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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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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用干布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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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助于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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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電或長時間不使用時，請從插座上拔掉設

備的插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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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需要維修服務的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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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似乎不能正常操作，或者顯示出在
性能上有明顯的改變。

警告：
為減少火災或電擊的危險﹐不要將設備暴露在雨

中或潮濕的環境中。

注意：
為減少電擊的危險﹐不要取下設備的外殼（或后

蓋）。內部沒有用戶可用的組件。請向合格的技

術服務人員諮詢﹐並尋求幫助。

等邊三角形內帶箭頭的閃電指示標識﹐用于警告

用戶在產品內部有非絕緣的危險電壓存在﹐可能

造成電擊的危險。

等邊三角形內帶驚歎號的指示標識﹐用于警告用

戶存在與設備相關的重要的操作與維護〔服務〕

指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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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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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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后立刻用干淨的布

擦拭干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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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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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不要使用其它 AC 適配器、汽車電源適配器或

者裝配可充電瓶的電瓶固定架，否則，可能

損壞產品。

勤衾議虳倰瘍
使用之前，請將相應的 AC 插頭適配器連接到 AC

適配器上。

插頭適配器的

剿羲 蟀諉

側諳



特点

■ 借助 Onkyo ND- S1 Digital Media Transport

（数字媒体输出）功能，可通过 Onkyo 音频系

统轻松播放 iPod 上存储的音乐并欣赏到完美

的音效。

■ ND-S1 将处理直接来自 iPod 的数字音频信

号，并提供高品质数字音频输出（光纤或同

轴）。

■ 内置的 USB 音频接口允许以数字方式输出 PC 

上存储的音乐 （光纤或同轴）。

■ 即使在仅由 USB 总线供电的情况下，ND-S1 仍

能以数字方式输出 PC 上存储的音乐。1

■ 轻松实现 iPod 与 PC 上 iTunes 音乐库之间

的同步。

■ 如果您的 iPod 支持 TV 输出，通过将 ND- S1 

的 VIDEO 插孔连接至电视机或 AV 接收器，即

可欣赏视频影像。

■ 除了本机附带的遥控器外，还可以使用 Onkyo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的遥控器。2

■ ND- S1 可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为 iPod 充电。

1. 仅由 USB 总线供电的情况下，有些 iPod 功能将不可

用，且无法为 iPod 充电。因此，应尽可能使用附带的 

AC 适配器。

2. 仅支持具有  功能的 Onkyo 放大器 或 AV 接收

器的遥控器。

如果 Onkyo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附带的遥控器上有独

立的 POWER ON 和 STANDBY 按钮，则操作如下：

• 当 Onkyo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置于待机状态时，将

仅打开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

• 当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已打开时，则打开 ND-S1。

因此，要想在 放大器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置于待机状

态的情况下打开 ND-S1，必须在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

附带的遥控器上按两次 [ON] 按钮。

• iPod nano （第 2 代）

• iPod nano （第 3 代）

• iPod classic

• iPod touch

• iPod nano （第 4 代）

• iPod touch （第 2 代）

提供有限支持的 iPod 型号：

• iPod nano

• iPod （第 5 代）

* iPod 為苹果電腦公司的商標，在美國和其他國家 /地

區有注冊。

“Made for iPod”表示该电子配件是专为连接 iPod 而

设计的，且经开发者检验，证实符合 Apple 产品的性能

标准。 

Apple 恕不对本设备的操作或其是否符合安全与规章标准

等事项承担任何责任。

注：

• 在第 5 代 iPod 和 iPod nano 上，播放过程中

将禁用点拨轮。请使用 ND-S1 的 [iPod] 按钮

开始和停止播放，并使用遥控器来控制其他 

iPod 功能。

• 使用 ND-S1 之前，请用最新的软件对 iPod 进

行更新。这些软件可从 Apple 网站获得：

www.apple.com。

推荐的 iPod 型号

• 本手册中的说明适用于 2009 年 6 月以前生

产的 iPod 机型，并可能会随着以后 iPod 软

件的升级而改变。

• 目前已销售了几代 iPod。名称中没有 “第 

xxx 代 ”字样的 iPod 表示这是此 iPod 的

第 1 代产品。

• ND- S1 附带的 AC 适配器是专为 ND- S1 而设

计的，请勿将其用于其他任何设备。同样，

也不要在 ND- S1 上使用其他任何 AC 适配

器，否则可能会损坏 ND- S1。
4



附件

请确保有以下附件。

* 在产品目录和包装上，产品名称末尾的字母代表颜色。

无论颜色如何，规格及操作都是相同的。

• AC 适配器

• 遥控器

•  电缆

• 光纤音频电缆

• USB 电缆

• 视频电缆

• 使用说明书

ON/
STANDBY

SYNC/
UNSYNC

iPod/PC

PLAYLIST

ALBUM

RC-755E

SHUFFLE

REPEAT
5



了解 ND- S1

1 ON/STANDBY 按钮

将 ND- S1 置于打开或待机状态。

2 遥控感应器

接收遥控器的控制信号。

3 STANDBY 指示灯

当 ND- S1 处于待机状态时亮起。如果在待机过

程中为 iPod 充电，该指示灯就会缓慢闪烁。

4 iPod 基座接口

连接 iPod。

5 iPod 按钮 / 指示灯

按此按钮可使用 iPod。反复按此按钮可开始和

停止 iPod 播放。

选择 iPod 时，该指示灯以蓝色亮起。

6 PC 按钮 / 指示灯

在通过 USB 将 ND-S1 连接至 PC 的情况下，按

此按钮可通过 ND-S1 以数字方式输出 PC 上存

储的音乐。选择 PC 时，该指示灯以绿色亮

起。

7 SYNC/UNSYNC 按钮 / 指示灯

在通过 USB 将 ND-S1 连接至 PC 且将 iPod 插

入 ND-S1 的情况下，按此按钮可进行 iPod 与 

PC 上 iTunes 音乐库之间的同步。同步过程

中，指示灯以红色亮起。

要取消同步，请按住此按钮至少 2 秒钟。指示

灯将闪烁片刻，待取消同步后，指示灯即停止

闪烁。指示灯闪烁时，不能操作任何按钮或开

始 iPod 播放。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2 

页。

1  REMOTE CONTROL 插孔

连接另一具有  功能的 Onkyo 组件的  

插孔，用于链接的操作。有些组件不应使用此

连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 页。

2 OPTICAL AUDIO OUT 插孔

此光纤数字音频输出插孔用于连接系统组件、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上的光纤数字音频输入。

3 COAXIAL AUDIO OUT 插孔

此同轴数字音频输出插孔用于连接系统组件、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上的同轴数字音频输入。

4 USB 端口

连接至 PC 上的 USB 端口，用于播放 PC 上存

储的音乐及进行 iTunes 同步。

5 VIDEO OUT 插孔

连接至电视机或 AV 接收器上的复合视频输

入，用于进行视频播放。

6 DC IN 5V 1A 插孔

此处连接附带的 AC 适配器。

前侧及顶部

ON/STANDBY STANDBY

iPod

PC

SYNC/

UNSYNC

iPod TRANSPORT

1 234
5
6
7

后面板

1 2 3 4 5 6
6



使用遥控器

如图所示，将本机附带的遥控器指向 ND-S1 的遥

控感应器。

注：

• 如果 ND- S1 受到亮光照射（如直射的阳光或反

相荧光灯的照射），遥控器可能会不可靠。安

装时应注意这一点。

• 如果在同一间屋内使用相同类型的另一遥控

器，或者将 ND- S1 安装在使用红外线的装置旁

边，遥控器可能会不可靠。

• 请勿在遥控器上端放置任何物体 （如书籍或杂

志），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某个按钮被持续按

下，从而耗尽电池的电量。

• 如果将 ND- S1 安装在彩色玻璃门后面的支架

上，遥控器可能会不可靠。安装时应注意这一

点。

• 如果遥控器与 ND- S1 的遥控感应器之间有障碍

物，遥控器将无法工作。

本机附带的遥控器使用 CR2025 型电池。请务必使

用相同类型的电池。

1. 要打开电池舱，请按压

小凹孔并滑开舱盖。

2. 如图所示，在按住突起

部位的同时，将旧电池

滑出。

3. 将新电池滑入电池舱，

让正极 (+) 一端朝上。

4. 关闭电池舱盖。

注：

• 若遥控器不可靠，可尝

试更换电池。

• 如果长时间不使用遥控器，请将电池取出，以

防因漏液或腐蚀造成损坏。

• 失效的电池应尽快取出，以防因漏液或腐蚀造

成损坏。

• 锂离子电池使用不当可引起火灾或导致化学灼

伤。请务必将其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切勿

拆解电池，不要充电，热度不要超过 100°C，

也不要焚烧电池。

警示：

如果电池更换不正确，会有爆炸的危险。只能更

换相同类型或同等类型的电池。

对准遥控器

使用之前，请去掉电池保护薄片。

RC-755E

ON/STANDBY

STANDBY

iPod

PC

SYNC/
UNSYNC

ON/
STANDBY

SYNC/
UNSYNC

iPod/PC

PLAYLIST

ALBUM

RC-755E

SHUFFLE

REPEAT

30°
30°

约
 5
 m

遥控感应器
ND- S1

更换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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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ND- S1

将 ND-S1 连接至 Onkyo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上

的相应数字音频输入：该数字音频输入可分配给

其输入显示可设为“DOCK” 的输入选择器。具体

设置因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的特定型号而异。有

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使用说

明书中的 “ 设置数字输入与更改显示 ”部分。

1. 利用附带的光纤音频电缆将 ND-S1 的 OPTICAL 

AUDIO OUT 插孔连接至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

的光纤数字音频输入插孔。

2. 如果 iPod 支持 TV 输出，请使用附带的视频

电缆将 ND-S1 的 VIDEO OUT 插孔连接到电视

机或 AV 接收器的复合视频输入上。

3. 利用附带的  电缆将 ND-S1 的  REMOTE 

CONTROL 插孔连接至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的 

 插孔。

4. 将附带的 AC 适配器连接至 ND- S1 的 DC IN 5V 

1A 插孔，然后将 AC 适配器插接到适用的墙壁

插座上。

注：

• ND-S1 的音频输出为数字输出。如果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上的数字音频输入无法分配给其输入

显示可设为 “DOCK”的输入选择器，请勿连接 

 电缆，否则可能会导致故障。

• 请勿将 ND-S1 置于发热或顶部有通风孔的组件

之上，因为这可能会妨碍该组件的冷却，或导

致该组件或 ND-S1 过热。请将其放在该组件旁

边，或者使用音响机架等等。

连接至系统组件

VIDEO
INPUT

AC 适配器

光纤数字音频电缆

ND-S1

 电缆

至墙壁
插座

USB 电缆
视频电缆

PC

电视机

AV 接收器
8



准备好 iPod 附带的适配器。

1. 轻轻下压并滑开 ND- S1 上的基座盖。

2. 插入 iPod 附带的适配器，然后将 iPod 牢牢

压入 ND- S1 的基座接口中。

注：

• 如果 iPod 还位于包装盒中，请务必在插入前

将包装盒去掉。否则，可能会导致连接不正确

并引起故障。

• 在没有附带的适配器的情况下，切勿将 iPod 

插入 ND-S1，因为这样会对 iPod 或 ND-S1 的

基座接口施加不必要的扭力，从而导致永久损

坏。

插入 iPod 时，取决于 iPod 的状态，ND- S1 将按

如下所示进行工作：

• iPod 未播放：

ND- S1 开始为 iPod 充电； STANDBY 指示灯将

缓慢闪烁。

• iPod 正在播放：

ND-S1 打开电源，[iPod] 指示灯将以蓝色亮

起，而 iPod 则继续播放。

注：

• 如果插入 iPod 后 [iPod] 指示灯未亮起，则表

示 iPod 在基座接口上未正确就位。请确保 

iPod 在基座接口上正确就位。

• 为防止基座接口受损，请勿在插入或取出 iPod 

时进行弯曲。插入 iPod 时也要小心，不要发

生撞击。

• 请勿将 iPod 与其他任何配件（如 FM 发射机

和耳机）一起使用，否则可能会导致故障。

■ 取下 iPod 适配器

要从 ND-S1 上取下 iPod 适配器，请将一个小的

平头螺丝刀插入插槽中，然后将其提起，如下所

示。

将 iPod 插入 ND- S1

ON/STANDBY STANDBY

iPod

PC

SYNC/

UNSYNC

iPod TRANSPORT

ON/STANDBY STANDBY

iPod

PC

SYNC/

UNSYNC

iPod TRANSPORT

iPod 附带的适配器
9



播放 iPod 上的音乐和视频

1. 在 iPod 上选择所要播放的歌曲或视频。

2. 将 iPod 插入 ND-S1 （第 9 页）。

3. 按遥控器上的播放 / 暂停 [L] 按钮或 ND-

S1 的 [iPod] 按钮，开始播放。

有关其他遥控器操作与系统功能的信息，请参阅

下文。

您可以使用以下按钮来控制 iPod。实际操作可能

会因 iPod 的型号、第几代产品以及固件版本而

异。

1 ON/STANDBY 按钮

将 ND- S1 置于打开或待机状态。

2 iPod/PC 按钮

反复按此按钮可选择 iPod 或 PC。

3 上一个 / 下一个 [t]/[Y] 按钮

在播放或暂停过程中，按下一个 [Y] 按钮可

选择下一歌曲。按上一个 [t] 按钮可返回至

当前歌曲的开始处。

按住此按钮可快进或后退播放。

4 播放 / 暂停 [L] 按钮

按此按钮可开始 iPod 的播放。如果尚未打开 

iPod，它就会自动打开。再次按此按钮将暂停

播放。

5 PLAYLIST 向上 / 向下 [B]/[N] 按钮

如果 iPod 上有播放列表，则按 PLAYLIST 向

上 [B] 按钮可选择上一播放列表。按 

PLAYLIST 向下 [N] 按钮则可选择 iPod 上的

下一播放列表。

6 SHUFFLE 按钮

反复按此按钮可在 iPod 上设置随机播放功能

（Song、 Album 或 Off）。

7 SYNC/UNSYNC 按钮

按此按钮可开始或取消 iPod 同步。指示灯将

显示当前状态。

8 ALBUM 向上 / 向下 [B]/[N] 按钮

用于更换唱片。

要更换唱片，请开始播放唱片或所有歌曲，然

后按 ALBUM 向上 / 向下 [B]/[N] 按钮。

9 REPEAT 按钮

反复按此按钮可在 iPod 上设置重复功能

（One、 All 或 Off）。

有些能用该遥控器控制的 iPod 功能也能用 放大

器 或 AV 接收器附带的遥控器来控制。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阅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附带的使用说

明书。

音乐和视频播放

遥控器按钮操作

ON/
STANDBY

SYNC/
UNSYNCiPod/PC

PLAYLIST ALBUM

RC-755E

SHUFFLE REPEAT

7

8

9

1

2

6

4

3

5

有关连接信息，请参阅第 8 -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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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以下系统功能。

■ 系统打开

打开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时，将自动打开 ND- S1 
和 iPod。此外，当 ND- S1 和 iPod 处于打开状态

时，也可通过按 [ON/STANDBY] 按钮打开某些 放

大器 和 AV 接收器。

■ 系统关闭

关闭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时，ND- S1 和 iPod 将

自动进入待机状态。

■ 定时关机

如果设置了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的睡眠定时器，

ND- S1 和 iPod 将在指定的睡眠时间自动切换到待

机状态。

■ 定时播放

如果设置了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的播放定时器，

ND- S1 和 iPod 将在指定的时间自动打开， iPod

随即开始播放。

■ 自动开机

如果在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待机状态下按下遥控

器的播放 / 暂停 [L] 按钮， 放大器 或 AV 接

收器就会自动打开，同时选择 iPod 作为输入源，

而 iPod 随即开始播放。

■ 直接切换

如果在收听另一输入源时开始进行 iPod 播放，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就会自动切换到 ND- S1 所连

接的输入端。

■ 其他遥控器

您可以使用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附带的遥控器来

控制其他 iPod 功能。有功能的可用性与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有关。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放大

器 或 AV 接收器附带的使用说明书。

■ iPod 闹钟

如果使用 iPod 上的闹钟功能启动播放操作， 放

大器 或 AV 接收器就会在指定的时间打开，并自

动选择 iPod 作为输入源。

注：

• 对于视频播放或在设置了闹钟来播放声音的情

况下，链接的操作将不起作用。

• 如果将 iPod 与其他配件一起使用，iPod 播放

检测功能可能不起作用。

注：

• 在第 5 代 iPod 和 iPod nano 上，播放过程中

将禁用点拨轮。请使用 ND- S1 的 [iPod] 按钮

开始和停止播放，并使用遥控器来控制其他 

iPod 功能。

系统功能 ■ 操作须知

• 请使用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的音量控制功能

来调节播放音量。

• 当 iPod 插入 ND- S1 时，其音量控制功能将

失效。

• 如果是在插入 ND- S1 时调节 iPod 上的音量

控制，在重新连接耳机之前，小心不要将音

量设置过大。
11



iPod 与 PC 的同步

利用同步功能可以将 PC 上 iTunes 音乐库中的歌

曲和视频传输到 iPod 上 （视频传输限于支持视

频功能的 iPod）。

1. 利用附带的 USB 电缆将 ND- S1 的 USB 端口连

接至 PC 的 USB 端口。

2. 按 [SYNC/UNSYNC] 按钮。

指示灯以红色亮起。PC 上将打开 iTunes 并开

始同步。

注：

• 在 iTunes 设置中，如果未选中

“Automatically sync when this iPod is 

connected”（连接此 iPod 时自动同步）选

项，iTunes 将不会自动打开，此时须手动启动 

iTunes。

■ iTunes 恢复功能

如果 iTunes 检测到 iPod 上有损坏的数据，就会

尝试进行恢复。完成恢复后，ND-S1 同步功能可

能会自动取消。在这种情况下，您需要再次按 

[SYNC/UNSYNC] 按钮进行同步。

* iTunes 是 Apple Inc. 的商标，已在美国及其他国家或

地区注册。

* Windows 和 Windows Vista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国和 / 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注：

如果想取消同步，请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否

则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引起故障。

1. 在 iTunes 中，单击 Eject （弹出）按钮弹

出 iPod。

2. 按住 [SYNC/UNSYNC] 按钮至少 2 秒钟。

片刻之后，[SYNC/UNSYNC] 指示灯开始闪

烁，指示同步已取消。

ON/STANDBY STANDBY

iPod

PC

SYNC/

UNSYNC

iPod TRANSPORT

ON/
STANDBY

SYNC/
UNSYNCiPod/PC

遥控器

SYNC/UNSYNC 按钮

ND- S1

SYNC/UNSYNC 按钮

以下是所支持的操作系统：Windows XP、

Windows V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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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ND-S1 播放 PC 上的音乐

将 ND- S1 连接至 PC 的 USB 端口后，可以通过 

Onkyo 音频系统来播放 PC 上存储的音乐。

1. 使用附带的 USB 电缆连接 ND- S1 的 USB 端口

与 PC 的 USB 端口。

2. 按 ND-S1 的 [PC] 按钮，或按本机附带的遥控

器上的 [iPod/PC] 按钮，从而选择 PC。

[PC] 指示灯以绿色亮起。

3. 开始播放 PC 上的音乐。

利用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的音量控制功能可

调节播放音量。

注：

• 如果重启 PC 后仍无法将 ND- S1 识别为 USB 音

频设备，请在控制面板中打开 “声音和音频设

备 ”并选择“USB Audio DAC” （USB 音频 

DAC）作为默认声音播放设备。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 Windows 帮助中有关声音的疑难解答。

ON/STANDBY STANDBY

iPod

PC

SYNC/

UNSYNC

iPod TRANSPORT

ON/
STANDBY

SYNC/
UNSYNCiPod/PC

PC 按钮 iPod/PC 按钮

ND-S1 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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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 确保 iPod 连接正确。

• 如果没有视频，请确保 iPod 支持 TV 输出。

• 确保 iPod 处于播放状态。

• 确保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已打开，且 ND- S1 

所连接的输入端被选作输入源，同时音量控制

未设为最小。

• 确保所有插头均已按到底。

• 确保 ND- S1 已连接到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的

正确输入插孔中。如果没有视频，请检查视频

连接。请勿将 ND- S1 连接到 放大器 或 AV 接

收器上任何带有 OUT 标记的插孔上。

• 确保 AC 适配器正确连接到 ND- S1 及适用的墙

壁插座上。

• 尝试重置 iPod。

• 如果拔下然后重新插入 iPod，可能会导致暂时

无法识别 iPod。在这种情况下，请按住 ND-S1 

的 [iPod] 按钮至少 2 秒钟，以便重置 ND-S1。

如果仍无法识别，请先断开 USB 电缆与 AC 适

配器之间的连接，然后重新连接好。

• 确保 iPod 在基座接口上正确就位。如果 iPod 

位于包装盒中，则可能无法正确连接。因此，

在将 iPod 插入 ND- S1 之前，请务必将包装盒

去掉。

• 当 iPod 显示 Apple 标识时是无法进行操控

的。

• 如果遥控器上有遥控模式按钮，请务必选择控

制 iPod 所需的模式。

• 如果使用的是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附带的遥控

器，在控制 iPod 时，请务必使其指向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

• 有些组件需要  电缆连接，有些则不需要。

如果连接有误，遥控器将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 页。

• 尝试重置 iPod。

• 在使用连接至 放大器 或 AV 接收器的另一组件

之前，请停止 iPod 播放。如果不停止播放，

当切换歌曲时，直接切换功能可能会误选择 

iPod 作为输入源。

• 取决于 iPod 上的背光设置，显示屏在使用过

程中可能会变暗。如果看不清显示屏，请更改 

iPod 的背光设置。

• 请勿在 iPod 播放音乐时使用 Cover Flow 功

能，否则可停止 iPod 播放或产生噪音。

无声音或视频 遥控器无法正常工作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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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电源： 100–240 V AC 适配器 

(5V/1A)

能耗： 3.5 W

USB 能耗： 250 mA

待机能耗： 小于 0.4 W

尺寸（宽 x 高 x 深）： 205 x 35 x 175 mm

重量： 530 g

插孔： 光纤数字音频输出、同

轴数字音频输出、复合

视频输出、 USB 端口、

 插孔

■ PC 系统要求

• Windows XP （SP2 或更高版本）或 Windows 

Vista

• 1 GHz 或更快速度的处理器

• 至少 512 MB 内存

• 200 MB 可用硬盘空间，用于安装 iTunes （还

需要有额外的可用空间来存储音乐和视频）

• 兼容 DirectX 9.0 的图形适配器

• 至少 32 MB 的视频存储器

• 1024 x 768 或更高的显示器分辨率

• Internet 连接

规格和外观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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