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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箱中的物品
1. 主机 (1)
2. 遥控器 (RC-911R) (1)

( 本机遥控器不附带电池。 )
3. 扬声器设置麦克风 (1)
0 在 Initial Setup 过程中使用。

4. 室内 FM 天线 (1)， 天线隔离器 (1) (*)
(*) 我们建议使用提供的室内 FM 天线。如果 " 安装在设
备上的天线同轴线 "，将提供的天线隔离器插入天线同
轴线和 FM 天线接口之间。

5. AM 回圈天线 (1)
0 快速入门指南 (1)
0 基本手册（本手册）

0 连接阻抗为 4 Ω 至 16 Ω 的扬声器。
0 只有在所有其他电缆连接都完成之后才能连接电源线。
0 对于因连接其他公司生产的设备而造成的损害，我们将概
不负责。
0 固件更新可能会引入某些功能并且服务提供商可能停止服
务，因此某些网络服务和内容在将来可能无法使用。此
外，可用的服务可能会根据您的居住地而有所不同。
0 有关固件更新的详情将发布在我们的网站，并在稍后通过
其他渠道发布。
0 规格和外形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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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名称

前面板

1. Í ON/STANDBY 按钮
2. PURE AUDIO 按钮 / 指示灯：切换到 Pure Audio 模式 (P30)。
3. HYBRID STANDBY 指示灯：如果本机进入待机模式，则点亮，当本机处于待机模式时，
已启用的功能将继续工作，比如 HDMI Standby Through 和 Network Standby。

4. 遥控感应器：接收来自遥控器的信号。
0 遥控器的信号范围为 5 m 内，与垂直轴呈 20° 角，与任一侧呈 30° 角。

5. ZONE 2 按钮：控制多区域功能 (P29)。
6. OFF 按钮：将多区域功能切换至关闭 (P29)。
7. DIMMER 按钮：可以通过三个步骤调整显示屏的亮度。不能完全关闭。
8. 显示屏 (P4)
9. SETUP 按钮：您可以在电视和显示屏上显示高级设置项目，从而为您提供更好的体验。

(*)

10.光标按钮 ( / / / ) 和 ENTER 按钮：使用光标按钮选择文件夹，然后按 ENTER 按钮
确认。在使用 TUNER (P27) 时，使用它们可调电台。

11. RETURN 按钮：使显示返回到以前状态。
12.MASTER VOLUME
13.重复按下 LISTENING MODE 按钮（上方）来选择 “ Movie/TV” 、“ Music” 或
“ Game” ，然后旋转 LISTENING MODE 旋钮（下方）更改模式 (P30)。 (*)

14.您可以调整前置扬声器的音质。重复按 TONE 按钮（上方）数次，从 “ Bass” 和
“ Treble” 中选择要调整的项目，并旋转 TONE 旋钮（下方）进行调整。

15.PHONES 接口：已连接带标准插头 (Ø6.3 mm) 的耳机。
16.输入选择器按钮：切换输入至播放。
17.SETUP MIC 接口：已连接随机提供的扬声器设置麦克风。

>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 有关详情，请参阅高级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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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18.AUX INPUT AUDIO/HDMI 接口：使用立体声迷你插头
线缆 (Ø3.5 mm) 或 HDMI 线缆连接视频摄像机。

显示屏

1. 扬声器 / 声道显示：显示与所选聆听模式相对应的输出声道。
2. 在下列情况下亮起。

Ë：当连接耳机时。
Z2：当 ZONE 2 开启时。
：当通过 BLUETOOTH 连接时。
：当通过 Wi-Fi 连接时。

NET：当通过输入选择器选择 “ NET” 并且本机连接到网络时。如果
网络连接不正确将会闪烁。
USB：当通过输入选择器选择 “ NET” ，并且本机通过 USB 连接且选
择了 USB 设备时。如果 USB 未正确连接，则会闪烁。
HDMI：当已输入 HDMI 信号且已选定 HDMI 输入时。
DIGITAL：当已输入数字信号且已选定数字输入时。

3. 根据输入数字音频信号的类型和聆听模式亮起。
4. 在下列情况下亮起。

RDS：接收 RDS广播：
TUNED：接收 AM/FM 电台。
FM ST：接收 FM 立体声。
SLEEP：当已设定睡眠定时器时。
AUTO STBY：Auto Standby 已开启。

5. 开启静音时闪烁。
6. 显示输入信号的各种信息。
7. 当通过 “ NET” 输入选择器执行操作时可能亮起。



 



(*) 有关详情，请参阅高级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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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板

1. DIGITAL IN OPTICAL/COAXIAL 接口：输入电视或 AV 设备数字音频信号，包含数字光纤
线缆或数字同轴线缆。

2. TUNER AM/FM 75Ω 端子：已连接随机提供的天线。
3. VIDEO IN 接口：通过模拟视频线缆输入 AV 设备视频信号。
4. 无线天线：用于 Wi-Fi 连接，或在使用支持 BLUETOOTH 无线技术的设备时。根据连接
情况调整它们的角度。

5. USB 端口：已连接一个 USB 存储设备，以便播放它上面存储的音乐文件。还可以通过 
USB 线缆为 USB 设备供电 (5 V/1 A)。

6. ETHERNET 端口：将网络与以太网线缆连接。
7. COMPONENT VIDEO IN 接口：通过设备视频线缆输入 AV 设备视频信号。（仅兼容 480i 
或 576i 分辨率。）

8. HDMI OUT 接口：通过连接到监视器（如电视或投影机）的 HDMI 线缆来传输视频信号

和音频信号。
9. HDMI IN 接口：通过连接到 AV 设备的 HDMI 线缆来传输视频信号和音频信号。
10.电源线
11. GND 端子：唱机的地线已连接。
12.AUDIO IN 接口：通过模拟视频线缆输入电视或 AV 设备音频信号。
13.SPEAKERS 端子：用扬声器线缆连接扬声器。 您可以连接主房间的多声道扬声器以及单
独房间 (ZONE 2) 的扬声器。

14.ZONE 2 LINE OUT 接口：通过模拟音频线缆将音频信号输出到单独房间 (ZONE 2) 中的前
置主放大器。

>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180°

90°

     

   





(*) 有关详情，请参阅高级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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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15.SUBWOOFER PRE OUT 接口：使用重低音线缆连接
有源重低音扬声器。最多可以连接两个有源重低音扬声
器。从每个 SUBWOOFER PRE OUT 接口输出同一信
号。

遥控器

1. Í ON/STANDBY 按钮
2. 输入选择器按钮：切换输入至播放。
3. Q (QUICK MENU) 按钮：在播放期间可以在电视屏幕上快速进行 “ Tone” 和
“ Level” 等设置。“ Other” 具有切换给定优先级扬声器进行输出和切换 HDMI 输
出 (P16) 的设置。 (*)

4. 光标按钮和 ENTER 按钮：使用光标按钮选择文件夹，然后按 ENTER 按钮确认
您的选择。当文件夹或文件列表不显示在电视机的一个屏幕中时，按 /  可以更
改屏幕。

5.  按钮：您可以在电视和显示屏上显示高级设置项目，从而为您提供更好的体
验。 (*)

6. 音量按钮
7.  按钮：暂时将音频静音。再次按该按钮以取消静音。
8. LISTENING MODE 按钮：可以让您选择聆听模式 (P30)。 (*)

MAIN/ZONE 2 按钮：控制多区域功能 (P29)。（本机不使用 ZONE 3 按钮。）
9. 播放按钮：用于在播放 Music Server 或 USB 时的播放操作。
10.  按钮：您可以启动 Music Server 或 USB 的重复 / 随机播放。每次按下该
按钮时，模式将从 （单曲重复）切换为 （文件夹重复）、 （随机）。
CLEAR 按钮：在电视屏幕上输入文本时删除已输入的所有字符。

11.  按钮：切换显示屏上的信息，并用于操作 RDS (P28)。
12.  按钮：使显示返回到以前状态。
13.MODE 按钮：在自动调谐与手动调谐之间切换 AM/FM 无线电台调谐。
14.MEMORY 按钮：用于注册 AM/FM 无线电台。





























Tips 遥控器无效时：遥控器可能已经切换到控制 ZONE 
2 的模式。按住 MODE 同时按 MAIN 3 秒以上，
直至遥控指示灯闪烁一次即可切换到控制主房间的
模式。

(*) 有关详情，请参阅高级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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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步骤
根据要安装的扬声器布局和与外部设备的连接，本机可以多
种方式使用。请阅读以下内容以帮助更加顺利地进行安装。

步骤 1：扬声器布局

从第 8 页至第 12 页上显示的选项中选择适合您的扬声器类
型及其使用环境的扬声器布局，然后参阅相关页面上的图示
和说明安装扬声器。扬声器布局包括使用环绕后置扬声器的
系统、使用纵向扬声器的系统和使用双功放扬声器的系统。
另请参阅 P13 “ 扬声器组合” 中的组合。

步骤 2：连接扬声器

将扬声器系统连接到本机时，如果使用的是 P8 至 P11 中某
页上描述的扬声器布局，请参阅 P14 ；若使用的扬声器布
局采用的是 P12 中所述的双功放扬声器，请参阅 P15。如
果参照图示和说明并提前准备好所需的线缆，连接过程将更
加顺利。

步骤 3：连接电视和 AV 设备

请参阅 P16 至 P21 连接电视、蓝光光盘播放机及本机随附
的配件（例如天线等）等外部设备。另外，通过 P20 介绍
的多区域连接选项，可以向主房间以外的房间播放音频。如
果参照图示和说明、确认外部设备上的连接类型并提前准备
好所需的线缆，连接过程将更加顺利。

>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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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扬声器布局
7.1 声道系统

前置扬声器输出前置立体声音，中置扬声器输出中置立体
声，比如对话和声乐。环绕扬声器生成后声场。有源重低音
扬声器再现低音声音并生成丰富的声场。
此 7.1 声道系统在基础 5.1 声道系统的基础上增加了环绕后
置扬声器。环绕后置扬声器的连接提升了后方声场所营造的
环绕感以及声音衔接，并提供了更真实的声场。此外，通过
安装环绕后置扬声器，输入格式为 Dolby Atmos 时，您可以
选择 Dolby Atmos 聆听模式，该模式可实现最新的 3D 声
音。
前置扬声器应与耳部高度齐平，而环绕扬声器应稍高于耳部
高度。中置扬声器应当面朝聆听位置安装。将有源重低音扬
声器放置在中置扬声器与前置扬声器之间，即使在播放音乐
时也可为您提供自然的声音效果。环绕后置扬声器的最佳位
置是与耳部高度齐平。
0 如果在设置中包含环绕后置扬声器，则需要环绕扬声器。
0“ 扬声器组合” (P13) 介绍了扬声器组合的一些详细示
例。

1、 2 前置扬声器 
3 中置扬声器
4、 5 环绕扬声器
6 有源重低音扬声器
7、 8 环绕后置扬声器

>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1

＊2

＊3

1：22e 至 30e， 2：90e 至 110e， 3：135e 至 15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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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声道系统 -1 
（前置纵向扬声器 / 后置纵向扬声器）

这是一个基础 5.1 声道系统，包括前置扬声器、中置扬声
器、环绕扬声器和有源重低音扬声器，并增加了前置纵向扬
声器或后置纵向扬声器（两者均为纵向扬声器类型）。通过
安装纵向扬声器，输入格式为 Dolby Atmos 时，您可以选择 
Dolby Atmos 聆听模式，该模式可实现最新的 3D 声音（包
括上空声音）。前置纵向扬声器或后置纵向扬声器的放置位
置应至少比前置扬声器高出 0.9 米。前置纵向扬声器应摆在
前置扬声器正上方，并且后置纵向扬声器之间的距离应与前
置扬声器之间的距离匹配。两者均应设置为朝向聆听位置。
0“ 扬声器组合” (P13) 介绍了扬声器组合的一些详细示
例。

7、 8 纵向扬声器
选择下列类型之一：
0 前置纵向扬声器
0 后置纵向扬声器

>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1

＊2

1：22e 至 30e， 2：120e

0.9 米 或更长

0.9 米 或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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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声道系统 -2
（吸顶扬声器）

这是一个基础 5.1 声道系统，包括前置扬声器、中置扬声
器、环绕扬声器和有源重低音扬声器，并增加了顶部前置扬
声器、顶部中置扬声器或顶部后置扬声器（纵向扬声器类
型）。通过安装纵向扬声器，输入格式为 Dolby Atmos 时，
您可以选择 Dolby Atmos 聆听模式，该模式可实现最新的 
3D 声音（包括上空声音）。将顶部前置扬声器安装在座椅
位置前方的天花板上，顶部中置扬声器安装在座椅位置正上
方的天花板上，顶部后置扬声器安装在座椅位置后方的天花
板上。每一对之间的距离应与两个前置扬声器之间的距离匹
配。
0 Dolby Laboratories 建议布置此类型的纵向扬声器以获得
最佳 Dolby Atmos 效果。
0“ 扬声器组合” (P13) 介绍了扬声器组合的一些详细示
例。

7、 8 纵向扬声器
选择下列类型之一：
0 顶部前置扬声器
0 顶部中置扬声器
0 顶部后置扬声器

>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1

＊2

＊3

1：30e 至 55e， 2：65e 至 100e， 3：125e 至 15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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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声道系统 -3
（具有 Dolby 功能的扬声器 （Dolby 扬声器））

这是一个基础 5.1 声道系统，包括前置扬声器、中置扬声
器、环绕扬声器和有源重低音扬声器，并增加了具有 Dolby 
功能的前置扬声器或具有 Dolby 功能的环绕扬声器（两者
均为纵向扬声器类型）。具有 Dolby 功能的扬声器是特殊扬
声器，设计为朝向天花板，以便声音从天花板反射之后才被
听到，这样声音似乎是来自上空。通过安装纵向扬声器，输
入格式为 Dolby Atmos 时，您可以选择 Dolby Atmos 聆听
模式，该模式可实现最新的 3D 声音（包括上空声音）。
将其放置在前置扬声器上方或环绕扬声器上方。
0“ 扬声器组合” (P13) 介绍了扬声器组合的一些详细示
例。

7、 8 纵向扬声器
选择下列类型之一：
0 具有 Dolby 功能的扬声器（前置）
0 具有 Dolby 功能的扬声器（环绕）

>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1

＊2

1：22e 至 30e， 2：120e

SN29402773_TX-NR676E_BAS_Cs_1703XX.book  11 ページ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７日　月曜日　午後１時３３分



12

双功放扬声器

通过 5.1 声道系统，可以连接支持双功放的前置扬声器改善
低音和高音的质量。兼容双功放的扬声器需要将高音扬声器
的端子连接到一个放大器，并将低音扬声器的端子连接到另
一个放大器，因此无法使用此连接方式来连接纵向扬声器和
环绕后置扬声器。除前置扬声器外，您还可以连接中置扬声
器、环绕扬声器和有源重低音扬声器。
0“ 扬声器组合” (P13) 介绍了扬声器组合的一些详细示
例。

1、 2 前置扬声器（双功放）
3 中置扬声器
4、 5 环绕扬声器
6 有源重低音扬声器

>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1

＊2

1：22e 至 30e， 2：12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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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声器组合
0 在任何组合中，最多可以连接两个有源重低音扬声器。

(*1)您可以选择 Bi-AMP 或 ZONE SPEAKER。
(*2)从 ZONE SPEAKER 播放音频时，不会从环绕后置扬声器播放声音。
(*3)从 ZONE SPEAKER 播放音频时，不会从纵向扬声器播放声音。

>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扬声器声道

FRONT CENTER SURROUND
SURROUND 

BACK HEIGHT Bi-AMP

ZONE 2
（ZONE SPEAKER）

(P20)

2.1 ch  (*1)  (*1)

3.1 ch  (*1)  (*1)

4.1 ch  (*1)  (*1)

5.1 ch  (*1)  (*1)

6.1 ch  (*2)

7.1 ch  (*2)

2.1.2 ch  (*3)

3.1.2 ch  (*3)

4.1.2 ch  (*3)

5.1.2 ch  (*3)

SN29402773_TX-NR676E_BAS_Cs_1703XX.book  13 ページ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７日　月曜日　午後１時３３分



14

步骤 2：连接扬声器
标准连接 （第 8 至 11 页）

最多可以连接两个有源重低音扬声器。从每个 
SUBWOOFER PRE OUT 接口输出同一信号。

确保扬声器的外露导线不要从扬声器端子上伸
出。如果扬声器的外露导线触碰到后面板，或
者 + 和 - 接线互相触碰，保护电路将被激活。

>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a

b

12 mm

a 扬声器线缆， b 重低音扬声器线缆

设置
0 需要在 Initial Setup (P22) 中的 “ 1. AccuEQ 室内
校准” 中设定已连接扬声器配置的设置。
0 如果在完成 Initial Setup 后，连接的任何扬声器的
阻抗为 4 Ω 或或多或少高于 6 Ω，则需在 Setup 菜
单中进行一些设置。按遥控器上的  以选择 “ 2. 
Speaker”  - “ Configuration” ，然后将
“ Speaker Impedance” 设置为 “ 4oh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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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双功放扬声器的连接 （第 12 页）

确保取下前置扬声器的低音接口与高音接口之间安装的跳线
条。要连接中置扬声器、环绕扬声器和有源重低音扬声器，
请参阅 “ 标准连接（第 8 至 11 页）” (P14)。
0 连接双功放时，另请参阅扬声器的使用手册。

确保扬声器的外露导线不要从扬声器端子上伸
出。如果扬声器的外露导线触碰到后面板，或
者 + 和 - 接线互相触碰，保护电路将被激活。

>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a

12 mm

用于高频

用于低频

a 扬声器线缆

设置
0 需要在 Initial Setup (P22) 中的 “ 1. AccuEQ 室内
校准” 中设定已连接扬声器配置的设置。
0 如果在完成 Initial Setup 后，连接的任何扬声器的
阻抗为 4 Ω 或或多或少高于 6 Ω，则需在 Setup 菜
单中进行一些设置。按遥控器上的  以选择 “ 2. 
Speaker”  - “ Configuration” ，然后将
“ Speaker Impedance” 设置为 “ 4oh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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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连接电视和 AV 设备
1. 连接电视
连接 ARC 电视

对于支持 ARC （音频回传通道） (*1) 功能的电视，请使用 
HDMI 线缆并根据插图 “ a” 进行连接。连接时，在支持 
ARC 的电视上选择 HDMI IN 接口。

连接非 ARC 电视

对于不支持 ARC （音频回传通道）功能 (*1) 的电视，请连
接插图 “ a” 中的 HDMI 线缆和 “ b” 中的数字光纤线缆。

0 如果您要通过已连接到本机输入接口的有线机顶盒等设备
来观看电视（也就是说，不使用电视内置的调谐器），那
么不需要连接数字光纤线缆。

(*1) ARC 功能：此功能可通过 HDMI 线缆传输电视音频信
号，以便可以通过本机来播放来自电视的音频。可以通
过一根 HDMI 线缆来连接兼容 ARC 的电视。请参阅电
视的说明手册以确认其是否支持 ARC。

(*2)可以将另一个电视或投影机连接到 HDMI OUT SUB 接
口。按遥控器上的 Q (P6)，然后使用 “ Other” -
“ HDMI Out” 在 MAIN 与 SUB 之间切换。请注意，此
接口不支持 ARC。

>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TV

*2

a

b

a HDMI 线缆， b 数字光纤线缆

设置
0 需要进行一些设置才能使用 ARC 功能。在 Initial 

Setup 中，在 “ 5. 音频回传通道” (P23) 中选择
“ Yes” 。
0 请参阅电视的使用手册以了解与 CEC 功能和音频
输出的设置相关的电视连接方式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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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连接 HDMI AV 设备

下面是与具有 HDMI 接口的 AV 设备连接的示例。通过连接
到符合 CEC （消费者电子控制）标准的 AV 设备，您可以
使用各种功能，比如 HDMI CEC 功能 (*) 可链接输入选择
器， HDMI Standby Through 功能可在本机处于待机模式时
在电视上播放来自 AV 设备的音频和视频。
0 要播放 4K 或 1080p 视频，请使用高速 HDMI 线缆。

(*)HDMI CEC 功能：您可以控制功能，比如将输入切换与
符合 CEC 标准的输入选择器和播放器链接，将音频切换
为从电视或本机输出，使用符合 CEC 的电视遥控器调整
音量，以及在电视关闭时自动将本机切换为待机。

>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BD/DVD

GAME

a

有线电视 / 卫星电视机
顶盒

流媒体播放器

a HDMI 线缆

设置
0 如果在 Initial Setup (P23) 中为 “ 5. 音频回传通
道” 选择了 “ Yes” ，则会自动启用 HDMI CEC 功
能和 HDMI Standby Through 功能。如果选择了
“ No, Skip” ，需要在完成 Initial Setup 后在 Setup 
菜单中进行一些设置。按遥控器上的  并在 “ 5. 
Hardware” - “ HDMI” 中进行设置。
0 若要欣赏包括 Dolby Digital 的数字环绕声音，应将
音频输出设置为所连接的蓝光光盘播放机或其它设
备上的 “ Bitstream outpu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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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连接非 HDMI AV 设备

下面是与不具有 HDMI 接口的 AV 设备连接的示例。连接到 
AV 组件并匹配其具有的接口。当视频输入连接连到 BD/
DVD 接口时，音频输入连接也应连到 BD/DVD 接口，以此
类推，以便您将视频输入接口连接到与音频输入接口同名的
接口。
注意，输入至 VIDEO IN 接口或 COMPONENT VIDEO IN 
接口的视频信号将转换为 HDMI 视频信号，然后从 HDMI 
OUT 接口输出。
0 要以 Dolby Digital 等格式聆听数字环绕播放，您需要将音
频信号与数字同轴线缆或数字光纤线缆进行连接。
0 可以更改您在左图中看到的输入接口的分配，因此您也可
以连接 BD/DVD 之外的任何接口。要了解详情，请参阅 
高级手册。

>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OR

a

b

c

BD/DVD

a 分量视频线缆， b 数字同轴线缆， c 模拟音频线缆

设置
0 COMPONENT VIDEO IN 接口仅兼容 480i 或 576i 
分辨率。连接到 COMPONENT VIDEO IN 接口
时，请将播放器的输出分辨率设置为 480i 或 
576i。如果没有 480i 或类似选项，请选择隔行。
如果播放器不支持 480i 或 576i 输出，请使用 
VIDEO IN 接口。
0 若要欣赏包括 Dolby Digital 的数字环绕声音，应将
音频输出设置为所连接的蓝光光盘播放机或其它设
备上的 “ Bitstream output” 。

SN29402773_TX-NR676E_BAS_Cs_1703XX.book  18 ページ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７日　月曜日　午後１時３３分



19

4. 连接音频组件

音频组件连接示例。通过数字光纤线缆或模拟音频线缆连接 
CD 播放器。还可以将具有 MM 型唱针的唱机连接到 
PHONO 接口。
0 如果唱机拥有内置的音频均衡器，请将其连接至另一个 

AUDIO IN 接口。此外，如果唱机使用 MC 型唱针，请在
本机和唱机之间安装与 MC 型唱针兼容的音频均衡器，然
后连接到 PHONO 接口之外的任何 AUDIO IN 接口。

如果唱机带有地线， 
请将其连接至本机的 GND 端子。

>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OR

CD

a

b

唱机

a 数字光纤线缆， b 模拟音频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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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多区域连接

您可以在单独房间中聆听音乐，例如，将蓝光光盘播放器放
在主房间（本机所在位置），在单独房间 (ZONE 2) 中聆听
网络电台。
0 使用 “ NET” 输入选择器进行选择时， DSD 和 Dolby 

TrueHD 音频信号不会输出到 ZONE 2。

与 AV 设备的连接

将外部连接 AV 设备的音频输出到 ZONE 2 时，您需要使用
数字同轴线缆、数字光纤线缆或模拟音频线缆进行连接。

ZONE 2 LINE OUT

在主房间播放 7.1 ch 音源的同时，可以在单独房间中播放 
2 ch 音源。在单独房间内通过模拟音频线缆，连接本机的 
ZONE 2 LINE OUT 接口和前置主放大器上的 LINE IN 接
口。

ZONE SPEAKER

可以连接单独房间中的扬声器并播放 2 ch 音源。
0 如果使用双功放连接方式连接了前置扬声器，则无法使用 

ZONE SPEAKER。
0 从 ZONE SPEAKER 播放音频时，不会从环绕后置扬声
器或纵向扬声器播放声音。

>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ZONE2

OR

ZONE2 LINE OUT

ZONE SPEAKER

LINE
IN

MAIN ROOM

c

b
a

BD/DVD

a 数字同轴线缆， b 模拟音频线缆， c 扬声器线缆

设置
0 需要在 Initial Setup 的“ 4. 多区域设置” (P23) 中
进行设置才能使用此功能。
0 当音频为模拟或 2ch PCM 音频时，只能在 ZONE 

2 中播放来自外部连接的 AV 设备的音频。如果您
已使用数字同轴线缆或数字光纤线缆连接到本机，
可能需要将 AV 设备的音频输出更改为 PCM 输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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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连接其他线缆

天线连接

播放广播时向各个方向移动天线，从而找到最佳接收位置。
使用图钉或类似物件将室内 FM 天线附着到墙壁上。

网络连接

使用有线局域网或 Wi-Fi （无线局域网）将本机连接到网
络。通过将本机连接到网络，您可以使用网络电台等多种网
络功能。如果通过有线局域网进行连接，请将以太网线缆连
接到 ETHERNET 端口，如图示中所示。要通过 Wi-Fi 进行
连接，则请在 Initial Setup 中的 “ 3. 网络连接” (P23) 中选
择 “ Wireless” 后，选择所需的设置方法然后遵循屏幕上的
说明来配置连接。

电源线连接

只有在所有其他电缆连接都完成之后才能连接电源线。

>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d

e

a

b c

a AM 回圈天线， b 天线隔离器， c 室内 FM 天线， d 以太网线缆， e 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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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动启动向导进行 Initial Setup
Initial Setup 自动启动

购买后首次启动本机时，电视上将自动显示 Initial Setup 以
使您能够通过简单操作（遵循屏幕上的指导）来进行启动
所必需的设置。
1. 将电视上的输入切换到分配给本机的部分。
2. 将电池放入本机的遥控器中。
3. 按遥控器上的 Í，开启本机。
4. 使用遥控器的光标选择项目，再按 ENTER (a) 确认您的
选择。若要返回到前一屏幕，请按  (b)。

0 如果要中途终止过程或要更改在 Initial Setup 期间进行的
设置，请按遥控器上的 ，选择 “ 7. Miscellaneous”
– “ Initial Setup” ，然后按 ENTER。

∫ 1.AccuEQ 室内校准

将提供的扬声器设置麦克风放在聆听位置，测量扬声器所发
出的测试音，然后本机将自动设置每个扬声器的最佳音量、
交叉频率以及与聆听位置之间的距离。还会自动调整扬声器
的均衡器，并校正由于室内声学环境所造成的失真。
0 校准需要 3 到 12 分钟来完成。在测量期间，扬声器以高
音量发出测试音，因此请注意您的环境。在测量过程中，
尽量保持室内安静。
0 如果您已连接重低音扬声器，请检查重低音扬声器的功率
和音量。将重低音扬声器音量设置为高于半程。
0 如果本机电源突然关闭，则扬声器线缆中的电线可能已经
接触了背部面板或其他电线，并且导致保护电路跳闸。重
新将电线正确地拧在一起，在连接时确保电线不要从扬声

>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1

2 3

T
V

INPUT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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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端子上伸出。

1. 将提供的扬声器设置麦克风放在聆听位置，并连接到主机
上的 SETUP MIC 接口。

在三脚架上放置扬声器设置麦克风时，固定时请参考本
图。

2. 选择连接的扬声器配置。

屏幕上的图像会随着您在 “ Speaker Channels” 中选择的
声道数而更改，在进行设置时请参见图像。
3. 扬声器发出测试音，并且本机会首先检测连接的扬声器和
环境中的噪音。

4. 在显示以上测量结果后，选择 “ Next” 并按遥控器上的 
ENTER，会再次发出测试音，本机将自动进行最佳音量
和交叉频率等设置。

5. 当完成测量时，显示测量结果。按遥控器上的光标 /  
来检查设置。当选择 “ Save” 后按下 ENTER 可保存设
置。

6. 选择启用还是禁用用于校正由室内声学环境所造成的失真

的均衡器功能。
若要启用此功能，通常应选择 “ On (All Channels)” 。若
要仅禁用前置扬声器，应选择 “ On (Except Front Left / 
Right)” 。

7. 断开扬声器设置麦克风连接。

∫ 2.信号源连接

检查每个输入源是否正确连接。遵循指导，选择要确认的输
入，开始播放所选播放器并确认电视上显示图像且播放声
音。

∫ 3.网络连接

设置 Wi-Fi 连接需要一个接入点，如无线局域网路由器。有
以下两种方法来连接 Wi-Fi：
“Scan Networks”：从本机搜索接入点。事先找到接入点
的 SSID。
“Use iOS Device (iOS7 or later)”：将 iOS 设备的 Wi-Fi 
设置与本机共享。

如果选择 “ Scan Networks” ，那么还额外有两种连接方法
可供选择。检查以下内容。
“Enter Password”：输入要连接的接入点的密码（或密
钥）。
“Push Button”：如果接入点具有自动连接按钮，那么无
需输入密码即可连接。
0 如果未显示接入点的 SSID，那么在列出 SSID 的屏幕
中，用遥控器上的  光标选择 “ Other...” 并按 
ENTER，然后遵循屏幕上的说明。

键盘输入

要在大小写之间切换，请在屏幕上选择 “ A/a” 并按 
ENTER。若要选择是使用 “ ” 掩盖密码还是以纯文本形
式显示，请按遥控器上的 MEMORY。按 CLEAR 可删除所
有输入字符。

0 进行网络设置时，系统会显示一个确认屏幕，询问您是否
同意隐私政策。选择 “ Accept” 并按 ENTER 同意隐私
政策。

∫ 4.多区域设置

如果要在主房间之外的房间中聆听音频，请设置单独房间
(ZONE 2) 的音频输出方法。如果已经使用扬声器线缆连接
了单独房间中的扬声器，请选择 “ Using AV Receiver” 。
如果已经使用模拟音频线缆连接了单独房间中的前置主放大
器，请选择 “ with External Premain Amplifier” 。

∫ 5.音频回传通道

如果连接了支持 ARC 的电视，请选择 “ Yes” 。本机的 
ARC 设置开启并且您可以通过本机来聆听电视的音频。

SETUP MIC

AccuEQ Room Calibration

Speaker Channels

Subwoofer

Height Speaker

Zone Speaker

Bi-Amp

Select how many speakers you have.
Next

7.1 ch < >

    Yes

      ---

     No

     No

>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SN29402773_TX-NR676E_BAS_Cs_1703XX.book  23 ページ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７日　月曜日　午後１時３３分



24

>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播放

AV 设备播放

基本操作

您可以通过本机播放蓝光光盘播放机等 AV 
设备中的音频。
0 当电视连接到 HDMI OUT SUB 接口时，
按遥控器上的 Q (P6)，然后使用
“ Other” - “ HDMI Out” 在 MAIN 与 
SUB 之间切换。

开启本机后执行以下步骤。
1. 将电视上的输入切换到分配给本机的部
分。

2. 按遥控器上的输入选择器 (a)，选中与您
连接播放机的接口相同的名称以切换输
入。
例如，按 BD/DVD 按钮以播放连接至 
BD/DVD 接口的播放器。按 TV 以聆听电
视声音。若要播放连接至前面板 AUX 
INPUT AUDIO/HDMI 接口的设备，请按 
AUX。
0 CEC 链接功能生效后，如果您使用 

HDMI 连接将符合 CEC 的电视和播放
器连接到本机，输入将自动切换。

3. 在 AV 设备上开始播放。

1 2

T
V

INPUT

a

BLUETOOTH® 播放

您可以无线播放储存在智能手机或者其它支
持 BLUETOOTH 无线技术功能的设备里的
音乐。开启本机后执行以下步骤。

配对

1. 按  按钮时，本机的显示屏上显示
“ Now Pairing...” ，并且启用配对模式。

2. 启用（开机）支持 BLUETOOTH 无线技
术设备的 BLUETOOTH 功能，然后从显
示的设备中选择本机。如果要求输入密
码，请输入 "0000"。
0 本机显示为 “ Onkyo TX-NR676E 

XXXXXX” 。
0 要连接到其他支持 BLUETOOTH 无线
技术的设备，请按住  按钮直至显示
“ Now Pairing...” ，然后执行步骤 2。
本机可储存多达 8 台配对设备的数据。
0 覆盖区域为 15 m。请注意，无法保证
与所有支持 BLUETOOTH 无线技术功
能的设备建立连接。

回放

1. 在支持 BLUETOOTH 无线技术的设备上
执行连接过程。
本机的输入将自动切换到
“ BLUETOOTH” 。

2. 播放音乐。将支持 BLUETOOTH 无线技
术的设备的音量增加到适当级别。
0 由于 BLUETOOTH 无线技术的特点，该
设备产生的声音可能会稍微滞后于支持 
BLUETOOTH 无线技术的设备所播放的
声音。

Onkyo TX-NR676 E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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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功能

基本操作

通过将本机连接到网络，您可以享用 
TuneIn 等网络电台服务，并可通过 
AirPlay® 功能使用无线播放。而且，您可以
使用 Music Server 功能来传输储存在支持
家庭网络功能的 PC 或 NAS 设备中的音乐
文件。基本手册 中介绍了网络功能的基本
操作。如需了解更高级的操作，请参阅 高
级手册。另外，通过本机的固件更新可能还
提供了其他网络功能。另请参阅 高级手册 
了解新功能的信息。
0 若要播放网络电台服务，需要将网络连
接至互联网。
0 根据网络电台服务，用户可能需要首先
在其计算机中注册。
0 Music Server 功能兼容的网络服务器是
那些安装了播放器的计算机，这些播放
器具有与家庭网络功能兼容的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或 12 或 NAS 服务器
功能。请注意，对于 PC，只能播放 
Windows Media® Player 库中注册过的音
乐文件。
0 您可能需要提前在 PC 上进行一些设置才
能使用具有 Music Server 功能的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或 12。

开启本机后执行以下步骤。
1. 将电视上的输入切换到分配给本机的部
分。

2. 按遥控器上的 NET (a)，在电视上显示网
络功能列表。

3. 使用遥控器的光标选择网络功能，再按 
ENTER (b) 确认您的选择。
对于网络电台服务，请遵循屏幕说明，
使用光标选择电台和节目，然后按 
ENTER 进行播放。对于 AirPlay，请使
用智能手机选择本机进行播放。对于 
Music Server，使用光标选择服务器，然
后选择所需的音乐文件，并按 ENTER 进
行播放。
0 若要返回到前一屏幕，请按  (c)。

>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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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存储设备

基本操作

您可播放储存在 USB 存储设备上的音乐文
件。

开启本机后执行以下步骤。
1. 将电视上的输入切换到分配给本机的部
分。

2. 将存有音乐文件的 USB 存储设备插入本
机后面板的 USB 端口。

3. 按遥控器上的 NET (a) 以显示网络服务
列表屏幕。

4. 使用遥控器上的光标选择 “ USB” ，然
后按 ENTER (b)。
0 如果显示屏上的 “ USB” 指示灯闪
烁，请检查是否正确地插入了 USB 存
储设备。
0 切勿在显示屏上显示
“ Connecting···” 时拔下 USB 存储设
备。这可能导致数据损坏或导常。

5. 在下一个屏幕中再次按遥控器上的 
ENTER。显示 USB 存储设备上的文件夹
和音乐文件列表。使用光标按钮选择文
件夹，然后按 ENTER 确认您的选择。

6. 使用遥控器上的光标选择音乐文件，然

后按 ENTER 开始播放。
0 若要返回到前一屏幕，请按  (c)。
0 本机的 USB 端口符合 USB 2.0 标准。传
输速度可能不够播放部分内容，导致声
音有时出现中断。
0 无法保证所有 USB 存储设备都能使用。
0 本机可以使用符合 USB 大容量存储类标
准的 USB 存储设备。本机还兼容使用 
FAT16 或 FAT32 文件系统格式的 USB 
存储设备。

>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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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听 AM/FM 电台

您可以在本机上使用内置调谐器接收 AM 和 
FM 无线电台。开启本机后执行以下步骤。

∫ 调谐至一个无线电台
自动调谐

1. 重复按遥控器上的 TUNER (a) 以在显示
屏上选择 “ AM” 或 “ FM” 。

2. 按遥控器上的 MODE (e)，显示屏上显示
“ TunMode: Auto” 。

3. 按遥控器上的 /  光标按钮 (b) 时，将
开始自动调谐，在找到无线电台时搜索
停止。调到一个无线电台后，显示屏上
的 “ TUNED” 指示灯亮起。调到 FM 立
体声电台时，“ FM ST” 指示灯会亮起。

当 FM 广播接收差时：
执行以下部分 “ 手动调谐” 的步骤。请注
意，如果手动调谐，无论接收的灵敏度如
何， FM 广播的接收都是单声道，而不是立

体声。

手动调谐

请注意，如果手动调谐，无论接收的灵敏度
如何， FM 广播的接收都是单声道，而不是
立体声。
1. 重复按遥控器上的 TUNER (a) 以在显示
屏上选择 “ AM” 或 “ FM” 。

2. 按遥控器上的 MODE (e)，显示屏上显示
“ TunMode: Manual” 。

3. 按遥控器上的光标 /  (b)，然后选择
所需的无线电台。
0 每按一下光标 / ，频率改变 1 个步
长。按住按钮时频率会持续变化，松
开按钮后停止。

频率步进设置：
按遥控器上的  按钮、光标按钮和 
ENTER 以选择 “ 7. Miscellaneous” –
“ Tuner” - “ AM Frequency Step” ，然后
选择适合您的区域的频率步进。请注意，更

改此设置后，所有无线电预设值都会被删
除。

>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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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 预设无线电台
最多可预设 40 个电台。

注册步骤

调到要注册的 AM/FM 无线电台后，执行以
下过程。
1. 按遥控器上的 MEMORY (d)，显示屏上
的预设数字会闪烁。

2. 当预设数字闪烁时（大约 8 秒），不断
按遥控器上的 /  (b) 光标以选择 1 到 
40 之间的数字。

3. 再次按遥控器上的 MEMORY 以注册无
线电台。 
在注册完成后，预设数字停止闪烁。对
所有您最喜欢的 AM/FM 无线电台重复这
个流程。

选择一个预设的无线电台

1. 按遥控器上的 TUNER (a)。
2. 按遥控器上的 /  (b) 选择一个预设数
字。

删除一个预设的无线电台

1. 按遥控器上的 TUNER (a)。
2. 按遥控器上的 /  (b) 选择要删除的预
设数字。

3. 按遥控器上的 MEMORY (d) 后，预设数
字闪烁时按 CLEAR (c) 可删除此预设数
字。删除后，显示屏上的数字熄灭。

1 2 3 ∫ 使用 RDS
RDS 即无线电数据系统，是一种以 FM 无
线电信号传输数据的方法。在使用 RDS 的
区域内，调到无线电台广播节目信息时会显
示无线电台名称。在该状态下按遥控器上的 
，可以使用以下功能。

显示文本信息 （无线电文本）

1. 显示屏上显示电台名称时，按一次遥控
器上的 。
电台的无线电文本 (RT) 广播将在显示屏
上滚动显示。在没有文本信息可用时显
示 “ No Text Data” 。

按照节目类型搜索电台

1. 显示屏上显示电台名称时，按遥控器上
的  两次。

2. 按遥控器上的 /  来选择要查找的节目
类型，然后按 ENTER 开始搜索。
0 节目类型的显示如下：None/News
（新闻报告） /Affairs （时事） /Info
（信息） /Sport/Educate （教育） /
Drama/Culture/Science （科学和技
术） /Varied/Pop M （流行音乐） /
Rock M （摇滚音乐） /Easy M （大众
音乐） /Light M （古典轻音乐） /
Classics （经典严肃音乐） /Other M
（其他音乐） /Weather/Finance/
Children （儿童节目） /Social （社会
事务） /Religion/Phone In/Travel/
Leisure/Jazz （爵士音乐） /Country
（乡村音乐） /Nation M（民族音乐） /
Oldies （怀旧音乐） /Folk M（民俗音
乐） /Document （文档）
0 显示的信息有时会与电台正在广播的
内容不匹配。

3. 找到电台时，显示屏上的电台会闪烁。
出现此情况时按 ENTER 可开始接收此电

台。如果您不按 ENTER，本机将继续搜
索其他电台。
0 如果没有找到电台，则显示 “ Not 

Found” 消息。

0 本机收到不支持的字符时可能还会显示
不正常的字符。但是这并不是故障。此
外，如果某个电台的信号弱，可能不会
显示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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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区域功能

>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基本操作

您可以在单独房间中聆听音乐，例如，将蓝
光光盘播放器放在主房间（本机所在位
置），在单独房间 (ZONE 2) 中聆听网络电
台。
0 使用 “ NET” 输入选择器进行选择时，

DSD 和 Dolby TrueHD 音频信号不会输
出到 ZONE 2。
0 只能通过 “ NET” 或 “ BLUETOOTH”
输入选择器为主房间和单独房间选择相
同输入。如果已在主房间选择了
“ NET” ，然后在单独房间选择
“ BLUETOOTH” ，主房间也会切换为
“ BLUETOOTH” 。无法通过 AM/FM 电
台为主房间和单独房间选择不同无线电
台。
0 如果 ZONE 2 为开，则待机期间的耗电
量大于正常状态。
0 如果主房间的聆听模式为 Pure Audio 时
开启 ZONE 2，则它将自动切换至 Direct 
聆听模式。

开启本机后执行以下步骤。
1. 按下遥控器上的 MODE (e)，同时按 

ZONE 2 (d) 至少 3 秒钟，直至遥控指示
灯闪烁两次。
0 遥控器切换到控制 ZONE 2 的模式。

2. 将遥控器指向主机并按 Í (a)。
主机显示屏上的 “ Z2” 亮起。

3. 按下要在单独房间播放的输入的输入选
择器按钮 (b)。
0 在主机上，按 ZONE 2 之后，请在 8 
秒钟内按输入选择器按钮来选择要在
单独房间播放的输入。要在主房间和
单独房间播放相同的输入源，请按主
机上的 ZONE 2 两次。

4. 通过 ZONE 2 LINE OUT 连接时，音量调
整在单独房间的前置主放大器上进行。
从 ZONE 扬声器中输出时，请使用遥控
器上的音量按钮进行调整。
0 要在主机上进行控制，请按 ZONE 2 
并在 8 秒内用 MASTER VOLUME 控
件进行调整。

关闭此功能：
当处于控制 ZONE 2 的模式中时，在遥控器
上按 Í。或者在主机上按 OFF。

仅在 ZONE 2 中播放：
如果在多区域播放期间您将本机转为待机，
Z2 指示灯变暗，仅单独房间的播放模式切
换为播放。在本机待机时将 ZONE 2 设置为
开启也会将播放模式切换为相同设置。

1 2 3

要将遥控器返回到主房间控制模
式：按下遥控器上的 MODE，同
时按 MAIN (c) 至少 3 秒钟，直至
遥控指示灯闪烁一次。

a

b

d

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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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模式

> 开始之前 > 零件名称 > 安装 > 初始设置 > 播放

本机配备了各种聆听模式，您可以通过 
MOVIE/TV、 MUSIC 和 GAME (b) 针对电
影、电视、音乐和游戏选择最佳聆听模式。
Basic Manual 中介绍了基本操作内容。要
了解更多详情，请参阅 Advanced Manual。
0 MOVIE/TV、MUSIC 和 GAME 按钮将记
住最后为信号源选择的聆听模式。如果
您最后选择的聆听模式不支持您播放的
内容，那么将自动选择该内容的标准聆
听模式。

Dolby Digital/DTS 模式

当输入信号是数字环绕格式（如 Dolby 
Digital 或 DTS）时，您可以选择适合输入
信号的聆听模式。对于 Dolby Digital 显示 
Dolby Digital，对于 DTS-HD Master Audio 
显示 DTS-HD Master Audio。对于双声道
输入信号，输出是 Stereo。

Direct

可为所有输入信号选择该聆听模式。其关闭
可影响音质的处理，以提供接近于音源的播
放音质。扬声器将按照输入信号中的声道数
量播放声场。例如，播放 2 ch 信号时将仅
从前置扬声器输出。

Dolby Surround/DTS Neural:X

当输入信号为双声道或 5.1 声道时，这些聆
听模式使您可以将播放信号扩展到 5.1 声道
或 7.1 声道以适合连接的扬声器配置。

原始环绕模式

可以选择多种聆听模式，如 All Ch Stereo 
模式（从前置和后置扬声器播放立体声像
时）和最适合于播放古典音乐或歌剧的 
Orchestra （仅通过 MUSIC 按钮）。

Pure Audio

该聆听模式通过关闭显示屏和模拟视频电路
的电源来提供更纯净的音质。

a

b

检查输入格式和聆听模式

按遥控器上的  (a) 数次，以便按下列顺
序切换主机的显示：

输入源 & 音量

聆听模式

信号格式

采样率

输入信号分辨率

显示屏将在几秒后发生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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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和商标

Manufactured under license from Dolby Laboratories. Dolby, Dolby Atmos, 
Dolby Surround, Dolby Vision and the double-D symbol are trademarks of 
Dolby Laboratories.

For DTS patents, see http://patents.dts.com. Manufactured under license from 
DTS, Inc. DTS, the Symbol, DT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ymbol, DTS:X, and 
the DTS:X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DTS, Inc.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or other countries. © DT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terms HDMI and HDMI 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 and the HDMI 
Logo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HDMI Licensing LLC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Wi-Fi CERTIFIED Logo is a certification mark of Wi-Fi Alliance®.

AirPlay, iPad, iPhone, iPod, iPod classic, iPod nano and iPod touch are 
trademarks of Apple Inc., registered in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iPad Air and iPad mini are trademarks of Apple Inc.

“Made for iPod”, “Made for iPhone” and “Made for iPad” mean that an electronic 
accessory has been designed to connect specifically to iPod, iPhone, or iPad, 
respectively, and has been certified by the developer to meet Apple 
performance standards. Apple is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operation of this device 
or its compliance with safety and regulatory standards.

Please note that the use of this accessory with iPod, iPhone or iPad may affect 
wireless performance.

AirPlay works with iPhone, iPad, and iPod touch with iOS 4.3.3 or later, Mac 
with OS X Mountain Lion or later, and PC with iTunes 10.2.2 or later.

PANDORA, the PANDORA logo, and the Pandora trade dress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Pandora Media, Inc. Used with permission.

Bluetooth® 文字商标和图形商标是 Bluetooth SIG 所有的注册商标。

This Mark Certifies that this product is compliant with the BLACKFIRE 
ALLIANCE Standard. 
Please refer to WWW.BLACKFIREALLIANCE.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BLACKFIRETM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No. 85,900,599) of BLACKFIRE 
RESEARCH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FireConnectTM is technology powered by BlackFire Research.

This product is protected by certa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Microsoft. Use 
or distribution of such technology outside of this product is prohibited without a 
license from Microsoft.

Windows 7, Windows Media, and the Windows logo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Microsoft Corpo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or 
other countries.

DSD and the Direct Stream Digital logo are trademarks of Sony Corporation.

"Theater-Dimensional" and "Theater-Dimensional (logo)" are trademarks of 
Onkyo Corporation.

“ 所有其他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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