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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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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机功能及特色

本机功能

电视机功能

•	全频道自动调谐																																	•	多种智能游戏		

•	Android4.0智能电视																													•	提供USB接口、SD卡槽																														

•	单独的全搜索功能（基于本机内容和网络内容）					•	智能音量

•	多媒体USB接口，具有电影、音乐、图片播放功能				•	具有壁挂、桌面声音场景选择

•	提供SD卡接口用于下载和安装应用程序													•	多种声音效果模式

•	ATV、AV1、AV2、YPBPR（分量）、PC（电脑）及数字HDMI

•	支持SDTV或HDTV（480i/480p、576i/576p、720p、1080i/1080p）

电脑显示器功能

•	提供大屏幕显示，高分辨率以及极好的彩色精确度

•	提供动态的显示区域，自动调整大小、自动居中，以及完美的几何图形

•	支持电脑音源接入

•	支持多种电脑显示格式

多媒体功能

•	智能化用户界面，操作简单

•	图片浏览、音乐播放、视频播放

•	支持SD卡、U盘、USB移动硬盘、MP3等存储设备

本机特色
•	超薄机身

•	自然光技术，更节能护眼

•	高清视频播放，支持1080P	H.264/TS流/MPEG2及720P	RM/RMVB格式的高清晰视频文件及AVI、MPEG4、

		MPEG1等视频格式

•	JPEG/BMP等图片文件及MP3/WMA等音乐文件播放

•	多种画质处理技术应用：3D亮色分离、动态对比度、彩色边缘改善，使画面更清晰亮丽

•	天气预报、股票行情、新闻等

•	支持模拟电视PAL	DK、I制式

•	3D功能(部分机型无此功能)

•	Android4.0智能系统

•	网络影院

•	支持USB接口的鼠标和键盘等外部设备

•	Android应用商店提供大量可供下载程序、游戏和工具应用

本机注意事项
•	SD存储之内容为电视系统重要信息，为保障您的电视正常工作，请勿在开机状态下插拔SD卡。

•	本产品的性能在不断改进之中，所有产品的规格（包括功能、应用、外观和颜色等）以实物为准，如

		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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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与连接

电视机按键

1	 确认( )键

	 菜单模式下，确认选项。

2	 菜单( )键

	 显示主菜单各选项供选择及切换。

3	 音量( / )键

	 减/增调节音量。

4	 频道( / )键

	 切换上一频道/下一频道。

5	 待机( )键

	 待机/开机切换。

电视机端子接口

注意：以下仅为各端子接口示意图，实际位置不同机型有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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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与连接

外接设备连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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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与连接

遥控器使用说明

•	待机键( )：待机/开机切换。

•	OK键：进入选项或确认选项。

•	飞梭（上/下/左/右）键

		上/下键：频道上/下键；菜单模式下，为导航上/下方向键；USB下播放图片/视频/音乐时候选择上一

		张/片/首或下一张/片/首。

		左/右键：音量减/增键；菜单模式下，为导航左/右方向键。

		旋转飞梭键：顺时针旋转飞梭键增加音量；逆时针旋转飞梭键减小音量。

•	主菜单键( )：显示/退出主菜单。

•	返回键( )：菜单模式下，返回上一级菜单或界面。

•	子菜单键( )：显示/关闭扩展菜单（应用菜单，如播放控制台菜单等）。

•	静音键( )：开启/关闭静音。

•	3D键：打开3D模式菜单。(只适用于带3D功能的机型)

•	信息窗键( )：任意信源时在网络连接正常时按信息窗键，即可获悉当天的天气预报/股市行情及新

		闻资讯等。

遥控器的使用请注意以下事项：

1、打开遥控器背面的电池盒盖，然后按

			电池盒内所标注的极性相应放入两节7

			号电池，最后把电池盒盖盖上。

2、请将遥控器对准主机前壳上的遥控接

			收窗。若主机与遥控器之间有障碍

			物，遥控可能会失灵。

3、为确保遥控器良好的操作性能,如发现

			操作不正常，请立即更换电池。

4、不要将新、旧电池或不同型号的电池

			混合使用。

5、电池电力微弱时会发生泄漏电解液现

			象，这会损坏遥控器。一旦发现电力

			微弱，应尽快更换电池。

6、若长期不使用遥控器，请把电池取

			出，以免电池泄漏电解液。

7、电池不得暴露在诸如日照，火烤或类

			似过热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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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与连接

网络连接与设置

有线网络连接示意图

电视机

互联网ADSL Modem

电脑

路由器

本机提供三种连接方式给用户选择，用户选择连接成功后，系统会自动记忆用户选择的连接方式，以后

每次使用网络都可自动连接，不需要反复设置(ADSL拨号上网除外)。选择“系统设置->网络设置”，按

OK键进入菜单详情。

注：该图片仅为无线网络某一连

接方式示意图，具体连接方式

请以用户实际网络配置的连接为

准。无线网卡只有适合本机的类

型才可使用，详细内容请咨询销

售人员。

无线网络连接示意图

无线网卡

电视机

无线路由器

ADSL Modem

WiFi网络设置
当使用WiFi连接无线网络时，可以通过调整该菜单完成网络连接。TV菜单下选择系统设置/网络设置/

WIFI网络设置/WIFI网络开关。		

有线网络设置

•	如果用户网络可动态获取IP地址，可选择“自动获取IP地址”进行网络连接。

•	如果需要输入静态IP，可以选择“手动设置IP地址”。进入手动输入IP地址界面后，按“OK”键调出

		软键盘，按左/右键选择数字，按OK键确认输入，“删除”按钮回删一个字符，即光标所在的前一个

		字符。每输完一组数字，请调整至下一输入框开始输入，直到全部完成为止，选择“完成”自动退出

		软键盘，选择“确定”保存输入并开始自动连接网络。

注：该图片仅为有线网络某一连
接方式示意图，具体连接方式请
以用户实际网络配置的连接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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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与连接

连接天线及电源
请将天线或有线电视插头与本机的天线插头连接，将电视机连接至交流电源插座。

注：部分机型外置天线隔离器，请将天线或有线电视插头通过本机附带的天线隔离器相连后，再与本机

的天线输入端连接。

开机
接AC220V电源，电视机进入待机状态，按遥控器或电视机上的待机键，电视机开机。

关机
电视机开机时，按遥控器或电视机上的待机键，电视机进入待机状态。

注：若是停电或长时间不使用，请及时将交流电源线插头拔出插座。

ADSL拨号上网

•	第一次进入ADSL设置时，用户名和密码为空，焦点在“用户名”输入框，按OK键调出软键盘，输入用

户名后，选择完成，按返回键返回输入框，按下键移动到“密码”输入框，同样方式完成密码输入后返

回输入框。

网络连接向导

•	指导用户连接网络。

搜台
1、按遥控器上的子菜单键开启屏幕子菜单。

2、在电视设置菜单下选择搜台项，按OK键进入。（TV信源下有效）

3、进入搜台界面后，按遥控器的左/右键选择扫描方式，按OK键开始扫描。

4、按返回键返回。

调节频道/音量
在TV信源下，按遥控器的上/下键即可切换频道，按左/右键调节音量。	

 电视基本功能

菜单使用
1、按下遥控器的主菜单键开启本机的主菜单。

2、按上/下/左/右键选择菜单。

3、按OK键进入菜单。

4、按返回键返回上一级菜单；按主菜单键返回到主菜单。

注：具体操作详见本机内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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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信息

多媒体、网络下载功能问题与解答

1	为什么我用移动硬盘（USB）播放电影没有声音？

	 答：硬盘里的电影音频格式可能与本机不符。

2	怎样才能延长移动硬盘的使用寿命？

	 答：按说明书正常操作，能有效保护U盘或移动硬盘的使用寿命。如正在播放音视频及图片文件时不

		能拔出，一定要退出主界面时方能拔出。

3	为什么有的电影播放不了？

	 答：可能是超出产品的支持范围了，尤其是很多数码像机拍摄的视频，使用的格式一般有私有协议，

		我们的产品不能兼容，我们的产品支持的视频格式请参考多媒体格式。

4	多媒体功能下，播放电影时，没有播放完毕就停止了？

	 答：可能电影在压缩、拷贝或下载的过程中会出错误，因此当播放到某一位置时，会自动停止播放该

		文件。

5	用户ID有什么作用？

	 答：每台电视机都会自动生成一个唯一的ID号。有了用户ID就确认能上网。

6	软件升级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答：（1）升级过程不要断电；（2）升级过程中不要使用遥控器进行任何操作；（3）升级的过程可

		能需要较长时间（一般不超过5分钟），但是网络下载升级包的过程受网络影响，无法准确估计，需

		要耐心等待。

7	软件升级后为什么没有明显变化？

	 答：软件升级有时是增加新的功能，有时则是提升电视机的性能，所以每次升级的内容不同，升级后

		可能增加了新的功能，界面上有明显的变化；也有可能升级后，界面上无任何变化，功能也没有增

		加，只是提高了机器的性能。

8	升级过程中不小心碰到电源，终止升级了怎么办？

	 答：具体处理方法：如果电视机上原来插着U盘，请不要拔下来，带着U盘重新开机，应该可以重新

		升级；如果原来没有插着U盘开始的升级，也需要关机后重新开机，看是否正常；如果仍然不能重新

		升级，请咨询客服中心。

9	在接入U盘时，如果进入“我的U盘”，提示没有检测到USB设备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因为移动硬盘出了故障或者供电不足导致。如果是移动硬盘故障时，需要将移动硬盘接入

		到电脑中，对移动硬盘进行修复，具体操作：首先，在电脑上找到磁盘，在需要修复的移动硬盘上点

		鼠标右键，在弹出框内选择“属性”，再选择“工具”后即可开始修复选中的移动硬盘或U盘。其

		次，如果移动硬盘供电不足（移动硬盘会有"喀嚓"声）时，会导致硬盘无法正常工作，USB设备需要

		电压5V，电流500MA-700MA。如果供电不足会导致移动硬盘读写错误甚至无法识别。电视对该范围内

		的USB使用没问题。如果出现了供电不足的情况，可以将USB线的一端的两个插头同时插到USB接口

		上，以加强供电。另外也可以使用外接电源（请注意选用适合的型号），请注意一定要先开电视机

		后，再插入U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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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信息

无图像，有伴音
调整亮度、对比度模拟量。

有可能电视台出现故障。

无图像无伴音
家中保险丝、断路器不正常。

电源插座开关没打开。

电源线路接触不良。

检查信号源。

有雪花点及干扰
若天线被搁置在电视信号微弱的边缘地带，图

像上会布满斑点。

当信号特别微弱时，则需要架设特殊天线方可

改进接收效果。

调节室内、室外天线。

检测天线连接处。

调节频道微调。

可能电视台出现故障。

无线电频率干扰
此干扰产生移动波纹或斜纹，

有时使图像失去对比度。例

如:手机等,使机器远离干扰

源。

无彩色
确认当前节目是否为黑白电视

节目。

遥控器不能操作
需要更换电池。

电池的极性安装不正确。

主机电源没接通。

火花干扰
出现黑色斑点、水平条纹或图

像出现摇摆、飘动。这些现象

通常是由来自汽车点火系统、

霓虹灯、电动钻或其它电子装

置上的干扰所引起的。使天线

远离干扰源。

图像有杂乱波纹
通常是由于当地干扰造成的。

例如汽车、日光灯、电吹风

等。

调节天线使干扰减至最小。

重影干扰	

重影是由经过双通路的电视信

号引起的，一是直接通路；另

一个是反射高楼、山脉或其它

物体的通路。改变天线的方向

及位置可改进接收效果。

电脑模式下黑屏
（即当作电脑显示器使用时）

可能是由于电脑所设置的分辨率无法识别，建

议更改为最佳分辨率或其它Windows系统标准分

辨率。

图像正常，无伴音
可能音量没打开，按音量加

键。有可能电视台出现故

障。

故障分析及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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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信息

整机技术规格

工作电压：220V~	50Hz(具体数据以后警告牌为准)															

环境：工作温度：5。C—35。C		工作湿度：20%—80%		储存温度：-15。C—45。C		储存湿度：10%—90%

接收频道：470MHz	全频道有线电视	（DS1—57CH			Z1—Z38CH）

适合制式：TV：PAL		DK/I,		AV：NTSC、PAL

状态显示方式：屏幕显示														

调整状态指示：屏幕视窗菜单		 	

射频天线输入：75Ω	不平衡	 	

AV视频接口（输入）：75Ω,	1.0Vp-p														

AV音频接口（输入）：10kΩ,	0.5Vrms		

AV视频接口（输出）：75Ω,	1.0Vp-p														

AV音频接口（输出）：10kΩ,	0.3Vrms		

网络接口：RJ45/10/100m.BASE	

主要随机附件

•	遥控器一个										

•	用户手册一份										

•	电源线一根											

•	3D眼镜两副（仅L46U4000A-3D、L46U4010A-3D提供）																

•	AV转接线一根

•	7#电池两节

•	天线隔离器

							型号
		伴音输出

	声压级(dB)

额定消耗功率

					(w)

			可视图像

对角线尺寸(cm)

					主机尺寸

			(宽×高×厚mm)

	主机质量

			(kg)

L32U4000A ≥	72 70 约79 773×480×61 约8.4
L32U4010A ≥	72 70 约79 773×480×61 约8.4
L40U4000A ≥	75 90 约101.6 960.7×576.2×55.1 约13
L40U4010A ≥	75 90 约101.6 960.7×576.2×55.1 约13
L46U4000A-3D ≥	75 120 约116 1079×644×54 约15
L46U4010A-3D ≥	75 120 约116 1079×644×54 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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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IKEA



环保注意事项和说明：
	

保护环境是每个社会成员的责任和义务。请您在使用本产品时，关注以下事宜。

1	节能：节能不仅是保护环境的需要，同时也可为您节省电费。

•	不观看电视时，请切断电源，以节约能源。

•	电视机在待机状态下同样会消耗电能，若较长时间不观看电视时，请尽可能切断电源，不要使电视机长时间处于待

机状态。

•	通过降低显示屏的亮度可降低电视机使用过程中的能耗。建议您根据家庭收看环境选择低能耗的工作模式。如果您

购买的电视机具有背光亮度调整功能，通过降低显示屏的背光亮度可有效降低电视机的能耗。

2	环保使用期限和有害物质

产品上的“环保使用期限”如左图所示。本产品的“环保使用期限”为10年，电池等可更换部件环保使用期

限可能与产品的环保使用期限不同。只有在本用户手册所述的正常环境下使用本产品时,“环保使用期限”才

有效。

本产品外壳阻燃性能等级低于1级。
3	产品的回收和再利用

•	本产品采用有利于资源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设计方案，在现有技术情况下，尽可能采用了无毒无害（或低毒低

害）以及便于回收利用的材料。本公司保证提供符合标准、满足环保要求的可更换部件，产品若需要维修或更换部件
请与本公司售后服务部门联系。

•	产品废弃后，请不要随便丢弃，应送交国家认可有处理资格的企业进行回收处理。若需要了解产品废弃后回收的相

关信息请与本公司售后服务部门联系。
4	关于中国环境标志认证说明
电视机已列入中国环境标志认证，如果您购买的电视机或其包装上具有中国环境标志，说明该产品已经通过了中国环
境标志认证。证明该产品不仅质量合格，且与同类产品相比，具有低毒少害、节约能源和资源、易于回收再利用和处
置等优势，符合特定的环境保护要求，对生态环境更为有利。您可在环境保护部网站(http://www.mep.gov.cn)上浏览
到关于环境标志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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