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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內容物
1. 主機 (1)
2. 遙控器 (RC-957R) (1)、電池 (AAA/R03) (2)
3. 揚聲器設置麥克風 (1)
0 Initial Setup 時使用。

4. 室內 FM 天線 (1)
5. AM 環狀天線 (1)
6. 電源線 (1)
0 快速入門指南 (1)
0 基本手冊 (本手冊 )

0 連接阻抗為 4 Ω  至 16 Ω  的揚聲器。
0 只有在其他所有電纜連接均完成後方可連接電源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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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韌體更新可能會推出新功能，而服務供應商可能停止服
務，換言之，部分網路服務及內容可能於日後無法再供使
用。此外，可用的服務可能會根據您的居住地而有所不
同。
0 韌體更新的詳細資料將公告於本公司網站，並於日後透過
其他方式公佈。
0 規格與外觀如有更改，恕不先行通知。

> 啟動之前 > 零件名稱 > 安裝 > 初始設置 > 播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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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名稱

前面板

1. INPUT SELECTOR 轉盤：切換將播放的輸入。
2. MCACC 指示燈：使用 MCACC 啟用揚聲器校準時會亮起。
3. FL OFF 指示燈：重複按 DIMMER 以關閉螢幕時會亮起。
4. DIMMER 按鈕：您可用三個步驟關閉顯示螢幕或調整顯示螢幕的亮度。
5. TUNING MODE 按鈕：切換自動調諧與手動調諧的 AM/FM 電台開關。
6. +FAVORITE 按鈕：用於註冊 AM/FM 無線電台。
7. HOME MENU 按鈕：顯示 Home。(*)
8.顯示 (P4)
9.游標按鈕 ( / / / ) 與 ENTER 按鈕：以游標選擇項目並按 ENTER 確認。在使用 

TUNER (P26) 時用來調諧電台。
10.NETWORK 指示燈：本指示燈會在使用輸入選擇器選擇“NET”且主機連接至網路時亮
起。如果主機處於待機範式，啟用 HDMI CEC 和網路待機等功能時會亮起。

11. WIRELESS 指示燈：本機連接至無線網路時會亮起。
12.遙控感應器：接收遙控器發出的信號。
0 遙控器的收訊範圍在大約 16´/5 m，垂直軸 20 度內，左右 30 度內。

13.RETURN 按鈕：返回先前顯示狀態。
14.MASTER VOLUME
15.Í STANDBY/ON 按鈕
16.PHONES 插孔：連接帶標準插頭的耳機 (Ø1/4"/ 6.3 mm)。
17.MCACC SETUP MIC 插孔：連接隨機提供的揚聲器設置麥克風。

> 啟動之前 > 零件名稱 > 安裝 > 初始設置 > 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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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動之前 > 零件名稱 > 安裝 > 初始設置 > 播放

18.聆聽範式按鈕：按“AUTO/DIRECT”、
“SURROUND”或“STEREO”以切換聆聽範式 
(P28)。(*)

19.SOUND RETRIEVER 按鈕：開啟 /關閉 Sound 
Retriever 功能，以提升壓縮音訊的音質。

20.PURE DIRECT 按鈕：切換為 Pure Direct 範式。 (P28)
21.USB 埠：連接 USB 儲存裝置以便播放儲存在其中的音
樂檔案。也可透過 USB 傳輸線為 USB 裝置供應電源 
(5 V/500 mA)。

22.AUX INPUT 插孔：使用立體聲迷你插頭電纜 (Ø1/8"/
3.5 mm) 連接攝影機等。

(*)詳細資料請見 高級手冊。

顯示

1. 此燈會在使用“NET”、“USB”輸入選擇器執行操作時亮起。
2. 在以下情況亮起。

：透過 BLUETOOTH 連接時。
：透過 Wi-Fi 連接時。

NET：使用輸入選擇器選擇“NET”且主機連接至網路時。網路未正
確連接時會閃爍。
USB：使用輸入選擇器選取“USB”本機透過 USB 連接，並選取 
USB 裝置時。USB 未正確連接時會閃爍。
HDMI：已輸入 HDMI 訊號且已選擇 HDMI 輸入時。
DIGITAL：已輸入數位訊號且已選擇數位輸入時。

3. 根據輸入的數位音訊訊號與聆聽範式類型亮起。
4. 在以下情況亮起。

TUNED：接收 AM/FM 廣播。
STEREO：接收 FM 立體聲。
SLEEP：已設定睡眠計時器時。
AUTO STBY：自動待機開啟。

5. 連接耳機時亮起。
6. 靜音開啟時閃爍。
7. 顯示輸入信號的各種資訊。
8. 調整音量時亮起。
9. 揚聲器 /聲道顯示：顯示所選聆聽範式所對應的輸出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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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板

1. DIGITAL A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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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VIDEO IN 插孔：使用類比視訊纜線輸入 AV 設備的視訊訊號。
3. NETWORK 埠：透過乙太網路電纜連接至網路。
4. USB 埠：連接 USB 儲存裝置以便播放儲存在其中的音樂檔案。也可透過 USB 傳輸線為 

USB 裝置供應電源 (5 V/500 mA)。
5.無線天線：用於 Wi-Fi 連線，或是使用具 BLUETOOTH 功能的裝置時。根據連接狀態調
整角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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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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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2V TRIGGER OUT 插孔：通過 12V 觸發輸入插孔可連接裝置，從而能夠在該裝置和本
機之間進行連結操作。

9. IR IN 埠：可連接多房式遙控器套件。
10.RS-232C 埠：連接住家控制系統。
11. AC IN：連接產品隨附的電源線。
12.SIGNAL GND 端子：連接轉盤接地線。
13.AUDIO IN 插孔：使用類比音訊電纜輸入 AV 設備的音訊訊號。
14.ANTENNA AM LOOP/FM UNBAL 75Ω 端子：隨機提供的天線已連接。
15.SUBWOOFER PRE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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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多達兩個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相同的訊號會從各個 SUBWOOFER PRE OUT 插孔輸
出。

16.SPEAKERS 端子：使用揚聲器電纜連接揚聲器。(北美地區型號相容於香蕉插頭。)

> 啟動之前 > 零件名稱 > 安裝 > 初始設置 > 播放

18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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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動之前 > 零件名稱 > 安裝 > 初始設置 > 播放

遙控器

1. Í STANDBY/ON 按鈕
2.輸入選擇器按鈕：切換將播放的輸入。
3. 21 按鈕：選擇要播放的輸入源。
4.  (AV ADJUST) 按鈕：播放時按下可在電視及顯示螢幕上顯示 

AV Adjust，以調整音質等。請注意，輸入選擇器為“CD”、
“TV”、“PHONO”、“AM”或“FM”時，電視螢幕不會顯示，
因此請遵循主機上的顯示螢幕進行操作。(*)

5.游標按鈕與 ENTER 按鈕：用游標選擇項目並按 ENTER 確認選
取。當資料夾或檔案清單未顯示在 TV 的螢幕上時，請按  /  變
更螢幕畫面。

6.  按鈕：顯示 Home。(*)
7.音量按鈕
8.  按鈕：暫時將音訊調為靜音。再按一次可取消靜音。
9. LISTENING MODE 按鈕：您可以用此選擇聆聽範式 (P28)。(*)
10.播放按鈕：用於播放音樂伺服器或 USB 時的播放操作。
11.  按鈕：用於播放音樂伺服器或 USB 時的重複或隨機播放
操作。每次按下按鈕時，範式會在  (重複 1 首曲目 )、

 (重複資料夾 ) 至  (隨機 ) 之間切換。
CLEAR 按鈕：刪除在電視螢幕上輸入文字時已輸入的所有字元。

12.  (STATUS) 按鈕：切換顯示資訊。
13.  按鈕：返回先前顯示狀態。
14.MODE 按鈕：切換自動調諧與手動調諧的 AM/FM 電台開關。
15.+Fav 按鈕：用於註冊 AM/FM 無線電台。
0 MAIN 和 ZONE 2、ZONE 3、ZONE 不使用。

(*)詳細資料請見 高級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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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程序
本機有多種使用方式，視所安裝的揚聲器佈局及與外部裝置
的連接方式而定。請詳讀下列內容，幫助您更輕鬆進行安
裝。

步驟 1：揚聲器佈局

從 P8 至 P12 頁的選項中，選擇適合您所擁有的揚聲器類型
和使用條件的揚聲器佈局，接著參考相關頁面上的圖解和說
明安裝揚聲器。揚聲器佈局包含使用後置環繞揚聲器的系
統、使用縱向揚聲器的系統，以及使用雙功放揚聲器的系
統。亦請參閱第 P13 頁“揚聲器組合”中可用的組合。

步驟 2：連接揚聲器

若要將揚聲器系統連接至本機，請參閱第 P14 頁以使用第 
P8 至 P11 頁其中之一所述的揚聲器佈局，或參閱第 P15 頁
以使用第 P12 頁所述利用雙功放揚聲器的揚聲器佈局。假
如您參考圖解和說明，並預先準備所需要的纜線，將使連接
過程更為順利。

步驟 3：連接電視與 AV 設備

請參考第 P16 至 P20 頁，以連接電視、藍光光碟播放器等
外部裝置，和隨附的天線等配件。假如您參考圖解和說明，
確認外部裝置的連接類型，並預先準備所需要的纜線，將使
連接過程更為順利。

> 啟動之前 > 零件名稱 > 安裝 > 初始設置 > 播放

1

2 3

SN29402811_VSX-LX102_BAS_Ct.book  7 ページ  ２０１７年２月３日　金曜日　午前９時２７分



8

步驟 1：揚聲器佈局
7.1 聲道系統

前置揚聲器輸出前置立體聲，中置揚聲器輸出諸如人聲對白
的中央聲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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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 5.1 聲道系統再加上後置環繞揚聲器，稱作 7.1 聲道
系統。連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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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可
選擇 Dolby Atmos 聆聽範式，在 Dolby Atmos 輸入格式下
呈現最先進的 3D 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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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置揚聲器應設置朝向聆聽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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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位置是將後置環繞揚聲器
置於耳朵的高度。
0 如果設置中要加入後置環繞揚聲器，則需要環繞揚聲器。

1、2 前置揚聲器 
3 中置揚聲器
4、5 環繞揚聲器
6 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
7、8 後置環繞揚聲器

> 啟動之前 > 零件名稱 > 安裝 > 初始設置 > 播放

＊1

＊2

＊3

1：22e 至 30e， 2：90e 至 110e， 3：135e 至 15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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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聲道系統 -1 
(前置高揚聲器 /後置高揚聲器 )

此為基本的 5.1 聲道系統，包含前置揚聲器、中置揚聲器、
環繞揚聲器和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再加上前置縱向揚聲器
或後置高揚聲器，這兩種均為縱向揚聲器。安裝縱向揚聲器
時可選擇 Dolby Atmos 聆聽範式，在 Dolby Atmos 輸入格
式下呈現最先進的 3D 音效，包括上方音效。
前置高揚聲器或後置高揚聲器應安裝在比前置揚聲器至少高 
3´/0.9 m 的位置。前置高揚聲器應放置在前置揚聲器正上
方，且後置高揚聲器間的距離應與前置揚聲器間的距離相
同。兩個揚聲器應設置朝向聆聽位置。

7、8 縱向揚聲器
選擇下列其中之一：
0 前置高揚聲器
0 後置高揚聲器

> 啟動之前 > 零件名稱 > 安裝 > 初始設置 > 播放

＊1

＊2

3´ (0.9 m)
or more

3´ (0.9 m)
or more1：22e 至 30e， 2：12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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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聲道系統 -2
(天花板揚聲器 )

此為基本的 5.1 聲道系統，包含前置揚聲器、中置揚聲器、
環繞揚聲器和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再加上頂部前置揚聲
器、頂部中置揚聲器或頂部後置揚聲器，這些均為縱向揚聲
器。安裝縱向揚聲器時可選擇 Dolby Atmos 聆聽範式，在 
Dolby Atmos 輸入格式下呈現最先進的 3D 音效，包括上方
音效。
將頂部前置揚聲器裝在座位上方天花板的偏前方位置，頂部
中置揚聲器裝在座位正上方天花板，將頂部後置揚聲器裝在
座位上方天花板的偏後方位置。每一對揚聲器的距離應與兩
個前置揚聲器間的距離相同。
0 Dolby Laboratories 建議放置這一類的縱向揚聲器，以得
到最佳的 Dolby Atmos 效果。

7、8 縱向揚聲器
選擇下列其中之一：
0 頂部前置揚聲器
0 頂部中置揚聲器
0 頂部後置揚聲器

> 啟動之前 > 零件名稱 > 安裝 > 初始設置 > 播放

＊1

＊2

＊3

1：30e 至 55e， 2：65e 至 100e， 3：125e 至 15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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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聲道系統 -3
(支援 Dolby 的揚聲器 (Dolby 揚聲器 ))

此為基本的 5.1 聲道系統，包含前置揚聲器、中置揚聲器、
環繞揚聲器和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再加上支援 Dolby 的揚
聲器 (前置 ) 或支援 Dolby 的揚聲器 (環繞 )，這兩種均為縱
向揚聲器。支援 Dolby 的揚聲器為特別設計朝向天花板的揚
聲器，聲音從天花板彈回才會聽到，就像聲音來自上方。安
裝縱向揚聲器時可選擇 Dolby Atmos 聆聽範式，在 Dolby 
Atmos 輸入格式下呈現最先進的 3D 音效，包括上方音效。
將其放在前置揚聲器上方或環繞揚聲器上方。

7、8 縱向揚聲器
選擇下列其中之一：
0  支援 Dolby 的揚聲器 (前置 )
0  支援 Dolby 的揚聲器 (環繞 )

> 啟動之前 > 零件名稱 > 安裝 > 初始設置 > 播放

＊1

＊2

1：22e 至 30e， 2：12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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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功放揚聲器

連接支援雙功放功能的前置揚聲器，可以改善低音及高音的
音質。此種連接方式最多可用 5.1 聲道，因為雙功放揚聲器
需要一部放大器連接高音插孔，另一部連接低音插孔。除了
前置揚聲器，也可連接中置揚聲器、環繞揚聲器和主動式重
低音揚聲器。

1、2 前置揚聲器 (雙功放 )
3  中置揚聲器
4、5 環繞揚聲器
6  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

> 啟動之前 > 零件名稱 > 安裝 > 初始設置 > 播放

＊1

＊2

1：22e 至 30e， 2：12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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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聲器組合

0 無論是哪種組合，最多均可連接兩個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

> 啟動之前 > 零件名稱 > 安裝 > 初始設置 > 播放

揚聲器聲道 FRONT CENTER SURROUND
SURROUND 

BACK HEIGHT Bi-Amp
2.1 ch

3.1 ch

4.1 ch

5.1 ch

6.1 ch

7.1 ch

2.1.2 ch

3.1.2 ch

4.1.2 ch

5.1.2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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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連接揚聲器
標準連接 (第 8 至 11 頁 )

對應各聲道，將裝置插孔與揚聲器插孔進行正確連接 (+ 對 
+ 以及 - 對 -)。如果連接有誤，反相可能會使低音輸出效果
很差。可連接多達兩個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相同的訊號會
從各個 SUBWOOFER PRE OUT 插孔輸出。

連接時請確定揚聲器的外露線路未突出揚聲器端子。如果揚聲器
的外露線路碰觸到後面板，或 + 和 - 線路互相接觸，將會啟動保
護電路。

> 啟動之前 > 零件名稱 > 安裝 > 初始設置 > 播放

a
b

1/2˝
(12 mm)

a 揚聲器纜線，b 重低音揚聲器纜線

設置
0 已連接揚聲器的配置要在 Initial Setup 的“1. Full 

Auto MCACC” (P21) 中進行設定。
0 如果任一連接的揚聲器阻抗介於 4 Ω 至 6 Ω 之
間，您需要在完成 Initial Setup 後進入 System 
Setup 功能表進行一些設定。按遙控器上的 ，
然後在顯示的 Home 中將“System Setup” -
“Speaker” -“Configuration” -“Speaker 
Impedance”設為“4o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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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雙功放揚聲器連接 (第 12 頁 )

0 請參閱“標準連接 (第 8 至 11 頁 )” (P14)，連接中置揚
聲器、環繞揚聲器和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

務必移除前置揚聲器上低音揚聲器插孔和高音揚聲器插孔之
間的跳接器桿。對應各聲道，將裝置插孔與揚聲器插孔進行
正確連接 (+ 對 + 以及 - 對 -)。如果連接有誤，反相可能會
使低音輸出效果很差。使用雙功放連接方式時，亦請參閱揚
聲器的使用說明書。

連接時請確定揚聲器的外露線路未突出揚聲器端子。如果揚聲器的外
露線路碰觸到後面板，或 + 和 - 線路互相接觸，將會啟動保護電路。

> 啟動之前 > 零件名稱 > 安裝 > 初始設置 > 播放

a

1/2˝
(12 mm)

高頻

低頻

a 揚聲器纜線

設置
0 已連接揚聲器的配置要在 Initial Setup 的“1. Full 

Auto MCACC” (P21) 中進行設定。
0 如果任一連接的揚聲器阻抗介於 4 Ω 至 6 Ω 之
間，您需要在完成 Initial Setup 後進入 System 
Setup 功能表進行一些設定。按遙控器上的 ，
然後在顯示的 Home 中將“System Setup” -
“Speaker” -“Configuration” -“Speaker 
Impedance”設為“4o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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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連接電視與 AV 設備
1.連接電視
至 ARC 電視

對於支援 ARC (音訊回傳通道 ) (*) 功能的電視，請用 HDMI 
電纜並依照圖解“a”連接。連接時請選擇電視上支援 ARC 
的 HDMI IN 插孔。

至非 ARC 電視

對於不支援 ARC (音訊回傳通道 ) 功能 (*) 的電視，請同時
連接圖解“a”中的 HDMI 電纜和“b”中的數位光纖電
纜。
0 如果您要透過本機輸入插孔所連接的有線機上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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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RC 功能：
此功能將透過 HDMI 電纜傳送電視音訊訊號，因此可透過本
機播放電視的音訊。連接至 ARC 相容電視只需要一條 
HDMI 電纜。請參閱電視的使用說明書，確認其是否支援 
ARC。

> 啟動之前 > 零件名稱 > 安裝 > 初始設置 > 播放

TV

a

b

a HDMI 纜線，b 數位光纖電纜

設置
0 需進行設定方可使用 ARC 功能。在 Initial Setup 
的“4. Audio Return Channel” (P22) 中選擇
“Yes”。
0 如需連線方式及電視設置的指示，請參閱電視的
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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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連接 HDMI AV 設備

以下舉例說明連接具備 HDMI 插孔之 AV 設備的方式。連接
符合 CEC (消費電子控制 ) 標準的 AV 設備時，可用透過輸
入選擇器連結的 HDMI CEC 功能 (*) 等功能，以及 HDMI 
Standby Through 功能，即使本機在待機範式下也能在電視
上播放 AV 設備的視訊和音訊。
0 要播放 4K 或 1080p 視訊，請使用高速 HDMI 電纜。

(*) HDMI CEC 功能：
您可使用各項功能，例如用輸入選擇器和符合 CEC 標準的
播放器連結輸入切換功能、切換音訊用電視或本機輸出、用 
CEC 相容電視的遙控器調整音量，以及在電視關機時自動
將本機切回待機。

> 啟動之前 > 零件名稱 > 安裝 > 初始設置 > 播放

BD/DVD

GAME

a

電纜 /人造衛星機上盒 串流媒體播放器

a HDMI 電纜

設置
0 要使用 HDMI CEC 功能和 HDMI Standby 

Through 功能，應在完成 Initial Setup 後進入 
System Setup 功能表進行設定。按遙控器上的 
，然後從 Home 進入“System Setup” -

“Hardware” -“HDMI”，並將“HDMI CEC”
設為“On”以啟用 HDMI CEC，HDMI Standby 
Through 設定會變為“Auto (Eco)”。請注意，如
果在 Initial Setup 的“4. Audio Return Channel”
(P22) 中選擇“Yes”，“HDMI CEC”將自動設
為“On”。
0 要享受包括 Dolby Digital 在內的數位環繞聲，應
將所連接的藍光光碟播放器或其他裝置上的音訊
輸出設為“比特流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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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連接非 HDMI AV 設備

以下舉例說明連接不具 HDMI 插孔之 AV 設備的方式。連接
至 AV 設備時，須對應設備所具備的插孔。視訊輸入連接至 
CBL/SAT 插孔時，音訊輸入也應該連接至 CBL/SAT 插孔，
以此類推，如此一來，便可將視訊輸入插孔連接至與音訊輸
入插孔名稱相同的插孔。請注意，VIDEO IN 插孔的視訊訊
號輸入將轉換為 HDMI 視訊訊號，並從 HDMI OUT 插孔輸
出。
0 若要享受 Dolby Digital 等格式的數位環繞播放，需要用數
位同軸電纜或數位光纖電纜來連接音訊訊號。
0 可以變更左側圖解中的輸入插孔分配，以便連接至 CBL/

SAT 以外的任何插孔。詳情請參閱 高級手冊。

> 啟動之前 > 零件名稱 > 安裝 > 初始設置 > 播放

a

電纜 /人造衛星機上盒

a 類比音訊 /視訊電纜

設置
0 要享受包括 Dolby Digital 在內的數位環繞聲，應
將所連接的電纜 /人造衛星機上盒或其他裝置上的
音訊輸出設為“比特流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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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連接音訊設備

以下範例說明連接音訊設備的方式。使用數位同軸電纜連接 
CD 播放器。也可將帶有 MM 型唱盤的轉盤連接至 PHONO 
插孔。
0 如果轉盤配有內建的音訊等化器，請將其連接至其他 

AUDIO IN 插孔。此外，如果轉盤使用 MC 型唱盤，請在
本機與轉盤之間安裝一個相容於 MC 型唱盤的音訊等化
器，然後連接至 PHONO 插孔以外的任何 AUDIO IN 插
孔。

如果轉盤有接地線， 
請將其連接至本機的 SIGNAL GND 端子。

> 啟動之前 > 零件名稱 > 安裝 > 初始設置 > 播放

CD

ab

轉盤

a 類比音訊纜線，b  數位同軸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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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連接其他電纜
天線接線

在播放廣播時移動天線，找出收訊最佳的位置。用圖釘之類
的物品將室內 FM 天線固定在牆上。

網路接線

使用有線 LAN 或 Wi-Fi (無線 LAN) 將本機連接至網路。將
本機連接至網路後，便能享受網路電台等網路功能。如果透
過有線 LAN 連接，請用乙太網路電纜連接至 NETWORK 
埠，如圖所示。若要透過 Wi-Fi 連接，請在 Initial Setup 的
“3. Network Connection”中選擇“Wireless” (P22) 後，
選擇所要的設定方法，然後遵循畫面上的指示設定連接。

電源線接線

只有在其他所有電纜連接均完成後方可連接電源線。
本機包括可拆卸的電源線。完成所有連接後，將電源線連接
至電源插座。將電源線連接至本機的 AC IN，然後連接至電
源插座。斷開電源線時，務必先斷開電源插座。

> 啟動之前 > 零件名稱 > 安裝 > 初始設置 > 播放

2 a

b

c

d

a 室內 FM 天線，b AM 環狀天線，c 乙太網路電纜，d 電源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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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動啟動精靈進行 Initial Setup
Initial Setup 自動啟動

購買裝置後初次開啟本機時，Initial Setup 會自動顯示在電
視上，您可遵循螢幕上的指引，利用簡單的操作進行啟動的
必要設定。
1. 將電視輸入切換至從本機輸入。
2. 在本機的遙控器內放入電池。
3. 按遙控器上的 Í 開啟本機電源。
4. 用遙控器上的游標選擇項目並按 ENTER (a) 確認您的選
擇。要返回前一畫面，請按  (b)。

0 如果您中途結束程序，或想變更在 Initial Setup 期間所做
的設定，請按遙控器上的 ，在 Home 上選擇“System 
Setup” -“Miscellaneous” -“Initial Setup”，然後按 
ENTER。

∫ 1. Full Auto MCACC

將產品隨附的揚聲器設置麥克風放在聆聽位置，測量來自揚
聲器發出的測試音，本機將自動設定各揚聲器的最佳音量、
交叉頻率，以及與主要聆聽位置的距離。如此也可自動調整
各揚聲器的等化器，並校正因室內聲音環境所導致的失真現
象。
0 完成校正需 3 至 12 分鐘。在測量期間，揚聲器會發出高
音量的測試音，因此請注意周遭環境。在測量期間儘可能
保持室內安靜。
0 如果已連接重低音揚聲器，請檢查重低音揚聲器的電源及
音量。將重低音揚聲器的音量設為超過一半。
0 如果本機突然關閉電源，表示揚聲器電纜的線路可能碰觸

> 啟動之前 > 零件名稱 > 安裝 > 初始設置 > 播放

1

2 3

T
V

INPUT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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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後面板或其他線路，啟動了保護電路。請重新正確捲繞
線路，且連接時確定揚聲器的線路未突出揚聲器端子。

1.將隨附的揚聲器設置麥克風放在聆聽位置，並將其連接至
主機的 MCACC SETUP MIC 插孔。

若要將揚聲器設置麥克風放在三腳架上，請參閱圖解將其
放置定位。

2.選擇連接的揚聲器配置。

螢幕上的影像會隨您在“Speaker Channels”中選擇的聲
道數量變更，因此執行設定時請參考螢幕影像。
3.揚聲器發出測試音，然後本機會先偵測連接的揚聲器和環
境中的噪音。

4.顯示以上測量的結果後，選擇“Next”，按遙控器上的 
ENTER，然後會再次發出測試音，本機將自動進行最佳
音量和交叉頻率等設定。

5.測量完成時，測量結果顯示。按遙控器上的游標 /  以
檢查設定。選擇“Save”後按 ENTER，儲存設定。

6.拔除揚聲器設置麥克風。

∫ 2. Source Connection

檢查每一個輸入源是否正確連接。按照指引，選擇想要確認
的輸入，開始播放所選的播放器，然後確認影像出現在電視
上，而且有播放音效。

∫ 3. Network Connection

設定與存取點 (如無線 LAN 路由器 ) 的 Wi-Fi 連接。透過 
Wi-Fi 連接的方式包括下列兩種：
“Scan Networks”：從本機搜尋存取點。預先找出存取點
的 SSID。
“Use iOS Device (iOS7 or later)”：將 iOS 裝置的 Wi-Fi 
設定分享給本機。

如果選擇“Scan Networks”，還會出現其他兩種連接方式
選擇。檢查以下內容：
“Enter Password”：輸入存取點的密碼 (或密鑰 ) 以連
接。
“Push Button”：如果存取點有自動連接按鈕，您無需輸
入密碼即可進行連接。
0 如果未顯示存取點的 SSID，請在列有 SSID 的畫面上，
用遙控器的  游標選擇“Other...”，並按 ENTER，然
後遵循螢幕上的指示進行。

鍵盤輸入

若要切換大小寫，請選擇螢幕上的“A/a”並按 ENTER。
要選擇是否用“ ”隱藏密碼或以純文字顯示，請按遙控器
上的 +Fav。按 CLEAR 刪除所有輸入字元。

0 進行網路設定時螢幕會顯示確認訊息，詢問您是否同意隱
私權保護政策。選擇“Accept”並按 ENTER 表示同意。

∫ 4. Audio Return Channel

如果連接支援 ARC 的電視，請選擇“Yes”。本機將開啟 
ARC 設定，讓您可透過本機聆聽電視音訊。

MCACC
SETUP MIC

> 啟動之前 > 零件名稱 > 安裝 > 初始設置 > 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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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

> 啟動之前 > 零件名稱 > 安裝 > 初始設置 > 播放

AV 設備播放

基本操作

您可透過本機播放藍光光碟播放器等 AV 設
備的音訊。

請於本機開機時執行下列程序。
1.將電視輸入切換至從本機輸入。
2.請按下遙控器上的輸入選擇器 (a)，選擇
與連接播放器之插孔相同的名稱，以切
換輸入源。
例如，按 BD/DVD 播放連接至 BD/DVD 
插孔的播放器。按 TV 以聆聽電視聲音。
要播放前面板上的 STRM BOX、
PHONO 插孔或 AUX INPUT 插孔所連接
的裝置，請重複按 21 (b) 以選擇輸入
源。
0 CEC 連結功能正在運作下，若使用 

HDMI 連接將符合 CEC 的電視及播放
器連接至本機，會自動切換輸入源。

3.開始在 AV 設備上播放。

1 2

T
V

INPUT

b

a

BLUETOOTH® 播放

您可以無線播放智慧型手機或其他 
BLUETOOTH 啟用裝置上的音樂。請於本
機開機時執行下列程序。

配對

1. 按  按鈕時，本機顯示螢幕上將顯示
“Now Pairing...”，並啟用配對模式。

2. 啟用 (開啟 ) BLUETOOTH 啟用裝置的 
BLUETOOTH 功能，然後從顯示的裝置
中選擇本機。如果需要密碼，請輸入
“0000”。
0 本機會顯示為“Pioneer VSX-LX102 

XXXXXX”。
0 要連接其他 BLUETOOTH 啟用裝置，
請按住 ，直到顯示“Now 
Pairing...”，然後執行步驟 2。本機可
儲存多達 8 台配對裝置的資料。
0 涵蓋區域約為 48´/15 m。請注意，並
不能保證一律能與全部 BLUETOOTH 
啟用裝置進行連接。

播放

1. 在 BLUETOOTH 啟用裝置上執行連接程
序。
本機上的輸入將自動切換為
“BLUETOOTH”。

2. 播放音樂。將 BLUETOOTH 啟用裝置的
音量提高到適當程度。
0 因為 BLUETOOTH 無線技術的特性，本
機所產生的聲音比起 BLUETOOTH 啟用
裝置上播放的聲音可能稍有延遲。

Pioneer VSX-LX102 XXX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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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功能

基本操作

將本機連接至網路後，便能享受 TuneIn 等
網路電台功能、從 Spotify Connect 串流，
以及使用 AirPlay® 功能進行無線播放。此
外，還能使用 Music Server 功能串流支援
家庭網路功能的 PC 或 NAS 裝置上儲存的
音樂檔案。基本手冊 介紹了網路功能的基
本操作，更進階的操作請參閱 高級手冊。
本機日後也可能透過韌體更新提供其他網路
功能，關於新功能的詳情，亦請參閱 高級
手冊。
0 必須將網路連接至網際網路，才能播放
網路電台服務。
0 根據網路電台服務而定，使用者可能需
要先在電腦上註冊。
0 要啟用 Spotify Connect，請在智慧型手
機或平板電腦上安裝 Spotify 應用程式，
並建立 Spotify 付費帳戶。
-如需瞭解 Spotify 設定請參閱： 

www.spotify.com/connect/
0 與 Music Server 功能相容的網路伺服
器，就是安裝播放器並具備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或 12 伺服器功能的 
PC，或與家庭網路功能相容的 NAS。請

注意，如果使用 PC，只能播放 Windows 
Media® Player 媒體庫中記錄的音樂檔
案。
0 您可能需要先在 PC 上進行設定，才能在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或 12 上使用 
Music Server 功能。

請於本機開機時執行下列程序。
1. 將電視輸入切換至從本機輸入。
2. 按遙控器上的 NET (a)，在電視上顯示網
路功能清單。

3. 用遙控器的游標選擇網路功能並按 
ENTER (b) 確認您的選擇。
要使用網路電台服務，請按照螢幕顯示
的指示操作，使用游標選擇電台和節目，
並按 ENTER 播放。要使用 Spotify 或 
AirPlay，請用智慧型手機選擇本機進行
播放。要使用 Music Server，用游標選
擇伺服器，選擇想要的音樂檔案並按 
ENTER 開始播放。
0 要返回前一畫面，請按  (c)。

> 啟動之前 > 零件名稱 > 安裝 > 初始設置 > 播放

1 22 3

T
V

INPUT

b

a

c

SN29402811_VSX-LX102_BAS_Ct.book  24 ページ  ２０１７年２月３日　金曜日　午前９時２７分



25

USB 儲存裝置

基本操作

您可播放 USB 儲存裝置上的音樂檔案。

請於本機開機時執行下列程序。
1.將電視輸入切換至從本機輸入。
2.將存有音樂檔案的 USB 儲存裝置插入本
機前面板或後面板的 USB 埠。

3.按遙控器上的 USB (b) 並選擇“USB 
FRONT”或“USB REAR”。
0 如果顯示螢幕上的“USB”指示燈閃
爍，請確認 USB 儲存裝置是否正確插
入。
0 顯示螢幕上顯示“Connecting…”時請
勿拔下 USB 儲存裝置。這可能導致資
料損壞或導常。

4.在下一個畫面中按遙控器上的 ENTER。
顯示 USB 儲存裝置上的檔案夾和音樂檔
案清單。用游標選擇資料夾並按 ENTER 
確認選取。(a)

5.使用遙控器上的游標選擇音樂檔案，然
後按 ENTER 開始播放。
0 要返回前一畫面，請按  (c)。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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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致聲音干擾。
0 不能保證此操作功能適用於所有 USB 儲
存裝置。
0 本機可使用符合 USB 大容量儲存裝置類
標準的 USB 儲存裝置，本機亦相容於使
用 FAT16 或 FAT32 檔案系統格式的 
USB 儲存裝置。

> 啟動之前 > 零件名稱 > 安裝 > 初始設置 > 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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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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本機開機時執行下列程序。

∫ 調諧至一個無線電台

自動調諧

1.重複按遙控器上的 TUNER (a)，選擇顯
示螢幕上的“AM”或“FM”。

2.按遙控器上的 MODE (e) 或主機上的 
TUNING MODE，以在顯示螢幕上顯示
“TunMode: Auto”。

3.按遙控器上的游標 /  按鈕 (b) 時，會
開始進行自動調諧，並在找到電台後停
止搜尋。調諧到某個無線電台後，顯示
螢幕上的“TUNED”指示燈會亮起。調
諧到 FM 無線電台時，“STEREO”指示
燈會亮起。

若 FM 廣播接收不良：
執行下列章節中“手動調諧”的程序。請

注意，如果手動調諧，無論接收靈敏度如
何，FM 廣播的接收將變成單聲道，而不是
立體聲。

手動調諧

請注意，如果手動調諧，無論接收靈敏度如
何，FM 廣播的接收將變成單聲道，而不是
立體聲。
1. 重複按遙控器上的 TUNER (a)，選擇顯
示螢幕上的“AM”或“FM”。

2. 按遙控器上的 MODE (e) 或主機上的 
TUNING MODE，以在顯示螢幕上顯示
“TunMode: Manual”。

3. 按遙控器上的游標 /  (b) 來選擇所需的
無線電台。
0 每按一下游標 / ，頻率改變 1 個步
長。按住按鈕時頻率會持續改變，鬆
開後停止。

頻率步長設置：
按遙控器上的 ，從顯示的 Home 中選擇

“System Setup” -“Miscellaneous” -
“Tuner” -“AM/FM Frequency Step”，
然後選擇您所在地區的頻率步長。
若是台灣型號，購買時的設置為“10 kHz / 
0.2 MHz”。請更改為“9 kHz / 0.05 
MHz”。請注意，更改此設置時，將會刪除
所有無線電台預設值。

> 啟動之前 > 零件名稱 > 安裝 > 初始設置 > 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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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動之前 > 零件名稱 > 安裝 > 初始設置 > 播放

∫ 預設無線電台

您最多可預設 40 個電台。

記錄程序

1.調到要記錄的 AM/FM 無線電台。
2.按遙控器上的 +Fav (d) 或主機上的 

+FAVORITE，讓顯示螢幕上的預設數字
會閃爍。

預設數字閃爍時 (約 8 秒 )，重複按遙控
器上的 /  (b)，選擇 1 至 40 的數字。

3.再次按遙控器上的 +Fav 或主機上的 
+FAVORITE 以記錄電台。 
註冊後，預設數字停止閃爍。對所有您
最喜歡的 AM/FM 無線電台重複這個流
程。

選擇一個預設的無線電台

1.按遙控器上的 TUNER (a)。
2.按遙控器上的游標 /  (b)，選擇一個預

設數字。

刪除一個預設的無線電台

1. 按遙控器上的 TUNER (a)。 
2. 按遙控器上的游標 /  (b)，選擇要刪除
的預設數字。

3. 按遙控器上的 +Fav (d) 或主機上的 
+FAVORITE 後，在預設數字閃爍時按 
CLEAR (c)，即可刪除預設數字。刪除
後，顯示螢幕上的數字熄滅。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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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範式

> 啟動之前 > 零件名稱 > 安裝 > 初始設置 > 播放

本機提供多種聆聽範式。基本手冊 介紹了
基本操作，深入詳情請參閱 高級手冊。
0 系統會針對 AUTO/DIRECT、SURR 和 

STEREO 按鈕分別記住音源上次選擇的
聆聽範式。如果上次選擇的聆聽範式不
支援播放的內容，系統將自動選擇該內
容適用的標準聆聽範式。

AUTO/DIRECT 按鈕 (a)

重複按，適合輸入訊號的聆聽範式將在
“Auto Surround”、“Direct”和“Pure 
Direct”之間切換。選擇其中一個範式後，
主機顯示螢幕上將顯示“Auto Surround”
(或“Direct”或“Pure Direct” )，並顯示
自動選擇的聆聽範式 (多聲道輸入訊號為 
Dolby Digital、雙聲道輸入訊號為立體聲，
諸如此類 )。
“Direct”範式會關閉可能影響音質的部分
處理作業 (例如音調控制功能 )，讓您享受
更佳音質。“Pure Direct”範式會關閉更多
可能影響音質的處理作業，更忠實重現原始
音效。此時將停用 MCACC 的揚聲器校準。
0 視輸入訊號及揚聲器配置而定，可能自
動選擇 Dolby Surround 和 DTS Neural:X 
範式，這兩種範式會將 2 聲道和 5.1 聲道
輸入訊號擴展為 5.1 聲道和 7.1 聲道。

SURR 按鈕 (c)

您可選擇各種聆聽範式以搭配個人喜好。您
可根據輸入訊號選擇 Dolby Digital、DTS-
HD Master Audio 和 Stereo 範式，或選擇 
Dolby Surround 和 DTS Neural:X 範式，將 
2 聲道和 5.1 聲道輸入訊號擴展為 5.1 或 
7.1 聲道。您也可享受原本的環繞範式，例
如 Ext.Stereo 和 Drama 範式。

STEREO 按鈕 (d)

您可以選擇“Stereo”範式，只從前置揚
聲器或重低音揚聲器播放。

a

b

c
d

檢查輸入格式和聆聽範式

按遙控器上的  (b) 幾次，依下列順序切
換主機顯示：

輸入源與音量

聆聽範式

信號格式

采樣頻率

輸入信號解析度

顯示螢幕會在幾秒後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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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和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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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LUETOOTH® word mark and logos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wned by 
Bluetooth SIG, Inc.

Bluetooth® 文字商標和圖形商標是 Bluetooth SIG的註冊商標。

The Spotify software is subject to third party licenses found here:
www.spotify.com/connect/third-party-lic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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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other trade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Toutes les autres marques commerciales sont la propriété de leurs détenteurs 
respectifs.”

“El resto de marcas comerciales son propiedad de sus respectivos propietarios”.

“所有其他商標為各自所有者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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