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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信息

安全和重要通知
警告：

谨防过热！请勿将产品安装在狭窄空间。产品•	
周围始终保留至少 10 厘米空间以便通风。确保
帘幕或其他物体绝对不会覆盖产品的通风孔。
请勿将产品、遥控器或电池摆放在明火或其他•	
热源旁边，包括直射阳光。
本产品只可在室内使用。请勿让本产品接近水、•	
湿气和装有液体的物体。
请勿将本产品摆放在其他电气设备上面。•	
雷雨天气时，请勿接近本产品。•	
如果将电源插头用作断开装置，则应随时可使•	
用断开装置。

激光
小心：
如果不严格遵守本文指定的控制、调整或操作程序，
可能会导致有害辐射暴露。
小心：
开口和联锁故障时，可能会发出可见和不可见的激光
辐射。请勿直视光束。
位置：
机芯内侧和附近

版权通知
本产品包含受美国专利和 Rovi Corporation 的其它
知识产权保护的版权保护技术。严格禁止逆向工程和
拆卸。

商标通知

HDMI、HDMI 徽标和高清多媒体接口是 HDMI 
Licensing LLC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或注
册商标。

Blue-ray DiscTM、Blue-rayTM 和徽标是 Blue-ray 
Disc Association（蓝光光碟联盟）的商标。

杜比实验室授权制造。Dolby、Pro Logic 和双 D 符号
是杜比实验室的商标。

DVD Video 是 DVD Format/Logo Licensing 
Corporation 的商标。

Java 和所有其他 Java 商标和徽标是 Sun Microsystems， 
Inc. 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Java 和所有基于 Java 的商标和徽标是 Sun 
Microsystems, Inc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商
标或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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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通过邮件获取 Cinavia 更多相关信息，请准备 
一张明信片，填上您的邮寄地址，然后寄送至： 
Cinavia Consumer Information Center，P.O. 
Box 86851，San Diego，CA，92138，USA。
本产品获得了 Verance Corporation 授予采用专
利技术的许可，受美国专利号 7,369,677 和其他 
已发布和申请中的美国及全球专利的保护，所采用技
术的特定方面还受到版权和贸易机密保护。Cinavia 
是 Verance Corporation 的商标。版权所有 2004-
2010 Verance Corporation。Verance 保留所有
权利。禁止逆向工程或拆卸。

关于 DIVX 视频：DivX® 是 Rovi Corporation 分
公司 DivX, LLC 研发的数字视频格式。本产品是获
得官方 DivX Certified® 的设备，能够播放 DivX 
视频。请访问 divx.com，以了解详细信息和用于将
文件转换为 DivX 视频的软件工具。
关于 DIVX VIDEO-ON-DEMAND：必须注册本 DivX  
Certified® 设备，才能播放购买的 DivX Video-on- 
Demand (VOD) 电影。要获得注册码，请查阅设备 
设置菜单的 DivX VOD 部分。访问 vod.divx.com， 
以获有关完成注册的的详细信息。
DivX®、DivX Certified® 和相关徽标是 Rovi 
Corporation 或其子公司的商标，需获得授权才可
使用。
获得 DivX Certified® 便能够播放高达 1080p 的 
DivX® 视频，包括播放优质内容。

美国专利号 5,956,674、5,974,380、6,226,616、 
6 ,487,535、7,392,195、7,272,567、 
7,333,929、7,212,872 和已发布及申请中的其他 
美国和全球专利授权制造。DTSHD、符号、DTS-HD  
及符号是注册商标，DTS-HD Master Audio | Essential  
是 DTS, Inc.的商标。产品包含软件。DTS, Inc 保留 
所有权利。

本产品包含受美国专利和 Rovi Corporation 的其它
知识产权保护的版权保护技术。严格禁止逆向工程和
拆卸。

Cinavia 通知
本产品使用 Cinavia（静音水印）技术以限制某些商
业化生产的电影、视频及其电影配音受到未授权复
制。如果进行被禁止的使用未授权复制行为，一旦被
检测到，便会显示一条消息，并中断播放或复制。
有关 Cinavia 技术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Cinavia 在
线消费者信息中心，网址为： 
http://www.cinav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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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的产品

区域代码
蓝光光盘播放机和光盘都带有区域代码。要播放光
盘，就必须与这些区域代码匹配。如果代码不匹配， 
则无法播放光盘。
有关此蓝光光盘播放机的区域代码，请查阅蓝光光
盘播放机后面板。

特色功能
高清娱乐
使用 HDTV（高清电视）观看高清内容光盘。通过高
速 HDMI 电缆（1.3 或类别 2）进行连接。1080p 
分辨率，每秒 24 帧，逐行扫描输出，让您尽情体验
超卓的图像质量。

蓝光光盘 Java
蓝光光盘 Java(BD-J) 应用程序
BD-ROM 格式支持 Java，实现交互功能。在创建交
互 BD-ROM 标题时，“BD-J”为内容供应商提供近
乎毫无限制的功能。

区域
能够播放的 DVD 

光盘

英国、欧洲地区和
日本 ALL 2

中国、凯科斯群岛、
沃里斯和福图那群岛 ALL 6

区域 能够播放的蓝光光盘

欧洲、格陵兰、法国
属地、中东、非洲、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印度、中国、俄罗斯、
中亚和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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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主机

编号 控制 功能

1 调低音量。按一下轻微调低，按住可连续调低。

2 调高音量。按一下轻微调高，按住可连续调高。

3 音频输入 连接媒体播放器。

4 USB 接口 连接 USB 闪存设备。

5 x/1 停止播放。按住可开机/关机。

6 跳转至下一章节/标题/曲目。按住可快进。

7 播放/暂停。

8 跳转至上一章节/标题/曲目。按住可快退。

9 打开或关闭光盘仓。

10 IR 传感器 将遥控器指向 IR 传感器。

11 光盘仓 将光盘装入光盘驱动器。

12 显示面板 显示本装置的当前状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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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控制 功能

1 HDMI 输出接口 将视频/音频信号输出至已连接的电视机或显示器。连接至具备 HDMI 输入
的电视机或显示器。如果连接至具备 HDMI ARC 接口的电视机，便可实现 
HDMI ARC 功能。

2 左辅助音频输入 连接至电视机或其他设备上的音频输出接口。

3 右辅助音频输入 连接至电视机或其他设备上的音频输出接口。

4 FM 天线 FM 天线，用于接收无线电信号。

5 右喇叭输出 (8Ω) 连接至随附的右扬声器。

6 左喇叭输出 (8Ω) 连接至随附的左扬声器。

7 无线重低音接口 通过 USB 适配器连接至随附的无线低音炮。（仅适用于无线低音炮 WI-FI 
适配器）

注意：
出厂时，左喇叭输出和无线重低音接口适配器	—
已经连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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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器

音响系统模式
将遥控器切换至音响系统模式。•	

MENU（菜单）
访问或退出设置菜单。•	

跳转至下一章节/标题/曲目。•	
快进。•	

跳转至上一章节/标题/曲目。快退。•	

 停止播放/退出设置菜单/退出 A-B 重复播放。•	

开始/暂停播放•	

在 FM 模式中，按住此按钮可从当前频道自动•	
搜索频道，然后按 OK（确定）停止搜索；
按一下此按钮轻度搜索频道。•	

在 FM 模式中，按住以自动搜索全部频道，然•	
后按 OK（确定）以停止搜索；按一下此按钮
轻度搜索频道。

 
 用于选择已保存的频道，然后按 OK（确定） •	
以确认。

待机
让播放器进入待机模式。•	

遥控信号发射器
将遥控器指向前面板上的传感器。•	

BACK（返回）
用于清除输入错误、程序和曲目。•	
返回上一级菜单。•	
用于清除搜索到的频道。•	

CH+/-（频道 +/-）
选择不同的调谐器。•	
书签

在播放中任何位置插入书签。•	

程序
访问程序列表。•	

音频语言
用于查看与音频有关的信息并进行选择。•	

OPTION（选项）
访问或退出选项菜单。•	

ECO/SEARCH（ECO/搜索）
用于搜索标题、章节、曲目或播放时间。•	

MUTE（静音）
按下可使播放器静音。•	

数字按钮
在 FM 模式中，按数字按钮可选择您喜欢的、•	
已保存的频道。

GUIDE/POPUP（指引/弹出）
用于显示多种 Blu-ray Disc™/DVD 视频光•	
盘内含的菜单。

DISC MENU（光盘菜单）
打开 DVD/VCD 光盘的标题菜单。•	

SOUND（声音）
按此按钮可打开 EQ 模式。•	
缩放

进行缩小/放大。•	

SUBT（字幕）
用于显示字幕；如果光盘内含多种字幕，重复•	
按下可进行选择。

SOURCE（信源）
在 DISC（光盘）/FM/AUX IN（辅助音频•	
输入）/AUDIO IN（音频输入）/HDMI TV 
IN（HDMI 电视输入）之间切换。

INFO（信息）
用于显示光盘消息。•	
在 FM 模式中，可用于在各种类型的 RDS 之间•	
切换。

MEDIA CENTER（媒体中心）
用于打开/关闭媒体中心。•	

REPEAT（重复）
在各种重复模式之间进行选择。•	

REPEAT A-B（A-B 重复播放）
按住此按钮，可重复播放 A 至 B 之间的内容。•	

摘要
用于在播放过程中访问 JPEG 缩略图视图。•	

VOL+/-（音量 +/-）
调高或调低音量。•	

电视机模式
将遥控器切换为电视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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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准备工作
操作时，请始终按照本章所述说明，依次进行。
注意：

如果不严格遵守本文所述之控制、调整或操作	—
程序，可能会导致有害辐射暴露或其他不安全
操作。

准备遥控器
打开电池盒盖。1. 
按照仓内显示的正确的电池极性 (+/-)，装入2. 
两节 R03 电池。
盖好电池盒盖。3. 

注意：
如果长时间不使用遥控器，请将电池取出。	—
请勿混用新旧电池或不同类型的电池。	—
谨防爆炸！请将电池摆放在远离热源、日光直射	—
或明火的位置。请勿将电池抛入火中。
为方便操作，摆放设备时，请遵循以下最大可•	
操作范围规格。

正对距离：约 9 米	—
中央两侧距离：约 7 米，偏角不超过 30°	—
上方距离：约 7 米，偏角不超过 30°	—
下方距离：约 7 米，偏角不超过 30°	—

音频输入

4 连接
请以本产品为中心，进行以下连接。

连接至电视机
将产品连接至电视机，以观看光盘播放。请选择电视 
机支持的最佳视频连接：
连接至 HDMI 接口
此类型连接能提供较佳的图像质量。

HDMI 输出
(ARC)

HDMI 输出
(ARC)

左 右

辅助音频输入 FM 天线

HDMI 输入

右喇叭输出 (8Ω) 左喇叭输出 (8Ω) 无线重低音接口

使用 HDMI 电缆，连接本产品的 HDMI 输出接口
和电视机的 HDMI 输入接口。
注意：

建议连接至电视机的	—  HDMI ARC 接口（如果有）。
如果电视机只有	—  DVI 接口，可通过 HDMI/DVI  
适配器进行连接。您可以通过 DVI 观看画面，
通过扬声器收听声音。
您可以优化视频输出：在	—  SETUP（设置）菜单
中，选择 [PICTURE]（图像）> [TV]（电视
机）> [Resolution]（分辨率），然后按遥控
器上的左/右光标按钮，以选择电视机所能支持
的最佳分辨率。

辅助音频输入连接
连接至模拟立体声系统

HDMI 输出
(ARC) 辅助音频输入

左 右

FM 天线 右喇叭输出 (8Ω) 左喇叭输出 (8Ω) 无线重低音接口

辅助音频输入

左 右
音频输出

电视机或其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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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音频电缆，将本产品的模拟辅助音频输入接口
连接至电视机或其他设备的音频输出接口。在连接
好辅助音频输入后，按遥控器上的 SOURCE（信
源）按钮，切换至辅助音频输入模式。

连接 USB 设备
USB 设备提供额外的内容，以便升级软件和欣赏 
BD-Live 增值内容。

音频输入

将 USB 闪存设备连接至本产品的 USB 接口。
注意：

在连接好	—  USB 闪存设备后，按遥控器上的TEXT/ 
MEDIA CENTER（文本/媒体中心）按钮，即可选
择要播放的 USB。
只可将	—  USB 闪存设备连接至本产品的 USB  
接口。
观看	—  BD-live 增值内容时，需使用 1 GB 或更大
空间的 USB 闪存设备作为本地存储。

连接媒体播放器

音频输入

媒体播放器

将媒体播放器（如 MP3 播放器/CD 播放器）连
接至音频输入接口。在连接好媒体播放器后，按
遥控器上的 SOURCE（信源）按钮，切换至音频
输入模式。

连接扬声器
将右扬声器的扬声器电缆连接至播放机后面板的右
喇叭输出接口。
注意： 

连接扬声器电缆时，请确保接口上的	—  + 和 - 标
记正确匹配。

连接无线低音炮
将播放机的电源线连接至墙壁电源插座，然后1. 
按电源键开机。
将无线低音炮的电源线连接至墙壁电源插座。2. 
待机指示灯会微微亮起。
按遥控器上的 MENU（菜单）按钮，然后按 1、 3. 
2、3 和 4。播放机的显示面板将会显示“Sub 
Check ID”（低音炮检查 ID），同时低音炮
上的待机指示灯闪烁。
按住低音炮背面的4.  （ID 学习）按钮 3 秒。
如果低音炮成功连接至播放机，待机指示灯会
亮起。

注意：
如果系统附近有微波炉、无线网卡或蓝牙设备， 	—
或任何其他使用相同频率 (2.4GHz) 的设备， 
由于存在干扰，您可能会听到断断续续的声音。
无线电波的传输距离约为	—  10 米，但会因操作条 
件而异。如果主机和无线低音炮之间隔有钢筋
混凝土墙或金属墙壁，由于无线电波不能穿透
金属，主机和无线低音炮之间可能无法成功 
连接。
请勿倒置低音炮，否则可能会有物体通过底部	—
的小孔落入低音炮并触碰到带电部件。
请勿使用任何物体接触低音炮正面的布幕，以	—
避免造成损坏。

现在可以开始设置产品，以便使用。•	

注意：
连接交流电源线之前，请确保您已完成了所有	—
其他连接。
谨防产品损坏！请确保电源电压与播放机背面	—
标注的电压相符。
铭牌位于播放机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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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组合音响
本节将帮助您使用组合音响播放多种来源的媒体。

启动之前

完成所有必须的连接。•	
将电视机切换至与组合音响对应的信源。•	

注意：

请确保您的电视机具有	—  HDMI ARC 功能，以便

将电视机的声音传输至音响系统。

光盘

组合音响能够播放 DVD、VCD、CD 及蓝光光盘。

此外，还可播放自制光盘，如储存了相片和音乐的 
CD-R 光盘。

您需要些什么

组合音响和电视机之间的音频和视频连接。•	
音频或视频光盘。•	

播放光盘

将光盘放入播放机中。 1. 
» 将电视机切换至相应信源，光盘将自动播放。

如果光盘未自动播放，请检查设置菜单中的自2. 
动播放选项是否已开启，并确保您的蓝光组合

音响已切换至“光盘”模式。

按播放按钮可控制播放。3. 

蓝光光盘的 Bonus View
在支持 Bonus View 的蓝光光盘上，您可以在观看

主画面的同时查看其他内容，如导演的评论。

Bonus View 也称为画中画。

在蓝光光盘菜单启用 Bonus View（画中画）。1. 
在播放主画面时，按下 OPTION（选项）。2.  
» 显示选项菜单。

选择 [Second Video]（第二视频）> [ON/3. 
OFF]（打开/关闭），然后按 OK（确定）。 
» 显示 PIP 选项 [1] 或 [2]，具体视视频而定。 
» 画中画视频显示在小窗口中。

选择语言，然后按 OK（确定）。4. 

USB 存储设备
欣赏 USB 存储设备上的图片、音频和视频。

您需要些什么

USB 存储设备，其格式设定为 FAT 或 NTFS •	
文件系统，且符合海量存储设备类规范。

USB 延长电缆，以防 USB 存储设备不能与接口 •	
直接连接。

注意：

如果数码相机不需使用特殊的计算机程序也能	—

够播放文件，您可以播放通过 USB 连接的数码

相机上的内容。

要播放	—  USB 存储设备上受 DivX DRM 保护的

文件，请通过 HDMI 电缆将组合音响连接至电

视机。

播放文件

将 USB 存储设备连接至组合音响。1. 
按 MEDIA CENTER（媒体中心）。 2. 
» 显示“媒体中心”菜单。

选择 [USB]，然后按 OK（确定）。 3. 
» 显示内容浏览器。

选择文件，然后按 OK（确定）。4. 
按播放按钮可控制播放。5. 

DivX
播放以下介质上的 DivX 视频：

光盘•	
USB 存储设备•	

注意：

要播放光盘或	—  USB 存储设备上受 DivX DRM 
保护的文件，请通过 HDMI 电缆将组合音响连

接至电视机。

DivX VOD 代码

在购买 DivX 视频并使用组合音响播放之前，请先

使用 DivX VOD 代码在 www.divx.com 上注册

组合音响。

按 MENU（菜单），然后按 OK（确定）。1. 
选择 [Setup]（设置）> [Playback]（播放） 2. 
> [DivX® VOD DRM]，然后按 OK（确定）。 
» 显示您的组合音响的 DivX VOD 注册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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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幕
如果视频具有多种语言的字幕，请选择一种字幕语言。
在播放视频时，按 SUBT（字幕）可选择语言。
注意：

请确保字幕文件名与视频文件名相同。例如，	—
如果视频文件名为“movie.avi”，请将字幕文
件保存为“movie.srt”或“movie.sub”。
本组合音响能够播放以下格式的字幕文件： 	—
.srt、.sub、.txt、.ssa、.ass、smi 和 .sami。
这些文件不会显示在文件导航菜单中。

欧洲、印度和俄罗斯

字符集 语言
[标准] 英语、丹麦语、荷兰语、

芬兰语、法语、德语、意
大利语、挪威语、葡萄牙
语、西班牙语、瑞典语和
土耳其语

[中欧] 捷克语、荷兰语、英语、
德语、匈牙利语、波兰语
和斯洛伐克语

[希腊] 希腊语

注意：
在播放	—  DivX 外部字幕文件时，会显示如下代
码页面选项：
CP1252 •	 与标准匹配；
CP1250 •	 与中欧匹配；
CP1253 •	 与希腊匹配。

视频选项
在播放光盘或 USB 存储设备上的视频文件时，可使
用高级功能。
在观看视频时，可选择诸如字幕、音频语言、时间搜
索和图像设置等选项。某些选项可能不可用，具体 
视视频源而定。

按 OPTION（选项）。 1. 
» 显示视频选项菜单。
按导航按钮和 OK（确定），以选择并更改：2. 
[Title]（标题）：选择指定的标题。•	
[Chapter]（章节）：选择指定的章节。•	
[Time]（时间）：显示标题/章节的已播放/剩•	
余播放时间。
[Audio]（音频）：选择视频的音频语言。•	
[Angle]（视角）：选择其他拍摄视角。•	
[Subtitle]（字幕）：选择视频的字幕语言。•	

[Subtitle Style]（字幕样式）：仅限视频文件•	
的外部字幕。
[Second Video]（第二视频）：选择蓝光视频•	
的第二字幕语言。
[Second Audio]（第二音频）：选择蓝光视频•	
的第二音频语言。
[Bitrate]（比特率）：使用 •	  /  选择所需的
比特率。
[Still Off]（关闭静止）：关闭 DVD 光盘的静•	
止功能。对于某些 DVD 光盘，在播放过程中，
特定的视频画面会被停止下来，变成静止的画
面，让用户能够更好地欣赏特定的画面。要继
续播放，请选择“关闭静止”。
[Instant Search]（即时搜索）：即时跳过  •	
30 秒，以进行搜索。
[Instant Replay]（即时重播）：从前 10 秒•	
开始播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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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规格

可播放的媒体
本产品能够播放：

BD-Video、BD-R/RE2.0•	
DVD、DVD-Video、DVD+R/+RW•	
DVD-R/-RW、DVD+R/-R •	
视频 CD/SVCD•	
音频 CD、CD-R/CD-RW、MP3 媒体、JPEG •	
文件
DivX 媒体•	

视频
HDMI 输出：480i/576i、480p/576p、720p、 
1080i、1080p。

音频
2 声道模拟输出•	
左右声道音频：14Vrms (8 ohm) 	—
信噪比 ≥ 95 dB 
THD+N 1kHz < 0.5% 
动态范围 1kHz ≥80 dB 
串音 1kHz ≥ 95 dB
HDMI ARC：•	
0.5 Vp-p (75 ohm)
HDMI 输出•	

USB
USB 1.1 / USB 2.0 全速 / USB 2.0 高速•	
支持的范围：闪存盘、USB 海量存储设备类设备。•	

MP3 曲目
受支持的文件扩展名：“.mp3”•	
受支持的音频编解码器：MP3•	
受支持的相应比特率：112-320 kbps•	
受支持的采样频率：32kHz、44.1kHz、48kHz•	

JPEG
受支持的文件扩展名：“.jpg”或“.jpeg”•	
JPEG 格式•	
不支持图像 CD•	

DivX
受支持的文件扩展名：“.DIVX”、•	 “.XVID”
或“.AVI”
DivX Ultra、Divx HD•	

主机
电源额定值：•	
200~240VAC 50/60Hz
主机功耗：30W •	

低音炮功耗：10W•	
待机模式功耗：<1W•	
左右扬声器最大功耗：25W+25W •	
低音炮最大功耗：50W•	
工作温度：•	 5°C 至 35°C
工作湿度：小于 80%（无凝结）•	

文件格式
音频：.aac、.mka、.mp3、.wav•	
视频：.avi、.divx、.mp4、.mkv、.asf、 •	
.mpg、.mpeg
图像：.jpg、.jpeg•	

放大器
总输出功率：100 W RMS (10%THD+N)•	
频率响应：20 Hz-20 kHz / ±6 dB•	
信噪比：> 65 dB (CCIR)/（A 加权）•	
输入灵敏度：•	

 辅助音频输入：1 V 
音频输入：0.5 V

无线电
调谐范围：•	

欧洲/俄罗斯/中国：FM 87.5-108 MHz 	—
(50 kHz)
亚太地区/拉丁美洲地区：FM 87.5-108 MHz 	—
(50/100 kHz)

信噪比：FM 50 dB•	
频率响应：FM 200 Hz-12.5 kHz/ ±•	 6 dB

随附配件
音频电缆•	
遥控器•	
电池•	
电源线•	
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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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提示

遥控器没有反应。•	 将产品连接到电源插座。	—

将遥控器指向产品。	—

正确地插入电池。	—

在遥控器上插入新电池。	—

通过 HDMI 电缆连•	
接的显示设备没有音
频/视频信号。

如果使用 HDMI 电缆将装置连接到未授权的显示设备上，可能无法输出	—
音频/视频信号。

电视机上没有高清视•	
频信号。

光盘是否含有高清视频？如果光盘中没有高清视频，则高清视频不可用。	—

电视机是否支持高清视频？如果电视不支持高清视频，则高清视频不	—
可用。

音响系统的扬声器没•	
有音频信号。

打开音响系统。	—

将音响系统设置为正确的外部输入。	—

调高音响系统的音量。	—

电视机没有声音。•	 检查音响系统的 HDMI ARC 	— 接口是否已连接至电视机的 HDMI ARC 
接口。

无法播放光盘。•	 确保蓝光播放机支持该光盘。	—

确保蓝光播放机支持该 DVD 或 BD 的区域代码。	—

对于 DVD+RW/+R 或 DVD-RW/-R，请确保光盘已完成烧录。	—

清洁光盘。	—

无 法 播 放 光 盘 中 的 •	
JPEG 文件。

确保光盘以 UDF、ISO9660 或 JOLIET 格式烧录。	—

无 法 播 放 光 盘 中 的 •	
MP3 文件。

确保光盘以 UDF、ISO9660 或 JOLIET 格式烧录。	—

确保 MP3 文件的比特率介于 112 至 320 kbps 之间。	—

确保 MP3 文件的采样率为 32kHz、44.1kHz 或 48kHz。	—

无法找到 JPEG 文件。•	 对于 DVD 和 CD，确保所选组（文件夹）中含有的文件分别不超过 	—
9,999 个和 999 个。

确保文件扩展名为 .jpg、.JPG、.jpeg 或 .JPEG。	—

7 故障诊断 

如果您在使用本设备的过程中遇到任何以下困难，
请先查阅下表，然后再咨询您最近的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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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提示

无法找到 MP3 文件。•	 对于 DVD 和 CD，确保所选文件夹中含有的文件分别不超过 9,999 个	—
和 999 个。

确保文件扩展名为 .mp3 或 .MP3。	—

无法升级软件•	 在使用 USB 闪存设备升级系统时，您应该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并命名为 	—
upg，然后将升级文件复制到此文件夹。

无法播放•	  USB 闪存
设备

请使用与海量存储类驱动相一致的 USB 闪存设备。	—

有时无法选择设置菜•	
单选项。

在播放 DVD 光盘或 BD 光盘时，按“停止”按钮一次，播放器会进入停	—
止恢复模式，在此模式中，您无法更改设置菜单中的部分设置，如语言子
项菜单、音频和字幕等。如果您要更改这些选项，按“停止”按钮两次，
播放机将进入完全停止模式，便可以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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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词汇表

BONUSVIEWTM 
这是一种 BD-Video（最终标准配置文件或配置文件 
1.1），支持编码在光盘上的交互式内容，如画中
画。这表示，您可以同时播放主视频和第二视频。

DivX®

DivX® 是一种编解码器（压缩/解压缩），能够将图
像的数据体积压缩至非常小。
获得 DivX Certified® 便能够播放 DivX® 视频，包括
播放优质内容。

关于 DIVX 视频：DivX	— ® 是 DivX, Inc 公司
开发的数字视频格式。本产品是获得官方 DivX 
Certified 的设备，能够播放 DivX 视频。请访
问 www.divx.com，以了解详细信息和用于将
文件转换为 DivX 视频的软件工具。
关于 DIVX VIDEO-ON-DEMAND：必须注册本 	—
DivX Certified® 设备，才能播放 DivX Video-
on-Demand (VOD) 内容。要生成注册码，请
查阅设备设置菜单的 DivX VOD 部分。请访问 
vod.divx.com，使用此代码完成注册程序，
并了解有关 DivX VOD 的详细信息。

Dolby® Digital
由杜比实验室开发，用于压缩数字声音的系统。为您
提供立体声（双声道）或多声道音频。

Dolby® Digital Plus
Dolby Digital Plus 是下一代数字音频压缩技术，
是在 Dolby Digital 基础上扩展开发而成。蓝光光
盘支持 7.1 多声道环绕声输出。

Dolby® TrueHD
Dolby TrueHD 是针对下一代光盘开发的无损编码
技术。蓝光光盘支持 7.1 多声道环绕声输出。

DTS®

DTS 是一款多声道环绕声系统。连接到 DTS 解码器，
您便可以享受到电影为您带来的动态真实的音效，
彷如亲临电影院一般。DTS 环绕声由 DTS, Inc 研
发的声音技术。

DTS-HD®

DTS-HD 是一种无损编码技术，是以原来的 DTS 
Coherent Acoustics 格式为基础，扩展开发而成。
蓝光光盘支持 7.1 多声道环绕声输出。

DTS-HD Master AudioTM

采用 DTS-HD Master Audio 编码的光盘，可以传
送原版录音片中的所有信息 — 细致程度深入至每一
比特，彻底重现音响师录制的每一个细节。音频效
果达到了前所未达的境界。

HDCP
高频带数字内容保护。这种规格能够在不同设备之
间进行安全的数字内容传输，防止版权受到侵害。

HDMI®

高分辨率多媒体接口 (HDMI) 是一种高速数字接
口，能够传输未经压缩的高清视频和数字多声道音
频。可提供高品质图像和超卓的音质。HDMI 能够
完全向后兼容 DVI。根据 HDMI 标准的规定，在没
有 HDCP（高频带数字内容保护）的情况下连接到 
HDMI 或 DVI 产品会导致没有视频或音频输出。

JPEG 
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数字静止图像格式。它是联合
图像专家组提出的静止图像数据压缩系统，无论
采用多高的压缩比，都能使将图像质量下降控制
在最小范围。这种文件通过其文件扩展名“.jpg”
或“.jpeg”进行识别。

MP3
这是一种文件格式，通过声音数据压缩系统进行压
缩。MP3 是“运动图像专家组 1（或 MPEG-1）音
频层 3”的缩写。使用 MP3 格式，一张 CD-R 或 
CD-RW 可以容纳比普通 CD 多大约 10 倍的数据。

PBC
播放控制。这是一套系统，通过记录在光盘上的屏幕
菜单以浏览视频 CD/超级 VCD。您可以体验交互式
播放和搜索功能。

PCM
脉冲编码调制。这是一种数字音频编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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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宽比
高宽比是指电视机屏幕的高度与宽度比。标准电视
机的高宽比为 4:3，而高清或宽屏电视机的高宽比
则为 16:9。通过高清电视机或宽屏电视机，您可以
欣赏到比标准 4:3 电视屏幕更阔大的图像。

蓝光光盘 (BD)
蓝光光盘是下一代的光学影碟，其数据存储量是传
统 DVD 的五倍以上。大容量使其能够拥有更多功
能，如高清视频、多声道环绕声和交互式菜单等。

区域代码 
这是一种系统，让光盘只能够在指定的区域内播
放。本机只能播放含有兼容的区域代码的光盘。您
可以在产品标签上找到本机的区域代码。某些光盘
可兼容多个区域（或所有区域）。

数字音频
数字音频是指已被转换为数值的声音信号。数字声
音可通过多个声道进行传输。模拟声音只能通过两
个声道进行传输。

9 联系 IKEA

如果您对新的 UPPLEVA 乌列娃电视机或音响系统有任
何疑问，或者需要服务或支持，请访问 www.IKEA.cn  
以联系 IKEA 客户服务部门。
为确保我们能够为您提供最有效的帮助，在联系我
们之前，请先仔细阅读本手册。致电联系我们前，请
先准备好您所购买产品的产品编号。您可以在收据
或者在 UPPLEVA 乌列娃电视机或音响系统的背面
找到 8 位数字组成的产品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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