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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內容物
1. 主機 (1)
2. 遙控器 (RC-964R) (1)、電池 (AAA/R03) (2)
3. 揚聲器設定麥克風 (1)
• 用於 AccuEQ Room Calibration。
4. 室內 FM 天線 (1)
5. AM 環狀天線 (1)
• 快速入門指南 (1)
*這是一份線上使用說明書，未隨產品提供。

1

•
•
•
•

2

3

4

5

4

連接阻抗為 6 Ω 至 16 Ω 的揚聲器。
只有在其他所有連接均完成後方可連接電源線。
若其他公司製造之設備連線方式造成損壞，本公司概不負責。
規格與外觀如有更改，恕不先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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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名稱

前面板

1

234 5

6

7

8

9

bk

MULTI ZONE

BLUETOOTH

B D/DVD

LISTENING MODE

ON/OFF

CBL /SAT

CONTROL

STRM BOX

HOME

GAME

CD

TV

TUNER

ENTER

RETURN

USB

TONE

5V / 1A

bl

bm

bn

bo

bp

❏ 詳情請參閱（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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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準備作業 ≫ 播放 ≫ 設定 ≫
1. ON/STANDBY 按鈕
2. BLUETOOTH 按鈕：將輸入切換至「BT」(BLUETOOTH)。
3. LISTENING MODE 按鈕：切換聆聽模式（ p53）。
4. 遙控感應器：接收遙控器發出的訊號。
• 遙控器的接收距離約 23' / 7 m，角度在左右 30° 範圍內。
5. MULTI ZONE 按鈕：用於操作多區功能。（ p49）
6. 顯示器（ p7）
7. HOME 按鈕：您可以在電視和顯示器上顯示進階設定項目，以便透過本機獲得更
愉快的體驗。（ p59）
8. 游標按鈕（ / / / ）與 ENTER 按鈕：用游標選擇一個項目，然後按
ENTER 確認您的選擇。使用 TUNER 時， TUNING 為手動選擇， PRESET
為預設選擇。（ p44）
9. RETURN 按鈕：返回先前的設定顯示狀態。
10. MASTER VOLUME
11. PHONES 插孔：連接帶標準插頭的耳機 (Ø1/4"/6.3 mm)。
12. 您可調整前置揚聲器的音質。按 TONE 按鈕即可選擇「BASS」或「TRE」，然後
按 +/- 按鈕來調整設定。（ p51）
13. 輸入選擇器按鈕：切換欲播放的輸入來源。
14. SETUP MIC 插孔：連接隨機提供的揚聲器設定麥克風。（ p34）
15. USB 埠：連接 USB 儲存裝置以便播放儲存在其中的音樂檔案。（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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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器

1

6

7

2

3 4 5

8

9

1. 在以下情況亮起。
TUNE：接收 AM/FM 廣播。
ST：接收 FM 立體聲。
RDS（澳洲地區型號）：接收 RDS 廣播。
2. 在以下情況亮起。
ZONE：開啟 ZONE 2 時。
SP A：開啟揚聲器系統時。
3. 已設定睡眠計時器時亮起。（ p52）
4. 在以下情況亮起。
PRESET：選擇已登記的預設電台時。
MEM：預先設定電台時閃爍。
kHz/MHz：接收 AM/FM 頻率時。
5. 顯示所選 AM/FM 電台的預設數字或輸入訊號的類型。
6. 顯示本機的多項資訊。
7. 根據輸入的數位音訊訊號與聆聽模式類型亮起。
8. 根據音訊輸入訊號的類型而在以下情況亮起。
HDMI：已輸入 HDMI 訊號且已選擇 HDMI 輸入時。如果沒有 HDMI 訊號輸入，
此指示燈會閃爍。
DIGITAL：已輸入數位訊號且已選擇數位輸入時。如果沒有數位訊號輸入，此指示
燈會閃爍。
9. 選擇 DIRECT 聆聽模式時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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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板

❏ 詳情請參閱（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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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準備作業 ≫ 播放 ≫ 設定 ≫
1.
2.
3.
4.

BLUETOOTH 天線為內建。
HDMI OUT 插孔：使用連至電視的 HDMI 電纜，傳輸視訊訊號和音訊訊號。
HDMI IN 插孔：使用連至 AV 設備的 HDMI 電纜，傳輸視訊訊號和音訊訊號。
POWER OUT 插孔：可以使用 USB 傳輸線供應電源 (5 V/1 A) 給串流媒體播放
器等裝置。（ p26）
5. DIGITAL IN OPTICAL/COAXIAL 插孔：透過數位光纖電纜或數位同軸電纜，輸
入電視或 AV 設備的數位音訊訊號。
6. 電源線
7. TUNER AM/FM 天線端子：連接隨機提供的天線。
8. VIDEO IN 插孔：使用類比視訊電纜輸入 AV 設備的視訊訊號。
9. MONITOR OUT 插孔：使用連至電視的類比視訊電纜，傳輸視訊訊號。
• 若要使用類比視訊電纜將輸入的視訊訊號從 VIDEO IN 插孔輸出至電視，就
需要此連接。
10. AUDIO IN 插孔：使用類比音訊電纜輸入電視或 AV 設備的音訊訊號。
11. SUBWOOFER 插孔：使用重低音揚聲器電纜連接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可連接
最多兩個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相同的訊號會從各個 SUBWOOFER 插孔輸出。
12. SPEAKERS 端子：使用揚聲器電纜連接揚聲器。（北美地區型號的 FRONT 端
子可支援香蕉插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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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器

1

bk

2

bl
bm
bn

1. Sleep 按鈕：用於睡眠計時器，可在指定時間過去後，讓本機自動進入待機模式。
（ p52）
2. 輸入選擇器按鈕：切換欲播放的輸入來源。
3. USB 控制按鈕：用於 USB 儲存裝置的播放操作（ p41）。
4. Q (QUICK MENU) 按鈕：播放期間按此按鈕，可以於播放時快速進行「M.OPT」
等設定。（ p66）
5. 游標按鈕與 ENTER 按鈕：用游標選擇一個項目，然後按 ENTER 確認您的選
擇。
按鈕：在電視或顯示器上顯示進階設定項目，以便透過本機獲得更愉快的體
6.
驗。（ p59）
7. LISTENING MODE 按鈕：選擇一種聆聽模式（ p53）。
8. BASS 與 TREBLE 按鈕：您可調整前置揚聲器的音質。（ p51）
9. TUNER 控制按鈕：用於 TUNER 操作。（ p44）
10. ON/STANDBY 按鈕
11. AUDIO SEL 按鈕：用於切換欲播放的音訊輸入訊號。（ p39）
12. LATE NIGHT 按鈕：用於 LATE NIGHT 功能，即使降低音量也很容易聽見細微
聲音。
13. M.OPT 按鈕：改善壓縮音訊的品質。
按鈕：暫時將音訊調為靜音。再次按此按鈕即可取消靜音。
14.
15. VOLUME 按鈕
按鈕：返回先前的設定顯示狀態。
16.
按鈕：切換顯示資訊。
17.
18. DIMMER 按鈕：切換四段顯示亮度。但無法完全關閉。
19. ZONE 2 按鈕：用於操作多區功能（ p49）。

3
4
5
6
7
8
9

bo
bp
bq
br
bs
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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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揚聲器

揚聲器安裝
 5.1 聲道系統

這是一套基本款 5.1 聲道系統。前置揚聲器輸出前置立體聲，中置揚聲器從螢幕中
央輸出聲道，例如人聲對白，環繞揚聲器營造後置聲場。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可再現
低音並形成豐富的聲場。
前置揚聲器應置於耳朵的高度，環繞揚聲器則應置於略高於耳朵的高度。中置揚聲
器應設置為朝向聆聽位置的角度。將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放在中置揚聲器和前置揚
聲器之間，即使在播放音樂時也能創造自然的音效。

2

3

6

1、2
3
4、5
6

1

前置揚聲器
中置揚聲器
環繞揚聲器
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

*1
*2

5

4

，*2：120°
*1：22° 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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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準備作業 ≫ 播放 ≫ 設定 ≫
 7.1 聲道系統（使用後置環繞揚聲器）

3

2
6

這是一套 7.1 聲道系統，由基本款 5.1 聲道系統（ p12）加上後置環繞揚聲器所
組成。前置揚聲器輸出前置立體聲，中置揚聲器從螢幕中央輸出聲道，例如人聲對
白，環繞揚聲器營造後置聲場。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可再現低音並形成豐富的聲場。
後置環繞揚聲器可改善後置聲場的環繞感及音源銜接，創造更真實的聲場。此外，安
裝後置環繞揚聲器也有助於享受 PLIIx 等聆聽模式（ p57）。
前置揚聲器應置於耳朵的高度，環繞揚聲器則應置於略高於耳朵的高度。中置揚聲
器應設置為朝向聆聽位置的角度。將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放在中置揚聲器和前置揚
聲器之間，即使在播放音樂時也能創造自然的音效。後置環繞揚聲器的最佳位置是
置於耳朵的高度。
• 如果安裝後置環繞揚聲器，請務必同時安裝環繞揚聲器。
• 後置環繞揚聲器只能連接一台裝置，因此請將它放在聆聽位置的正後方。

1

*1

1、2
3
4、5
6
7、8

*2

5

4
*3

8

前置揚聲器
中置揚聲器
環繞揚聲器
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
後置環繞揚聲器

7

，*2：90° 至 110°
，*3：135° 至 150°
*1：22° 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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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準備作業 ≫ 播放 ≫ 設定 ≫
 7.1 聲道系統（使用前置縱向揚聲器）



這是一套 7.1 聲道系統，由基本款 5.1 聲道系統（ p12）加上前置縱向揚聲器所
組成。前置揚聲器輸出前置立體聲，中置揚聲器從螢幕中央輸出聲道，例如人聲對
白，環繞揚聲器營造後置聲場。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可再現低音並形成豐富的聲場。
前置縱向揚聲器可改善前置聲場的環繞感，創造更真實的聲場。此外，安裝前置縱向
揚聲器也有助於享受 PLIIz HEIGHT 等聆聽模式（ p58）。
前置揚聲器應置於耳朵的高度，環繞揚聲器則應置於略高於耳朵的高度。中置揚聲
器應設置為朝向聆聽位置的角度。將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放在中置揚聲器和前置揚
聲器之間，即使在播放音樂時也能創造自然的音效。前置縱向揚聲器應安裝於前置
揚聲器的正上方。前置縱向揚聲器應設置為朝向聆聽位置的角度。
• 如果安裝前置縱向揚聲器，請務必同時安裝環繞揚聲器。



3´(0.9 m)
或更高







1、2
3
4、5
6
7、8

*1

*2





前置揚聲器
中置揚聲器
環繞揚聲器
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
前置縱向揚聲器

，*2：120°
*1：22° 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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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準備作業 ≫ 播放 ≫ 設定 ≫
各種揚聲器佈局的連接
對應各聲道，將裝置插孔與揚聲器插孔進行正確連接（+ 側對 + 側，- 側對 - 側）。如
果連接有誤，可能因反相而無法適當重現低音效果。捲繞揚聲器電纜末端的外露線
路，使線路不會在連接時突出揚聲器端子。如果外露線路碰觸到後面板，或者 + 側
和 - 側線路互相接觸，將會啟動保護電路。

連接
 （注意）揚聲器阻抗
連接阻抗為 6 Ω 至 16 Ω 的揚聲器。

 連接揚聲器電纜

1/2˝
(1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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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準備作業 ≫ 播放 ≫ 設定 ≫
 連接重低音揚聲器

a

a 重低音揚聲器電纜
使用重低音揚聲器電纜將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連接至本機。可連接最多兩個主動式
重低音揚聲器。相同的訊號會從各個 SUBWOOFER 插孔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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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準備作業 ≫ 播放 ≫ 設定 ≫
 5.1 聲道系統

2
6
5

3

這是一套基本款 5.1 聲道系統。欲知揚聲器
佈局的詳情，請參閱「揚聲器安裝」
（ p12）。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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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準備作業 ≫ 播放 ≫ 設定 ≫
 5.1 聲道系統 + ZONE SPEAKER
MAIN ROOM

2
6
5

MAIN ROOM：這是一套基本款 5.1 聲道系
統。欲知揚聲器佈局的詳情，請參閱「揚聲
器安裝」（ p12）。

3

ZONE 2：在主室（本機所在處）中播放 5.1
聲道時，您可以在另一房間（ZONE 2）內享
有 2 聲道音訊。主室與 ZONE 2 可以同時
播放相同的音源，也可以在兩個房間播放不
同的音源。

1

4
設定
• 在此情況下，需要進行設定。完成所有連
接之後，請參閱「選單操作」
（ p60）
，
將「2.Manual SP Setup」（ p61）「a. Speaker System」設為「ZONE 2」。

ZONE 2

8

7

*
若要從外接的 AV 設備輸出音訊至 ZONE 2，
請使用類比音訊電纜進行連接。
（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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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準備作業 ≫ 播放 ≫ 設定 ≫
 7.1 聲道系統（使用後置環繞揚聲器）

2
6

3

這是一套 7.1 聲道系統，由基本款 5.1 聲道
系統加上後置環繞揚聲器所組成。欲知揚聲
器佈局的詳情，請參閱「揚聲器安裝」
（ p13）。
• 後置環繞揚聲器只能連接一台裝置，因
此請將它放在聆聽位置的正後方，然後
連接至圖中的 （SURROUND BACK
L 端子）。

1

5

4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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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準備作業 ≫ 播放 ≫ 設定 ≫
 7.1 聲道系統（使用前置縱向揚聲器）

8
2
6

5

這是一套 7.1 聲道系統，由基本款 5.1 聲道
系統加上前置縱向揚聲器所組成。欲知揚聲
器佈局的詳情，請參閱「揚聲器安裝」
（ p14）。

7
3

1

設定
• 在此情況下，需要進行設定。完成所有連
接之後，請參閱「選單操作」
（ p60）
，
將「2.Manual SP Setup」（ p61）「a. Speaker System」設為「Heigh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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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聲器組合
• 任一種組合可連接最多兩個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
揚聲器聲道

FRONT

CENTER

SURROUND

SURROUND
BACK

FRONT
HEIGHT

ZONE 2
(ZONE SPEAKER)

2.1 聲道
3.1 聲道
4.1 聲道
5.1 聲道
6.1 聲道
6.1 聲道

(*1)

7.1 聲道

(*2)

(*2)

(*1) 只能連接一個後置環繞揚聲器。
(*2) 可以選擇 SURROUND BACK 或 FRONT HEIGHT。

21

前面板≫ 後面板≫ 遙控器≫

目錄 ≫ 準備作業 ≫ 播放 ≫ 設定 ≫

連接電視
將本機連接在電視與 AV 設備之間。視本機與 AV 設備的連接而定，本機與電視的連接方法也會有所不同，無論電視是否配備 HDMI 插孔或者電視是否支援 ARC（音訊回傳
通道）。ARC 功能會透過 HDMI 電纜傳輸音訊訊號，然後在本機上播放電視音訊。
• 若要查看電視是否支援 ARC 功能，請參閱電視的使用說明書等內容。

連至本機的 AV 設備是否支援 HDMI 輸出？

支援

不支援

 電視配備 HDMI 插孔，並且支援 ARC 功能。

• 使用類比視訊電纜連接電視（ p25）

• 至 ARC 電視（ p23）
 電視配備 HDMI 插孔，但不支援 ARC 功能。
• 至非 ARC 電視（ p2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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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ARC 電視
如果電視支援 ARC（音訊回傳通道）功能 (*)，請只使用 HDMI 電纜來連接電視。使
用 ARC 相容的電視 HDMI IN 插孔進行連接。

設定
• 需進行設定方可使用 ARC 功能。請參閱「選單操作」（ p60），將「5.HDMI
Setup」（ p64）-「a. Control」和「b. ARC」分別設為「ON」。
• 欲知電視連接、CEC 功能和音訊輸出的詳細設定，請參閱電視的使用說明書。
(*) ARC 功能：透過 HDMI 電纜傳輸音訊訊號，然後在本機上播放電視音訊。連接至
ARC 相容電視只需要一條 HDMI 電纜。若要查看電視是否支援 ARC 功能，請參閱
電視的使用說明書等內容。

a

電視

a HDMI 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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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非 ARC 電視
如果電視不支援 ARC（音訊回傳通道）功能 (*)，請連接 HDMI 電纜和數位光纖電
纜。如果您使用連至本機輸入插孔的有線機上盒（而非電視內建的調諧器）等裝置
來觀看電視，則不需要使用數位光纖電纜連接。

設定
• 如果使用數位光纖電纜進行連接，而且設定選單（ p59）上的「5.HDMI
Setup」-「a. Control」設為「ON」，請將「b. ARC」設為「OFF」。
• 如果電視沒有 DIGITAL OPTICAL OUT 插孔，可以使用類比音訊電纜來連接
AUDIO IN(CD) 插孔。在此情況下，完成所有連接之後，請參閱「選單操作」
（ p60），將「3.Input Assign」-「a. Analog Input」設為「TV」。
(*) ARC 功能：透過 HDMI 電纜傳輸音訊訊號，然後在本機上播放電視音訊。連接至
ARC 相容電視只需要一條 HDMI 電纜。若要查看電視是否支援 ARC 功能，請參閱
電視的使用說明書等內容。

a

b

電視

a HDMI 電纜，b 數位光纖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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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類比視訊電纜連接電視
若非使用 HDMI 電纜來連接本機與 AV 設備，或者電視未配備 HDMI 插孔，請使用
類比視訊電纜來連接本機與電視。
• 使用類比視訊電纜連接本機與電視時，可在電視上顯示操作畫面的 OSD（螢幕
顯示）功能將無法使用。請改為查看本機的顯示螢幕。

a

a 類比視訊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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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播放裝置

連接備有 HDMI 插孔的 AV 設備
這是具備 HDMI 插孔之 AV 設備的連接範例。要播放 4K 或 1080p 視訊，請使用高
速 HDMI 電纜。
當連接符合 CEC（消費電子控制）標準的 AV 設備時，您可以使用「Control」功
能 (*) 來啟用與輸入選擇器的連結等項目，也可以使用「Standby Through」功能將
AV 設備的視訊和音訊訊號傳輸至電視，即使本機處於待機模式。此外，後面板上的
POWER OUT 插孔可以使用 USB 傳輸線供應電源 (5 V/1 A) 給串流媒體播放器等
裝置。若要在本機處於待機模式時仍能供應電源，請將「POWER OUT Standby」
（ p65）的設定值改為「ON」。

設定
• 需要進行設定方可使用「Control」功能和「Standby Through」功能。完成所有連
接之後，請查看「選單操作」（ p60）的設定方法，然後方別參閱「Control」
（ p64）和「Standby Through」（ p65）來進行設定。
• 若要享受包括 Dolby Digital 在內的數位環繞聲，請將相連之藍光光碟播放器等裝
置的音訊輸出設為「比特流輸出」。

a

(*)「Control」功能：此功能可以啟用與 CEC 相容裝置的各種連結操作，例如切換輸
入選擇器與 CEC 相容播放器的連鎖、在電視與本機之間切換音訊輸出、使用 CEC
相容電視的遙控器來調整音量，以及在電視關機時自動將本機切換為待機。

GAME

串流媒體播放器
BD/DVD

有線/衛星機上盒

a HDMI 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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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不具備 HDMI 插孔的 AV 設備
這是不具備 HDMI 插孔之 AV 設備的連接範例。例如，將視訊輸入連接至 BD/DVD
插孔時，也要同時將音訊輸入連接至 BD/DVD 插孔。因此，視訊輸入插孔與音訊輸
入插孔應使用相同的連線名稱。請注意，輸入至 VIDEO IN 插孔的視訊訊號不會轉
換成 HDMI 視訊訊號。請使用類比視訊電纜，從本機的 MONITOR OUT 插孔輸出
視訊訊號。（ p25）
• 若要享受 Dolby Digital 等格式的數位環繞播放，需使用數位同軸電纜或數位光纖
電纜來連接音訊訊號。（ p28）
當使用數位同軸電纜或數位光纖電纜，在本機上輸出來自連接裝置的音訊時，請
使用遙控器的 AUDIO SEL 按鈕來切換輸入訊號。（ p39）

設定
• 若要享受包括 Dolby Digital 在內的數位環繞聲，請將相連之藍光光碟播放器等裝
置的音訊輸出設為比特流輸出。

a

BD/DVD
a 類比音訊/視訊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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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音訊設備
這是音訊設備的連接範例。使用數位同軸電纜或類比音訊電纜連接 CD 播放器。
• 您也可以使用數位光纖電纜，將音訊設備連接至 OPTICAL 1 (TV) 端子。視連接
的電纜而定，使用遙控器上的 AUDIO SEL 按鈕來調整輸入訊號。（ p39）

a

OR

b

CD

a 類比音訊電纜，b 數位同軸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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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天線
將天線連接至本機，然後將天線置於最佳聆聽位置以接收無線電訊號。使用大頭針
或膠帶，將室內 FM 天線貼在牆上。

b

b

a

a 室內 FM 天線，b AM 環狀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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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電源線
完成所有連接之後，方可連接電源線。

a

a 電源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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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設置

開啟電源
完成所有連接之後，請設定「自動揚聲器設置」(AccuEQ Room Calibration)
（ p34）和 HDMI 設定（ p36）。當使用 HDMI 電纜連接本機與電視時，請
使用電視上出現的 OSD（螢幕顯示）來進行設定。將電視輸入切換為連至本機的輸
入。
• 當您使用類比視訊電纜而非 HDMI 電纜來連接電視時，電視上將不會出現操作
畫面。在此情況下，請查看主機的顯示螢幕進行設定。
1. 將電視輸入切換為連至本機的輸入。
2. 將電池放入遙控器，然後按 按鈕開啟本機電源。

TV’s REMOTE

INPUT

Inputs
TV
HDMI 1
HDMI 2
HDMI 3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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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System」設定（使用 ZONE SPEAKER 或前置縱向揚聲器時）
當連接 ZONE SPEAKER 或前置縱向揚聲器時，必須在設定選單中進行設定。
• 請先進行設定，再開始「自動揚聲器設置 (AccuEQ Room Calibration)」
（ p34）程序。
1. 按 BD/DVD 按鈕。
按鈕。
2. 按
3. 選擇「2.Manual SP Setup」，然後按 ENTER 按鈕。
• 用遙控器上的游標選擇一個項目，然後按 ENTER 按鈕確認您的選擇。若要返
回前一畫面，請按
按鈕。
S etu p
1 .AccuEQ Room Cal.
2.Manual SP Setup
3.Input Assign
4.Auto Power Down
5.HDMI Setup
6.Powe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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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擇「a. Speaker System」，然後按 ENTER 按鈕。
2. Manual SP Setup
a. Speaker
b. Speaker
c. X.Over
d. Channel
e. Channel

System
Setting
Level
Distance

Return

5. 視連接的揚聲器類型而定，選擇「ZONE 2」或「Height」。
2a. Speaker System
SP System

ZONE 2

R eturn

• 若要退出設定，請按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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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揚聲器設置 (AccuEQ Room Calibration)
將隨機提供的揚聲器設定麥克風置於聆聽位置之後，將會自動檢查每個揚聲器的連
接狀態，並且根據房間環境將每個揚聲器自動設為最佳音量。
• 開啟重低音揚聲器，並且提前調高音量。

BD/DVD

SETUP MIC

/ / /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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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將揚聲器設定麥克風連接至主機的 SETUP MIC 插孔，然後將它置於聆聽位置。
按 BD/DVD。
按 。
選擇「1.AccuEQ Room Cal.」，然後按 ENTER。
• 用遙控器上的游標選擇一個項目，然後按 ENTER 確認您的選擇。若要返回前
一畫面，請按 。
S etup
1.AccuEQ Room Cal.
2.Manual SP Setup
3.Input Assign
4.Auto Power Down
5.HDMI Setup
6.Power Management

5. 再按一次 ENTER。
• 每個揚聲器會輸出測試音，之後將會自動測量所連接的揚聲器與周遭環境中的
噪音。
6. 隨即顯示上述測量結果。隔一小段時間之後，會再次輸出測試音。然後，本機會自
動設置最佳音量、交叉頻率等。當設定完成之後，顯示螢幕會返回設置畫面。
7. 拔除揚聲器設定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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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MI 設定
進行 HDMI-相關設定，例如「Control」功能（ p64）、「ARC」功能（ p64）
和「Standby Through」功能（ p65）。參閱「選單操作」（ p60）中的設定程
序，查看每個功能的說明，然後進行所需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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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
AV 設備播放
BLUETOOTH® 播放
USB 儲存裝置
收聽 AM/FM 廣播
多區
便利功能
聆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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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 設備播放
您可透過本機播放藍光光碟播放器等 AV 設備的音訊。

基本操作
TV’s REMOTE

INPUT

請於本機開機時執行下列程序。
1. 將電視輸入切換為連至本機的輸入。
2. 按下與連至插孔之播放器相同名稱的輸入選擇器。
例如，按 BD/DVD 可播放連接至 BD/DVD 插孔的播放器，按 TV 可聆聽電視聲
音。
• 當 CEC 連結功能正在運作時，若使用 HDMI 連接將 CEC 相容電視或播放器
連接至本機，將會自動切換輸入來源。
3. 開始在 AV 設備上播放。
• 如果切換輸入來源之後仍無法聽到播放聲音，請用遙控器上的 AUDIO SEL 來
切換輸入訊號。（ p39）

Inputs
TV
HDMI 1
HDMI 2
HDMI 3

TV

AUDIO SEL
輸入選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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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音訊輸入訊號
您可以用遙控器上的 AUDIO SEL 來選擇要指派給各輸入音源的音訊輸入訊號。選
擇之後，下次播放時便會使用相同的音訊輸入訊號。
1. 按輸入選擇器按鈕，切換至欲變更指派的輸入。
• 指派只能變更為「BD/DVD」、「TV」、「CBL/SAT」、和「CD」輸入。
2. 按 AUDIO SEL，然後選擇欲指派的音訊輸入訊號。
• 每按一下按鈕，設定項目就會在「H」(HDMI IN)、「A」(AUDIO IN)、「C1」
(COAXIAL1) 和「O1」(OPTICAL1).之間切換。可以指派給每個輸入來源的音
訊輸入訊號如下。
輸入選擇器

H
(HDMI IN)

C1
(COAXIAL1)

O1
(OPTICAL1)

A
(AUDIO IN)

BD/DVD
電視

(*1)

CBL/SAT
CD
STRM BOX
GAME

(*1) 當選擇「A」(AUDIO IN) 做為「TV」輸入時，請提前在設定選單中將「3.Input
Assign」-「a. Analog Input」設為「TV」。
• 如果用 AUDIO SEL 選擇「H」、「C1」或「O1」，但未出現相應的輸入訊號，則請選
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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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TOOTH® 播放
您可以用無線方式播放 BLUETOOTH 啟用裝置上的音訊，例如智慧型手機。

基本操作
請於本機開機時執行下列程序。

配對
1. 按 BLUETOOTH 按鈕時，顯示螢幕上將顯示器「PAIRING」，隨即啟用配對模
式。

2. 啟用（開啟）BLUETOOTH 啟用裝置上的 BLUETOOTH 功能，然後從顯示的裝
置中選擇本機。完成配對程序時，將會顯示「CONNECT」。如果需要密碼，請輸入
「0000」。
• 本機的顯示名稱為「Onkyo TX-SR383」。
• 若要連接另一個 BLUETOOTH 裝置，請先斷開與已連接之 BLUETOOTH 裝
置的連線，然後執行配對程序。
• 涵蓋區域為半徑 10 m 內。請注意，並不保證始終能與全部 BLUETOOTH 啟
用裝置進行連接。

播放
1. 按 BLUETOOTH。
2. 在 BLUETOOTH 啟用裝置上執行連接程序。
3. 播放音樂檔案。
將 BLUETOOTH 裝置的音量提高到適當程度。
• 因 BLUETOOTH 無線技術的特性，本機輸出的聲音可能較之 BLUETOOTH
裝置上播放的聲音稍有延遲。

Onkyo TX-SR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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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儲存裝置
您可播放 USB 儲存裝置上的音樂檔案。

基本操作
請於本機開機時執行下列程序。
• 當您使用類比視訊電纜而非 HDMI 電纜來連接電視時，電視上將不會出現清單
畫面。在此情況下，請查看主機的顯示螢幕來操作清單。
1. 將電視輸入切換為連至本機的輸入。
2. 將存有音樂檔案的 USB 儲存裝置插入本機前面板的 USB 埠。
3. 按 USB。辨識出 USB 裝置時，將會自動開始播放第一首曲目。
• 正在辨識 USB 裝置時，螢幕上會顯示「Loading」。此時請勿拔除與本機連接
的 USB 儲存裝置，這可能導致資料損壞或異常。
4. 若要選擇曲目，請按 TOP MENU 以在螢幕上顯示資料夾和音樂檔案清單。用游
標選擇資料夾或音樂檔案，然後按 ENTER 播放。若要返回前一畫面，請按 。

TV’s REMOTE

INPUT

Inputs
TV
HDMI 1
HDMI 2
HDMI 3

TV

USB

USB
Loading
TOP 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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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在本機上顯示的字元會顯示為「」。
• 本機的 USB 埠符合 USB 2.0 標準。傳輸速度可能不足以播放部份內容，並可能
發生聲音干擾等情形。
• 請注意，不保證此操作適用於全部 USB 儲存裝置。
• 本機可使用符合 USB 大容量儲存等級標準的 USB 儲存裝置，USB 儲存裝置的
格式可支援 FAT16 或 FAT32 檔案系統格式。

❏ 裝置和支援的格式（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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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和支援的格式
USB 儲存裝置要求
•
•
•
•
•
•
•
•
•

本機可使用符合 USB 大容量儲存等級標準的 USB 儲存裝置，
USB 儲存裝置的格式可支援 FAT16 或 FAT32 檔案系統格式。
如果 USB 儲存裝置已分區，則每個分區均將視為獨立的設備。
每個資料夾最多可支援 20,000 首曲目，且資料夾可疊加最多 16 層。
不支援 USB 集線器和帶集線器功能的 USB 儲存裝置。切勿將這些裝置連接到
本機。
本機不支援帶安全功能的 USB 儲存裝置。
如果 USB 儲存裝置隨附 AC 配接器，請連接 AC 配接器來使用家用插座。
可能無法使用插入 USB 讀卡器的媒體。此外，有時可能無法正常讀取內容，具體
取決於 USB 儲存裝置。
如果使用 USB 儲存裝置，Onkyo 對於 USB 儲存裝置所儲存資料的遺失或更
動、或是 USB 儲存裝置故障不負任何責任。我們建議在本機上使用 USB 儲存裝
置之前，先備份其中儲存的資料。

支援的音訊格式
本機支援下列的音樂檔案格式。請注意，本機無法播放受版權保護的聲音檔案。
MP3 (.mp3/.MP3)：
• 支援的格式：MPEG-1/MPEG-2/MPEG-2.5 Audio Layer 3
• 支援的採樣率：32 kHz、44.1 kHz、48 kHz
• 支援的比特率：32 kbps 到 320 kbps 之間，以及 VBR
WMA (.wma/.WMA)：
• 支援的採樣率：32 kHz、44.1 kHz、48 kHz
• 支援的比特率：48 kbps 到 192 kbps 之間，以及 VBR
• 不支援 WMA Pro/Voice/WMA Lossless 格式。
AAC (.aac/.m4a/.mp4/.AAC/.M4A/.MP4)：
• 支援的格式：MPEG-2/MPEG-4 音訊
• 支援的採樣率：32 kHz、44.1 kHz、48 kHz
• 支援的比特率：16 kbps 到 320 kbps 之間，以及 VBR
• 不支援 Apple Lossless 格式。
• 播放以 VBR（可變位比特率）錄製的檔案時，可能無法正確顯示播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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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聽 AM/FM 廣播
您可在本機上透過內建調諧器接收 AM 和 FM 電台。

調諧至一個無線電台
請於本機開機時執行下列程序。

自動調諧
1. 按 TUNER 切換至「TUNER」輸入。
2. 重複按 BAND 以選擇「AM」或「FM ST」。
3. 按住 TUNING +/– 約一秒後放開手指，將會開始自動調諧，並在找到電台時停止
搜尋。調諧至一個無線電台時，顯示螢幕上的「TUNE」指示燈亮起。調諧至一個
FM 無線電台時，「ST TUNE」指示燈亮起。

TUNER
TUNING +
BAND
TU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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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動調諧
1. 按 TUNER 切換至「TUNER」輸入。
2. 重複按 BAND 以選擇「AM」或「FM ST」。
3. 按 TUNING +/– 以選擇所需的無線電台。
• 每按一次 TUNING +/–，頻率會跳 1 步。如果按住按鈕，頻率會持續變動。

改善 FM 接收效果
如果 FM 廣播接收效果不佳，請將接收器設為單聲道模式。
1. 按 BAND 以選擇「FM MONO」。

頻率步長設定（澳洲地區型號）
如果您無法成功調諧至電台，可能是因為頻率步長不適合您所在的國家/地區。在此
情況下，請選擇適合您所在地區的頻率步長。
1. 將本機設為待機模式。
2. 按住主機 TUNING 按鈕的同時，按下 ON/STANDBY 按鈕開啟本機電源。
每次操作時，設定會在「9 kHz/0.05 MHz」和「10 kHz/0.1 MHz」之間切換。
• 預設值：9 kHz/0.05 MHz
• 如果「Control」和「Standby Through」未設為「OFF」，便無法進行此操作。

❏ 預設無線電台（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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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無線電台
記錄程序
您可以預設最多 30 個最喜歡的 AM/FM 無線電台。
調諧至欲記錄的 AM/FM 無線電台之後，請執行下列程序。
1. 按 EDIT，在顯示螢幕上顯示 PRESET。之後預設數字和 MEM 將會閃爍。

2. 重複按 PRESET +/– 以選擇 1 到 30 之間的一個數字。
3. 按 ENTER 記錄電台。
記錄好電台時，預設數字會停止閃爍。重複此步驟以記錄您最喜歡的 AM/FM 無
線電台。
• 即使您記錄的是以 FM MONO 接收的無線電台，仍會在記錄之後重現為立體
聲。

TUNER

DISPLAY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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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一個預設的無線電台
1. 按 TUNER。
2. 按 PRESET +/– 選擇一個預設數字。

命名已記錄的無線電台
您可以命名預設無線電台。
1. 按 TUNER。
2. 按 PRESET +/– 選擇一個預設數字。
3. 按兩次 EDIT。
• 游標會在第一個字元位置閃爍。
4. 輸入名稱。按 TUNING +/– 選擇一個字元。選好字元之後，按 PRESET +/– 移動
游標。
• 名稱最多可輸入 8 個字元。
5. 當您完成名稱輸入之後，請按 ENTER 確認設定。
• 按 DISPLAY 將會顯示所記錄的名稱。重複按 DISPLAY 將返回頻率顯示。

❏ 使用 RDS（澳洲地區型號）（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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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RDS（澳洲地區型號）
• 本機收到不支援的字元時，可能會顯示空格。這不是故障。如果滾動顯示 RT 時
出現任何雜訊，可能是有部分字元未能正確顯示。

RDS 是 Radio Data System 的縮寫，意指無線電資料系統，是一種以 FM 無線電訊
號傳輸資料的方法。在可以使用 RDS 的地區，當您調諧至正在播送節目資訊的無線
電台時，無線電台名稱將會顯示在顯示螢幕上。此時按遙控器上的 DISPLAY 按鈕或
PTY 按鈕，便可使用下列功能。

顯示文字資訊（無線電文字）
1. 每次當您在顯示螢幕上顯示電台名稱的同時按遙控器上的 DISPLAY 按鈕，都會
顯示下列資訊。
• 聆聽模式
• 主音量
• 無線電文字 (RT)：無線電台所傳送的訊息。例如，談話性無線電台可能提供電
話號碼做為 RT。
• 節目服務名稱 (PS)：無線電台名稱。
• 節目類型 (PTY)：指出目前正在播送的節目種類。
• 目前調諧器頻率 (FREQ)
若未提供任何資訊，便會顯示「NO TEXT」或「NO NAME」等。

按節目類型搜尋電台
1. 按遙控器上的 PTY 按鈕。
2. 按遙控器上的 PRESET +/– 按鈕來選擇欲搜尋的節目類型，然後按 ENTER 開
始搜尋。
• 顯示的節目類型如下：NEWS（新聞報告）/ AFFAIRS（時事）/ INFO（資訊）/
SPORT（體育）/ EDUCATE（教育）/ DRAMA（戲劇）/ CULTURE（文化）/
SCIENCE（科學技術）/ VARIED（雜談）/ POP M（流行音樂）/ ROCK M（搖
滾音樂）/ EASY M（大眾音樂）/ LIGHT M（輕古典樂）/ CLASSICS（正宗古
典樂）/ OTHER M（其他音樂）/ WEATHER（天氣）/ FINANCE（金融）/
CHILDREN（兒童節目）/ SOCIAL（社會事務）/ RELIGION（宗教）/ PHONE
IN（電話報告）/ TRAVEL（旅遊）/ LEISURE（休閑）/ JAZZ（爵士音樂）/
COUNTRY（鄉村音樂）/ NATION M（民族音樂）/ OLDIES（懷舊音樂）/
FOLK M（民謠音樂）/ DOCUMENT（記錄片）
• 顯示的資訊可能與電台正在播送的內容不符。
3. 找到電台時，會在顯示螢幕上顯示該電台。
• 只會針對已記錄預設數字的電台進行搜尋。如果電台尚未記錄預設數字，或找
不到任何電台，便會顯示「NO P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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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區
在主室（本機所在處）中播放 5.1 聲道時，您可以在另一房間（ZONE 2）內享有 2 聲道音訊。主室與 ZONE 2 可以同時播放相同的音源，也可以在兩個房間播放不同的音源。
在收聽 AM/FM 廣播時，您不能為主室與另一房間選擇不同電台。若要使用多區功能，必須提前進行設定。請參閱「選單操作」（ p60），將「2.Manual SP Setup」
（ p61）-「a. Speaker System」設為「ZONE 2」。

播放
 操作注意事項
用遙控器操作時，請按住遙控器上的 ZONE 2 按鈕，同時操作每個按鈕。

輸入選擇器

音量
Z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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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遙控器指向本機，然後按住 ZONE 2，並同時按 。另一個方法是，按主機上的
MULTI ZONE ON/OFF 按鈕。
• 主機顯示螢幕上的「ZONE」亮起。

2. 按住 ZONE 2，並同時按輸入選擇器以指定您要在另一房間內播放的輸入來源。
• 可選擇的輸入來源為「BD/DVD」、「CBL/SAT」、「CD」、「TV」、「TUNER」和
「BT」(BLUETOOTH)。選擇其中任一項。
• 若要在主機上控制，請按 MULTI ZONE CONTROL，然後在 8 秒內按輸入選
擇器按鈕以指定您要在另一房間內播放的輸入來源。

3. 按住 ZONE 2，同時在遙控器上調整音量。
• 若要在主機上進行此操作，請按 MULTI ZONE CONTROL，然後在 8 秒內使
用 MASTER VOLUME 旋鈕調整音量。
• 如果在多區播放期間將本機設為待機範式，播放模式會切換為僅在另一房間中播
放。當本機處於待機時將 ZONE 2 設為開啟，也可將播放模式切換為僅在另一房
間中播放。
• 若要從外接的 AV 設備輸出音訊至 ZONE 2，請使用類比音訊電纜進行連接。
• 如果 ZONE 2 開啟，那麼待機期間的功耗將會增加。
停用此功能：按住 ZONE 2，同時按 。另一個方法是，按主機上的 MULTI ZONE
ON/OFF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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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功能

調整音調
您可調整前置揚聲器的音質。
1. 按主機上的 TONE 按鈕，選擇要調整「BASS」或「TRE」的設定。
BASS：增強或節制前置揚聲器的低音範圍。
TRE：增強或節制前置揚聲器的高音範圍。
2. 按 +/- 按鈕進行調整。
可以使用遙控器來調整音調。（ p10）
• 如果聆聽模式為 DIRECT，則不能進行調整。
• 如果在設定選單上將「2.Manual SP Setup」-「b. Speaker Setting」-「Front」設為
「SMALL」，而且「2.Manual SP Setup」-「c. X.Over」設為「150Hz」或更高，則可
以按 BASS +/– 按鈕來調整重低音揚聲器的音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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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睡眠計時器
您可以在指定時間過去後，讓本機自動進入待機模式。
1. 按 SLEEP 設定時間。
從「30」、「60」和「90」分鐘之中選擇一個時間。如果您不想讓本機自動進入待機
模式，請選擇「OFF」。
• 如果您在睡眠計時器正在運作時按一次 SLEEP，將會顯示剩餘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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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模式
本機提供多種聆聽模式，您可以按 DIRECT、STEREO、SURR 或 DSP 來選擇最適合電影、電視、音樂及遊戲的聆聽模式。

選擇聆聽模式
1. 播放期間按 DIRECT、STEREO、SURR 和 DSP 任一項，即可切換出現在主機顯
示螢幕上的模式。重複按 SURR 或 DSP 可以切換各種模式。

DIRECT
STEREO
SURR
DSP

❏ 可選擇的聆聽模式（ 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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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1
• NEO:6*1
• DTS-ES*1
• DTS Express*1
*1 需要安裝後置環繞揚聲器。
*2 需要安裝前置縱向揚聲器。

各按鈕可以選擇的聆聽模式如下。欲知本機支援的音訊格式，請參閱「支援的音訊
格式」一節。
* 重要提示：視目前的來源、設定及接收器狀態而定，聆聽模式可能無法使用。

 DIRECT 按鈕：
DIRECT 模式會封鎖一部分處理功能，例如會影響音質的音調控制功能。選擇此模
式可讓您享受較之輸入音訊格式更好的音質。在此模式下，將會根據輸入訊號的聲
道數量而在聲場中重現聲音。例如，2 聲道輸入訊號只會從前置揚聲器輸出。

 DSP 按鈕：
重複按此按鈕將會在顯示螢幕上顯示下列模式。
• ALL CH STEREO
• TV LOGIC
• GAME-ACTION
• GAME-RPG
• GAME-SPORTS
• GAME-ROCK
• ORCHESTRA

 STEREO 按鈕：
您可以選擇 STEREO 模式，只從前置揚聲器和重低音揚聲器來重現聲音。

 SURR 按鈕：
重複按此按鈕可以選擇各種模式。
如果輸入訊號的聲道數量與所安裝揚聲器的聲道數量相同（例如，輸入訊號為 5.1
聲道且揚聲器設定為 5.1 聲道），則會在顯示螢幕上顯示輸入音訊格式。欲知本機支
援的音訊格式，請參閱「支援的音訊格式」一節。
如果輸入訊號的聲道數量與所安裝揚聲器的聲道數量不同（例如，輸入訊號為 5.1
聲道但揚聲器設定為 7.1 聲道），則會在顯示螢幕上顯示下列模式。

 支援的音訊格式：
本機支援下列音訊格式輸入。（如果使用 HDMI 電纜連接）
• Dolby Digital
• Dolby Digital Plus
• Dolby TrueHD
• DTS
• DTS 96/24
• DTS Express
• DTS-HD High Resolution Audio
• DTS-HD Master Audio
• PCM（32 kHz 到 192 kHz 取樣頻率）
• DSD（只 2 聲道）

如果輸入訊號為 2 聲道
• DOLBY PLII MOVIE
• DOLBY PLIIx MOVIE*1
• DOLBY PLII MUSIC
• DOLBY PLIIx MUSIC*1
• DOLBY PLII GAME
• DOLBY PLIIx GAME*1
• DOLBY PLIIz HEIGHT *2
• NEO:6 CINEMA
• NEO:6 MUSIC
*1 需要安裝後置環繞揚聲器。
*2 需要安裝前置縱向揚聲器。
如果輸入訊號為多聲道
（若是下列聆聽模式，一開始可能會顯示「DOLBY D」、「DTS」或「PCM」。）
• PLIIx MOVIE*1
• PLIIx MUSIC*1
• PLIIz HEIGH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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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輸入格式和聆聽模式
重複按
可以在顯示螢幕上查看聆聽模式 → 音量 →輸入音訊格式 → 揚聲器系統
→ 輸入選擇器。

您也可以透過顯示螢幕底部的指示燈來查看聆聽模式和輸入音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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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模式效果
若是下列聆聽模式，一開始可能會顯示「DOLBY D」、「DTS」或「PCM」。

錄音室內所錄製的主要音訊。Dolby TrueHD 是 5.1 聲道藍光光碟的選用音訊格式。
它可以錄製最多 7.1 聲道，例如加入後置環繞聲道。7.1 聲道是以 96 kHz/24 位元錄
製，5.1 聲道則是以 192 kHz/24 位元錄製。
• 若要傳輸此音訊格式，請透過 HDMI 電纜連接，並將播放器的音訊輸出設為比特
流輸出。

按英文字母順序

 ALL CH STEREO
此模式適用於背景音樂。立體聲將透過環繞揚聲器和前置揚聲器播放，以產生立體
聲像。

 DTS

 DIRECT

此模式可忠實重現以 DTS 音訊格式錄製的音效設計。DTS 音訊格式是一種多聲道
的數位格式，由 DTS, Inc. 所開發。此格式是 DVD-Video 的選用音訊格式及藍光
光碟的標準格式。它可以錄製 5.1 聲道：兩個前置聲道、一個中置聲道、兩個環繞聲
道，還有低音區專用的 LFE 聲道（重低音揚聲器的音效元素）。內容在錄製時會包含
大量資料，最高取樣率為 48 kHz，解析度 24 位元，位元率為 1.5 Mbps。
• 若要傳輸此音訊格式，請透過數位電纜連接，並將播放器的音訊輸出設為比特流
輸出。

所有的輸入訊號皆可選擇此聆聽模式。影響音質的處理功能會關閉，以重現更接近
原音的音效。會根據輸入訊號的聲道數量而在聲場中重現聲音，例如，2 聲道輸入訊
號只會從前置揚聲器輸出。
請注意，選擇此模式時，不能進行聲音調整。

 DOLBY DIGITAL

 DTS 96/24

此模式可忠實重現以 Dolby Digital 音訊格式錄製的音效設計。Dolby Digital 是一種
多聲道的數位格式，由 Dolby Laboratories, Inc. 所開發，廣泛用於電影製作。這也
是 DVD-Video 和藍光光碟的標準音訊格式。此格式可以在 DVD-Video 或藍光光碟
上錄製最多 5.1 聲道：兩個前置聲道、一個中置聲道、兩個環繞聲道，還有低音區專
用的 LFE 聲道（重低音揚聲器的音效元素）。
• 若要傳輸此音訊格式，請透過數位電纜連接，並將播放器的音訊輸出設為比特流
輸出。

此模式可忠實重現以 DTS 96/24 音訊格式錄製的音效設計。DTS 96/24 格式是
DVD-Video 和藍光光碟的選用音訊格式。它可以錄製 5.1 聲道：兩個前置聲道、一個
中置聲道、兩個環繞聲道，還有低音區專用的 LFE 聲道（重低音揚聲器的音效元素）。
若要細膩重現，可以用 96 kHz 取樣率、24 位元解析度來錄製內容。
• 若要傳輸此音訊格式，請透過數位電纜連接，並將播放器的音訊輸出設為比特流
輸出。

 DOLBY DIGITAL +

 DTS ES DSCRT (DTS-ES Discrete)

此模式可忠實重現以 Dolby Digital Plus 音訊格式錄製的音效設計。Dolby Digital
Plus 格式為 Dolby Digital 的改良版，透過提高資料位元率的彈性來增加聲道數量
並改善音質。Dolby Digital Plus 是 5.1 聲道藍光光碟的選用音訊格式。它可以錄製
最多 7.1 聲道，例如加入後置環繞聲道。
• 若要傳輸此音訊格式，請透過 HDMI 電纜連接，並將播放器的音訊輸出設為比特
流輸出。

此模式可忠實重現以 DTS-ES Discrete 音訊格式錄製的音效設計。DTS-ES
Discrete 是 5.1 聲道 DVD-Video 和藍光光碟的選用音訊格式。它可以加入一個後置
環繞單聲道，錄製最多 6.1 聲道。
• 若要傳輸此音訊格式，請透過數位電纜連接，並將播放器的音訊輸出設為比特流
輸出。

 DTS ES MTRX (DTS-ES Matrix)

 DOLBY TRUEHD

此模式可忠實重現以 DTS-ES Matrix 音訊格式錄製的音效設計。DTS-ES Matrix
是 5.1 聲道 DVD-Video 和藍光光碟的選用音訊格式。此格式透過矩陣編碼插入後
置環繞單聲道。播放時，可透過本機的矩陣解碼器來播放 6.1 聲道。

此模式可忠實重現以 Dolby TrueHD 音訊格式錄製的音效設計。Dolby TrueHD 音
訊格式是一種「不失真」格式，以 MLP 無損壓縮技術為基礎加以擴展，可忠實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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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ME-ROCK

• 若要傳輸此音訊格式，請透過數位電纜連接，並將播放器的音訊輸出設為比特流
輸出。

此模式適合播放含有搖滾音樂內容的遊戲。

 DTS EXPRESS

 GAME-RPG

此模式可忠實重現以 DTS Express 音訊格式錄製的音效設計。DTS Express 是 5.1
聲道藍光光碟的選用音訊格式。它可以錄製最多 7.1 聲道，例如加入後置環繞聲道。
此外亦支援低位元率。
• 若要傳輸此音訊格式，請透過 HDMI 電纜連接，並將播放器的音訊輸出設為比特
流輸出。

此模式適合角色扮演遊戲。

 GAME-SPORTS
此模式適合運動類遊戲。

 NEO:6

 DTS-HD HI RES (DTS-HD High Resolution
Audio)

此聆聽模式可使用後置環繞揚聲器將 2 聲道或 5.1 聲道的輸入訊號擴展至 7.1 聲
道。它可在全部聲道上提供全頻寬，而且聲道之間有極大的獨立性。可選擇的模式
為 CINEMA 模式（適合電影）和 MUSIC 模式（適合音樂播放）。
– NEO:6 CINEMA ：適合 2 聲道電影。
– NEO:6 MUSIC ：適合 2 聲道音樂。
– NEO:6
：此聆聽模式可使用後置環繞揚聲器將 5.1 聲道的輸入訊號
擴展至 6.1 聲道或 7.1 聲道。

此模式可忠實重現以 DTS-HD High Resolution Audio 音訊格式錄製的音效設
計。DTS-HD High Resolution Audio 是 5.1 聲道藍光光碟的選用音訊格式。它可以
錄製最多 7.1 聲道，例如加入取樣率為 96 kHz 及解析度為 24 位元的後置環繞聲
道。
• 若要傳輸此音訊格式，請透過 HDMI 電纜連接，並將播放器的音訊輸出設為比特
流輸出。

 ORCHESTRA

 DTS-HD MSTR (DTS-HD Master Audio)

此模式適合古典音樂或歌劇音樂。此模式會加強環繞立體聲聲道以擴寬立體聲像，
以及模擬大型音樂廳的天然混響。

此模式可忠實重現以 DTS-HD Master Audio 音訊格式錄製的音效設計。DTS-HD
Master Audio 是 5.1 聲道藍光光碟的選用音訊格式。它可以錄製最多 7.1 聲道，例
如加入使用無損音訊重現技術的後置環繞聲道。7.1 聲道支援 96 kHz/24 位元，5.1
聲道則支援 192 kHz/24 位元。
• 若要傳輸此音訊格式，請透過 HDMI 電纜連接，並將播放器的音訊輸出設為比特
流輸出。

 PCM
此模式適合播放以多聲道 PCM 錄製的音源。

 PLII MOVIE/MUSIC/GAME

 EX (DOLBY DIGITAL EX)

此聆聽模式可在播放時將實際聲道擴展至更多聲道，以適合所連接的揚聲器設定，
例如將 2 聲道輸入訊號擴展至 5.1 聲道。
– PLII MOVIE ：適合電影。
– PLII MUSIC ：適合音樂。
– PLII GAME ：適合遊戲。

此聆聽模式可在播放時將實際聲道擴展至更多聲道，以適合所連接的揚聲器設定，
例如使用後置環繞揚聲器將錄製為 5.1 聲道的電影或音樂擴展至 7.1 聲道。
• 若要傳輸此音訊格式，請透過數位電纜連接，並將播放器的音訊輸出設為比特流
輸出。

 PLIIx MOVIE/MUSIC/GAME

 GAME-ACTION

此聆聽模式可在播放時將實際聲道擴展至更多聲道，以適合所連接的揚聲器設定，
亦即使用後置環繞揚聲器將 2 聲道或 5.1 聲道的輸入訊號擴展至 7.1 聲道。

此模式適合播放含有許多動作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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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IIx MOVIE ：適合電影。
– PLIIx MUSIC ：適合音樂。
– PLIIx GAME ：適合遊戲。

 PLIIz HEIGHT
此聆聽模式可在播放時將實際聲道擴展至更多聲道，以適合所連接的揚聲器設定，
亦即使用前置縱向揚聲器將 2 聲道或 5.1 聲道的輸入訊號擴展至 7.1 聲道。可以混
用各種電影和音樂來源。此模式特別適合混用遊戲內容。

 STEREO
此模式會從左右前置揚聲器和重低音揚聲器輸出音訊。

 TV LOGIC
適合在電視演播室中製作的電視節目，此模式會增強整體環繞聲，創造逼真的聲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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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選單

選單清單
您可以配置進階設定，透過本機體驗更多樂趣。操作詳情請參閱「選單操作」（ p60）。
1. AccuEQ Room Cal.
Speaker System
Speaker Setting
X.Over
Channel Level
Speaker Distance

自動設定各個揚聲器的連接狀態、音量等。

p61

變更連接至 ZONE 2、SURROUND BACK 和 FRONT HEIGHT 插孔的揚聲器設定。
變更揚聲器的連接環境設定。
變更交叉頻率設定。
調整各個揚聲器的音量。
設定各個揚聲器至聆聽位置之間的距離。

p61
p61
p62
p62
p63

2.Manual SP Setup

a.
b.
c.
d.
e.

3.Input Assign

a. Analog Input

選擇「CD」或「TV」輸入選擇器，以播放連接至 AUDIO IN (CD) 插孔的裝置。

p64

4.Auto Power Down

Auto Power Down

設為自動待機。

p64

5.HDMI Setup

a.
b.
c.
d.

設定連結功能以操作透過 HDMI 連接的 CEC 相容裝置。
透過連接至本機的揚聲器來聆聽 ARC 相容電視的聲音。
即使本機處於待機模式，也可以在電視上播放 HDMI 連接播放器的視訊和音訊。
當連接的電視可支援 4k/60p 時，請使用此設定。

p64
p64
p65
p65

6.Power
Management

POWER OUT Standby

要從背面的 POWER OUT 埠供應電源時，請使用此設定。

p65

Control
ARC
Standby Through
4k60p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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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單操作
使用出現在電視上的 OSD（螢幕顯示）進行設定。
• 當您使用類比視訊電纜而非 HDMI 電纜來連接電視時，電視上將不會出現操作
畫面。在此情況下，請查看主機的顯示螢幕進行設定。
• 當輸入設為「USB」，或將耳機連接至主機的 PHONE 插孔時，將無法操作設定
選單。
按遙控器上的

，顯示設定選單。
S etu p
1 .AccuEQ Room Cal.
2.Manual SP Setup
3.Input Assign
4.Auto Power Down
5.HDMI Setup
6.Power Management

用遙控器上的游標 / 選擇一個項目，然後按 ENTER 確認您的選擇。
使用游標 / 變更預設值。
• 若要返回前一畫面，請按 。
• 若要退出設定，請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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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ccuEQ Room Cal.
自動設定各個揚聲器的連接狀態、音量等。（ p34）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Center

SMALL

根據中置揚聲器的尺寸以及低音範圍重現功能，進行
合適的設定。
「SMALL」：使用低音範圍重現功能較差的小型揚
聲器時。
（中置揚聲器的低音範圍會傳送給重低音揚聲器或設
為「LARGE」的其他揚聲器）。
「LARGE」：使用低音範圍重現功能良好的全音域
揚聲器時。
「NO」：未連接中置揚聲器時（中置揚聲器聲道的聲
音會從其他揚聲器輸出）。
• 當「Front」設為「SMALL」時，便無法選擇
「LARGE」。

Surr

SMALL

根據環繞揚聲器的尺寸以及低音範圍重現功能，進行
合適的設定。
「SMALL」：使用低音範圍重現功能較差的小型揚
聲器時。
（環繞揚聲器的低音範圍會傳送給重低音揚聲器或
設為「LARGE」的其他揚聲器）。
「LARGE」：使用低音範圍重現功能良好的全音域
揚聲器時。
「NO」：未連接環繞揚聲器時（環繞揚聲器聲道的聲
音會從其他揚聲器輸出）。
• 當「Front」設為「SMALL」時，便無法選擇
「LARGE」。

2.Manual SP Setup
 a. Speaker System
變更連接至 ZONE 2、SURROUND BACK 和 FRONT HEIGHT 插孔的揚聲器設
定。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SP System

Surr.Back

視連接的揚聲器而定，選擇「Surr.Back」、「Height」
或「ZONE 2」。

 b. Speaker Setting
變更揚聲器的連接環境設定。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Front

SMALL

根據前置揚聲器的尺寸以及低音範圍重現功能，進行
合適的設定。
「SMALL」：使用低音範圍重現功能較差的小型揚
聲器時（前置揚聲器的低音範圍會傳送給重低音揚
聲器）。
「LARGE」：使用低音範圍重現功能良好的全音域揚
聲器，或未連接重低音揚聲器時。

Front Height

----

根據前置縱向揚聲器的尺寸以及低音範圍重現功能，進
行合適的設定。
「SMALL」：使用低音範圍重現功能較差的小型揚
聲器時。
「LARGE」：使用低音範圍重現功能良好的全音域
揚聲器時。
• 只有當「a. Speaker System」-「SP System」
設為「Height」，而且「Surr」設為「LARGE」或
「SMALL」時，方可設定此項目。
• 當「Front」設為「SMALL」時，便無法選擇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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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Surr.Back

SMALL×2

根據後置環繞揚聲器的尺寸、低音範圍重現功能以
及連接的揚聲器數量，進行合適的設定。
「SMALL×1」：連接一個低音範圍重現功能較差的
小型揚聲器時（後置環繞揚聲器的低音範圍會傳送給
重低音揚聲器或設為「LARGE」的其他揚聲器）。
「SMALL×2」：連接兩個低音範圍重現功能較差的
小型揚聲器時（後置環繞揚聲器的低音範圍會傳送給
重低音揚聲器或設為「LARGE」的其他揚聲器）。
「LARGE×1」：連接一個低音範圍重現功能良好的
全音域揚聲器時。
「LARGE×2」：連接兩個低音範圍重現功能良好的
全音域揚聲器時。
「NO」：未連接後置環繞揚聲器時。
• 當「Surr」設為「NO」時，便無法設定此項目。
• 當「Front」或「Surr」設為「SMALL」時，便無法選
擇「LARGE×1」或「LARGE×2」。

Subwoofer

YES

 c. X.Over
變更交叉頻率設定。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Frequency

100 Hz

當存在設為「SMALL」的揚聲器時，可以設定從其
他揚聲器（包括重低音揚聲器）重現的低音範圍最
大 Hz，或重現 LFE（低頻效應）訊號的低音範圍最
大 Hz。
從「50Hz」、「80Hz」、「100Hz」、「150Hz」和
「200Hz」之中選擇。

 d. Channel Level
調整各個揚聲器的音量。

設定是否連接了重低音揚聲器。
「YES」：已連接重低音揚聲器時。
「NO」：未連接重低音揚聲器時。
LFE（低頻效應）訊號與低音範圍設為「SMALL」的
揚聲器會從重低音揚聲器以外的其他揚聲器輸出。
「PLUS」：當「Front」設為「LARGE」時，可以選擇此
項目。可以進一步增強低音範圍，讓重低音揚聲器與
設為「LARGE」的各個揚聲器同時輸出低音範圍。
• 若要將重低音揚聲器設為「NO」，請將「Front」設
為「LARGE」。
• 將「Front」設為「SMALL」會自動將重低音揚聲器
修正為「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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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Test Tone

Manual

調整之前，請先選擇測試音的輸出方法。
選擇輸出方法，然後按 ENTER 按鈕。之後便會開始
輸出測試音。
「Manual」：手動切換揚聲器以輸出測試音，然後調
整其音量。
「Auto」：逐一輸出各揚聲器的測試音，然後相應調
整其音量。
• 當選擇「Manual」時，請使用 / 來切換揚聲器。

Front L

0 dB

Front Height L

0 dB

選擇「-15 dB」到「+15 dB」之間的一個值（每次調整
1 dB）。
選擇「-15 dB」到「+15 dB」之間的一個值（每次調整
1 dB）。
• 只有當「a. Speaker System」-「SP System」設
為「Height」，而且「b. Speaker Setting」-「Front
Height」設為「NO」以外的其他值時，方可設定此
項目。

Center

0 dB

選擇「-15 dB」到「+15 dB」之間的一個值（每次調整
1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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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Front Height R

0 dB

選擇「-15 dB」到「+15 dB」之間的一個值（每次調整
1 dB）。
• 只有當「a. Speaker System」-「SP System」設
為「Height」，而且「b. Speaker Setting」-「Front
Height」設為「NO」以外的其他值時，方可設定此
項目。

Front R

0 dB

選擇「-15 dB」到「+15 dB」之間的一個值（每次調整
1 dB）。

Surround R

0 dB

選擇「-15 dB」到「+15 dB」之間的一個值（每次調整
1 dB）。

Surr.Back R

0 dB

選擇「-15 dB」到「+15 dB」之間的一個值（每次調整
1 dB）。
• 只有當「a. Speaker System」-「SP System」設為
「Surr.Back」，而且「b. Speaker Setting」-「Surr.
Back」設為「NO」以外的其他值時，方可設定此
項目。

Surr.Back L

0 dB

選擇「-15 dB」到「+15 dB」之間的一個值（每次調整
1 dB）。
• 只有當「a. Speaker System」-「SP System」設為
「Surr.Back」，而且「b. Speaker Setting」-「Surr.
Back」設為「NO」以外的其他值時，方可設定此
項目。

Surround L
Subwoofer

0 dB
0 dB

 e. Speaker Distance
設定各個揚聲器至聆聽位置之間的距離。

選擇「-15 dB」到「+15 dB」之間的一個值（每次調整
1 dB）。
選擇「-15 dB」到「+15 dB」之間的一個值（每次調整
1 dB）。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Front L

10.0ft/3.0m

設定各個揚聲器和聆聽位置之間的距離。

Front Height L

10.0ft/3.0m

設定各個揚聲器和聆聽位置之間的距離。
• 只有當「a. Speaker System」-「SP System」設
為「Height」，而且「b. Speaker Setting」-「Front
Height」設為「NO」以外的其他值時，方可設定此
項目。

Center

10.0ft/3.0m

設定各個揚聲器和聆聽位置之間的距離。

Front Height R

10.0ft/3.0m

設定各個揚聲器和聆聽位置之間的距離。
• 只有當「a. Speaker System」-「SP System」設
為「Height」，而且「b. Speaker Setting」-「Front
Height」設為「NO」以外的其他值時，方可設定此
項目。

Front R

10.0ft/3.0m

設定各個揚聲器和聆聽位置之間的距離。

Surround R

10.0ft/3.0m

設定各個揚聲器和聆聽位置之間的距離。

Surr.Back R

10.0ft/3.0m

設定各個揚聲器和聆聽位置之間的距離。
• 只有當「a. Speaker System」-「SP System」設為
「Surr.Back」，而且「b. Speaker Setting」-「Surr.
Back」設為「NO」以外的其他值時，方可設定此
項目。

Surr.Back L

10.0ft/3.0m

設定各個揚聲器和聆聽位置之間的距離。
• 只有當「a. Speaker System」-「SP System」設為
「Surr.Back」，而且「b. Speaker Setting」-「Surr.
Back」設為「NO」以外的其他值時，方可設定此
項目。

Surround L

10.0ft/3.0m

設定各個揚聲器和聆聽位置之間的距離。

Subwoofer

10.0ft/3.0m

設定各個揚聲器和聆聽位置之間的距離。

• 預設值會根據區域而有所不同。
按鈕來切換。使用單位「feet」時，可用的設定為 0.1ft 到
• 距離的單位可按遙控器上的
30.0ft，每次調整 0.1ft。使用單位「meter」時，可用的設定為 0.1m 到 9.0m，每次調整
0.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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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nput Assign

5.HDMI Setup

 a. Analog Input

變更 HDMI 功能設定。

 a. Control

連接至 AUDIO IN (CD) 插孔的裝置可以用輸入選擇器「CD」進行選擇。此外也可以
變更設定，使用輸入選擇器「TV」來選擇。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Analog

CD

• 選擇「CD」或「TV」。

設定連結功能以操作透過 HDMI 連接的 CEC 相容裝置。

4.Auto Power Down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Control

OFF

此項目設為「ON」可啟用 HDMI 連接之 CEC 相容裝
置的輸入選擇連結以及其他連結功能。
「ON」：使用此功能。
「OFF」:不使用此功能。
更改此設定時，請先關閉再打開所有已連接裝置的
電源。
• 視所使用的電視而定，可能需要在電視上進行連
結設定。
• 當此項目設為「ON」時，待機模式下的功耗可能會
提高。
• 如果此項目設為「ON」時發現運作異常，請將它設
為「OFF」。
• 連接一個非 CEC 相容裝置或您並不確定其是否相
容時，請設為「OFF」。

 Auto Power Down
設為自動待機。
設定項

預設值

Auto Power Down OFF(*)

設定詳情
此設定可讓本機在一段時間不活動之後，自動進入待
機模式。
「OFF」:不使用自動關閉電源功能。
「2H」、「4H」、「6H」：選擇自動關閉電源功能要經
過多長時間才關閉電源。

 b. ARC

(*) 澳洲地區型號的預設值為「6H」。

透過連接至本機的揚聲器來聆聽 ARC 相容電視的聲音。

64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ARC

ON

透過連接至本機的揚聲器，您可以聆聽 HDMI 連接
之 ARC 相容電視的聲音。
* 若要使用此功能，請提前將「Control」設為「ON」。
「ON」：透過連接至本機的揚聲器聆聽電視聲音。
「OFF」:不使用 ARC 功能。
• 當使用數位光纖電纜或類比音訊電纜來連接電
視，而且「Control」設為「ON」時，請將「ARC」設
為「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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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Standby Through

 d. 4k60p Setting

即使本機處於待機模式，也可以在電視上播放 HDMI 連接播放器的視訊和音訊。

當使用的電視支援 4k/60p 時，您可以根據電視來變更此設定。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Standby Through

OFF

只要此項目未設為「OFF」，那麼即使本機處於待機
模式，您也可以在電視上播放 HDMI 連接播放器的
視訊和音訊。
• 如果設為「OFF」以外的其他值，則待機模式下的
功耗將會提高。
「BD/DVD」、「CBL/SAT」、「STRM BOX」、
「GAME」：舉例來說，如果您選擇「BD/DVD」，那
麼即使本機處於待機模式，您也可以在電視上播放
連接至「BD/DVD」插孔的裝置。如果您已決定要將
此功能用於哪個播放器，請選擇此設定。
「LAST」：您可以在電視上播放本機切換至待機模
式之前，最後所選的輸入視訊和音訊。
• 若要在電視上播放非 CEC 相容播放器，請開啟
裝置電源，然後切換輸入。

Input

BD/DVD

從「BD/DVD」、「CBL/SAT」、「STRM BOX」和
「GAME」中選擇輸入插孔。

4k60p

4:2:0

「4:2:0」：
使用 4k60p 4:2:0 24 位元電視時。
「4:4:4」：
使用 4k60p 4:4:4 24 位元電視時。
• 選擇「4:4:4」可以觀賞品質更好的影像。
• 若 HDMI 電纜不支援 4k60p 4:4:4 24 位元（非 18
Gbps 傳輸），將無法正確重現電視影像。例如，
影像可能變得模糊或不清楚。在此情況下，請選擇
「4:2:0」。
• 如果選擇「4:4:4」但 HDMI 插孔連接的播放器與
4k60p 4:4:4 24 位元不相容，則播放器輸出的影像
可能變得偏紅，或無法輸出 3D 訊號。在此情況下，
請選擇「4:2:0」。

6.Power Management
 POWER OUT Standby
要從背面的 POWER OUT 埠供應電源時，請變更此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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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POWER OUT
Standby

ON

當此功能設為「ON」時，即使本機處於待機模式，也
可以供應電源給連接至 POWER OUT 埠的裝置。
• 使用此功能時，待機模式下的功耗將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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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選單

選單操作
查看本機的顯示螢幕時，您可以調整經常使用的設定。
1. 按遙控器上的 Ｑ 按鈕。
2. 使用遙控器上的游標 / 來選擇項目，然後按 / 變更設定。
• 若要退出設定，請按 Q 按鈕。
• 視輸入來源、設定情況和連接狀態而定，可能無法選擇部分項目。

 EQ (Acoustic Calibration EQ)
您可以選擇是否要啟用或停用透過「自動揚聲器設置 (AccuEQ Room Calibration)」
的測量結果來修正頻率特性。（ p34）
• 當聆聽模式為 Direct 或使用耳機時，無法設定此項目。

 AV.SYN (A/V SYNC)
如果視訊滯後於音訊，您可以將音訊延遲以補償兩者之間的時差。
• 當聆聽模式為 Direct 並使用類比訊號輸入時，無法設定此項目。

 M.OPT (Advanced Music Optimizer)
改善壓縮音訊的品質。播放 MP3 等失真的壓縮檔案時可改善播放聲音。可針對各個
輸入進行不同設定。
• 也可使用遙控器上的 M.OPT 按鈕來設定。
• 如果聆聽模式為 Direct，無法設定此項目。

 DUAL MONO
設定在播放多路音訊或多語言廣播等內容時欲輸出的音訊聲道或語言。
「CH1」：僅主聲道。
「CH2」：僅副聲道。
「CH1/CH2」：同時輸出主、副聲道。

 F.PCM (Fixed PCM)
如果播放 PCM 來源時曲目開頭被切斷，請將此項目設為「ON」。
• 選擇「ON」可能無法產生 PCM 來源以外的其他聲音，並可能產生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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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不使用此功能。

若要顯示「F.PCM」設定
請執行下列程序。
1. 將本機設為待機模式。
2. 按住主機 RETURN 按鈕的同時，按下 ON/STANDBY 按鈕開啟本機電源。每
次操作時，「F.PCM」設定畫面會在顯示和隱藏之間切換。
• 如果「Control」和「Standby Through」未設為「OFF」，便無法進行此操作。

 C.IMG (Center Image)
（只適用於使用中置揚聲器時）
調整以 DTS Neo:6 MUSIC/CINEMA 聆聽模式播放時，前聲道的聲場寬度。設定值
愈小，中置揚聲器到前置左右揚聲器的聲音愈分散。設定值愈大，中置揚聲器的聲音
愈集中。

 LATE. (LATE NIGHT)

 H.GAIN

使輕微的聲音也容易聽到細節。當您在深夜觀看電影而需降低音量時，此功能就非
常有用。只有播放 Dolby 系列和 DTS 系列的輸入訊號時，才能享受其音效。
• 您可以從「AUTO」、「OFF」、「MID」和「MAX」中進行選擇。

調整以 PLIIz HEIGHT 聆聽模式播放時，前置縱向揚聲器的輸出。
• 您可以從「L」（低）、「M」（中）和「H」（高）中進行選擇。如果此項目設為「H」，將
會更強調從頂端發出的聲音。

 HDMI (HDMI Audio)
選擇是否要將音訊從 HDMI 插孔輸出至接收器（「AMP」），或經由接收器輸出至電
視（「THRU」）。
• 如果「Control」設為「ON」，便無法選擇此項目。

 A.DLY (Auto Delay)
根據來自 HDMI Lip-Sync 相同電視的資訊，自動修正視訊與音訊訊號之間的不同步
情形。
• 如果選擇「ON」時發現視訊與音訊之間的不同步情形不自然，請將此設定切換為
「OFF」。

 C.WIDTH (Center Width)
（只適用於使用中置揚聲器時）
調整以 Dolby Pro Logic II Music 聆聽模式播放時，前聲道的聲場寬度。設定值愈
小，中置揚聲器的聲音愈集中。設定值愈大，中置揚聲器到前置左右揚聲器的聲音愈
分散。

 DIMEN. (Dimension)
調整以 Dolby Pro Logic II Music 聆聽模式播放時，聲場的前後寬度。設定值愈小，
聲場愈往後移。設定值愈大，聲場愈往前移。

 PNRM. (Panorama)
調整以 Dolby Pro Logic II Music 聆聽模式播放時，聲場的橫向寬度。
「ON」：使用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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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檢修

75

 其他

開始程序之前
有時只需打開/關閉電源或斷開/連接電源線即可解決問題，這比進行連接、設定和操
作步驟更為簡捷。請先在本機和連接裝置上嘗試較為簡單的措施。如果問題在於視
訊或音訊未輸出或是 HDMI 連結操作無效，那麼斷開/連接 HDMI 電纜可能會得以
解決。重新連接時，請小心勿彎曲 HDMI 電纜，否則，彎曲的 HDMI 電纜可能無法良
好接合。重新連接後，請關閉並再次打開本機和連接設備的電源。
• AV 接收器中包含 microPC，用於訊號處理和控制功能。在極少數情況下，嚴重干
擾、源自外部的噪音或靜電可能會使其鎖定。若發生這種罕見情況，請從插座拔下
電源線並等待 2 分鐘或更長時間，然後重新插入。
• Onkyo 對因本機故障造成的錄製失敗帶來的損失（如 CD 租賃費）不負任何責
任。錄製重要資料之前，請確保媒體材料可正確錄製。

本機運作異常時
重設本機（會將本機重設為預設值）
故障檢修
 電源
 音訊
 聆聽模式
 視訊
 連結操作
 調諧器
 BLUETOOTH 功能
 USB 儲存裝置
 多區功能
 遙控器
 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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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機運作異常時
❏ 重設本機（會將本機重設為預設值）
如果重新啟動本機仍無法解決問題，請重設本機，將所有設定還原成購買時的出廠預設值。這樣可能會解決問題。若將本機重設，則您的所有設定都將還原成預設值。在執行
下列操作之前，請務必記下您的設定內容。
• 如果「Control」和「Standby Through」未設為「OFF」，便無法進行此操作。
1. 在待機模式下，按住主機的 LISTENING MODE，然後按 STANDBY/ON。
2. 當顯示螢幕上出現「RESET?」時，按 MULTI ZONE ON/OFF。
3. 當顯示螢幕上出現「OK?」時，按 MULTI ZONE CONTROL。

2

MULTI ZONE

BLUETOOTH

LISTENING MODE

ON/OFF

CONTROL

MULTI ZONE

MULTI ZONE
LISTENING MODE

1
B D/DVD

CBL /SAT

STRM BOX

GAME

CD

ON/OFF

LISTENING MODE

CONTROL

ON/OFF

CONTROL

TV

CBL /SAT

STRM BOX

GAME

CD

D

TV

CBL /SAT

STRM BOX

GAME

CD

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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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源
❏ 無法開啟本機電源
（ p30）

• 確保電源線已正確插入壁式插座。
• 從插座拔下電源線並等待 2 分鐘或更長時間，然後重新插入。

❏ 本機意外關閉
• 如果在設定選單上啟動「4.Auto Power Down」，則本機會自動進入待機模式。
• 揚聲器電纜可能短路。請確認揚聲器電纜核心導線未接觸到另一條揚聲器電纜的核心導線或是後面板，然後重新開啟電源。

（ p64）

❏ 本機關閉，恢復電源後，又關閉
• 保護電路被啟動。立即從插座拔下電源線。確保所有揚聲器電纜和 AV 設備均正確連接，並保持本機電源線斷開狀態至少 1 小時。然後重新連接電源
線並打開電源。
如果本機仍無法開啟電源，請勿重設本機及拔下電源線。之後請聯絡您的 Onkyo 授權服務公司 / 中心。
警告：如果本機發出煙霧、氣味或異常噪音，請立即從壁式插座中拔下電源線並聯絡經銷商或 Onkyo 支援部門。

 音訊
• 確認連接裝置輸出插孔與本機輸入插孔之間的連接正確。
• 確保所有連線未彎曲、扭曲或損壞。
來取消靜音。
• 如果顯示螢幕上出現「MUTING」，請按遙控器上的
• 耳機連接到 PHONES 插孔時，揚聲器不輸出任何聲音。
如果確認上述各點之後仍有問題，請檢查下列情況。

❏ 電視沒有輸出聲音
• 如果電視支援 ARC 功能，請在設定選單上將「5.HDMI Setup」-「a. Control」和「b. ARC」分別設為「ON」。
• 如果電視不支援 ARC 功能，那麼除了連接 HDMI 電纜以外，也請使用數位光纖電纜、數位同軸電纜或類比音訊電纜來連接電視和本機。如果使用數位
光纖電纜或類比音訊電纜進行連接，而且設定選單（ p59）上的「5.HDMI Setup」-「a. Control」設為「ON」，請將「b. ARC」設為「OFF」。
• 將本機的輸入選擇器變更到電視連接的端子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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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接的播放器沒有輸出聲音
•
•
•
•

將本機的輸入選擇器變更到播放器連接的端子位置。
檢查連接設備的數位音訊輸出設定。在部分遊戲主機上，例如支援 DVD 的主機，預設設定可能為 OFF。
部分 DVD 視訊光碟需要您從選單中選擇一種音訊輸出格式。
當使用數位同軸電纜或數位光纖電纜，在本機上輸出來自連接裝置的音訊時，請使用遙控器的 AUDIO SEL 按鈕來切換輸入訊號。

（ p39）

❏ 揚聲器沒有聲音
• 確保揚聲器電纜的極性 (+/-) 正確，而且沒有裸露導線接觸到揚聲器端子的金屬部分。
• 確保揚聲器電纜未短路。
• 請參閱「連接揚聲器電纜」內容，確定揚聲器已正確連接。此外，也請檢查設定選單上的「2.Manual SP Setup」-「a. Speaker System」和「b. Speaker
Setting」設定。（ p61）
• 視輸入訊號或聆聽模式而定，可能不會從揚聲器輸出任何聲音。請選擇其他聆聽模式，確認是否有聲音輸出。

（ p15）
（ p15）

❏ 重低音揚聲器沒有聲音
如果前置揚聲器設為「LARGE」，則當電視或音樂為 2 聲道音訊輸入時，便會從前置揚聲器輸出低音範圍內容，而非從重低音揚聲器輸出。若要從重低音
揚聲器輸出，請進行下列其中一項設定。
1. 將前置揚聲器的設定變更為「SMALL」。
低音範圍內容將從重低音揚聲器輸出，而非從前置揚聲器輸出。如果您的前置揚聲器具備良好的低音範圍重現功能，則不建議進行這種設定。
2. 將「Subwoofer」變更為「PLUS」。
前置揚聲器的低音範圍內容將同時從前置揚聲器和重低音揚聲器輸出。基於此設定，低音可能會被過度強調。在此情況下請勿變更設定，建議進行上
述選項 1 的設定。
• 欲知設定詳情，請參閱「設定選單」-「2.Manual SP Setup」-「b. Speaker Setting」。
• 如果輸入訊號不包含重低音音訊內容 (LFE)，重低音揚聲器可能不會發出任何聲音。

❏ 可聽到噪音
• 用紮帶把類比音訊電纜、電源線、揚聲器電纜等捆在一起，可能會降低聲音品質，所以請勿紮綑線路。
• 音訊線可能受到干擾。請改變電纜的位置。

❏ 聽不到 HDMI IN 接收音訊的開頭
• 因為相較於其他數位音訊訊號，識別 HDMI 訊號的格式需要更長時間，所以音訊輸出可能不會立即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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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聽模式
• 若要享受 Dolby Digital 等格式的數位環繞播放，需使用 HDMI 電纜、數位同軸電纜或數位光纖電纜來連接音訊訊號。此外，也需要將藍光光碟播放器
等連接裝置的音訊輸出設為比特流輸出。
數次，依序切換主機顯示畫面以查看輸入格式。
• 按遙控器上的
如果確認上述各點之後仍有問題，請檢查下列情況。

❏ 無法選擇想要的聆聽模式
（ p53）

• 視目前的音源、本機的設定和狀態而定，可能無法選擇部分聆聽模式。請參閱「聆聽模式」中的「選擇聆聽模式」。

❏ 聽不到 Dolby TrueHD 或 DTS-HD Master Audio 格式的聲音
• 如果無法依照來源格式正確輸出 Dolby TrueHD 或 DTS-HD Master Audio 格式的音訊，請在藍光光碟播放器等連接裝置的設定中將「BD video
supplementary sound」（或重新編碼、次級音、影片附加音訊等）設為「Oﬀ」。變更設定之後，請變更為適合該來源的聆聽模式，然後確認。

 視訊
• 確認連接裝置輸出插孔與本機輸入插孔之間的連接正確。
• 確保所有連線未彎曲、扭曲或損壞。
• 若電視影像模糊或不清晰，可能是本機電源線或連接電纜受到干擾所致。在此情況下，請在電視天線和本機電纜之間保持適當距離。
• 確保已切換至顯示器側（例如電視）的輸入畫面。
如果確認上述各點之後仍有問題，請檢查下列情況。

❏ 沒有出現任何影像
• 將本機的輸入選擇器變更到播放器連接的插孔位置。
• 來自 VIDEO IN 插孔（類比）的影像不會從 HDMI 輸出，來自 HDMI 插孔的影像也不會從 MONITOR OUT（類比）輸出。請針對輸入和輸出使用相同類
型的插孔和電纜。

❏ 連接至 HDMI IN 插孔的裝置沒有輸出影像
• 當本機處於待機模式時，若要在電視上顯示來自連接播放器的視訊，您需要在設定選單中啟用「5.HDMI Setup」-「c. Standby Through」。
• 不保證使用 HDMI-DVI 配接器可以正常操作。此外，也不保證可從電腦輸出視訊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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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閃爍
• 播放器的輸出解析度可能與電視解析度不相容。如果播放器是以 HDMI 電纜連接至本機，請在播放器上變更輸出解析度。改變電視的畫面模式也可能
解決此問題。

❏ 視訊與音訊不同步
（ p66）

• 視電視設定和連接環境而定，視訊可能滯後於音訊。請按遙控器上的 Q 顯示「Quick Menu」，然後調整「AV. SYN」。

 連結操作
❏ HDMI 連結操作無法用於 CEC-相容裝置，例如電視
（ p64）

• 在本機的設定選單中，將「5.HDMI Setup」-「a. Control」設為「ON」。
• 也需要在 CEC 相容裝置上設定 HDMI 連結。請查看使用說明書。

 調諧器
❏ 收訊不良或太多噪音
•
•
•
•
•
•
•
•

（ p29）

重新檢查天線連接。
將天線移到遠離揚聲器電纜或電源線的地方。
將本機移到遠離電視或電腦的地方。
經過的汽車或飛機可能會造成干擾。
如果無線電波被水泥牆等物擋住，無線電接收效果可能會變差。
請將接收模式變更為單聲道。
在收聽 AM 期間操作遙控器可能會產生噪音。
如果使用供電視使用的壁式天線插孔，FM 收訊可能會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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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ETOOTH 功能
• 拔下並重新插回本機電源線，或者關閉再重新打開 BLUETOOTH 裝置電源。重新啟動 BLUETOOTH-裝置可能會有效果。
• BLUETOOTH 裝置必須支援 A2DP 協定。
• 因為無線電波會造成干擾，所以本機可能無法在微波爐或使用 2.4 GHz 範圍之無線電波的無線電話等裝置附近使用。
• 靠近本機的金屬物品可能影響到無線電波，而無法進行 BLUETOOTH 連線。
如果確認上述各點之後仍有問題，請檢查下列情況。

❏ 無法連接本機
• 請確定 BLUETOOTH 裝置上的 BLUETOOTH 功能已經啟用。

❏ 即使成功連接 BLUETOOTH，也無法在本機上播放音樂
• 如果您的 BLUETOOTH 裝置音量設定過低，可能無法播放音訊。請提高 BLUETOOTH 裝置的音量。
• 視 BLUETOOTH 裝置而定，可能會有傳送/接收選擇器開關。選擇傳送模式。
• 視 BLUETOOTH 裝置的特色或規格而定，可能無法在本機上播放音樂。

❏ 聲音中斷
• BLUETOOTH 裝置可能有問題。請在網頁上查看相關資訊。

❏ 連接 BLUETOOTH 裝置後音訊品質不佳
• BLUETOOTH 接收不良。將 BLUETOOTH 裝置移近本機，或除去 BLUETOOTH 裝置與本機之間的障礙物。

 USB 儲存裝置

❏ 未顯示 USB 儲存裝置
•
•
•
•
•

（ p41）

檢查 USB 儲存裝置或 USB 傳輸線是否已穩固插入本機的 USB 埠。
從本機拔除 USB 儲存裝置，然後重新連接。
請注意，不保證此操作適用於全部 USB 儲存裝置。
視內容類型而定，可能無法正常播放。檢查支援的檔案格式類型。
不保證可操作帶安全功能的 USB 儲存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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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螢幕上出現「USB Error 4 (I/U ERR4)」
• 本接收器規格較低，不符合 USB 裝置的電源需求。請關閉接收器，然後將 USB 重新連接至接收器。

 多區功能
❏ 外部連接的 AV 設備無法分區輸出音訊
（ p61）
（ p18）

• 若要輸出音訊至 ZONE 2，您需要將設定選單中的「2.Manual SP Setup」-「a. Speaker System」設為「ZONE 2」。
• 若要從外接的 AV 設備輸出音訊至 ZONE 2，請使用類比音訊電纜進行連接。

 遙控器
•
•
•
•

確保以正確的極性插入電池。
插入新電池。切勿混合使用不同類型的電池，或混用舊的和新的電池。
確保主機感應器未受到陽光直射或換流器類型螢光燈的影響。如有必要請重新安置。
如果將主機安裝在使用有色玻璃門的機架或櫃子中，或是已將門關上，那麼遙控器可能無法正常操作。

 顯示器
❏ 顯示螢幕未亮起
（ p10）

• Dimmer 運作時顯示螢幕可能變暗。請按 DIMMER 按鈕並更改顯示亮度。

 其他
❏ 聽到本機發出奇怪噪音
• 如果您將其他裝置連接到與本機相同的插座上，可能因為該裝置的影響而發出奇怪噪音。如果從插座拔下另一個裝置的電源插頭後可解決此症狀，請
讓本機與該裝置使用不同的插座。

❏ AccuEQ Room Cal. 測量結果所顯示的揚聲器距離與實際距離不同
• 視您正在使用的揚聲器而定，測量結果可能與實際距離不同。

❏ 顯示螢幕上出現「OVERHEAT」，而且音量降低
• 本機內部溫度已超過允許值，請試著將本機移至通風良好的地方。
• 降低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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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D 不顯示在電視上
•
1.
2.
•

本機的電視系統 (PAL/NTSC) 設定不適合您所在的國家或地區。請依照下列程序變更設定。
將本機設為待機模式。
按住主機 TUNING ▲ 按鈕的同時，按下 ON/STANDBY 按鈕開啟電源。每次操作時，設定會在「PAL」和「NTSC」之間切換。
如果「Control」和「Standby Through」未設為「OFF」，便無法進行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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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HDMI
4K：
本機支援 4K (3840×2160p) 和 4K SMPTE (4096×2160p) 的視訊訊號。

相容功能
HDMI（高清多媒體介面）是一個連接電視、投影機、藍光光碟/DVD 播放器、數位調
諧器以及其他視訊設備的數位介面標準。目前為止，連接 AV 設備仍需要幾條獨立
的視訊和音訊線。透過 HDMI，一條電纜即可傳輸控制訊號、數位視訊及數位音訊
（2 聲道 PCM、多聲道數位音訊及多聲道 PCM）。

版權保護：
本機的 HDMI 插孔符合 HDCP（高頻寬數位內容保護）修訂版 1.4 及修訂版 2.2 的
標準，這是一種數位視訊訊號的防複製系統。連接至本機的其他設備也必須符合
HDCP 標準。

HDMI CEC 功能：
使用 HDMI 電纜連接符合 HDMI 標準的 CEC（消費電子控制）裝置之後，即可在裝
置之間進行多種連結操作。此功能可以啟用各種連結操作，例如切換輸入選擇器與
播放器的連鎖、使用電視遙控器來調整音量，以及在電視關機時自動將本機切換為
待機。
本機的設計可連接符合 CEC 標準的產品，但不保證連結操作適用於所有 CEC 裝
置。為了使連結操作可以正常，請勿連接超過下方所示之 HDMI 插孔可連接數量的
CEC 相容裝置。
• 藍光光碟/DVD 播放器：最多 3 台
• 藍光光碟/DVD 錄影機：最多 3 台
• 有線電視調諧器、陸上數位調諧器和衛星廣播調諧器：最多 4 台

支援的音訊格式
2 聲道線性 PCM：
32 kHz、44.1 kHz、48 kHz、88.2 kHz、96 kHz、176.4 kHz、192 kHz、16/20/24 位
元
多聲道線性 PCM：
最多 7.1 聲道，32 kHz、44.1 kHz、48 kHz、88.2 kHz、96 kHz、176.4 kHz、
192 kHz、16/20/24 位元
比特流：
Dolby Digital、Dolby Digital Plus、Dolby TrueHD、DTS、DTS-HD High Resolution
Audio、DTS-HD Master Audio

ARC（音訊回傳通道）：
只要用一條 HDMI 電纜連接 ARC 相容電視，不只可將音訊及視訊從本機輸出至電
視，也能將電視的音訊輸入至本機。

DSD：
支援的採樣率：2.8 MHz

HDMI Standby Through：
即使本機處於待機狀態，AV 設備的輸入訊號依然可以傳輸至電視。

您的藍光光碟/DVD 播放器也必須支援上列音訊格式的 HDMI 輸出。

支援的解析度

Deep Color：
連接支援 Deep Color 的裝置後，來自裝置的視訊訊號輸入便能在電視上以更多色
彩重現。

HDMI IN：
• 內容保護技術：HDCP1.4/HDCP2.2
• 色彩空間（色彩深度）：
– 720×480i 60Hz、720×576i 50Hz、720×480p 60Hz、720×576p
50Hz、1920×1080i 50/60Hz、1280×720p 24/25/30/50/60Hz、1680×720p
24/25/30/50/60Hz、1920×1080p 24/25/30/50/60Hz、2560×1080p
24/25/30/50/60Hz、4K (3840×2160p) 24/25/30Hz、4K SMPTE
(4096×2160p) 24/25/30Hz：RGB/YCbCr4:4:4（8/10/12 位元）、YCbCr4:2:2
（12 位元）

x.v.Color™：
這項技術可擴大色域，重現更多真實色彩。
3D：
您可將 AV 設備的 3D 視訊訊號傳輸至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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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 (3840×2160p) 50/60Hz、4K SMPTE (4096×2160p) 50/60Hz：RGB/
YCbCr4:4:4（8 位元）、YCbCr4:2:2（12 位元）、YCbCr4:2:0（8/10/12 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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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規格
AM 可調諧頻率範圍
530 kHz 至 1700 kHz（北美與台灣地區）
531/530 kHz - 1602/1700 kHz（其他）
預設頻道
30

 放大器部份
額定輸出功率
負載為 8 歐姆，雙聲道驅動，頻率為 20 至 20,000 Hz；每聲道最低 RMS 功率
為 80 瓦，自 250 毫瓦至額定輸出的總諧波失真率不超過 0.08%。(FTC)（北
美地區）

 BLUETOOTH 部份

7 聲道 × 135 瓦，負載為 6 歐姆，頻率為 1 kHz，單聲道驅動總諧波失真率為
1% (IEC)（其他地區）

通信系統
BLUETOOTH 規格版本 3.0
頻段
2.4 GHz 波段
調製方法
FHSS（跳頻擴譜通信）
相容的 BLUETOOTH 設定檔
A2DP
支援的編解碼器
SBC
AAC
Qualcomm® aptX™
傳輸範圍 (A2DP)
20 Hz - 20 kHz（採樣頻率 44.1 kHz）
最大通信範圍
可視通路約為 10 m (*)
* 實際範圍可能受某些因素影響而有所不同，這些因素包括裝置之間的障礙物、
微波爐、靜電、無線電話周邊的磁場、接收靈敏度、天線性能、作業系統、軟體
應用程式等等。

每聲道 100 瓦（20 Hz 至 20 kHz，8 歐姆，0.09%）（其他）
最大有效輸出功率（北美地區）
155 瓦，負載為 6 歐姆，頻率為 1 kHz，單聲道驅動總諧波失真率為 10%
THD+N（總諧波失真率+噪音）
0.06%（20 Hz 至 20,000 Hz，50 瓦）
輸入靈敏度與阻抗
200 mV/47 kΩ (LINE (RCA))
頻率響應
5 Hz 至 100 kHz/+1 dB, –3 dB (DIRECT)
音調控制特性
±10 dB, 100 Hz (BASS)
±10 dB, 10 kHz (TREBLE)
訊噪比
106 dB (IHF-A、LINE IN、SP OUT)
揚聲器阻抗
6 Ω - 16 Ω

 視訊部份

 一般資訊

訊號強度
1 Vp-p/75 Ω（複合視訊）

電源

 調諧器部份

120 V AC，60 Hz（北美與台灣地區）
220 - 240 V AC，50/60 Hz（其他）

FM 可調諧頻率範圍
87.5 MHz 至 108.0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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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耗

類比

270 W
0.2 W（全待機模式）（北美與台灣地區）
0.3 W（全待機模式）（其他）
0.8 W（待機模式（HDMI Control：ON））
體積（寬 × 高 × 深）
435 mm × 168 mm × 326.5 mm
17" × 6-1/2" × 13"
重量
8.2 公斤（18.1 磅）
頻段可傳輸的最大射頻功率
2402 MHz - 2480 MHz (+4 dBm (e.i.r.p))

RCA（BD/DVD、CBL/SAT、CD）

 音訊輸出
預置
2 SUBWOOFER
揚聲器輸出
FRONT L/R（北美地區型號可支援香蕉插頭）、CENTER、SURROUND
L/R、SURROUND BACK L/R 或 FRONT HEIGHT L/R 或 ZONE 2 L/R
耳機
PHONES（前，ø 6.3 mm，1/4"）

 視訊輸出

 HDMI

視訊
MONITOR OUT

輸入
BV/DVD、CBL/SAT、STRM BOX、GAME

 其他

輸出
HDMI OUT 55 mA

設置麥克風：1（前）
USB
版本2.0，全速，Type-A，5 V/1 A（前）
POWER OUT
5V/1A（後）

支援
Deep Color、x.v.Color™、Audio Return Channel、3D、4K 60 Hz、CEC、
HDR（HDR10、BT.2020、HLG）
音訊格式
Dolby TrueHD、Dolby Digital、Dolby Digital Plus、DTS、DTS-HD Master
Audio、DTS-HD High Resolution Audio、DTS 96/24、DTS-ES、DSD、PCM
HDCP 版本
2.2
最高視訊解析度
4k 60 Hz (YCbCr 4:4:4)

 待機模式下的功耗
• 在下列情況中，待機模式下的功耗可能達到最大 0.8 W：
– 當「5.HDMI Setup」-「Control」設為「ON」時
– 當「Standby Through」未設定為「OFF」時
– 當「POWER OUT Standby」設定為「ON」時

 視訊輸入

規格與特性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VIDEO
BD/DVD、CBL/SAT

 音訊輸入
數位
OPTICAL (TV)
COAXIAL (C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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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和商標
前面板≫ 後面板≫ 遙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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