關閉： 數字輸出接口不輸出任何數字信號。
注意：
． 無論此設置如何，MPEG 將作為 PCM 輸出。

✗ ︰不可以

*1: 根據所連接的 HDMI 組件自動進行設置。
*2: 當重低音揚聲器設置被設為 「 關閉」時，此設置固
定為 「大」。
*3: 如果前置揚聲器、環繞揚聲器或中置揚聲器的設置被
設為 「小」時，此設置智能設置為 「小」或 「關
閉」。
*4: 當 DV-SP506 被設置為 Standby （待機）時，此設置
自動設為 「關閉」。

HDMI 輸出
使用此設置，您可以指定 HDMI OUT 輸出音頻的方
式。
自動（默認）： 音頻以最佳音質輸出。
6ch DSD： SACD 音頻以 DSD （直接流數字）格式

輸出。如果您的 AV 接收機或電視機上的 HDMI 輸
入接口不支持 DSD，將沒有聲音。此選項也適用
於通過多聲道模擬音頻輸出接口的 SACD 播放。
6ch PCM： SACD 音頻以 176.4 kHz 的取樣率轉換

為 6 聲道 PCM。如果您的 AV 接收機或電視機上
的 HDMI 輸入接口不支持 6 聲道 PCM，將沒有聲
音。此選項也適用於播放 DVD-Audio 碟片上的 6
聲道 PCM。
2ch PCM： 多聲道音頻轉換為雙聲道 PCM。選擇此

選項後，將通過您的電視機揚聲器而不使用 AV
接收機輸出聲音。杜比數字和 DTS 將轉換為
P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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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性 PCM 輸出
使用此設置，您可以配置 DV-SP506 輸出高採樣率
的數字音頻 （如 88.2kHz，96kHz），或者將信號降
低到 48kHz 以下。
如果連接到 DV-SP506 的 AV 設備的數字音頻輸出支
持 96kHz 數字音頻，選擇關閉下降采樣功能。反
之，則打開下降采樣功能。
關閉下降采樣（默認）
： 源信號原樣輸出。
打開下降采樣： 192kHz 和 96kHz 源信號下降為
48kHz，176.4kHz 和 88.2kHz 源信號下降為
44.1kHz。
注意：
． 對於某些碟片，即使您選擇 「關閉下降采樣」，
數字音頻也會被縮減采樣。在某些情況下，可能
無法通過 DV-SP506 的數字音頻輸出接口輸出。
． 即使選擇了「關閉下降采樣」，176.4 kHz 和 192
kHz 的音頻源也不會通過 OPTICAL 和 COAXIAL 輸
出接口輸出。另外，使用拷貝保護的更低取樣率
音頻源也不能輸出。
． 當 「SACD 音頻設置」設置被設為 DSD 時，在播
放 SACD 碟片期間不會通過 OPTICAL 和 COAXIAL
輸出接口輸出任何內容。

揚聲器配置
使用此設置，您可以指定連接的揚聲器和其尺寸。
這些設置只適用於 DV-SP506 的模擬多聲道輸出。
如果只連接 D.MIX/FRONT L/R 接口，「關閉」為
「重低音揚聲器」，「中置揚聲器」和 「環繞揚聲
器」。
注意：
． 揚聲器配置對 192kHz 和 176.4kHz DVD 視頻信號
無效。
． 要在 SACD 的播放使用揚聲器配置，在 「SACD 音
頻設置」時選擇 「PCM」。
■ 重低音揚聲器
打開（默認）： 如果連接了重低音揚聲器，請選擇
此項。
關閉： 如果沒有連接重低音揚聲器，請選擇此
項。

■ 中置揚聲器
大（默認）： 如果中置揚聲器是大型的，請選擇此
項。
小： 如果中置揚聲器是小型的，請選擇此項。
關閉： 如果沒有連接中置揚聲器，請選擇此項。
注意：
． 如果前置揚聲器設置為 「小」，此設置固定為
「大」，不能改變。
．「中置揚聲器」和 「環繞揚聲器」設置必須為
相同的尺寸和規格。
■ 環繞揚聲器
大（默認）： 如果環繞揚聲器是大型的，請選擇此
項。
小： 如果環繞揚聲器是小型的，請選擇此項。
關閉： 如果沒有連接環繞揚聲器，請選擇此項。
注意：
． 如果前置揚聲器設置為 「小」，此設置固定為
「大」，不能改變。
．「中置揚聲器」和 「環繞揚聲器」設置必須為
相同的尺寸和規格。

中置延遲與環繞延遲
使用此類設置，您可以根據聆聽位置調節多聲道輸
出信號。
對於 5.1 聲道環繞播放，理想情況是揚聲器放置在
距離聆聽位置相同的地方，但實際總是有差異。通
過設置中置和環繞揚聲器的延遲時間，您可以調節
他們的虛擬位置而不用實際挪動揚聲器。創造理想
的聆聽環境。下圖顯示中置和環繞揚聲器的理想位
置。
中置揚聲器的理想位置
(A)
FL

FR
Dc
SW

Df
Ds
SL

SR

(B)

環繞揚聲器的理想位置

■ 前置揚聲器
大（默認）： 如果前置揚聲器是大型的，請選擇此
項。
小： 如果前置揚聲器是小型的，請選擇此項。

■ 中置延遲
中置延遲 （A）＝ Df － Dc

注意：
． 如果 「重低音揚聲器」設置為 「關閉」，此
設置固定為 「大」，不能改變。

2msec：（A）約等於 0.6m
3msec：（A）約等於 0.9m

Ct-50

所有揚聲器都應該位於
Df 半徑的圓圈中

沒有延遲（默認）： Df 與 Dc 相等
1msec：（A）約等於 0.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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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sec：（A）約等於 1.2m
5msec：（A）約等於 1.5m

■ 環繞延遲
環繞延遲 （B）＝ Df － Ds
沒有延遲（默認）： Df 與 Ds 相等
5msec：（B）約等於 1.5m
10msec：（B）約等於 3m
15msec：（B）約等於 4.5m

注意：
． 延遲設置對於 192kHz/176.4kHz 的 DVD 音頻信號
無效。
． 要想對 SACD 播放使用延遲設置，請將 「SACD 音
頻設置」設置設為 PCM，並將 「線性 PCM 輸出」
設置設為 「打開下降采樣」。

杜比專業邏輯設定
此設置決定 DV-SP506 內置式杜比 Pro Logic 解碼
器的工作模式。
關閉（默認）： 杜比 Pro Logic 解碼器關閉。
打開： 杜比 Pro Logic 解碼器解碼杜比環繞聲材
料並處理以下音頻格式：DVD 視頻碟片上的雙聲
道杜比數字信號，DVD 視頻碟片上的 48kHz
（16-，20- 和 24- bit）PCM 音頻信號和 CD 上的
雙聲道音頻信號。

注意：
． 在揚聲器設置 （50 頁）中，如果 「中置揚聲
器」或 「環繞揚聲器」被設置為 「關閉」，即使
選擇了 「打開」，杜比 Pro Logic 解碼器將不起
作用。

SACD 音頻設置
測試音
如果您可以調節放大器多聲道輸入的各聲道的音
量，您可以使用此功能從各個多聲道輸出接口輸出
測試音，並按照需要調節。
1. 使用上下鍵 [ ][ ] 選擇揚聲器，然後按
[ENTER] 鍵。
測試音按照所選揚聲器各個輸出。
2. 調節各個聲道音量的詳細信息參照 AV 接收機的
用戶使用手冊。
注意：
． 測試音不能由數字音頻輸出接口輸出。

動態範圍調整 （僅限於杜比數字）
使用動態範圍調整，可以減少杜比數字材料的動態
範圍，因此您即使以較低的音量欣賞，還能听到安
靜的部分—在夜晚觀看電影又不希望打攪其他人時
采用的好方法。
關閉（默認）： 保留全部動態範圍。
打開： 杜比數字材料的動態範圍被壓縮。

注意：
． 動態範圍調整的效果取決於您播放的杜比數字材
料和帶很少或不帶印象的音像材料。
． DV-SP506 設置為待機時，此功能為 「關閉」自
動。
． 取決於揚聲器設置，此設置將被固定。

使用此設置，播放超級音頻 CD 時，您可以選擇 DSD
或 PCM 輸出。
選擇了 DSD 時，揚聲器配置設置沒有效果，而且源
信號按照原樣輸出。雙聲道按照雙聲道輸出，多聲
道按照多聲道輸出。
選擇了 PCM 時，源材料輸出按照揚聲器配置設置，
並輸出頻率被下降。
DSD（默認）： 源信號原樣輸出。
PCM： 源信號按照揚聲器配置設置輸出。

縮混設置
使用此設置，您可以配置 D.MIX/FRONT AUDIO OUT
接口與雙聲道立體聲放大器或其他帶內置杜比 Pro
Logic 解碼器的放大器一起使用。該設置可以決定
如何縮混多聲道音頻源。
在揚聲器配置中，設置 「重低音揚聲器」，「中置
揚聲器」和 「環繞揚聲器」設置為 「關閉」。
立體聲（默認）： 如果您將 D.MIX/FRONT AUDIO
OUT 接口如何縮混多聲道音頻源連接到立體聲放
大器或 TV，請選擇此項。多聲道音頻被縮混為
立體聲。
Lt/Rt： 如果您將 D.MIX/FRONT AUDIO OUT 接口連

接到 AV 功放機，TV 或其他帶有內置式杜比 Pro
Logic 解碼器的設備，請選擇此項。多聲道音頻
被縮混為 Lt/Rt 混音，該混音為雙聲道混音，包
括左前，前右，中置和環繞聲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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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SP506̲Ct.book Page 52 Friday, September 26, 2008 5:17 PM

配置 DV-SP506 —續
Language （語言）菜單
屏幕顯示語言
使用此設置，可以選擇屏幕設置菜單和屏幕信息的
語言。
選擇其中一種顯示語言。
注意：
． 當 DV-SP506 通過 HDMI 連接，且 「HDMI 控制」
設置被設為 「打開」（默認）時，CEC 兼容電視
機上的語言設置可能會影響屏幕上的顯示。

碟片才單語言
使用此設置，您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菜單語言。播
放帶有多國語言碟片菜單的 DVD 視頻時，將自動選
擇您喜歡的語言。
如果您需要的語言沒有顯示，選擇 「其他」。參見
右欄內容的 「選擇其他語言」。
注意：
． 不是所有的 DVD 視頻碟片都帶有多語言菜單。
． 即使 DVD 視頻碟片有多語言菜單。此設置也不一
定總是有效。

字幕語言
使用此設置，可以為小標題指定首選的語言。播放
帶有多種語言小標題的 DVD 視頻碟片時，首選的語
言會自動被選中。
如果不需要有小標題顯示，選擇 「無字幕」。如果
您需要的語言沒有顯示，選擇 「其他」。參見下內
容的 「選擇其他語言」。
注意：
． 不是所有的 DVD 視頻碟片都帶有小標題。
． 即使 DVD 視頻碟片有多語言小標題，此設置也不
一定總是有效。
． 如果 DVD 只有一種小標題語言，就只能使用該語
言。
． 對於某些 DVD 視頻碟片，只能從菜單選擇小標
題。
■ 選擇其他語言
本節介紹如何選擇用於碟片菜單，音頻和小標題的
其他語言。

1

遙控器

． 如果 DVD 只有一種語言菜單，就只能使用該語
言。

從 「碟片才單語言」，「音頻語言」
或 「字幕語言」菜單中選擇 「其
他」，然後按 [ENTER] 鍵。

． 對於某些 DVD 視頻碟片，只能從菜單中選擇語
言。

音頻語言

2

使用此設置，可以為音軌指定首選的語言。播放帶
有多語言音軌的 DVD 視頻碟片時，您首選的語言會
自動被選中。

遙控器

使用左右 [

][

] 鍵選擇代碼。

使用上下 [
碼。

][

] 鍵輸入語言代

有關語言代碼的信息請參見下表。

如果您需要的語言沒有顯示，選擇 「其他」。參見
右欄內容的 「選擇其他語言」。
注意：
． 不是所有的 DVD 視頻碟片都帶有多語言音軌。
． 即使 DVD 視頻碟片有多語言音軌，此設置也不一
定總是有效。
． 如果 DVD 只有一種音軌，就只能使用該音軌語
言。
． 對於某些 DVD 視頻碟片，只能從菜單選擇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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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按 [ENTER] 鍵。
遙控器

DV-SP506̲Ct.book Page 53 Friday, September 26, 2008 5:17 PM

配置 DV-SP506 —續
指定其他語言時，使用此表格。
語言
Japanese
English
French
German
Italian
Spanish
Chinese
Dutch
Portuguese
Swedish
Russian
Korean
Greek
Afar
Abkhazian
Afrikaans
Amharic
Arabic
Assamese
Aymara
Azerbaijani
Bashkir
Byelorussian
Bulgarian
Bihari
Bislama
Bengali
Tibetan
Breton
Catalan
Corsican
Czech
Welsh
Danish
Bhutani
Esperanto
Estonian
Basque
Persian
Finnish
Fiji
Faroese
Frisian
Irish
Scots-Gaelic
Galician
Guarani
Gujarati
Hausa
Hindi
Croatian
Hungarian

代碼
JA
EN
FR
DE
IT
ES
ZH
NL
PT
SV
RU
KO
EL
AA
AB
AF
AM
AR
AS
AY
AZ
BA
BE
BG
BH
BI
BN
BO
BR
CA
CO
CS
CY
DA
DZ
EO
ET
EU
FA
FI
FJ
FO
FY
GA
GD
GL
GN
GU
HA
HI
HR
HU

語言
Kirghiz
Latin
Lingala
Laothian
Lithuanian
Latvian
Malagasy
Maori
Macedonian
Malayalam
Mongolian
Moldavian
Marathi
Malay
Maltese
Burmese
Nauru
Nepali
Norwegian
Occitan
Oromo
Oriya
Panjabi
Polish
Pashto, Pushto
Quechua
Rhaeto-Romance
Kirundi
Romanian
Kinyarwanda
Sanskrit
Sindhi
Sangho
Serbo-Croatian
Sinhalese
Slovak
Slovenian
Samoan
Shona
Somali
Albanian
Serbian
Siswati
Sesotho
Sundanese
Swahili
Tamil
Telugu
Tajik
Thai
Tigrinya
Turkmen

代碼
KY
LA
LN
LO
LT
LV
MG
MI
MK
ML
MN
MO
MR
MS
MT
MY
NA
NE
NO
OC
OM
OR
PA
PL
PS
QU
RM
RN
RO
RW
SA
SD
SG
SH
SI
SK
SL
SM
SN
SO
SQ
SR
SS
ST
SU
SW
TA
TE
TG
TH
TI
TK

語言
Armenian
Interlingua
Interlingue
Inupiak
Indonesian
Icelandic
Hebrew
Yiddish
Javanese
Georgian
Kazakh
Greenlandic
Cambodian
Kannada
Kashmiri
Kurdish

代碼
HY
IA
IE
IK
IN
IS
IW
JI
JW
KA
KK
KL
KM
KN
KS
KU

語言
Tagalog
Setswana
Tonga
Turkish
Tsonga
Tatar
Twi
Ukrainian
Urdu
Uzbek
Vietnamese
Volapük
Wolof
Xhosa
Yoruba
Zulu

代碼
TL
TN
TO
TR
TS
TT
TW
UK
UR
UZ
VI
VO
WO
XH
YO
ZU

DivX 小標題 （不適用於北美產品類型）
某些 DivX 視頻碟片包括一種或多種語言的小標題。
碟片包裝上也會告訴您哪種語言可以使用。
使用此設置，您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語言做 DivX
小標題。播放多語言種類的 DivX 碟片時，您喜歡
的語言將自動選擇。
您可以按照區域選擇 DivX 小標題語言：
Unicode（通用碼）（UTF-8）： 通用編碼規則。每個

字符由兩個數位組成。
西歐
土耳其
中歐
斯拉夫文語
希臘語
希伯來語
阿拉伯語
波臾地克的語
越南語

注意：
． 某些外部小標題文件可能無法正確顯示或根本不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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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菜單

操作設定菜單

在屏顯示

父母鎖定設置

使用此設置，您可以打開或關閉屏幕顯示信息，如
「Play」，「Stop」，和 「Resume」。

使用父母鎖定功能，您可以鎖定一些作者標明不適
合儿童觀看的鏡頭。

打開（默認）： 打開屏幕顯示信息。
關閉： 關閉屏幕顯示信息。

1

在設置中選擇 「操作設定」。

2
盡面顯示顏色

遙控器

使用此設置，您可以設置碟片瀏覽頁面的顏色和主
題。

使用向上 / 向下 [ ][ ] 鍵選擇
「父母鎖定」，然後按下 [ENTER]
鍵。
出現安全碼輸入屏幕。

藍寶石 （默認）
珍玉
紫水晶

3
遙控器

石榴石

使用遙控器的數字鍵，輸入安全
碼，然後按下 [ENTER] 鍵。
默認的安全碼是 「8888」。 在下一
節中，您可以更改安全碼。

背景
使用此設置，您可以選擇 DV-SP506 停止時顯示的
背景顏色。

注意：
． 輸入安全碼時，如有需要，您可
以使用 [CLR] 鍵刪除輸入的數
字。

藍色
灰色
圜示（默認）： 使用指定用於 「盡面顯示顏色」的

主題畫面。

屏幕保護
使用屏幕保護功能，您可以保護電視不會燒壞屏
幕，如果同一圖像或菜單顯示時間過長會出現此情
況。
打開（默認）： 屏幕保護程序開。
關閉： 屏幕保護程序關。
打開屏幕保護功能時，播放停止達 15 分鐘以上，
屏幕保護功能自動顯示動態畫面。

屏幕保護程序啟動後，您可以使用 [ ] 鍵取消。
注意：
． 屏幕保護程序功能也可以用於視頻 CD、MP3/
WMA、DVD-Audio 和 SACD 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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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遙控器

使用向上 / 向下 [ ][ ] 鍵更改
父母鎖定級別，然後按下 [ENTER]
鍵。
等級 8 為關閉鎖定，等級 1 為最嚴
格。

注意：
． 不是所有的碟片都使用父母鎖。詳細信息請參見
碟片封套上的注釋。
． 帶父母鎖的碟片會剪切掉一些鏡頭，並用一些對
儿童有益的鏡頭代替，或阻止整個碟片的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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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模式

DVD 優先內容

如需安全模式，先確認現有的安全碼，然後輸入新
的編碼。

此設置決定包含 DVD 視頻材料的 DVD 音頻碟片播放
的內容。

1

在設置中選擇 「操作設定」。

2

使用向上 / 向下 [ ][ ] 鍵選擇
「安全模式」，然後按下 [ENTER]
鍵。

DVD-AUDIO（DVD 音頻）
（默認）： 播放 DVD 音頻材

料。
遙控器

出現安全碼輸入屏幕。

3
遙控器

使用遙控器的數字鍵，輸入現有的
安全碼，然後按下 [ENTER] 鍵。
默認的安全碼是 「8888」。即使已
經輸入了新的編碼，也還可以使用
「8888」作為安全碼。
一旦安全碼輸入，就會顯示新的安
全碼輸入屏幕。

DVD-VIDEO（DVD 視頻）
： 播放 DVD 視頻材料。

SACD 優先內容
SACD 帶有兩個單獨保存音頻音軌的區域—一個是多
聲道音頻，另一個是雙聲道立體聲音頻。此外，
Hybrid SACD 還有一層，用於在標准 CD 播放機的播
放。使用此設置，您可以決定 DV-SP506 播放 SACD
的模式。
多聲道區域（默認）
： 播放多聲道音頻音軌。
2 聲道區域： 播放雙聲道立體聲音頻音軌。
CD 區域： 播放 hybrid SACD 的 CD 層。

注意：
． 此設置決定碟片起始播放的區域。如果選擇了
「多聲道區域」，而沒有裝載帶多聲道的 SACD，
將會播放雙聲道區域。

HDMI 控制

4
遙控器

使用遙控器的數字鍵，輸入新的安
全碼，然後按下 [ENTER] 鍵。
新的安全碼被設定。

使用此設置，您可以打開或關閉 「通過 HDMI 的
RIHD 控制」。
打開 （默認）： RIHD 控制打開。
關閉： RIHD 控制關閉。

注意：
． RIHD （通過 HDMI 的遠程交互）是 Onkyo 對 CEC
（消費電子控制）的執行結果，它允許通過 HDMI
對集成系統進行控制，並且是 HDMI 標准的組成
部分。除了 Onkyo AV 組件之外，它還允許與由其
他製造商提供的 CEC 兼容的 AV 組件和電視機之
間進行交互操作。但是，與除 RIHD 兼容組件或
建議的組件之外的組件之間的操作不能保證。
． 如果所連接的組件不兼容或者您不能確認其兼容
性，請選擇 「關閉」。

注意：
． 如果忘記了你的安全碼，可以輸入 「8888」。
「8888」是常用的安全碼。

． 如果當設為 「打開」時操作不可靠，則請選擇
「關閉」。
． 當您設置 RIHD 功能時，將 「HDMI 輸出設置」
（參見 47 頁）設置為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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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控制

DivX 註冊

使用此設置，您可以打開或關閉 「通過 HDMI 的
RIHD 電源控制」功能。

在此 DV-SP506 上播放 DivX VOD （視頻點播），您
需要先與 DivX VOD 提供商進行注冊。可以生成一
個 DivX VOD 註冊碼，然後提交給 DivX VOD 提供
商。

打開（默認）： RIHD 電源控制打開。
關閉： RIHD 電源控制關閉。

注意：
．「電源控制」設置只有當 「HDMI 輸出設置」設置
被設為 「打開」時才能進行設置。
． 當設置為 「打開」時，DV-SP506 可以自動與系
統中其他的 RIHD 兼容組件一起打開或關閉。
． HDMI 電源控制只能用於支持它的 RIHD 兼容組
件，但是可能會因為設置或兼容性的原因而不能
正確用於某些組件。
． 當設置為 「打開」時，DV-SP506 會消耗更多電
量。

直接切替

您的 8 位數的註冊碼顯示如下。
將您下載的 DivX VOD 內容刻錄到空白的碟片上。
DivX® Video On Demand
Your registration code is:
01234567
(http://www.divx.com/vod)
OK

記下編碼，需要與 DivX VOD 提供商註冊時需要提
供。
重要信息：
． DivX VOD 內容受到 DRM （數字版權管理）限制內
容在特定已註冊設備上播放。

使用此設置，您可以打開或關閉 「通過 HDMI 的
RIHD 直接切換」功能。
打開（默認）： RIHD 直接切換打開。
關閉： RIHD 直接切換關閉。

注意：
．「直接切替」設置只能在 「HDMI 輸出設置」設置
被設為 「打開」時才能進行設置。
． 當設置為 「打開」時，當在 DV-SP506 上啟動播
放時，將自動被選作 RIHD 兼容電視機或 AV 接收
機上的輸入源。
． HDMI 直接切換只能用於支持它的 RIHD 兼容組
件，但是可能會因為設置或兼容性的原因而不能
正確用於某些組件。

電源自動關閉
使用電源自動關閉功能，設備停止運行 20 分鐘後，
DV-SP506 將自動關閉。
關閉（默認）： 電源自動關閉功能關閉。
打開： 電源自動關閉功能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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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設置菜單
此菜單在您第一次打開 DV-SP506 時自動顯示。參
見第 28 頁的 「首次設置」以瞭解更多信息。

電視盡面形狀 — 47 頁
HDMI 輸出設置 — 47 頁
HDMI 輸出 — 49 頁

屏幕顯示語言 — 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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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資訊
■ DVD 音頻
DVD 音頻碟片包括組和音軌。

初始化 DV-SP506
通過下述步驟，DV-SP506 的所有設置將重置為工廠
默認設置。

1

音軌 1

組1
音軌 2

組2
音軌 3

音軌 1

音軌 2

打開 DV-SP506。
等待直到顯示屏幕上出現
「NO DISC」指示。

2

DVD 音頻

使用前面板控制按鈕，在按住 [

]

（停止）鍵的同時按 [ON/STANDBY]
鍵。

ON/STANDBY

顯示屏幕上出現 「INITIALIZE」（初
始化）指示。重置完成後，出現
「COMPLETE」（完成）指示，
DV-SP506 進入待機狀態。

STANDBY

注意：
． 有些 DVD 音頻碟片可能會要求您輸入密碼。請與
碟片生產商聯繫以瞭解詳細信息。
■ SACD
SACD 有兩個單獨的區域存儲音頻音軌—一個存儲多
聲道音頻，另一個存儲雙聲道立體聲音頻。此外，
Hybrid SACD （一張 SACD 內有 SACD 機專用的資料
層，以及普通 CD 播放機專用的資料層）還有一層
用於標准 CD 播放機的播放。您可以參照手冊的第
51 頁，設定 DV-SP506 處理 SACD 的方式。
多聲道區域
音軌 1

音軌 2

立體聲區域
音軌 3

音軌 1

音軌 2

音軌 3

DVD 影碟區域
CD 區域

所有 DVD 影碟都在其碟片盒的某處印有區域標誌，
這個標誌指明該碟片與世界上的哪些地區兼容。您
的 DV-SP506 也有一個區域標誌，您可以在後面板
上找到它。來自非兼容區域的碟片無法在 DV-SP506
上播放。標有 「ALL」（所有區域）的碟片可以在
任意一臺播放機上播放。

Hybrid SACD 的
CD 層

音軌 1

音軌 2

音軌 3

SACD

■ VCD
VCD 帶有視頻音軌。
音軌 1

音軌 2

音軌 3

音軌 4

下圖顯示全世界的各個 DVD 區域。
1
視頻 CD

5
2
6

2

1

3
4

5

■ 音頻 CD 格式
CD 由音軌組成。
音軌 1

2

音軌 2

音軌 3

音軌 4

音軌 5

4

音頻 CD

碟片內容結构
■ DVD 視頻格式
DVD 視頻格式包含標題，標題通常被劃分為章節。
標題 1
章節 1

標題 2
章節 2

章節 1

章節 2

■ MP3，WMA，JPEG 和 DivX 文件
MP3，WMA，JPEG 和 DivX 文件是典型按照文件夾分
來的。DV-SP506 按照音軌來處理 MP3，WMA，JPEG
和 DivX 文件。
音軌 1

文件夾 1
音軌 2

音軌 3

音軌 1

文件夾 2
音軌 2

MP3/WMA/JPEG/DivX (CD-R/CD-RW)
DVD 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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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寶庫
Analog audio （模擬音頻）
直接表現聲音的電子信號。與數字音頻相比是，模擬是
一種電子信號，而數字是非直接的聲音信號。也可參考
數字音頻。

HDCP （高帶寬數碼內容保護）
視頻加密技術由 INTEL 公司為 HDMI/DVI 技術開發。設計
為保護視頻內容並要求兼容 HDCP 的設備用於顯示加密視
頻。

Aspect ratio （縱橫比）
電視屏幕的寬度與長度的對比。傳統電視是 4：3 （換言
之，屏幕幾乎是正方形的）；寬屏幕電視是 16：9 （屏幕
寬度幾乎是長度的兩倍）。

HDMI*4
HDMI （高清晰度多媒體界面）是一種高速
數字交互界面，僅憑一個單一數字連接就可以支持標準，
加強型或高清晰度視頻並可傳輸從標準到多媒體環繞聲
音頻。HDMI 特性包括非壓縮數字視頻，帶寬最高可達
5G/ 秒，在 AV 源和 AV 設備之間的通訊，例如 DTS。

Digital audio （數字音頻）
使用數字非直接表現聲音的格式。在錄音過程中，聲音
通過模擬 - 數字轉換器按照點陣測量記錄 （音頻 CD 每秒
44100 次），產生一系列數字。
在播放時，一個數字 - 模擬轉換器根據這些數據產生模
擬信號。參見 「採樣率」和 「模擬音頻」。
DivX*1
DivX 是 DivX 公司發明的一種媒體技術。DivX
媒體文件包含壓縮的視頻。DivX 文件還可以包含高級媒
體特性，如菜單，小標題，和可選音頻軌道。
Dolby Digital （杜比數字）*2
使用最多 5.1 聲道音頻。此高質量環繞系統在
世界上很多高級影院內使用。
屏幕指示顯示當前哪個聲道正在使用。例如，指示 3/
2.1。3 代表兩個前聲道和中置聲道，2 表示環繞，.1 表
示 LFE 聲道。
DRM

DRM （數字權限管理）技術用於管理版權材料的使
用情況，以及保護版權持有人和產品生產商的權
利。
*3

DTS
DTS 代表數字影院系統。DTS 是不同於杜比
數字的環繞聲系統。現在已經變成一種電影流行使用的
環繞聲格式。
File extension （副檔名）
為加在檔案名稱末尾用以表示檔案類型的附加用語
（tag）。例如，「.mp3」即是指 MP3 檔案。

ISO 9660 format （規格）
專為 CD-ROM 光碟在音量及檔案結構上所使用的國際性標
準。
JPEG
靜態影像專用的標準檔案格式。JPEG 檔案是透過副檔名
「.jpg」加以辨識。
MP3
MP3 （MPEG1 audio layer3）是種壓縮的立體聲音頻檔案
格式。此種檔案是透過副檔名 「.mp3」或 「.MP3」加以
辨識。
MPEG 視頻
用於視頻 CD 和某些 DVD 碟片上的視頻格式。視頻 CD 使
用舊的 MPEG-1 標準，而 DVD 使用較新的而且質量更好的
MPEG-2 標準。
PBC （播放控制）（僅限於視頻 CD）
通過屏幕菜單錄製到碟片上的 VCD 瀏覽系統。特別適合
於通常不會一次性從頭看到尾的碟片，如卡拉 OK。
PCM （脈衝代碼調製）
最常見的數字音頻編碼系統，基於 CD 和 DAT 基礎上建
立，質量更好，但是與杜比比較，需要大量數據。由於
數字音頻錄音機以及和帶有數字輸入的 AV 放大器的兼容
性 （CD，MD 和 DAT），此設備可以轉換杜比數字和 DTS
到 PCM。還可參見 「數字音頻」。

HD
高清晰度的縮寫，如在 HDTV 中 （高清晰度電視）。

*1. DivX  是 DivXNetworks, Inc. 的 DivX video codec 所
建立的壓縮數位視頻格式。本機可以播放燒錄在碟片上
的 DivX 視頻檔案。燒錄前，在為碟片上的檔案命名時，
請記住它們基本上將會按字母順序播放。
*2. 獲杜比實驗室許可生產。Dolby，Pro Logic 以及雙 D 標
誌都是杜比實驗室註冊商標。
*3. 製造許可基於下列美國專利號：5,451,942；5,956,674；
5,974,380；5,978,762；6,487,535 以及其他已簽發和正
在申請簽發的美國與世界專利。DTS 和 DTS Digital
Surround 是 DTS, Inc. 的註冊商標；各個 DTS 徽標和
Symbol 是 DTS, Inc. 的商標。版權所有 ©1996-2007
DTS, Inc.。保留所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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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DMI，HDMI 標誌和高解析度多媒體界面為 HDMI 授權機構
的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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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寶庫—續
Progressive scan video （循序掃瞄影像）
所有用以形成影像畫面的線條一次完成更新 （相較於交
錯方式則需兩次方能更新整張畫面）。
RIHD*1 （通過 HDMI 的遠程交互）

Onkyo 對 CEC （消費電子控制）的執
行結果，它允許通過 HDMI 對集成系統進行控制，
並且是 HDMI 標准的組成部分。
Sampling frequency （取樣頻率）
指聲音接受量測並轉換成數位音頻數據時的頻率。頻率
越高，聲音質量越好，但是會產生更多的數字信息。標
準 CD 音頻的採樣率為 44.1kHz，代表每秒 44100 次採
樣。參見 「數字音頻」。
WMA
WMA 為 Windows Media Audio 的縮寫，並涉及採用
Microsoft Corporation 所研發的 「音訊壓縮技術」
（audio compression technology）。
WMA 數據可以使用 Windows 媒體播放器 version 8 版本進
行編碼。
區域 （僅限於 DVD 視頻）
這些相關碟片和播放機都是世界各地區域特定的。此設
備只能播放帶地區兼容碼的碟片。 可以在設備上找到對
應的區域代碼。某些碟片兼容於多個區域 （或全部區
域）。
動態範圍
一個聲音信號中最安靜和最大聲之間的區別 （沒有扭曲
或在噪音中消失）。
杜比數字和 DTS 聲道可能帶有最大的動態反，可以產生
類似劇院的效果。

*1. RIHD 標誌為 Onkyo 公司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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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現象

無法打開 DV -SP506

沒有使用時 DV-SP506
自己關閉了

原因

解決辦法

電源線沒有連接。

將電源線連接到合適的牆上插座 （參見 27 頁）。

外部干擾影響了 DV-SP506 數字電路。

關閉 DV-SP506，等待 5 秒鐘，然後嘗試重新打
開。如果失敗，就拔掉電源插頭，等待 10 秒鐘。
重新連接上，然後再嘗試重新打開。

持續 20 分鐘沒有操作後， 電源自動關閉
功能會自動關閉 DV-SP506。

根據需要，打開或關閉 電源自動關閉功能 （參見
56 頁）。

在電視上選擇了錯誤的輸入源。

在電視上，選擇與 DV-SP506 連接了的輸入接口。

視頻線連接不正確。

檢查視頻連線，並做必要的糾正。

您電視機的 「PAL 輸出設置」錯誤。

更改為適合您的電視的 「PAL 輸出設置」（參見
48 頁）。

沒有 HDMI 視頻輸出？
「HDMI 輸出設置 」為 「關閉」。
你的電視不支持 HDMI Resolution （HDMI
解析率）設置在 480i （480i/576i），
720p，1080i 和 1080p。
所連接設備不支持 HDCP。
沒有圖像

嘗試重複按下前面板上的 [HDMI] 鍵，打開 HDMI
OUT，然後重復按下 [RESOLUTION] 鍵找到畫面
（參見 44 頁）。
如果 DV-SP506 連接到 AV 接收機，嘗試將其直接
連接到電視。如果所連接的設備不支持 HDCP，就
不會工作 （參見 18 頁）。

沒有色差視頻輸出？
您的電視機不支持逐行掃瞄。
當 HDMI OUT 為打開狀態時，色差視頻輸
出接口輸出逐行視頻。

嘗試反覆按 [RESOLUTION] 鍵以切換到交錯模式
（參見 44 頁）。

HD JPEG 模式為打開狀態。

HD JPEG 模式僅可用於 HDMI OUT 接口。

沒有 S-Video 或復合視頻輸出？

沒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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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行掃瞄」設置被設為 「逐行」。

當設置為 「逐行」時，只有色差視頻輸出接口輸
出視頻。

「逐行掃瞄」設置未設為交錯式。

按住 [
] 向前鍵，然後按下 [ON/STANDBY] 鍵將
色差視頻輸出更改為交錯式 （參見 47 頁）。確保
PROGRESSIVE 指示燈未亮起。

HD JPEG 模式為打開狀態。

HD JPEG 模式僅可用於 HDMI OUT 接口。

在 HI-FI 放大器或 AV 接收機上選擇了錯
誤的輸入源。

在 HI-FI 放大器或 AV 接收機上選擇與 DV-SP506
連接了的輸入接口。

音頻線連接不正確。

檢查音頻連線，並做必要的糾正。

HI-FI 放大器或 AV 接收機關閉了。

打開 HI-FI 放大器或 AV 接收機。

不是所有模擬和數字音頻輸出都與所有碟
片的類型和格式匹配。

參閱 24 頁和 26 頁上有關 DV-SP506 從各個輸出接
口輸出音頻的詳細信息。

您的 AV 接收機或電視機可能不支持 DSD。

將 「HDMI 輸出」設置設為 「自動」、「6ch PCM」
或 「2ch PCM」（參見 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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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續
現象

原因

解決辦法

HDMI OUT 接口沒有聲音？
「HDMI 輸出」設置為 「關閉 」。

將 「HDMI 輸出」設置為 「打開 」（參見 49
頁）。

DV-SP506 連接到電視或 AV 接收機的 DVI
接口。

如果您的電視或 AV 接收機只支持 DVI，將
HDMI OUT 接口沒有任何聲音發出。

電視或 AV 接收機的 HDMI 接口設置為
DVI。

將電視或 AV 接收機的 HDMI 接口設置為 HDMI。

您的電視或 AV 接收機不支持杜比或 DTS。

將 「HDMI 輸出」設置更改為 「 自動」或
「2ch PCM」（參見 49 頁）。

您的電視或 AV 接收機不支持 88.2kHz，
96kHz，176.4kHz，或 196kHz PCM。

將 「線性 PCM 輸出」設置更改為 「打開下降
采樣」（參見 50 頁）。

「HDMI 輸出」設置被設為 「6ch PCM」或
「6ch DSD」，但您的 AV 接收機或電視機
不支持這些格式。

將 「HDMI 輸出」設置更改為 「 自動」或
「2ch PCM」（參見 49 頁）。

沒有數字音頻輸出？
「HDMI 輸出」設置為 「關閉 」。

將 「HDMI 輸出」設置為 「自動 」（參見 49
頁）。

您的電視或 AV 接收機不支持杜比或 DTS。

將 「HDMI 輸出」設置更改為 「 關閉」（參見
49 頁）。

您的電視或 AV 接收機不支持 88.2kHz 或
96kHz PCM。

將 「線性 PCM 輸出」設置更改為 「打開下降
采樣」（參見 50 頁）。

「SACD 音頻設置」設置被設為 DSD.

當選擇了 DSD 時，OPTICAL 和 C OAXIAL 輸出接
口不輸出任何內容。將 「SACD 音頻設置」設
置更改為 PCM （參見 51 頁）。

您的電視機或 AV 接收機不支持 DTS。

DV-SP506 將不能播放 DTS 格式的音頻或音軌。
在您的 DVD-Video 碟片的音頻設置菜單上，選
擇 DTS 以外的一種音頻格式。

源材料為 DTS，「數字輸出」設置被設為
PCM。

當 「數字輸出」設置被設為 PCM 時，DTS 源不
會通過數字音頻輸出接口輸出。將此設置更改
為 「全部」。

正在播放的 DVD 音頻碟片包含 176.4kHz
或 192kHz 的音頻。

OPTICAL 和 COAXIAL 輸出接口不能輸出
176.4kHz 或 192kHz 的音頻。將 「線性 PCM 輸
出」設置設為 「打開下降采樣」。

該碟片採用了用於防止音頻通過數字輸出
接口輸出的拷貝保護技術。

請使用其它碟片。

沒有聲音

偶爾出現圖像變形

圖像不穩定或有噪音

無法啟動播放

碟片髒了。

取出碟片，進行清洁 （參見 10 頁）。

您在使用快進或快退功能。

使用此功能時會出現一些圖像變形，這是正常
情況。

DV-SP506 通過 VCR 或其他視頻設備連接到
您的電視，他們的拷貝保護系統影響了畫
面的效果。

將 DV-SP506 直接連接到電視上。

沒有裝載碟片。

裝載碟片 （參見 29 頁）。

碟片不兼容。

只裝載兼容的碟片 （參見 8 頁， 9 頁）。

碟片放錯播放面了。

正確放置碟片的播放面 （參見 29 頁）。

碟片不在碟片托盤的中央位置。

將碟片放在碟片托盤的中央位置 （參見 29
頁）。

碟片髒了。

取出碟片，進行清洁 （參見 10 頁）。

碟片支持父母鎖定，而且父母鎖功能已打
開。

關閉父母鎖定功能 （參見 54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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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續
現象

原因

解決辦法

無法觀看 DVD 音頻碟片上
的 DVD 視頻材料

「DVD 優先內容」功能設置為 DVD 音頻。

將 「DVD 優先內容」功能設置為 DVD 視頻
（參見 55 頁）。

無法播放 Hybrid SACD 的
多聲道區域

「SACD 優先內容」功能設沒有設置為 「多
聲道區域 」。

將 「SACD 優先內容」功能設為 「多聲道區
域」（參見 55 頁）。

無法播放 MP3 和 JPEG 碟
片

碟片不是 ISO9660 Level 2 格式。

只能使用 ISO9660 Level 2 格式的碟片 （參見
9 頁）。

碟片沒有最終制作完成。

完成碟片的制作 （參見 9 頁）。

不認可沒有帶 「.mp3」或 「.MP3」文件
擴展名的 MP3 文件。

使用正確的文件擴展名 （參見 9 頁）。

MP3 碟片是多扇區碟片。

多扇區碟片只有第一個扇區的文件可播放
（參見 9 頁）。

無法識別沒有帶 「.wma」或 「.WMA」擴
展名的 WMA 文件。

使用正確的文件擴展名 （參見 9 頁）。

WMA 文件的版權保護功能被打開。

不要使用版權保護功能 （參見 9 頁）。

不認可沒有帶 「.jpg」或 「.JPG」或
「JPEG」文件擴展名的 JPEG 文件。

使用正確的文件擴展名 （參見 9 頁）。

JPEG 文件過大。

使用容量小於 5MB 的 JPEG 文件 （參見 9
頁）。

文件編碼錯誤。

確認 DivX 文件使用了 DivX 5，4 或 3 家庭影
院版本進行編碼。

無法選擇 MP3 文件

無法撥發 WMA 文件？

無法瀏覽 JPEG 文件

無法播放 DivX 文件
DivX 文件可以播放但是沒
有聲音？

DV -SP506 可能不支持音頻格式。

DV-SP506 和遙控器上的按 電源電壓波動和其他反常現象，如靜電，
鍵無效
會干擾正常操作。

安裝新電池 （參見 11 頁）。

電池沒電了。

更換新電池 （參見 11 頁）。

電池安裝不正確。

檢查電池，並做必要調整 （參見 11 頁）。

沒有將遙控器對准 DV-SP506 上的遙控感
應器。

將遙控器對准 DV-SP506 上的遙控感應器 （參
見 11 頁）。
近距離對 DV-SP506 使用遙控器 （參見 11
頁）。遙控器的範圍大約在 16ft （5 米）。

強光源干擾了 DV-SP506 的遙控感應器。

確認 DV -SP506 沒有受到陽光直射或折射類型
的日光燈照射。根據必要情況，重新放置。

如果 DV-SP506 被安裝在帶彩色玻璃門的
柜子里，柜門關閉時，遙控器性能可能不
穩定。

打開柜門，或使用不帶彩色玻璃的音響柜。

線連接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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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 DV -SP506，等待 5 秒鐘，然後嘗試重新
打開。如果失敗，就拔掉電源插頭，等待 10
秒鐘，然後重新連接，再嘗試重新打開。

遙控器里沒有電池。

DV-SP506 上的按鍵工作正
常，但是遙控器上的按鍵 距離 DV-SP506 過遠。
無效。

功能不起作用？

嘗試使用可支持的音頻格式重新編碼。

DV -SP506 未與模擬音頻連接建立連接。

確保

線連接正確。

要想使用
，您必須在 DV-SP506 與 AV 接收
機之間建立
連接和模擬音頻連接
（RCA），即使它們之間已以數字方式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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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續
現象

RIHD 不起作用？

原因

解決辦法

「HDMI 控制」設置被設為 「 關閉」。

將 「HDMI 控制」設置設為 「打開 」。

您系統中的組件不支持 CEC。

參見組件的說明手冊以查看它是否支持 CEC。

您系統中的組件關閉了 HDMI CEC 控制。

參見組件的說明手冊，打開 HDMI CEC 控制。

您系統中有一個組件不支持 CEC 或連接不
正確。

參見其他組件的說明手冊以查看是否支持
CEC，並檢查您的連接。

您所使用的 HDMI 線出現問題。

嘗試使用另一根 HDMI 線。

DV-SP506 設置可以通過斷開和連接 HDMI
線進行更改。

以手動方式將視頻顯示在電視機上。

線連接至 DV-SP506，RIHD 功能打開。

斷開

線。

DV-SP506 帶有微型計算機用於信號處理和控制功能。極少情況下，嚴重干擾，來自外部的噪音或靜電可
能導致鎖定。在此類罕有情況發生時，從牆上插座拔掉插頭，等待至少 10 秒，然後再插入。還可以選
擇，按住停止鍵 [ ] 直到顯示屏上出現 「RESET」（重置）指示 （大約 10 秒）。

Onkyo 公司不負責由於設備故障造成未能錄製節目造成的損失 （如 CD 租借費）。在錄製重要數據前，確
認材料可以正確使用。

■ 恢復默認設置
要將 DV-SP506 重設為其出廠時的默認設置，請將其打開，當 “NO DISC”從顯示中消失時，在按住 [ ] 停
止鍵的同時按下 [ON/STANDBY] 鍵。“INITIALIZE”將顯示。當重設完成時，顯示 “COMPLETE”，並且
DV-SP506 進入待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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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續
■ HDMI 狀態模式
如果您在使用 HDMI 連接，但是沒有任何圖像或聲音，您可以檢查 HDMI 連接狀態，按下 DV-SP506 上的
[DISPLAY] 鍵保持 10 秒，直到顯示屏幕上出現一個信息 ID。在下表中查閱對應的信息 ID 的說明，然後檢查
DV-SP506 和所連接設備上的 HDMI 連接和設置。
HDMI 連接和與 HDMI 有關的設置狀態
顯示的 ID
MSG ID 001
MSG ID 005
MSG ID 015

信息
關閉 DV-SP506 和所連接的設備， 然後再打開。確認所連接的設備工作正常 ，而且連接到 DV-SP506
的 HDMI 設置適用於該設備。

HDMI 連接沒有圖像傳輸
顯示的 ID

信息

MSG ID 002

HDMI 輸出設定為 「OFF」，將其 「ON」（44 頁）。

MSG ID 003
MSG ID 004

HDMI 連線可能連接不正確。檢查連接。同時確認電視或 AV 接收機上的 HDMI 輸入設置正確配置到
了接收到的 HDMI。

MSG ID 005
MSG ID 006
MSG ID 007

確認電視或 AV 接收機上的 HDMI 輸入設置正確，可以接收 HDMI。
所連接的設備可能不支持 HDCP。確認所連接的設備支持 HDCP。
關閉 DV-SP506 和所連接的設備，然後再打開。
DV-SP506 可能被連接到其他設備的 DVI 接口。某些電視可能無法接收 DV-SP506 輸出的視頻。而
且，使用 DVI 連接，將沒有聲音輸出。

MSG ID 008

DV-SP506 的 「 HD 解析度」設置被設置為 480i/576i，720p，1080i 或 1080p。如果您的電視不支
持這些設置，請選擇其他的解析度 （44 頁）。

MSG ID 009

所連接的設備可能無法正確接收 HDMI 信號。
檢查所連接設備上的設置。

HDMI 連接沒有聲音傳輸
顯示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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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MSG ID 009

所連接的設備可能無法正確接收 HDMI 信號。
檢查所連接設備上的設置。

MSG ID 010
MSG ID 021

DV-SP506 的 「 HDMI 輸出」設置為 「關閉」，更改設置為 「自動」，「6ch DSD」，「6ch PCM」或
「2ch PCM」（49 頁）。

MSG ID 012
MSG ID 013

所連接的設備可能不支持杜比數字。將 DV-SP506 的 「 HDMI 輸出」設置為 「自動」或 「2ch PCM」
（49 頁）。

MSG ID 016
MSG ID 017

所連接的設備可能不支持 DTS。將 DV-SP506 的 「HDMI 輸出」設置為 「自動」或 「2ch PCM」（49
頁）。

MSG ID 020

當播放 SACD 或 DVD 音頻碟片時，「HDMI 輸出」設置被設為 6ch DSD、6ch PCM 或 「關閉」，但是您
的 AV 接收機或電視機並不支持這些音頻格式。請將此設置更改為 「自動」或 2ch P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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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信號系統

NTSC （北美產品型號）
PAL/NTSC （其他型號）

復合視頻輸出 / 阻抗

1.0V (p-p)/75 Ω negative sync, RCA

S 視頻輸出 / 阻抗

Y ︰ 0.7V (p-p)/75 Ω negative sync, 4-pin mini DIN
C ︰ 0.286V (p-p)/75 Ω

色差視頻輸出 / 阻抗

Y ︰ 1.0V (p-p)/75 Ω
PB/PR ︰ 0.7V (p-p)/75 Ω RCA

AV 連接器 （僅限於歐洲產品類型）

21 針終端，復合 /S-Video/RGB 視頻輸出，2 ch 音頻輸出，
Scart

色差視頻頻率回應

5Hz ∼ 50MHz

頻率靈敏度

DVD 音頻

4Hz ∼ 88kHz (192kHz)

超級音頻 CD

4Hz ∼ 50kHz

DVD 線性音頻

4Hz ∼ 44kHz (96kHz)
4Hz ∼ 22kHz (48kHz)

CD 音頻

4Hz ∼ 20kHz (44.1kHz)

信噪比

106dB

音頻動態範圍

96dB

THD （總失真）

0.004 % (1kHz)

失真與脈衝干擾

低於可測量標準

音頻輸出 （數字 / 光纖）

-22.5dBm

音頻輸出 / 阻抗 （數字 / 同軸）

0.5 Vp-p/75 Ω

音頻輸出 / 阻抗 （模擬）

FRONT D.MIX/CENTER/SUBWOOFER ︰ 2.0V/440 Ω
SURROUND 1，2﹕ 2.0V/440 Ω (SURR MODE 1)
1.4V/440 Ω (SURR MODE 1+2)

■ 總體情況
供電

北美產品型號︰ AC 120 V, 60 Hz
其他型號︰ AC 100-240 V, 50/60 Hz

消耗功率

22W

待機模式下的功率消耗

0.5W

尺寸 ( 寬 x 高 x 深 )

435 ( 寬 ) x 80.4 ( 高 ) x 309 ( 深 ) mm

重量

3.7kg

使用環境溫度 / 潮濕

5℃ 到 35℃/5%-85%

碟片兼容性

DVD-Audio、SACD、DVD-Video、VCD、音頻 CD、MP3、WMA、
JPEG、DivX、CD-R/RW、DVD ± R （附帶的 DL）、DVD ± R /RW
（視頻模式）。
（尚未正確完成處理的碟片可能只能部分播放，或者根本不能
播放。）

規格和性能的變化不會預先通知。
在目錄中和包裝盒上產品名稱後顯示的字符表示 DV-SP506 的顏色。盡管顏色不同，規格和操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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