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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ray Disc」、「Blu-ray」及「Blu-ray Disc」標
誌皆為Blu-ray Disc聯合會的商標。
是DVD Format/Logo Licensing Corporation
的商標。

「BONUSVIEW」是Blu-ray Disc聯合會的商標。
播放機支援BD-ROM版本2，可以使用畫中畫
（bonusview）功能，如第二視頻（畫中畫）播放
和第二音頻。借助畫中畫功能（第二視頻（畫中
畫）和第二音頻）可以與資料一起存儲在記憶體
中。

「BD-LIVE」標誌是Blu-ray Disc聯合會的商標。
對於BD-ROM格式，可以使用BD-J（Java）應用程
式創建高度交互字幕。

HDMI一詞及HDMI 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和HDMI Logo皆為HDMI Licensing, LLC在
美國及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

若想瞭解DTS專利，請參閱http://patents.dts.com。
由DTS Licensing Limited授權製造。DTS、DTS-HD、
符號、與DTS和符號皆為DTS-HD Master Audio的註
冊商標 | Essential 為DTS, Inc的商標。產品內含軟
體。DTS, Inc.保留所有權利。

DivX Plus® HD裝置已通過測試，可提供高畫質的
DivX® (.divx, .avi) 和DivX Plus HD (.mkv) 影片播放效
果。當您看到DivX標誌時，表示您可以自由播放您
最愛的DivX電影。
本DivX Certified®裝置已通過嚴格的測試，確保能
播放DivX®視訊。若要播放已購買的DivX影片，請
先至vod.divx.com註冊您的裝置。若要取得註冊
碼，請至您裝置設定選單的DivX VOD部分尋找。
DivX®、DivX Certified®、DivX Plus® HD和相關標誌
是DivX, LLC的商標，必須取得授權才能使用。

Oracle 和 Java 是 Oracle 和 (或) 其關係公司的註冊
商標。其他名稱為各商標持有人所擁有之商標。

「AVCHD」和「AVCHD」標誌是Panasonic
Corporation和Sony Corporation的商標。

本產品經過杜比實驗室的授權而製造。「Dolby」
和雙D記號是杜比實驗室的註冊商標。

「x.v.Color」和
商標。

是Sony Corporation 的

Real RMVB標誌是RealNetworks, Inc.的商標或註冊
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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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之前
開箱檢查
• 遙控器 x 1
• AAA/R03 乾電池 x 2
• 電源線 x 1
• 操作手冊（本手冊）

安裝遙控器電池
您可利用播放機隨附的電池檢查產品操作，但
無法持續太久。建議使用可延長使用壽命的鹼
性電池。
警告
• 切勿在車內或加熱設備附近等受到陽光直射
或其他過熱的場合中使用或存放電池。否則
不僅會導致電池漏液、過熱、爆炸或起火。
還會減少電池的使用壽命或效能。
注意
• 請勿使用非規定使用的電池。新舊電池請勿
混用。
• 將電池裝入遙控器時，請依極性標記（
和）所示朝正確極性方向放入。
• 插入電池後，請確定不要破壞電池端子上
的彈簧。這會造成電池洩漏或過熱。
• 切勿加熱、拆解電池，或將它們投入火源或
水中。
• 看起來類似的電池仍可能有不同的電壓。請
勿混用不同種類的電池。
• 為了避免電池液洩漏，如果打算長時間不使
用遙控器（一個月或以上），請取出電池。
如果電池液洩漏，請小心擦乾淨電池槽的內
部，然後插入新電池。如果電池漏液且液體
沾到您的皮膚，請用大量清水沖洗。
• 處理廢舊電池時，請遵守政府條例或適用於
貴國或地區的環境公共指令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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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開後蓋。
2. 插入隨附的 (2 x AAA 700) 電池。
先從極插入。

3. 關閉後蓋。
緊緊關上（應會聽到「喀」一聲）。

可以播放的碟片／檔類型

01

可以播放的碟片
碟片標籤、包裝或護套上帶有如下標誌的碟片均可播放。
注意
• 只有已終結的碟片才能播放。
應用程式格式
碟片類型

BD2

DVD

CD

標誌
BDMV

BDAV

DVDVideo

DVD VR

CD-DA
DTS-CD

DATADISC1

BD-ROM





x

x

x

x

BD-R





x

x

x



BD-RE





x

x

x



DVD-ROM



x



x

x



DVD-R2,3,4









x



DVD-RW3,7



5







x



DVD+R2,3



x



x

x



DVD+RW3



x



x

x



CD-DA
（音訊
CD）8

x

x

x

x



x

CD-R3

5

6

6

x

x

x

x





3

CD-RW

x

x

x

x





CD-ROM

x

x

x

x





1. 已錄製視訊、影像或音訊檔的碟片。
2. 包括雙層碟片。
3. 在本播放機播放之前，請先最終化它們。
4. 無法播放適用於編排碟片（3.95 與4.7 GB）的DVD-R。
5. 包括AVCHD 格式。
6. 包括AVCREC 格式。
7. 無法播放1.0 版的DVD-RW 碟片。
8. 包括V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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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無法播放的碟片
• FUJICOLOR-CD
• Kodak Picture碟片
• DVD-RAM碟片
• SACD碟片
除以上所列之外的某些碟片可能也無法播放。
注意
• 有些碟片即使標有上述一種標誌但仍不能播
放。
• 要播放8 cm碟片，請將8 cm碟片放入碟片托
盤正中央。無需適配器。8 cm BD-ROM不能
播放。
* 關於播放未授權拷貝內容
Cinavia 公告
本產品採用Cinavia技術來限制使用未授權的
商業電影及視訊與原聲帶拷貝內容。偵測到
禁止使用的未授權拷貝內容時，將顯示訊息
並中止播放或複製。
有關Cinavia 技術的詳細資訊可至Cinavia
Online Consumer Information Center 查詢，
網址：http://www.cinavia.com。如要請求以
郵件告知有關Cinavia 的詳細資訊，請寄送
附上您郵寄地址的明信片至：Cinavia
Consumer Information Center, P.O. Box
86851, San Diego, CA, 92138, USA.
版權所有2004-2010 Verance Corporation。
Cinavia™是Verance Corporation 的商標。本
產品受美國專利編號7,369,677 及全球各國
核准及申請中之專利權保護，並由Verance
Corporation 授權。版權所有。
* 關於版權保護
本版權保護技術適用於部分Blu-ray Discs™、
DVD和在網際網路或其他網路上播放之內
容。版權保護技術會限制播放及類比輸出。
由於版權保護規定不時更新，所以限制可能
會因購買產品之日期而異。此外，在購買產
品後更新軟體也可能會更新限制。
* 關於音頻格式
本播放機支援如下音頻格式：
• Dolby TrueHD
• Dolby Digital Plus
• Dolby Digital
• DTS-HD Master Audio
• DTS-HD High Resolution Audio
• DTS Digital surround
• MPEG音訊（AAC）
• 線性P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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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享受Dolby TrueHD, Dolby Digital Plus,
DTS-HD Master Audio及DTS-HD High Resolution
Audio，建議使用HDMI電纜將本機連接至支持
這些音頻格式的AV接收機或放大器。在裝入包
含如上音頻格式之一的BD後，請從功能表畫面
選擇音頻格式。
* 播放BD
• 可以播放相容下列格式的BD（BDMV）。
- Blu-ray Disc 唯讀（ROM）格式版本2
- Blu-ray Disc 可燒錄（R）格式版本2
- Blu-ray Disc 可重複燒錄（RE）格式版本3
• 可以播放相容下列格式的BD（BDAV）。
- Blu-ray Disc可燒錄（R）格式版本1
- Blu-ray Disc可重複燒錄（RE）格式版本2
* 播放DVD

此標籤表示與以VR格式（視頻錄製格式）錄製的
DVD-RW碟片的播放相容。對於僅以燒錄一次加
密程式燒錄的碟片，只能使用CPRM相容裝置來
播放。
AVCHD是高清晰度（HD）數碼攝像格式，可利
用高效編碼技術在某些媒體上錄製高清晰度信
號。
* 關於區域號
根據銷售區域為藍光播放機、BD-ROM或DVDVideo碟片分配編號。
本播放機的區域號是：
• BD-ROM: A
• DVD-Video: 3
不包含這些區域號的碟片不能播放。本播放機
可以播放的碟片如下。
• BD: A（包括A）和ALL
• DVD: 3（包括3）和ALL

* 播放CD
關於複製保護的CD：本機的設計符合音頻CD格
式的規格。本播放機不支援不符合這些規格的
碟片的播放或功能。
* 雙面碟片播放
雙面碟片是一種新的兩面碟片，碟片的一面含
有DVD視頻、音頻等，而另一面則含有非DVD
內容，例如數位音頻內容。
雙面碟片的DVD播放面可在本機上播放（DVDAudio內容除外）。
碟片的非DVD、音頻面與本機不相容。
裝入或退出雙面碟片時，非播放面可能會出現
刮痕。無法播放有刮痕的碟片。
有關雙面碟片規格的詳情，請垂詢碟片製造商
或零售商。
* 播放在電腦或BD/DVD錄影機上創建的碟片
• 由於應用程式設定或電腦環境設定，可能無
法播放電腦錄製的碟片。可在本機上進行播
放的格式錄製碟片。相關詳情，請聯繫經銷
商。
• 由於碟片特性、碟片上的刮痕或塵垢、或錄
像機鏡片上的塵垢等導致燒錄品質不良，可
能無法播放電腦或BD/DVD錄影機錄製的碟
片。
* 關於視訊、音訊及影像檔案和資料夾
建立如下述的碟片或USB 裝置上的資料夾時，
在本播放機上可播放音訊及影像檔案。
資料夾架構範例：
Root
001.jpg/001.mp3

*

xxx.jpg/xxx.mp3
01 Folder

*
001.jpg/001.mp3

Folder

xxx.jpg/xxx.mp3
001.jpg/001.mp3

XX Folder

xxx.jpg/xxx.mp3

*

001.jpg/001.mp3

*

* 單一資料夾內的資料夾及檔案數量（包括根
01
目錄）上限為256。此外，請維持資料夾層級最
大數量為5。
注意
• 在本播放機上顯示的檔案及資料夾名稱可能
與在電腦上顯示的不同。
• 檔案以光碟的ASCII編碼順序播放，這是針對
USB裝置錄製的順序。
• 對於光碟和USB裝置，無法播放不同資料夾
中的檔案。

可播放檔
本播放機可以播放BD、DVD、CD 或USB 裝置上
錄製的視訊、影像和音訊檔。
* 支援的視頻檔案格式
• Real RMVB
• DivX Plus HD
DivX Certified® 可播放DivX® 及高達1080p HD
的DivX Plus® HD （H.264/MKV）視頻，包括
付費內容。
注意
• 為了播放DivX視頻點播（VOD）內容，必須
註冊DivX® Certified設備。首先生成設備的
DivX VOD註冊碼，並在註冊過程中提交該代
碼。[重要： DivX VOD內容受DivX DRM（數
位版權管理）系統保護，該系統限制僅由註
冊的DivX Certified設備執行播放。 若嘗試播
放未經設備授權的DivX VOD內容，則將顯示
授權錯誤資訊且該內容無法播放。] 欲瞭解
更多，請訪問www.divx.com/vod。
- 可在常規設置  播放控制  DivX® VOD
 認證碼上檢查本機的DivX VOD認證碼。
- 對於某些DivX VOD檔而言，查看次數受到限
制。當在本機上播放此類檔時，將顯示剩餘查
看次數。剩餘查看次數已經達到0的檔無法播
放（顯示租賃過期）。無查看次數限制的檔可
隨意播放（不顯示剩餘查看次數）。

xxx.jpg/xxx.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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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可播放檔案表
可播放媒體
BD-R/RE/-R DL/
RE DL/-R LTH,
DVD-R/RW/-R DL/
+R/+RW/+R DL,
CD-R/RW

USB 裝置 1

MP3
(.mp3)





WMA2
(.wma)





AAC3
(.m4a)





MPEG2 AAC
(.aac)





LPCM
(.wav)





FLAC
(.flac)





JPEG
(.jpg/.jpeg)





DivX
(.avi/.divx/.mkv)





可播放檔案
（副檔名）

MP4
(.mp4)





WMV
(.wmv)





AVI
(.avi)





3GP
(.3gp)





FLV
(.flv)





RMVB
(.rm/.rmvb)





檔案規格

•
•
•
•
•
•
•
•
•

取樣訊率：高達 48 kHz
位元率：高達 320 kbps
音訊類型：MPEG-1 Audio Layer 3
取樣訊率：高達 48 kHz
位元率：高達 192 kbps
音訊類型：WMA 版本 9
取樣訊率：高達 96 kHz
位元率：高達 192 kbps
音訊類型：MPEG4-AAC

• 取樣訊率：高達 48 kHz
• 位元率：高達 320 kbps
• 音訊類型：MPEG2-AAC
•
•
•
•
•
•
•

取樣訊率：高達 192 kHz
量化位元率：16 位元、24 位元
聲道：雙聲道
取樣訊率：高達 192 kHz
量化位元率：16 位元、24 位元
聲道：雙聲道
最大解析度：4 000 x 3 000 畫素

®
• 支援的版本：透過 DivX Plus HD
• 最大解析度：
®

高達 1 920 x 1 080 (DivX Plus HD)

•
•
•
•
•
•
•
•
•
•
•
•
•

最大解析度：可高達 1 920 x 1 080
視訊：MPEG4、MPEG-4 AVC（位準 4.1）
音訊：AAC、MP3
最大解析度：可高達 1 280 x 720
視訊：WMV9、WMV9AP (VC-1)
音訊：WMA
最大解析度：可高達 1 920 x 1 080
視訊：MPEG4
音訊：MP3、AAC
最大解析度：可高達 1 920 x 1 080、8 Mbps
視訊：H.263、MPEG4、H.264
音訊：MPEG-4 AAC

視訊：Sorenson H.263 (FLV1)、VP6 (FLV4)、
H.264
• 音訊：MP3、AAC
1 280 x 720
• 最大解析度：可高達
®
• 視訊：RealVideo ®
音訊：
RealAudio
、AAC
•

1. 本機支援FAT16、FAT32 及NTFS 檔案系統。
2. 不支援WMA Pro、Lossless 及Voice。
3. 不支援Apple無損失編碼。
注意
• 視檔案架構及伺服器容量而定，可能無法播放特定檔案，即使是上表列出的可播放檔案也可能
無法播放。
• 無法播放由DRM（數位版權管理）保護的檔案（不包括DivX VOD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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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名稱與功能

01

遙控器

1
2
3
4
5
6
7
8
9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10

26
27

11

28

12
13

29

14

15

16

30

1  STANDBY/ON – 按下可開啟及關閉電源。
2 SUBTITLE –（第20頁）
3 AUDIO –（第21頁）
4 SOURCE –（第25頁）
5 REPEAT –（第20頁）
6 A-B –（第20頁）
7 PAUSE –（第18頁）
8  –（第19頁）
9  STOP –（第18頁）
10  REV –（第19頁）
11 TOP MENU – 按下可顯示BD-ROM 或
DVD-Video 的頂部選單。
12  – 用於選擇項目、更改設定和移
動游標。
ENTER – 按下以執行所選擇的項目，或輸
入已更改的設定等。
HOME MENU –（第28頁）
13
14 色彩按鍵 – 使用這些功能來導覽BD-ROM 選
單。
PROGRAM – 在CD/DVD/VCD播放期間依喜
好的順序設定曲目／章節。
BOOK MARK – 在播放期間將任意時間點
設為書籤。
ZOOM – 在播放期間縮小／放大。重複按以
選擇播放機中不同的畫面。（第20頁）
INDEX – 在播放JPEG光碟期間，按下以檢視
有12縮圖影像的頁面。此按鍵只能在JPEG模
式中使用。（第20頁）
15 數字按鍵 – 使用這些按鍵選擇和播放您要觀
看或聆聽的標題／章節／曲目，然後從選單
中選擇項目。
16 CLEAR – 按下以清除數字等。
17  OPEN/CLOSE – 按下可打開及關閉碟
盤。
18 CONTINUED – 用來繼續從指定位置播放。
（第21頁）
19 DISPLAY –（第21頁）
20 VIDEO P. –（第27頁）
21 HDMI – 用來切換從HDMI OUT端子輸出的視
訊訊號解析度（第32頁）。
22 SHORT SKIP – 在播放時按下可快轉至
30 秒以後的位置。（第19頁）
23 REPLAY – 在播放時按下可返回10 秒以前
的位置。（第19頁）
24  –（第19頁）
25  –（第19頁）
26  –（第19頁）
27  FWD –（第22頁）
28 POP UP MENU/MENU – 按下可顯示
BD-ROM 或DVD-Video 選單。
29
RETURN – 按下以返回上一個畫面。
30 FUNCTION –（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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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前面板
1

2

4

3

 OPEN/CLOSE - 打開和關閉碟片托盤。
 STANDBY/ON - 開關電源。
碟片托盤
遙控感應器 - 將遙控器指向此處，然後在約
7 m範圍內操作播放機。如果附近存在螢光
燈，播放機在捕捉遙控信號時可能會出現問
題。如果發生，請將播放機移離螢光燈。
5 前面板顯示幕
1
2
3
4

5

6

7 8

9

6 USB 連接埠 -（第15頁）
7 重設按鍵 - 若無法關閉電源（設為待機），
請使用細桿壓下此按鍵。當按下重設按鍵
時，本機電源將關閉（待機狀態）。當按下
 STANDBY/ON按鍵開啟電源時，本機將可
以再次恢復運作。
8  - 按下開始播放。
9  - 按下停止播放。

後面板
1

2

3

4

5

AC IN

1 AC IN - 連接至標準AC電源插座。
2 LAN (10/100) 連接埠 - 使用它連接到一直線
上的寬頻網路。
3 HDMI OUT 連接埠 - 輸出視頻／音頻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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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UDIO OUT 連接埠 - 輸出音頻信號。
5 DIGITAL OUT (OPTICAL) 連接埠 - 連接光學
數位連接線時輸出數位音頻信號。

第2章

接線方式
在連接時或更改連接時必須確保已經斷開電
源，並將電源線從電源插座拔下。
同時請參閱所連設備的操作手冊。

使用HDMI 電纜連接
音頻和視頻信號可通過數位信號無損地傳送到
HDMI 相容設備。
注意
• 根據所連的HDMI 相容設備在設置嚮導功能
表中完成設置。
• 1080p 視頻信號可能無法輸出，具體取決於
所用的HDMI 電纜。

關於HDMI
播放機採用高清晰度多媒體介面（HDMI™）技
術。
本機支持深色（Deep Color）。普通播放機在採
用YCbCr 4:4:4或RGB格式時，傳輸的視頻信號
為8位元色深度，而本播放機支援深色（Deep
Color），傳輸的視頻信號每一色彩分量色深度
大於8位。當連接支援深色（Deep Color）的電視
機時，可以重現出微妙的色階。
本產品相容能夠基於xvYCC規格實現寬色域色彩
空間的“x.v.Color＂
。當連接至相容“x.v.Color＂的
電視機等時，播放符合“xvYCC＂標準的視頻信
號可擴展色彩再現能力，從而更為真實地再現天
然色。
“x.v.Color＂是賦予能夠基於xvYCC定義的國際
標準規格實現寬色域色彩空間的產品的一種宣
傳名稱。

* 關於HDMI高速傳輸
02
播放機輸出1080p和深色（Deep Color）視頻信
號。 如果電視機支持1080p/50p，1080/60p或
深色（Deep Color）信號，請使用High Speed
HDMI®/™ Cable，可充分發揮播放機和電視的
最佳性能。
High Speed HDMI®/™ Cable經測試可最高傳
輸1080/24p信號。支援深色（Deep Color）的
1080i、1080p和720p視頻信號同樣也可傳輸。
* 連接DVI 設備時
• 如果DVI設備（如電腦顯示器）不相容HDCP，
連接就會失敗。HDCP是用於保護DVI/HDMI介
面上視聽內容的一種規格。
• 無音頻信號輸出。使用音頻電纜等連接。
• 本播放機設計用於連接HDMI相容設備。當
連接DVI設備時，可能無法正常工作，這取
決於DVI設備本身的情況。

關於至其他製造商的元件（支援控制功能）
的連接
使用HDMI線纜將支援控制功能的電視機或AV系
統（AV接收機或放大器等）連接至本機時，可
使用下列功能。
• 透過電視操作的功能
• 自動選擇功能
• 電源連鎖功能
注意
• 根據電視機或AV 系統（AV 接收機或放大器
等），可能無法使用以上所有功能。

* 播放機HDMI OUT端子可以傳輸的音頻信號
• Dolby TrueHD
• Dolby Digital Plus
• Dolby Digital
• DTS-HD Master Audio
• DTS-HD High Resolution Audio
• DTS Digital Surround
• MPEG-2 AAC
• 線性P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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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連接電視機

連接AV接收機或放大器

請參見以下的連接AV接收機或放大器，使用
HDMI線纜連接AV接收機或放大器。
注意
• 在連接和斷開電纜時請手握插頭。
• 用力拉拔插頭可能會導致接觸不良，無法輸
出視頻信號。
ክܺᐡࡤޠ८ݗ
AC IN

連接至可享受Dolby TrueHD、Dolby Digital
Plus、Dolby Digital、DTS-HD Master
Audio、DTS-HD High Resolution Audio、DTS
Digital Surround、LPCM或AAC環繞聲的影音接
收器或擴大器。如需有關將電視機和揚聲器連
接至影音接收器或擴大器的指示，請參閱影音
接收器或擴大器的操作手冊。
注意
• 在連接和斷開電纜時請手握插頭。
• 用力拉拔插頭可能會導致接觸不良，無法輸
出視頻信號。
ክܺᐡࡤޠ८ݗ

HDMIഀ௦ጤ
ȞҀ୶ȟ

ඩᓟРӪᄈቇ
ᆓφȂดࡤޣ௦
ඩΤȄ
ٻңHDMIഀ௦ጤηѠпഀ௦
AV௦ԞᐡܺܗτᏣȞѢើȟȄ

Ⴌຝᐡ

ՎHDMI
ᒰΤᆓφ

ඩᓟРӪᄈቇᆓ
φȂดࡤޣ௦ඩΤȄ
ՎHDMI
ᒰΤᆓφ

HDMIഀ௦ጤ
ȞҀ୶ȟ

ଊဵಌРӪ

AC IN

AV௦Ԟᐡ
ܺܗτᏣ

ଊဵಌР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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ՎHDMI
ᒰΤᆓφ

HDMI
ᒰяᆓφ

HDMIഀ௦ጤ
ȞҀ୶ȟ

Ⴌຝᐡ

使用光學數位音頻電纜連接AV
接收機或放大器
ክܺᐡࡤޠ८ݗ
ҪՔ
TU

कՔ
ॲଊഀ௦ጤ
ȞҀ୶ȟ

ӏᏱ՞ॲଊഀ௦ጤ
ȞҀ୶ȟ
்ηѠпഀ௦ᚗ
ᖑၿЩॲଊȄ
ଊဵಌРӪ
Վॲଊ
ᒰΤᆓφ

ՎӏᏱ՞ॲଊ
ᒰΤᆓφ

連接USB 裝置

02

注意
• 確定在連接或中斷連接USB裝置之前，先關
閉播放機的電源。
• 使用外部硬碟等外部儲存裝置時，請確定在
開啟播放機的電源之前開啟硬碟的電源。
• 如果USB裝置有防寫保護，請確定停用防寫
保護功能。
• 連接USB連接線時，請握住插頭，然後保持
在用於連接埠的正確方向並將它水平插入。
• 放置過多東西在插頭上可能造成接觸不良，
使它無法寫入資料至USB裝置上。
• 連接USB裝置且播放機的電源開啟時，請勿
拔除電源線。
ክܺᐡࠊޠ८ݗ
USB

ኈॲ௦ԞᏣܗ
ᘘτᏣ

5V

0.5 A

 STANDBY/ON

連接設備至USB埠
關於USB 裝置
可連接至播放機的USB 裝置如下所示。
• USB 2.0 相容USB 隨身碟（容量為1 GB 以
上，建議2 GB 以上）或HDD（容量為2 TB
以下）
• 檔案系統：FAT16、FAT32或NTFS
注意
• 如檔案系統非FAT16、FAT32或NTFS，則在
完成初始化後將無法使用。
• 如果USB裝置包含多個分割磁碟，則無法識
別出USB記憶裝置。
• 有些USB裝置無法搭配本播放機操作。
• 不保證USB裝置的操作。

USBᓎٙᆆ

USBഀ௦ጤ
ȞҀ୶ȟ
ᆆ๊

注意
• 如果透過記憶卡讀取器或USB集線器連接至
USB連接埠，裝置可能不會作用。
• 使用長度2 m 或以下的USB 連接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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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網路連接

連接電源

您可利用BD-LIVE功能，如下載預告片及其他音
訊/字幕語言，並藉著連至網際網路以遊玩線上
遊戲。連接已連至網際網路的路由器和裝置。
要連接的網路環境中有使用中的DHCP伺服器
時，將自動設定IP位址。沒有使用中的DHCP伺
服器時，請手動設定IP位址（第31頁）。

在設備間所有連接完成後連接電源。
ክܺᐡࡤޠ८ݗ
AC IN

連接LAN連接線
ႬྜጤȞᓎߤȟ

使用市售LAN連接線連接裝置與路由器。

ՎᕔαႬྜඩ৵

ክܺᐡࡤޠ८ݗ
AC IN

LANഀ௦ጤ
ȞҀ୶ȟ

ᆪርᆪၰ

ᐄᐡ

LAN
WAN

1

2

3

ΛЋᆪၰጤᏣ
Ȟ֥ጤᏣѓޠ
ၰҦᏣȟ

注意
• 對於某些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您可能必須手
動設定個別網路配置。
• 對於因您的網路連接和或所連接設備的相關
通信錯誤／故障而導致的任何播放機故障，
先鋒不承擔責任。請聯繫互聯網服務供應商
或網路設備製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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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開始操作

03

使用設置嚮導功能表設置
當首次使用播放機時，請確保執行如下設置。
注意
• 開啟電源前請先檢查播放機和其他設備間的
所有連接是否正確。此外，開啟本機電源之
前，開啟連接至本機的設備電源。
• 使用相容控制功能的平板電視機或投影儀並
且開啟本機電源之前，將HDMI控制設為開
啟。
1 開啟電視機電源，切換輸入。
請參閱電視機的使用說明瞭解電視操作。
2 開啟本機電源，按下STANDBY/ON。
檢查設置嚮導功能表是否顯示。
* 如果設置嚮導功能表沒有顯示
 按下HOME MENU顯示設置功能表，選擇常
規設置系統設置嚮導，然後按ENTER鍵。
3 選擇畫面顯示語言。
使用選擇，按ENTER確認。
ǖ2/5

ኡᐋ
ఎဪ༄ǈ༿ሌᒙᎫዔ

ᒙಂࡴ

中文(繁体)

4 選擇並設置視頻及音頻的輸出端子。
使用選擇，按 ENTER 確認。請參閱32頁。
ǖ3/5

ኡ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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ᒙࡴ

ᔈࣅ
480p/576p
720p
1080i
1080p

ጙৈ

OK

ሆጙৈ

5 選擇電視縱橫比。
使用選擇，按 ENTER 確認。請參閱32頁。
ᮆḧ

ᤥ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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Ꮆಂ

Лࡖ
ᤰ
Лఀ
ࠕࡖ

English

ᒙੑࡼᎫዔݙᏴࠥෂǈᏴჇྙᎫዔ၁ࠊǈ
ถܭሲࢀጐဵᎌࡼă

ʽʷ˔

ጙৈ

OK

ሆጙৈ

當您將本機連接到與控制相容的先鋒平板電視
機的 HDMI 端子時，在設置嚮導啟動之前，
將從先鋒平板電視機的語言設置中導入語言設
置。

0,

ʾʷ˔

6 完成設置嚮導功能表。
按 ENTER 確認。
要重新開始設置，請選擇返回至前畫面。
ᮆḧ

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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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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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04

播放
播放碟片或檔
本小節介紹播放機的主要操作。
關於可以播放的碟片類型，請參閱第7頁上的可
以播放的碟片。關於可以播放的檔類型，請參
閱第9頁上的可播放檔。刻錄在碟片上或存儲在
USB記憶體中的視頻、圖片和音頻檔可使用
Source功能。
1 按 STANDBY/ON開啟電源。
開啟電視機電源，然後切換輸入。
2 按 OPEN/CLOSE打開碟片托盤，然後裝入
碟片。
注意
• 裝入碟片時請將印刷面朝上。
• 讀取碟片需要幾十秒時間。一旦讀取完成，
會在播放機前面板顯示幕上顯示碟片類型。
3 按下播放碟片。
• 若要使其暫停，播放期間按下。播放暫停
時，播放機前面板顯示幕的亮起。
• 要停止播放，請按。
注意
• 有些碟片在碟片托盤關閉後會自動播放。
• 在BD-R/-RE和DVD-R/-RW（VR格式）時，
SOURCE自動出現（第25頁）。
• DVD-Video碟片具有視聽限制功能。輸入播
放機中設置的密碼，關閉視聽限制。
• 對於一些BD-R/-RE，碟片或標題會設有播放
保護。輸入碟片的代碼數位，解除保護。
• 若未正確輸出視頻或音頻信號，則從第38頁
開始檢查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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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顯示碟片功能表
對於一些碟片，在播放開始時會自動顯示碟片
功能表。碟片功能表的內容和操作方式每個碟
片各不相同。
* 從影片停止處繼續播放（繼續播放功能）
• 播放時如果按下，碟片停止的位置會記錄
在記憶體中。當按下時，會從停止處繼續
播放。
• 播放圖像檔的幻燈片時若設定停止模式，則
從上次顯示的圖像檔開始播放。
• 要取消繼續播放功能，請在播放暫停時再次
按取消。
注意
• 在下列情況下繼續播放功能會自動取消：
- 當切換至待機模式時。
- 當碟片托盤打開時。
- 當切換檔列表視窗時。
• 當您想要從下次播放指定位置繼續播放時，
請參閱第21頁的從指定位置繼續播放（繼續
檢視播放）。
• 繼續播放功能不能用於某些碟片。
• 若[記憶播放]已[開啟]，則即使已打開光碟托
盤或關閉電源，也能復原檔案（第30頁）。

停止播放
當播放時，按下 。
• 當第一次按下鍵時，將進入停止模式並且
螢幕顯示停止標誌。
• 按兩次將停止播放。
• 在停止模式，播放圖像檔。按從停止點恢
復播放或者在播放完全停止後從碟片的開始
處恢復播放。
• 要取消繼續播放功能，請在播放停止時再次
按取消。
注意
• 不是所有的藍光碟片支援恢復模式。

快速檢視（快速檢視的音訊）

跳過播放

輸出音訊，同時以正常約1.5倍的速度播放視訊
畫面。
在播放BD-ROM或DVD視訊畫面時按下。
• 若在步進播放期間按下，將切換為快轉。
* 要恢復正常播放
按下。
• 取消暫停模式時，恢復正常播放。

按下或。
• 當按下時，播放會跳進到下一章節／曲
目／標題／檔的開始處。
• 在播放影像檔案的同時按下後，會返回
上一個檔案。

注意
• 在步進播放期間，將變為PCM輸出。
• 無法在步進播放期間切換音訊。
• 視音訊格式而定，如Dolby TrueHD及
DTS-HD Master Audio，可能會發生無法執
行快速播放的情形。

慢速檢視播放（慢速播放的音訊）
輸出音訊，同時以正常約0.8倍的速度播放視訊
畫面。
在播放BD-ROM或DVD視訊畫面時按下
。
• 若您在慢速檢視播放期間按下 ，將切
換為逐步播放。
* 要恢復正常播放
按下。
• 取消暫停模式時，恢復正常播放。
注意
• 在慢速檢視播放期間，將變為PCM輸出。
• 無法在慢速檢視播放期間切換音訊。
• 視音訊格式而定，如Dolby TrueHD及
DTS-HD Master Audio，可能會發生無法執
行快速播放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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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無法跳到下一個曲目或上一個曲目。從顯示
選單畫面或SOURCE畫面選擇曲目。

若要返回不久前的位置
在播放期間按下即可返回10秒前的位置。
播放時，按下REPLAY。

若要前進至前面一點的位置
在播放期間按下即可快轉至30秒後的位置。
在播放期間按下SHORT SKIP。

步進
當時，按下。
• 每按一次就步進播放。
• 不支援漸進倒轉播放。
• 再按下鍵，畫面將正常播放。
當播放時，按下。
• 每按一次按鍵都會切換一次速度（速度顯示
在電視機螢幕上）。
• 不支援漸進倒轉播放。
• 再按下鍵，畫面將正常播放。

快進和快退
播放時，按下或 。
• 每按一次按鍵都會切換一次速度（速度顯示
在電視機螢幕上）。階段速度因光碟或檔案
而異。
* 要恢復正常播放
按下。

播放指定章節、曲目或檔案
  在播放期間，輸入您要選擇的章節／曲目／
檔案數量。
• 使用數字按鍵（0至9）輸入編號，然後按
ENTER。
• 按下CLEAR 可清除輸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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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A-B播放
 當播放時， 按A-B。
• 當按下A-B選擇A-B重複的起點。
此起點定義為A（開始）。
• 再按A-B選擇A-B重複的終點。
此終點定義為B（結束）。
開始A-B重放。
* 要取消A-B重放
• 再按A-B將取消。
• 播放時，按下。
注意
• 在下列情況下會取消A-B 重放：
- 當開始其他重複播放或隨機播放時。

像投影片一樣播放相片
此功能可播放相片，並自動切換。
播放期間按下INDEX。
• 顯示影像檔案的縮圖。最大數量為一次12
個。
• 若您選擇其中一幅影像並按下ENTER，投影
片將從您選擇的位置開始播放。
* 旋轉／倒轉相片
播放或暫停投影片時，按下按鍵會讓
顯示幕如下所示切換。
按鍵： 順時鐘旋轉90∘
按鍵： 逆時鐘旋轉90∘
按鍵： 水平翻轉
按鍵： 垂直翻轉

切換拍攝視角

重複播放
當播放時，按下 REPEAT 。
• 重複按 REPEAT 時，選擇不同的重複播放模
式。
BD/DVD顯示重複播放模式：CH，TT和All。
CD/JPEG/MP3顯示重複播放模式：只重複當前
單曲和ALL。
注意
CH-章節
TT-標題
All-全部

縮放
當播放時，按下ZOOM。
• 反復按ZOOM按鈕在視訊播放中縮放（縮放
模式會顯示在電視機畫面上）。
[Zoom 2x]  [Zoom 3x]  [Zoom 4x] 
[Zoom 1/2]  [Zoom 1/3]  [Zoom 1/4] 
正常（不顯示）
注意
• 不是所有的藍光碟片都支持縮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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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記錄有多視角的 BD-ROM 和 DVD-Video 碟
片，在播放時可切換視角。
 播放時，可從FUNCTION功能表選擇視角來
切換視角。
• 會在電視機畫面上和播放機前面板顯示幕顯
示當前的視角和總視角數。

切換字幕
有些錄有多種字幕的碟片或檔案在播放時可以
切換字幕。
注意
• 利用燒錄機錄製隱藏式字幕的碟片，不會顯
示字幕。而且，不能更換燒錄機錄製的隱藏
式字幕。請參閱錄製裝置的操作手冊。
播放時，按下SUBTITLE。
• 目前字幕和錄製的字幕總數顯示在電視機螢
幕和播放機的前面板顯示幕上。若要切換字
幕，再按一次SUBTITLE。
• 如果在按下SUBTITLE時字幕切換失敗，請
從功能表畫面切換。

* 關閉字幕
 按下FUNCTION功能表，選擇字幕語言，然
後選擇OFF。
* 關於播放DivX 媒體檔時顯示外部字幕檔
除了在DivX媒體檔中錄製的字幕之外，本機也
支援顯示外部字幕檔。如果一個檔具有與DivX
媒體檔相同的名稱（檔副檔名除外）且該副檔
名如下所列，則該檔會被視為外部字幕檔。請
注意，DivX媒體檔和外部字幕檔必須位於同一
檔夾中。本機只能顯示一種外部字幕檔。
使用電腦等刪除不想從碟片顯示的任何外部字
幕檔。
支援「.smi」、「.srt」、「.sub」及「.txt」副
檔名的文字檔案。
注意
• 根據檔，可能無法正確顯示外部字幕。

移動字幕
播放BD-ROM或DVD時可移動顯示的字幕位置。
1 在電視畫面上播放BD-ROM或DVD視訊並顯
示字幕。
2 按住SUBTITLE至少2秒。
• 字幕轉換模式已設定。
• [字幕轉換模式]顯示在電視畫面上。
3 利用▲/▼移動字幕的位置。
• 利用▲/▼移動字幕的位置。
• 完成設定後，請按ENTER。

切換音頻
對於記錄有多條音頻流／聲道的碟片或檔，可
以在播放時切換音頻流／聲道。
 播放時，按下AUDIO。
• 目前的音訊及錄製音訊串流總數都會顯示在
電視螢幕上。若要切換音訊，請再按一次
AUDIO。
• 在FUNCTION選單中選擇Audio也可以切換
音訊。
• 如果按下AUDIO時沒有切換音訊，請從碟片
選單畫面切換。

顯示碟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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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DISPLAY。
碟片資訊顯示在電視機畫面上。要關閉資訊顯
示，請再按一次DISPLAY。播放時和播放結束
時顯示不同的資訊。

從指定位置繼續播放（繼續檢視播放）
此功能允許您從指定下次播放的位置繼續播
放，即使在關閉電源後也有效。
* 設定
在播放期間，要開始繼續檢視播放的位置按
下CONTINUED。
指定位置的經過播放時間會顯示在電視螢幕上。
* 播放
1 按下以播放已設定繼續檢視播放的標題。
將出現繼續檢視播放確認畫面。
• 在下列情況下，會顯示持續檢視播放確認畫
面。
BD影片
- 畫面在播放主要功能後顯示。
燒錄的光碟
- 畫面在選取資料夾後顯示，且針對持續檢
視播放所設定的標題已播放。
2 使用選擇是，然後按ENTER。
從指定位置開始播放。
注意
• 按下 OPEN/CLOSE後，將取消繼續檢視播
放設定。
• 繼續檢視播放可能無法正確配合部分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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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播放功能
可以使用的功能由碟片和檔類型決定。在某些情況下，一些功能不能使用。根據下表確定可用的
功能。
功能1

碟片／檔案類型
BD-ROM

BD-R
/-RE

DVDVideo

DVD-R
/-RW
(VR 格式)

AVCREC

AVCHD

Video
檔案

Image
檔案

Audio
檔案

音訊
CD

步進播放/
慢速檢視播放2













x

x

x

x

快進和快退3

4

4

4

4

4

4

4

x

5

5

Short Skip/
Replay















x





播放指定標
題、章節或
曲目













x

x

x



跳過播放





















x

x

慢動作播放6, 7















x

步進3, 8















x

x

x

3

A-B播放















x





重複播放




















x

縮放檔

















x

切換拍攝視角9



x



x

x

x

x

x

x

x

切換字幕10















x

x

x

x

x





切換音頻11















x

顯示碟片資訊

















1. 對於某些碟片或檔，即使表格上顯示[]，有些功能也可能無法運行。
2. 視音訊格式而定，如Dolby TrueHD及DTS-HD Master Audio，可能會發生無法執行步進播放的情形。
3. 有些碟片在章節切換時會自動恢復正常播放。
4. 快進和快退掃描期間不會發出聲音。
5. 快進和快退掃描期間會發出聲音。
6. 慢動作播放期間不會輸出聲音。
7. 無法進行倒轉慢動作播放。
8. 無法漸進倒轉播放。
9. 也有無法儲存多重角度的光碟。
10. • 所記錄的字幕類型取決於碟片和檔本身。
• 在某些情況下，字幕可能切換或碟片上提供的切換畫面可能立即顯示，而不顯示當前字幕和碟片上所錄製字幕總
數。
11. 錄製的音訊串流類型視碟片和檔案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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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FUNCTION 功能表
可根據播放機工作狀態調用不同的功能。
1 顯示FUNCTION 功能表。
按下 FUNCTION。（例如：BDMV碟片）

2 選擇並設定項目。
使用選擇，然後按ENTER。
注意
• 無法變更的項目會以灰色顯示。項目是否可
以選擇視播放機狀態而定。
* 變更所選擇項目的設定
使用變更。
* 關閉FUNCTION 選單
按下FUNCTION。

* FUNCTION 選單項目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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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標題

顯示當前播放的標題資訊。選擇您想
播放的標題數。

章節

顯示當前播放的章節資訊。選擇您想
播放的章節數。

文件

顯示當前播放的檔案資訊。選擇您想
播放的檔案數。

時間

顯示時間資訊。選擇你想播放的
時間。

模式

切換播放模式。

音訊語言

切換BD-ROM和DVD碟片的聲音語
言。使用選擇你所需的語言。

角度

切換BD-ROM/DVD視頻碟片的拍攝角
度。

字幕語言

切換字幕語言。

字元類型

選取字元類別。

Code Page

切換字幕代碼頁面。

畫中畫視頻

打開或關閉第二視頻。

畫中畫音訊

打開或關閉第二音頻。

比特

切換顯示音頻、視頻比特率。

靜止畫面

切換碟片的靜止特徵。

Short Skip

快進至 30 秒後的位置。

Replay

返回10秒前的位置。

放映幻燈片

播放投影片圖片時切換播放速度。

過度效果

播放投影片圖片時變更投影片樣式。

注意
• 對於每個項目的指定操作將會因碟片類型而
改變。而且只有當碟片是可支持的時候，一
些項目才可以操作。
• 錄製的第二音訊串流類型視碟片和檔案而
定。
• 部分碟片不包括第二音訊／第二視訊。
• 在某些情況下，第二音訊／第二視訊可能會
切換，或碟片隨附的切換畫面可能會立即顯
示，無需顯示碟片中錄製的目前第二音訊／
第二視訊或第二音訊／第二視訊串流總數。
• 如果第二音訊標記設定為開啟，則第二音訊
標記在錄製第二聲音的場景時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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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使用播放模式功能
播放特定標題、章節或曲目（搜尋）
1 按下FUNCTION 顯示播放模式畫面。
2 選擇搜尋類型。
使用選擇，按 ENTER 確認。
3 輸入數位。
使用數位按鈕（0至9）或輸入數位。
使用移動游標。
• 如要搜尋標題32，輸入3和2，然後按
ENTER。
4 從指定標題、章節或曲目開始播放。
使用選擇搜尋，按 ENTER 確認。

按隨機播放（隨機播放）
使用本步驟按隨機順序播放曲目。
1 播放時，按下FUNCTION 顯示播放模式畫
面。
2 選擇正常／隨機。
使用選擇，按 ENTER 確認。
3 選擇隨機播放。
使用選擇，按 ENTER 確認。
* 要取消隨機播放
• 從隨機畫面選擇順序，然後按ENTER。
• 播放時，按下。
注意
• 在下列情況下會取消隨機播放：
– 當使用搜尋功能時。
– 當開始重複播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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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Source功能播放

04

影像標題／資料夾／曲目／檔案、儲存在USB或
光碟的音軌或視訊，都會以清單格式顯示。可
以從Source功能播放的碟片羅列如下（同時請
參閱第7頁）。
• BD-R/-RE碟片
• DVD-R/-RW （VR 格式）碟片
• 音頻CD （CD-DA 和DTS-CD）
• 只記錄視頻、圖像或音頻檔等資料的DVD/
CD。
注意
• 視連接的裝置及狀況而定，有時可能需要一
些時間才會開始播放及切換影像。

* 關閉Source功能
按下 SOURCE。

播放碟片

2 選擇碟片或USB設備。
使用選擇，按 ENTER 確認。

1 按下 SOURCE 顯示Source功能。

CENW
VTC!۸2
݃ह༹

播放視頻檔
1 按下 SOURCE 按鈕顯示Source功能。

TPVSDF

ಢቯ;Ejtd
ࡍቃ;31432/673N
GT;VEG

TPVSDF

ኡሲ;!4021

VTC

2 選擇碟片。
使用選擇，按ENTER確認。
ኡሲ;!204

注意
• 當播放音頻CD（CD-DA 或DTS-CD）時，顯
示正在播放畫面。
• 一些BD-R/-RE 碟片具有播放保護功能。要取
消保護，輸入碟片設置的密碼。

۸2 0၁ຫ0NQFH2

Tusfbnt
Mbzfs4
g22
g23
g24
g25

ಢቯ;!NQ4
ᔐဟମ;
၁ຫஊᇜࣞ;
ᑷຫ;

Nfejb
Hbmmfsz

ᅓ߲

3 選擇[視頻]檔夾。
使用選擇影像，按 ENTER 確認。
Nfejb
Hbmmfsz

ᅓ߲

3 選擇檔夾。
4 選擇標題。
使用選擇，按ENTER確認。
開始播放。

4 選擇檔夾或需要播放的視頻檔。
使用選擇，按 ENTER 確認。
• 檔夾 － 顯示所選檔夾中的檔。
• 視頻檔 － 開始播放視頻。
播放會從所選檔開始，並一直持續播放到列表
結尾。
使用播放上一個或下一個檔。
注意
• 播放開始之前需等待幾秒鐘時間。此為正常
現象。
• 某些碟片可能無法正常播放。
• 觀看次數可能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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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播放圖片檔

播放音頻檔

1 按下 SOURCE 按鈕顯示Source功能。

1 按下 SOURCE 按鈕顯示Source功能。

2 選擇碟片或USB設備。
使用選擇，按 ENTER 確認。

2 選擇碟片或USB設備。
使用選擇，按 ENTER 確認。

3 選擇[圖片]檔夾。
使用選擇圖片，按 ENTER 確認。

3 選擇[音樂]檔夾。
使用選擇音樂，按 ENTER 確認。

4 選擇檔夾或需要播放的圖片檔。
使用選擇，按 ENTER 確認。
• 檔夾 - 顯示所選檔夾中的檔。
• 圖片檔 - 開始幻燈片播放。

4 選擇檔夾或需要播放的音樂檔。
使用選擇，按 ENTER 確認。
• 檔夾 - 顯示所選檔夾中的檔。
• 音樂檔 - 開始播放音樂。
播放會從所選檔開始，並一直持續播放到列表
結尾。使用播放上一個或下一個檔。
顯示正在播放畫面（如下）。

TPVSDF

ኡሲ;!4021

VTC ۸2 0ᅄຢ

BOFX`GPM
Gpou!uftu
1
2
3
4

݃ह

ࡍቃ;!1/284N
၁ຫஊᇜࣞ;!751Y591

Nfejb
Hbmmfsz

ᅓ߲

幻燈片會從所選檔開始，並一直持續播放到列
表結尾。使用顯示上一個或下一個
檔。
* 關於放映幻燈片
碟片上或檔夾中的檔顯示自動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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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想要的順序播放（Playlist）

* 從播放清單中刪除曲目／檔案

可新增曲目和檔案至Playlist 的碟片如下所示。
• 可燒錄音訊檔的DVD/CD/USB 裝置。

1 選擇要刪除的曲目／檔案，然後按POP UP
MENU以顯示POP UP MENU 選單。

* 新增曲目／檔案
使用此程序新增曲目和檔案，然後建立播放清
單。

2 使用選擇從列表移除，然後按ENTER。

1 按SOURCE以顯示Source功能。
主選單選擇Source，然後按下ENTER，也可以
顯示Source功能。

您可依您的喜好調整畫面設定。

2 選擇碟片或USB。
預先載入碟片。
使用選擇，然後按ENTER。

2 選擇項目與變更設定。
使用選擇項目，然後使用變更設定。
一完成設定後，請按
RETURN以關閉設定
畫面。

3 選擇要新增的曲目／檔案。
使用選擇。
4 按下POP UP MENU 以顯示POP UP MENU
選單。
5 選擇增加至列表以新增至播放清單。
使用 選擇，然後按ENTER。
在步驟3 中選擇的曲目或檔案已新增至播放清
單中。
• 若要新增更多曲目或檔案，請重複步驟3至5。
* 播放播放清單
1 按SOURCE以顯示Source功能。
主選單選擇Source，然後按下ENTER，也可以
顯示Source功能。

04

變更視訊選項

1 按下 VIDEO P. 以顯示視訊參數畫面。

設定項目清單
項目

說明

亮度

調整亮度。

對比

調整色彩陰影。

色調

調整綠色與紅色的平衡。

飽和度

調整色彩飽和度。

* 變更視訊參數畫面
按下 VIDEO P.或
RETURN。
注意
• 在顯示Home Menu（Source、網路內容、
初始設定）的任何部份、功能選單或碟片選
單時，無法開啟視訊參數畫面。

2 選擇播放清單。
使用選擇，然後按ENTER。
3 選擇要播放的曲目／檔案。
使用選擇，然後按ENTER。
從選擇的曲目／檔案開始播放，然後繼續到清
單結束為止。使用播放上一個或下一
個曲目／檔案。顯示Now Playing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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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05

高級設置
常規設置
1 當播放停止或打開Blu-ray disc播放機時，
顯示Home Menu畫面。
按下 HOME MENU。
2 選擇和設置本機設定。
使用選擇，按 ENTER 確認。
3 選擇選項，然後更改設置。
使用選擇，按 ENTER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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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分}, {30 分} - 若超過15分鐘/30 分鐘沒有執
行任何操作，電源將自動關閉。
• [自動播放碟片]
{開啟} - 打開碟片自動播放模式。
{關閉} - 關閉碟片自動播放模式。
• [連控功能設定]
該播放機支援使用HDMI CEC（消費電子控制）
協定的Easylink。通過控制功能，用戶可以用一
個遙控器去控制所有通過HDMI埠連接的帶控制
功能的設備。
{開啟} - 打開控制功能。
{關閉} - 關閉控制功能。
• [設置嚮導]
設置藍光播放機的語言，電視機的解析度以及
電視機的螢幕縱橫比。
• [恢復出廠設置]
重新設定藍光播放機的最初預設值。
- 按以下電視螢幕介紹確定默認設置操作。
1. 選擇恢復出廠設置。
2. 彈出一個對話方塊顯示如下，選擇確認。

ߖӲ

ਇ᜶ূܭᳮᝣᎶՙḬ
ᆸࠀ

* 關閉本機設定畫面
按下 HOME MENU。
注意
• 如果選項為灰色，說明此項不可選。

ԩ๗

3. 當引導預設值的時候，它需要少許時間。請
等待...

系統
改變以下系統選項，設置您的個性化藍光播放
機。

4. 當引導完成時，電視顯示如下所示：
ᮆḧ

• [螢幕保護裝置程式]
打開或關閉屏保模式，可以保護電視螢幕。
{開啟} - 打開螢幕保護：開機後約10分鐘沒運行
程式，螢幕保護模式將自動開啟。
{關閉} - 關閉螢幕保護模式。
• [自動關機設定]
{關閉} - 如果不要電源自動關閉，請選擇此選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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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ENTER鍵進入語言設定功能表。
按選擇語言。
ǖ2/5

按選擇一個選項，然後按ENTER鍵。
ᮆḧ

05

Ꮆಂ

ᒙಂࡴ
Ꮆ
中文(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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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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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

6. 按ENTER鍵進入解析度設置。
ǖ3/5

ᒙࡴ

ᔈ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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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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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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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選擇一個選項，然後按ENTER鍵。
使用選擇“是＂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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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ENTER鍵返回常規設置選單。
• [系統升級]
您可以選擇使用USB隨身碟升級軟體。
1. 連接帶有升級檔包的USB隨身碟。
2. 按電視螢幕介紹進行升級操作。
- 當完成升級時，系統將在5秒鐘後重新啟動
或按 ENTER 鍵後重新啟動。
注意
• 請勿在軟體升級時拔出電源線或移除USB隨
身碟／碟片。同時，在升級時請勿按下重置按
鍵。否則，升級將會停止且本機會產生故障。
• 如果升級檔包沒有通過驗證，錯誤提示時，請
再次檢查這個檔包（例如檔包是不是完整）。
• 確定軟體版本不是舊版本。
• [BUDA]
當你插入USB設備時，如果至少有1GB的自由空
間實現BD-Live功能，藍光DVD系統會自動命名
BUDA的一個目錄。
BUDA 資料將會顯示空閒空間的大小。
1. 按ENTER鍵。
2. 按以下電視螢幕介紹選擇{ BUDA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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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ENTER鍵進入螢幕縱橫比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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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ENTER鍵選擇 “格式化＂，在BUDA檔夾
的資料將會被清除。
• [待機狀態設定]
{開啟} - 選擇縮短開機所需的時間。
{關閉} - 選擇執行正常開機。

ʾʷ˔

語言
選擇藍光播放機的畫面顯示語言，碟片功能表
語言，音訊語言，字幕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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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面顯示語言]
選擇默認的畫面顯示語言。
• [碟片功能表語言]
選擇碟片功能表語言。
• [音訊語言]
選擇默認的音訊語言。
• [字幕語言]
選擇默認的字幕語言。

• [記憶播放]
在正常重播時，如果你打開托盤或關閉播放機
至待定狀態時，這個藍光播放機能記住最後的
播放點，再次播放時播放機會從記憶點開始播
放。
{開啟} - 開啟記憶功能。
{關閉} - 關閉記憶功能。
注意
• 不是所有的藍光光碟能支援這個功能。
• [PBC菜單]
VCD2.0 有PBC 控制（重播控制）功能表，允許
你通過系統與功能表相配合。
{開啟} - 打開PBC，顯示重播控制功能表，使用
數位鍵選擇想要的選項。
{關閉} - 關閉PBC，隱藏重播控制功能表，並從
曲目1開始播放。
• [DivX® VOD DRM]
為了播放DivX®視頻點播（VOD）內容，選擇
DivX® VOD DRM選項，可看到你的註冊碼。

播放控制
視聽限制
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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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角度標記]
一些DVD/BD碟片包含了不同角度的記錄，它能
讓您感受你理想的視頻角度，當DVD/BD碟片支
援多角度且多角度標誌設置為開啟時，將顯示
多角度標誌。
{開啟} － 顯示角度標誌。
{關閉} － 隱藏角度標誌。
• [畫中畫標記]
畫中畫(PIP)模式在電視螢幕上同一時間可以顯
示兩張圖片，全屏畫叫主視窗，小視窗畫面叫
子視窗。當PIP模式和PIP標誌設置開啟時，顯示
PIP標誌。
{開啟} - 顯示PIP標誌。
{關閉} - 隱藏PIP標誌。
• [第二音訊標記]
{開啟} - 顯示第二音訊標誌。
{關閉} - 隱藏第二音訊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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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密碼]
按照指示的電視機設置或更改解鎖密碼以播放
受限DVD/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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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數位鍵輸入舊的密碼。
2. 輸入新的密碼。

注意
• 等級級別設置在年齡控制的範圍，要求輸入
密碼。
• 該等級根據國家會有所不同。為了讓所有的
光碟播放，選擇關閉。
• [國別代碼]
區域碼保證你當前居住的國家／地區能看到這
個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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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次確認輸入新的密碼。
• [年齡控制]
限制使用不適合小孩的光碟。這些光碟必須分
等級記錄。
1. 按 ENTER 鍵。
2. 使用數位鍵輸入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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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等級級別，然後按下 ENTER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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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BD-DVD附加內容，建立網路連接。
注意
• 確保網路線連接正確，路由器正常開啟。
1. 連接藍光播放機到寬頻調解器或路由器。
2. 插入帶有Bonus View/BD-Live的碟片。
3. 在安裝功能表下，選擇[網路]，然後按下。
4. 在功能表下選擇[設定IP位址]，然後按ENTER
鍵選擇[自動]。會自動得到一個IP位址。
如果沒有得到IP位址，選擇[手動]功能表輸入IP
位址，子網路遮罩，默認閘道，DNS並按下
ENTER重新連接網路。將再次嘗試獲取IP位址。
5. 按[返回]或按 ENTER 鍵退出。
注意
• 與供應商連接需要用到網際網路。
• 此播放機不支援自動檢測Cross-cables。請
使用標準區域網路線。
• 根據檔的大小和互聯網的連接速度，載入
BD-Live內容可能需要一些時間。
• [信息]
顯示網路資訊頁面。在本頁，您可看到介面資
訊、位址類型、IP位址、子網路遮罩、默認閘道
和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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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5 • [連接測試]
顯示網路的連接狀態資訊。
• [設定IP地址]
{自動} - 自動獲取網路資訊。
{手動} - 手動設置網路資訊。
• [BD-Live連接]
{允許} - 在播放BD-Live碟片時，允許這個碟片可
以自動下載指定網路資訊。
{部分允許} - 在播放BD-Live碟片時，允許這個碟
片可以下載部分指定網路資訊。
{禁止} - 禁止從網路下載資訊。

視頻輸出
1. 按 HOME MENU。
顯示功能表[常規設置]。
2. 按鍵選擇[視頻輸出]顯示功能表，然後按
鍵。
3. 選一個選項，按進入。
၁ຫ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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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選擇安裝選項然後按。
5. 選擇你想要改變的設置，然後按OK鍵確定。
- 按返回到以前的選單。
- 按HOME MENU鍵退出選單。

顯示設定
• [電視縱橫比]
根據您的電視機規格，設置視頻輸出的縱橫
比。
{16:9 全屏} - 寬螢幕電視：以 16:9 的比例顯示
圖像。
{16:9 普通} - 適用於 16:9 螢幕電視：對於 4:3
比例的光碟，將以 4:3 的比例顯示圖像，且螢
幕左右兩側顯示黑條。
{4:3 全景} - 連接至4:3 電視螢幕並播放16:9 視
訊時，請選擇此項目。在4:3 螢幕上播放影像左
右側遭截除的視訊。（本功能只有在碟片標示
為4:3PS 時才有作用。）
{4:3 寬屏} - 連接至4:3 電視螢幕並播放16:9視
訊時，請選擇此項目。播放有上下方黑色橫條
的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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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頻解析度]
選擇一個視頻輸出，符合您的電視顯示模式。
您可以藉使用遙控器上的HDMI按鍵變更解析
度。每次按下HDMI按鍵才會變更解析度。
{自動} - 根據輸入視頻選擇一個最適合你的電視
顯示模式。您可透過倍增功能享受高畫質的
Blu-ray Disc及DVD Video。
{480p/576p}, {720p}, {1080i}, {1080p} - 選擇
視頻解析度設定您的電視最支援的模式。
• [色彩空間]
選擇預設彩色圖片。
{RGB} - 選擇，使視頻信號以RGB信號輸出。 若
選擇FULL RGB時顏色過密且所有深色均顯示為
黑色，請更改設置為RGB。
{YCbCr444} - 選擇設置視頻信號以YCbCr4:4:4
信號輸出。
{YCbCr422} - 選擇設置視頻信號以YCbCr4:2:2
信號輸出。
{Full RGB} - 選擇，使視頻信號以RGB信號輸
出。若選擇RGB時顏色過稀且黑色過亮，請更
改設置為FULL RGB。
• [HDMI 深色域]
當顯示裝備連接HDMI端子，支持深色域，可使
用這個特徵。
{Auto} - 當您想自動輸出最佳的位元色彩時，
選擇此選項。
{關閉} - 輸出標準24位色。

音訊輸出

音訊設置

1. 按 HOME MENU 鍵。
顯示功能表[常規設置]。
2. 按鍵選擇[音訊輸出]，然後按。
3. 選擇一個選項，按進入。

• [Sound Retriever]
在壓縮過程中壓縮音訊時，可能會刪除部分內
容。當您開啟聲音修正器功能時，可透過修補
刪除的部分以改善音質。
{開啟} - 開啟Sound Retriever功能。
{關閉} - 關閉Sound Retriever功能。
• [數位音訊]
選擇光學插孔的輸出模式，選項包括源碼，
PCM，自動和關閉。
{源碼} - 輸出不經處理的數位信號。
{PCM} - 選擇此設置可輸出轉換為2聲道音訊訊號
的數位音訊訊號。
{重新編碼} - 播放含有第二音訊及互動式音訊的
BD 時，會混合兩種音訊訊號並轉換為Dolby
Digital 音訊或DTS 音訊輸出。
{關閉} - 未使用數位音訊訊號時，請選擇此功
能。
• [HDMI 音訊]
選擇HDMI數位輸出插孔的輸出模式，選項包括
源碼， PCM，自動和關閉。
{源碼} - 輸出不經處理的HDMI信號。
{PCM} - 選擇此設置可輸出轉換為PCM音訊訊號
的HDMI音訊訊號。
{重新編碼} - 播放含有第二音訊及互動式音訊的
BD 時，會混合兩種音訊訊號並轉換為Dolby
Digital 音訊或DTS 音訊輸出。
{關閉} - 未使用HDMI音訊訊號時，請選擇此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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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選擇一個選項，按。
5. 選擇你想要改變的設置和按下OK來確定。
- 按鍵返回到前選單。
- 按 HOME MENU 鍵退出選單。

05

33

05 • [最大採樣頻率]
選擇數位音頻信號採樣頻率。
{48K}，{96K}，{192K} - 輸出音訊訊號限制在低
於Digital Out端孔設定的取樣頻率。
注意
• 在播放取樣頻率檔案或低於或等於目前設定
的光碟時，您可以不變的取樣頻率輸出。
• 無法播放取樣頻率超過192 kHz的來源。
• 播放受版權保護的光碟或檔案時，不論此設
定為何，都會限制取樣頻率在48 kHz或以下
輸出訊號。
• [動態範圍控制]
{關閉} - 選擇此設置可不使用DRC 功能即輸出音
訊訊號。
{開啟} - 選擇此設置在最吵雜與最輕柔聲音（動
態範圍）間調整範圍，並以平均音量進行播
放。難以聽清楚對話或在深夜觀看電影時，請
使用此設置。
{自動} - 選擇此項目以依據碟片的輸入音訊訊號
自動開啟／關閉DRC 設定。這只會影響Dolby
TrueHD 訊號。
注意
• 這會影響如Dolby Digital、Dolby TrueHD 及
Dolby Digital Plus 等音訊訊號。
• DRC 會影響從下列音訊輸出端子輸出的音訊
訊號：
– 從AUDIO OUT 端子輸出的類比音訊訊號。
– 從DIGITAL OUT 或HDMI OUT 端子輸出的
線性PCM 音訊訊號。
• 視碟片而定，音效可能會變弱。
• 音效可能因揚聲器、AV 擴大器設定而異。
• [最大下降]
{身歷聲} - 轉換成線性PCM 音訊訊號的Surround
音訊訊號轉換成用於輸出的雙聲道（立體聲）
訊號。
{左／右} - 轉換成線性PCM 音訊訊號的Surround
音訊訊號轉換成用於輸出的Dolby Surround 相
容雙聲道訊號（連接的影音接收器或擴大器等
裝置與Dolby Pro Logic 相容時，影音接收器或
擴大器以環繞聲音訊訊號輸出線性PCM音訊訊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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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資訊
1. 按HOME MENU。
功能表顯示[常規設置]。
2. 按選擇[系統資訊]。
- 當前的軟體版本和MAC位址顯示。
- 按返回到以前選單。
- 按 HOME MENU鍵退出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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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您要顯示目前裝置中使用的軟體授權，請
選擇「授權」。

關於輸出數位音訊格式的方式
設定

轉換方式

05

源碼

PCM

重新編碼

只輸出主要音訊（電影
的主要聲音）。第二音訊
及互動式音訊皆不會輸
出。

主要音訊、第二音訊及
互動式音訊都會轉換為
PCM 音訊，然後再同時
輸出。1

主要音訊、第二音訊及
互動式音訊都會先轉換
為 PCM 音訊，然後再重
新轉換為 Dolby Digital 音
訊或 DTS 音訊並同時輸
出。2

輸出端子
HDMI
OUT 端子

DIGITAL
OUT 端子

HDMI
OUT 端子

Dolby Digital

Dolby
Digital

Dolby
Digital

PCM 5.1ch

Dolby Digital
Plus

Dolby
Digital Plus

Dolby
Digital

PCM 7.1ch

Dolby
TrueHD

Dolby
Digital

PCM 7.1ch

DTS Digital
Surround

DTS Digital
Surround

DTS Digital
Surround

PCM 5.1ch

DTS-HD High
Resolution
Audio3

DTSHD High
Resolution
Audio

DTS Digital
Surround

PCM 7.1ch

DTS-HD
Master
Audio

DTS Digital
Surround

PCM 7.1ch

PCM

PCM 7.1ch

PCM 2ch4

AAC

AAC

AAC

DIGITAL
OUT 端子

HDMI
OUT 端子

DIGITAL
OUT 端子

Dolby
Digital

Dolby
Digital

DTS Digital
Surround

DTS Digital
Surround

PCM 7.1ch

Dolby
Digital

Dolby
Digital

PCM 5.1ch

AAC

AAC

AUDIO
OUTPUT
端子

音訊類型

Dolby TrueHD3

DTS-HD Master
Audio3

1
2
3
4

PCM 2ch4

2ch4

在快速檢視及慢速檢視播放期間，不論設定為何，聲音都會在PCM設定的同時輸出。不過LFE聲道不會輸
出。（5.1 → 5.0, 7.1 → 7.0）
視碟片而定，若沒有第二音訊或互動式音訊，可能會不重新編碼就輸出訊號。
快速檢視播放與慢速檢視播放皆未啟用。
如為多重聲道音訊，聲音會轉換為2 聲道音訊輸出。

注意
• 視碟片而定，聲道數量可能不同。
• 視連接的HDMI 裝置而定，HDMI 輸出音訊及聲道數量可能不同。
• 若連接裝置僅支援480p/576p，解析度設為480p或576p和自動時，HDMI輸出音訊及聲道數量
可能不同。
• 在BD 視訊碟片上可錄製三種音訊類型。
– 主要音訊： 主要聲音。
– 第二音訊： 新增額外的聲音，如導演、演員等人的評論。
– 互動式音訊： 執行操作時聽見卡嗒聲。碟片間的互動音訊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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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06

其他資訊
使用注意事項
移動本機

冷凝

如果您需要移動本機，請先取出碟片（如裝有
碟片），並關閉碟片托盤。然後，按下
 STANDBY/ON 將電源切換到待機狀態，並
確認顯示幕上的 POWER OFF 指示已消失。請
至少等待十秒鐘。最後拔下電源線。切勿在播
放時抬起或移動本機，碟片此時正高速旋轉，
它會因此受損。

如果播放機突然從低溫處移到溫暖的房間（如
冬天），或如果播放機所安裝的房間溫度突然
升高（由於加熱器等），可能會在內部（工作
元件和鐳射頭）形成水滴（冷凝）。如果出現
冷凝，播放機將不能正常工作，不能播放。請
關閉播放機電源，在室內放置一或二個小時
（時間長度取決於冷凝程度）。然後水滴會揮
發，播放機又可以開始播放。
在夏天，如果播放機直接面對空調風，也有可
能出現冷凝。如果出現，請移動本機位置。

安裝位置
選擇電視機和AV系統旁穩固的位置放置和連接
本機。不要在電視機或彩色顯示器上放置本
機。應遠離盒式磁帶錄音座或其它易受磁場干
擾的設備。
避免下列位置：
• 陽光直射的位置
• 潮溼或通風不良的位置
• 極高溫或極低溫的位置
• 容易受震動的位置
• 有很多灰塵或香菸煙霧的位置
• 容易沾到油煙、蒸氣或熱氣的位置（例如在
廚房）
* 上面不能堆壓物體
不能在播放機上堆壓物體。
* 不要阻塞通風孔
不要在蓬鬆的地毯、床或沙發上使用本機，不
要在本機上覆蓋遮布等。這樣會妨礙散熱，導
致機器損壞。
* 請遠離熱源
不要將本機放置在放大器或其它產生熱量的設
備之上。當在機架中安裝時，為了避免放大器
和其它設備產生的熱量，請儘量用一個架子托
住本機，並置於放大器下方。

不使用本機時請關閉電源
根據電視廣播信號的狀態，當播放機處於打開狀
態時，在電視畫面上可能會出現條狀圖案。這不
是播放機或電視機故障。如果出現，請關閉播放
機。同樣，聽廣播時也可能會聽到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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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本機
一般只需要使用軟布擦拭播放機。對於頑固污
漬，在軟布上沾取些許五至六份水稀釋的中性
洗劑，仔細擦洗，去除污漬，然後再用幹布抹
去。
注意在本機上使用酒精、稀釋劑、苯或殺蟲劑
會導致印刷和外套剝落。同樣應避免長時間接
觸橡膠或乙烯基產品，因為它們會損害機殼。
當使用浸漬有化學物品的擦布時，請仔細閱讀
擦布的注意事項。在清潔播放機時請拔出電源
線。

本安裝在帶有玻璃門的機架中時的注意
事項
當玻璃門閉合時，請不要按遙控器上
 OPEN/CLOSE打開碟片托盤。門會阻礙碟片
托盤運動，造成本機損壞。

清潔讀寫頭
正常使用時，本機的讀寫頭應保持清潔；但若
因灰塵或污垢而發生故障，請就近向先鋒授權
服務中心垂詢。雖然有市售的播放機讀寫頭清
潔工具，但我們建議您不要使用，因為它們可
能會損壞讀寫頭。

碟片的處理
不要使用已壞（破裂或變形）的碟片。不要刮
擦碟片信號面或引起污漬。
請勿一次在本機中裝入一張以上的碟片。
請勿將紙張或標籤貼在碟片上，或者用鉛筆、
圓珠筆或其他銳利的書寫工具在碟片上書寫。
這樣都會損壞碟片。

* 存放碟片
播放之後應始終將碟片放回盒內，並垂直放
置，遠離高溫、潮濕、日光直射或低溫。請仔
細閱讀碟片上的注意事項。
* 清潔碟片
如果碟片沾有指印或灰塵，可能不能正常播
放。請使用清潔布等，從中心向外輕輕擦拭碟
片。不要使用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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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使用苯、稀釋劑或其它易揮發化學物品。
也不要使用唱片噴霧或抗靜電劑。對於頑固的
污漬，軟布上可蘸取些許水，仔細擦拭，除去
污漬，然後再用幹布擦去水氣。
* 特殊形狀的碟片
特殊形狀的碟片（心形、六角形等）不能在本
機上使用。請千萬不要使用這些碟片，他們會
造成播放機損壞。

* 碟片冷凝
如果碟片突然從冷處移到溫暖的房間（如冬
天），可能會在碟片表面形成水滴（冷凝）。
如果存有冷凝，碟片將無法正常播放。使用
前，應先擦去碟片表面的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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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操作不當經常被誤認為發生故障或功能異常。若您認為本機發生任何問題，請按下列方法進行檢
查。有時故障可能發生在其他設備。此時，請對所使用的其他設備與電器產品進行檢驗。若按下
列方法檢查之後仍無法排除故障，請將修理事宜交由就近的先鋒授權服務中心或經銷商。

播放
問題
• 碟片無法播放。
• 碟片托盤自動打開。

無畫面顯示或畫面顯
示不正常。

播放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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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

排除方法

本機是否支持此類碟片？

確認本機可以播放此類碟片（第7頁）。

本機是否支援此類檔？

• 確認本機可以播放此類檔（第9頁）。
• 確認檔是否已損壞。

碟片有刮痕嗎？

帶有刮痕的碟片可能無法播放。

碟片有污漬嗎？

請清潔碟片（第37頁）。

是否有紙片或標籤粘在碟片上？

碟片可能扭曲且無法播放。

碟片在碟片托盤中是否放置正確？

• 裝入碟片時請將印刷面朝上。
• 在碟片托盤凹槽處是否正確放置了碟片。

區碼是否正確？

有關本機可播放碟片的區域號，請參閱第
7頁上的關於區域號。

HDMI電纜是否連接正確？

• 根據所連接設備正確連接電纜（第13頁）。
• 請插牢電纜，重新開始。

HDMI電纜已損壞？

如果電纜已損壞，請使用新電纜替換。

所連的電視機或AV接收機或放大器的
輸入設置是否正確？

認真閱讀所連設備的操作手冊，並切換到
正確的輸入。

輸出視頻解析度是否設置正確？

使用HDMI切換到輸出視頻和音訊信號時的
解析度。

本機除了High Speed HDMI®/™ Cable
外還用HDMI電纜（Standard
HDMI®/™ Cable）連接嗎？

使用High Speed HDMI®/™ Cable連接電視
機。

是否已連接DVI 裝置？

如果已連接DVI 裝置，則無法顯示影像。

色彩空間的設定是否正確？

變更HDMI色彩空間設定。

• 若本機遭受振動或放置在不平坦的位置上，可能會停止播放。
• 在播放時連接或中斷連接USB裝置可能會停止播放。在播放時請勿連接或中斷連接
USB裝置。

問題

檢查

圖像定格，且前面板
和遙控器按鈕失靈。

• 畫面被拉伸。
• 圖像被裁切。
• 無法切換縱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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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方法
• 按■停止播放，然後重新開始播放。
• 如果無法停止播放，請按播放機前面板
的 STANDBY/ON關閉電源，然後再次開
啟電源。
• 若電源無法關閉（設為待機），請使用細
桿壓下主機前面板上的重設按鍵。當按下重
設按鍵時，本機電源將關閉（待機狀態）。
當按下 STANDBY/ON按鍵開啟電源時，
本機將可以再次恢復運作。

電視縱橫比是否設置正確？

仔細閱讀電視機的操作手冊，然後正確設
置電視縱橫比。

電視縱橫比是否設置正確？

正確設置電視縱橫比。
當視訊訊號從HDMI OUT端子以1080i、
1080p或720p輸出時，即使電視縱橫比設
為4:3，畫面仍以16:9縱橫比輸出。

圖像中斷。

切換所錄製視訊訊號的解析度時，圖像可
能中斷。 按HDMI 選擇除自動之外的設
定。

無法切換字幕。

對於在DVD或BD錄影機上錄製的碟片，無
法切換字幕。

聲音和畫面沒有同
步。

輸出端子是否設置正確？

正確設置輸出端子。

• 無聲音輸出。
• 聲音無法正常輸出。

碟片正在慢動作播放嗎？
碟片正在快進或快退嗎？

在慢動作播放、快進和快退時不輸出聲
音。

音訊電纜是否連接正確？

• 根據所連接設備正確連接電纜。（第15頁）
• 請插牢電纜，重新開始。

音訊電纜已損壞？

如果電纜已損壞，請使用新電纜替換。

連接的設備（AV接收機或放大器等）
是否正確設置？

仔細閱讀所連設備的操作手冊，檢查音
量、輸入、揚聲器設置等。

HDMI音訊輸出是否設置正確？

將HDMI音訊輸出設為PCM或重新編碼。

連接了DVI設備？

如果連接有DVI設備，則無法從HDMI OUT
輸出聲音。 連接設備到DIGITAL OUT端子
或AUDIO OUT端子。
對於某些BD，音訊信號僅從DIGITAL OUT
端子或HDMI OUT端子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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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檢查

排除方法

不輸出多聲道聲音。

所連的AV接收機或放大器等的音訊輸
出是否設置正確？

仔細閱讀所連AV接收機或放大器的操作手
冊，並檢查AV接收機或放大器的音訊輸出
設置。

是否選擇了多聲道聲音？

使用功能表畫面或AUDIO切換碟片聲音道
多聲道。

所連的AV接收機或放大器是否相容
DTS Digital Surround？

如果連接到DIGITAL OUT端子的AV接收機
或放大器不相容DTS Digital Surround，請
將DTS數位環繞以及HDMI環繞設定為
PCM。

當從DIGITAL OUT輸出
DTS Digital Surround
時出現噪音。

• 受版權保護的音訊會在輸出前轉換為
48 kHz或以下。
• 將最大取樣速率設為96 kHz或192 kHz。

從DIGITAL OUT端子無
法輸出192 kHz或96 kHz
數位音訊訊號。
未輸出第二音訊或互
動音訊。

在插入碟片後，一直
停留在正在讀取，不
開始播放。

HDMI Audio的設定是否正確？

聆聽來自HDMI OUT端子的聲音時，將
HDMI Audio設定為重新編碼或PCM。

數位音訊的設定是否正確？

聆聽來自DIGITAL OUT端子的聲音時，將數
位音訊設定為重新編碼或PCM。

碟片上記錄的檔太多？

當記錄有檔的碟片插入時，根據碟片記錄
的檔數不同，讀取時間可能會花費幾十分
鐘。

■ 顯示在檔案名中
等。

本機無法顯示的字元將顯示為■。由外部
機器、媒體等輸入的文字，包括簡體字在
內的部分文字或者全部有可能無法正確顯
示。

播放BD-ROM碟時，出
現指示記憶體不足的
訊息。

• 連接USB裝置。
• 從BUDA設置中清除儲存在連接USB裝置
中的資料。

控制功能
問題

檢查

排除方法

控制功能無法運行。

HDMI電纜是否連接正確？

若要使用控制功能，將平板電視機和AV系
統（AV接收機或放大器等）和HD AV轉換
器連接至HDMI OUT端子。

您正使用的HDMI連接線是否為High
Speed HDMI®/™ Cable？

使用High Speed HDMI®/™ Cable。如果使
用High Speed HDMI®/™ Cable以外的HDMI
連接線，控制功能可能無法正常作用。

本機HDMI控制是否設定為開啟？

本機HDMI控制是否設定為開啟。

所連接設備是否支援控制功能？

• 即使利用HDMI線纜進行了連接，對於不
支持控制功能的其它品牌設備，控制功能
也無法運行。
• 如果在相容控制的設備與播放機之間連
接了不支援控制功能的設備，控制功能將
無法運行。
• 請參閱第13頁上的關於至其他製造商的
元件 （支援控制功能）的連接。
• 即使連接至相容控制功能的先鋒產品，
某些功能也可能無法運行。同時請參閱所
連設備的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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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06

檢查

排除方法

所連的設備是否開啟了連控功能設
定？

將所連接設備的連控功能設定設為開啟。
對於連接至HDMI OUT端子的所有設備，將
連控功能設定設為開啟時，控制功能可運
行。一旦所有設備的連接和設置一切就
緒，請確認播放機的畫面是否已輸出到平
板電視機上。（在更改所連設備和重新連
接和／或斷開HDMI電纜後也需檢查。）如
果播放機圖像未輸出到平板電視機，則可
能無法正確運行控制功能。 有關詳情，請
參閱所連設備的操作手冊。

是否連接了多台播放機？

如果通過HDMI電纜連線了4台或更多播放
機（包括本機），控制功能可能無法運
行。

檢查

排除方法

網路
問題
無法使用BD-LIVE功能
（互聯網連接）。
執行連接測試時，顯
示除「網路正常」以
外的訊息。

• 檢查網路連接或確保已設置好網路。
• 清除USB隨身碟內的檔。
• 確保藍光光碟支援 BD-Live 功能。
是否顯示「網路錯誤」？

• 檢查是否正確連接本播放機和乙太網路
集線器（或有集線器功能的路由器）。
• 如果使用DHCP伺服器功能取得IP 位址，
請檢查在信息的設定是否正確。如需有關
DHCP 伺服器功能的詳細資料，請參閱乙
太網路集線器（或有集線器功能的路由
器）的操作手冊。
• 手動設定IP 位址。
• 檢查乙太網路集線器（或有集線器功能
的路由器）的DHCP 伺服器功能的操作與
設定。如需有關DHCP 伺服器功能的詳細
資料，請參閱乙太網路集線器（或有集線
器功能的路由器）的操作手冊。
• 如果本播放機已經過手動設定，請重設
本播放機或其他設備的IP位址。

乙太網路集線器（或有集線器功能的
路由器）操作正常嗎？

• 檢查乙太網路集線器（或有集線器功能
的路由器）的設定和操作。如需詳細資
料，請參閱乙太網路集線器的操作手冊。
• 重新啟動乙太網路集線器（或有集線器
功能的路由器）。

問題

檢查

排除方法

本機電源自動關閉。

HDMI控制是否設定為開啟？

本機電源可能與連接至HDMI OUT端子的電
視機電源一起關閉。如果希望在電視機電
源關閉時不自動關閉播放機電源，請將
HDMI控制設定為關閉。

自動關機設定是否設定為15分/30分？

若自動關機設定已設定為15分/30分，播放
機電源將在超過15分/30分鐘未執行任何操
作時自動關閉。

HDMI控制是否設定為開啟？

播放機的電源會隨著連接至HDMI OUT端子
的電視機電源一起開啟。如果不想要播放
機的電源隨著電視機的電源開啟，請將
HDMI控制設定為關閉。

其它

電源自動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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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檢查

本機無法操作。

排除方法
• 在指定使用溫度範圍內使用。
• 若電源無法關閉（設為待機），請使用細
桿壓下主機前面板上的重設按鍵。當按下
重設按鍵時，本機電源將關閉（待機狀
態）。當按下 STANDBY/ON按鍵開啟電
源時，本機將可以再次恢復運作。

播放機不能用遙控器
操作。

遙控器操作的位置是否離播放機太
遠？

請在離遙控感測器7 m範圍內操作。

電池已用完？

請替換電池。

所連接電視機、AV系
統和HD AV轉換器的
輸入端將自動切換。

HDMI控制是否設定為開啟？

開始在播放機上播放或顯示功能表螢幕
（Source功能等）時，連接至HDMI OUT端
子的電視機、AV系統（AV接收機或放大器
等）和HD AV轉換器的輸入端可能會自動
切換為播放機。若不想所連接電視機、AV
系統（AV接收機或放大器等）和HD AV轉
換器的輸入端自動切換，請將 HDMI控制
設為關閉 。

所設設置被清除。

• 是否在本機未斷電下斷開電源線？
• 電源是否存在故障？

在斷開電源線之前，請始終使用本機前面板
的STANDBY/ON或遙控器的STANDBY/
ON，檢查本機前面板顯示幕中POWER OFF
是否關閉。如果電源線是插接在另一設備的
AC插座時，請格外小心，因為播放機會隨設
備一起關閉。

USB（外部儲存）裝置
無法正確搭配本播放
機使用。

是否正確連接USB裝置？

• 請關閉播放機的電源，然後重新開啟電源。
• 請關閉播放機的電源，然後重新連接外部儲
存裝置。

是否用延長連接線連接USB裝置？

請勿使用延長纜線。播放機可能無法正確搭
配使用。

外部儲存裝置已透過記憶卡讀取器或
USB集線器連接至USB連接埠嗎？

如果透過記憶卡讀取器或USB集線器連接至
USB連接埠，外部儲存裝置可能不會作用。

外部儲存裝置包含多個分割磁碟嗎？

如果外部儲存裝置包含多個分割磁碟，則無
法識別出外部儲存裝置。
有些外部儲存裝置無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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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儲存裝置有受到防寫保護嗎？

請關閉播放機的電源，然後停用防寫保護功
能。

外部儲存裝置的檔案系統是FAT32、
FAT16 或NTFS嗎？

可使用的USB 裝置檔案系統格式為FAT32、
FAT16或NTFS。

術語表
* 視角（多視角）
在BD-ROM或DVD-Video碟片上可同時記錄最多
九個攝像視角，可從不同的視角觀看同一場
景。
* AVCHD（高級視頻編碼高清晰度標準）
請參閱第4頁。
* BDAV
在BD格式中，用於HD數位廣播錄製的音訊視頻
格式規範是指本機和本操作手冊中的BDAV。
* BD-LIVE
請參閱第4頁。
* BDMV
在BD格式中，用於預包裝高清晰度（HD）電影
內容的音訊視頻格式規範是指本機和本操作手
冊中的BDMV。
* BONUSVIEW
請參閱第4頁。
* 深色（Deep Color）
請參閱第13頁上的關於HDMI。
* 預設閘道器
預設閘道器是一種通信設備，例如在網路之間
傳遞資料的路由器。該設備可用於將資料引向
在其上未明確指定目的地閘道的網路。
* DHCP（動態主機設定通訊協定）
此協定為連接至網路的電腦和其它設備提供了
配置參數（IP位址等）。
* DivX
請參閱第4頁。
* DNS（網域名稱系統）
這是一種用於將互聯網主機名稱與IP位址相連的
系統。
* 杜比數字
杜比數位技術是一種聲音以5.1聲道錄製的音訊
格式，資料大小只是線性PCM音訊信號的一小
部分。
* 杜比數位+技術（Dolby Digital Plus）
杜比數位+技術是一種用於高清晰度媒體的音訊
格式。它以杜比數位技術為基礎，將效率和靈
活性相結合，以提供高品質多頻道音訊。對於
BD-ROM，最多可記錄7.1聲道的數位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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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比TrueHD技術（Dolby TrueHD）
杜比TrueHD技術是一種利用無損編碼的音訊格
式。在BD-ROM上，在96 kHz/24 bit時可最多記
錄八個聲道，在192 kHz/24 bit時最多六個聲
道。
* DRM
保護版權數位資料的技術。 數位視訊、圖像和
音訊在多次複製傳輸後仍保持原品質。在沒有
版權擁有者允諾前，DRM可限制這些數位資料
的發行或播放。
* DTS Digital Surround
DTS Digital Surround是一種以5.1聲道錄製
48 kHz/24 bit音訊信號的音訊格式。
* DTS-HD High Resolution Audio
DTS-HD High Resolution Audio是一種利用無損
編碼的音訊格式。可以以7.1聲道記錄96 kHz/24
bit音訊信號。
* DTS-HD Master Audio
DTS-HD Master Audio是一種利用無損編碼的音
訊格式。在BD-ROM上，在96 kHz/24 bit時可最
多記錄7.1個聲道，在192 kHz/24 bit時最多5.1
個聲道。
* 乙太網
局域網（LAN）標準用於在同一位置連接多個
電腦等。 本機支持10BASE-T/100BASE-TX。
* 圖幀和圖域
圖幀是一個靜止畫面的單位，幾個靜止畫面相
連就會形成動畫。利用隔行掃描方法（1080i
等）的一個圖幀包括在視訊訊號中稱為圖域的
一個奇數行畫面和一個偶數行畫面。
* HDMI（高清晰度多媒體介面）
請參閱第4頁。
* 互動式音訊
記錄在BD-ROM標題上的音訊信號。包括如點擊
聲，用於功能表畫面操作。
* 隔行掃描
利用此方法，通過掃描可使一個畫面顯示兩
次。第一次掃描顯示奇數行，第二次顯示偶數
行，構成一個完整的畫面（圖幀）。在本機和
操作手冊中，在解析度值後使用“i＂表示隔行
掃描（如108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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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 IP地址
一種用於識別連接至互聯網或局域網的電腦和
其它設備的位址。該位址由分成四段數字表
示。

* 子網路遮罩
用於識別IP位址的那個部分與子網（單獨管理的
網路）相應。子網路遮罩表示為
“255.255.255.0＂。

* PCM
這是未壓縮的音訊信號。

* USB（通用序列匯流排）
USB是用於將週邊設備連接至電腦的工業標準。

* MAC（媒體存取控制）地址
一種為網路設備（LAN卡等）專門指定的硬體
識別號碼。

* x.v.Color
請參閱第4頁。

* MPEG（動畫專家組）
一組標準的合稱，用於以數位壓縮格式對視頻
和音訊信號進行編碼。視頻編碼標準包括
MPEG-1 Video、MPEG-2 Video、MPEG-4
Visual、MPEG-4 AVC等。音訊編碼標準包括
MPEG-1 Audio、MPEG-2 Audio、MPEG-2 AAC
等。
* 視聽限制
請參閱第30頁上的更改DVD觀看的視聽限制級
別和變更觀看BD-ROM的年齡限制。
* 畫中畫（Picture-in Picture）（P-in-P）
這是一種在主視頻上增加次視頻的功能。某些
BD-ROM包括可在主視頻上增加的第2影像。
* 埠號
這是一種互聯網通信期間用於同時連接多方的IP
位址下方提供的子位址。
* 逐行掃描
利用這種方法，一副影像就是一個畫面，無需
分割成兩個畫面。運用逐行掃描，圖像會更清
晰，無閃爍，特別是含有文本、繪畫或水平線
的靜止畫面。在本機和操作手冊中，在解析度
值後使用“p＂表示逐行掃描（如576p）。
* 區域號
請參閱第8頁上的關於區域號。
* 第2聲音
某些BD-ROM包括利用畫中畫功能在主音訊流中
混合的次音訊流。這些次音訊流被稱為“第2聲
音＂。
* 第2影像
某些BD-ROM包括利用畫中畫功能在主視頻上增
加的次視頻。這些次視頻被稱為“第2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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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06

型號

BDP-3140

類型

Blu-ray Disc播放機

額定電壓

AC 110 V至240 V

額定頻率

50 Hz/60 Hz

功耗

13 W

功耗（待機）

0.3 W

功耗（HDMI控制開啟時）

0.3 W

功耗（待機狀態設定開啟時）

1W

功耗（HDMI控制開啟時、
待機狀態設定開啟時）

1W

質量

1.2 kg

外部尺寸（包括投影零件）

360 mm（寬）X 39 mm（高）
X 208 mm（深）

容許操作溫度

+5 °C 至+35 °C

容許操作溼度

5 %至85 %（無水氣凝結）

輸出端子

1個，19 針： 5 V，250 mA

HDMI
音訊輸出

數位音訊
輸出

2聲道（左／右）

1個，RCA插孔

音訊輸出電平

200 mVrms (1 kHz, -20 dB)

頻率響應

4 Hz 至88 kHz （192 kHz 取樣）

光學

1個，光學數位插孔

LAN

1個，乙太網路插孔（10BASE-T/
100BASE-TX）

USB

1個，A 型

注意
• 本產品規格及設計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 此項目包含獲美國專利保護的防拷技術及其他Rovi Corporation的智慧財產權。禁止反向工程
及反組譯碼。
請不要使用VCR連接本機。通過VCR送入的視頻信號可能會受到版權保護系統的影響，導致電
視機上的圖像失真。
• 此處提及之公司及產品名稱皆為各公司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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