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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遙控器
• 音訊／視訊連接線
• AAA 型電池（R03）x 2
• 操作手冊（本手冊）

使用前
將電池裝入遙控器中

零件名稱與功能
5

遙控器

連接

HOME MENU
按下以顯示／隱藏HOME MENU。

CONPONENT
VIDEO OUT
COAXIAL

L

紅色

PR

DV-2042K

注意

15
16

音訊／視訊連接線
（隨附）

(AAA/R03尺寸的電池) 。

• 當插入電池時，勿損及電池() 端子上的彈
簧。
• 切勿使用任何非指定的電池。此外，請勿混用
新舊電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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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加熱、拆解電
池，或將它們投入火源或水中。
• 即使電池的尺寸和形狀相同，電壓仍有可能不
同。請勿混用不同類型的電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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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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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DIGITAL
OUT COAXIAL

DV-2242

4

白色

L

紅色

R
AUDIO OUT

黃色

音訊／視訊連接線
（隨附）

8
10
12

5

18

6

19

7

20

9

21

11
11

22

11
13

23

TV 或 AV 接收器

DV-2042K

• 確定在每次接線或變更接線之前，關閉電源並
從電源插座上拔下電源線。
• 完成裝置之間的所有接線後，請連接電源線。

• 本操作手冊的說明是以DV-2042K機型為準。

使用普通的市售纜線連接

1

• 本播放器可使用普通的市售數位音訊纜線及分
量視訊纜線，連接 AV 擴大器等裝置。

• 音頻設置 (7頁)
• 視頻調整 (7頁)
• 播放模式
• A-B 重複
重複播放單一標題或曲目中的特定區
段。
• 重複
重複播放標題、章節、曲目或檔案。
• 隨機
隨機播放標題、章節或曲目。
• 程序編輯
請參考第6頁的詳細說明。
• 搜索模式
播放指定編號或時間的標題、章節、曲
目或檔案。
播放模式功能可能不適用於某些碟片或檔
案。
• 碟片導向 (參考第4頁上的MENU)
• 初始設置 (6頁)
• CD -> USB 轉錄 (DV-2042K) (6頁)

17

3

TV 或 AV 接收器

3 關閉電池盒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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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ॲᓝ೪ဋ

VIDEO OUT AUDIO OUT

DIGITAL OUT

警告

DVD

PB
R

1 打開電池盒蓋。
2 按所示正確極性標記（/）裝入兩節電池

HOME MENU

14

1

白色

Y

序言

播放器的後面板

注意

 STANDBY/ON

6

 PLAY

7

//

按下以開始播放。

按下可開啟或關閉電源。

2
3

數字按鍵（0 至 9）
這些功能可用於指定及播放標題、章節、曲
目或檔案，亦可選擇MENU等畫面上的項目。

• 播放時，按下可快速倒轉。

TOP MENU

• 在暫停模式下按住本鍵，會慢速回放，放
開本鍵可停止慢速播放。

• 在暫停模式中按下可逐格後退。

按下可顯示DVD- 視訊的頂部選單。

4

/

/

/

使用這些選擇項目、更改設置和移動游標。

ENTER
用本鍵來執行您選定的項目或者進入到您已
更改的一項設置中。

8

 PAUSE

9

 PREV

按下暫時停止播放。再按一次可重新開始。
按下可返回目前播放的標題、章節、曲目或
檔案的開頭。按兩下可跳回上一個標題、章
節、曲目或檔案的開頭。

10 ZOOM
按本鍵，縮放圖像。

ZHTW

3

零件名稱與功能

11 AUDIO
在播放包含多重音訊串流／聲道之碟片或檔
案時，可變更音訊串流／聲道。

12 SUBTITLE
在播放包含多重語言字幕之 DVD- 視訊或
DivX 碟片時，可變更字幕語言。

13 KARAOKE (DV-2042K)
按本鍵，顯示卡拉OK設定畫面。
• 音階／回音 (7頁)
• 卡拉OK 錄音 (7頁)
• 卡拉OK 評 (7頁)
按前面板的  OPEN/CLOSE 鍵，可開關碟
片匣。

PLAY MODE (DV-2242)
按本鍵可切換播放模式。

14  OPEN/CLOSE
按本鍵，開關碟片匣及裝片。

20 /

/

前面板

6

• 在播放期間按下即可向前快轉。
• 在暫停模式中按下可逐格前轉。
• 在暫停模式下按住本鍵，可慢速前轉，放
開本鍵可停止慢速播放。
DV-2042K

21  NEXT

19

1

USB隨身碟

播放時按下，跳到下一個標題、章節、曲目
或檔案的開頭。

22 ANGLE

• 在播放包含多重角度的DVD- 視訊碟片時，
可變更角度。

6

19

• 在播放音訊CD 時按住本鍵可重複播放碟
片／曲目。每次按住本鍵，可在碟片重複
和曲目重複中切換重複模式。

23 DISPLAY

5

顯示經過的時間、剩下的量等。

7

8

1

USB隨身碟

15 DVD/USB (6頁)

DV-2242

按下可切換DVD 和USB 模式。

16 CLEAR
按本鍵，取消選擇的項目。

17 MENU

• 按本鍵，顯示MENU畫面或碟片導向。
• 自碟片導向選擇播放標題、章節、曲目或
檔案。

18 RETURN
按下以返回上一個畫面。

19  STOP
進行接續播放時，在播放過程中按一下
 STOP鍵。之後，再按一下 PLAY鍵，則
會從上次停止點接續播放。播放停止後，再
按一下 STOP鍵即可取消接續播放。

<限用於前面>

從原停止位置恢復播放(恢復播放)

1

光碟托盤

2

MIC

3

VOLUME (7頁)

4

前面板顯示幕 (DV-2042K)

• 播放期間, 按下 STOP鍵，該中斷的位置將被
記錄下來。 如果再按下 PLAY鍵，將從上次
中斷的位置處開始播放。
• 當播放被中止時，再次按 STOP鍵,可取消恢
復播放。
• 有些碟片不能恢復播放。

5

 OPEN/CLOSE

6

USB埠 (A 型) (6頁)
USB裝置僅可連接USB隨身碟。

7

播放指示燈 (DV-2242)
通常，播放期間將亮燈。
讀碟期間等將閃爍。

8

開啟指示燈 (DV-2242)
接通電源期間將亮燈。

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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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播放的碟片與檔案
可播放碟片

䎃

• DVD- 視訊碟片
• 在「視訊」模式中錄製與最終
化的 DVD-R/-RW/-R DL 和
DVD+R/+RW/+R DL 碟片
在VR 模式中錄製的DVD-R/-RW/-R
DL碟片

䎃

VCD（包括SVCD）

䎃

• 僅可以播放最終化處理後的碟片。
•
•

• Blu-ray 碟片
• HD DVDs
• AVCHD
• AVCREC
• DVD 音訊碟片
• DVD-RAM 碟片
• SACDs
• CD-G
• 以封套寫入錄製的碟片
• 程式僅可以燒錄一次且已經燒錄在DVD-R/
-RW/-R DL

JPEG
DivX

所有 DVD- 視訊碟片的外盒上都會標示地區碼，
以顯示該碟片適用的地區，本DVD 播放器的後側
面板同樣有標示地區碼。
若播放非相容地區的碟片時，螢幕會顯示出「非
兼容碟片區域碼 無法播放碟片」的訊息，並停止
播放。標示ALL的碟片可在任何的播放器上播放。
下圖為說明世界上的各種DVD 地區。
1
5

2

6
4

5
2

2

33

1

注意
• 本播放器不支援分次寫入碟片或多邊錄製。
• 分次寫入／多邊燒錄是一種將資料以兩個或多
個區段／邊界錄製在單一碟片上的方法。「區
段」或「邊界」是一種錄製單位，由一個從引
入到引出的完整資料集所組成。

• DivX 是DivX, Inc. 創造的媒體技術。DivX 媒體
檔案包含圖像檔。
• DivX 檔案也包括選單畫面和選擇多個字幕語
言／音訊曲目等進階播放功能等。

• DivX®、DivX Certified® 和相關標誌是Rovi
Corporation 或其子公司的商標，經授權許可
使用。

顯示外部字幕檔案
以下所列為外部字幕檔案所適用的字型組。您
可依第10頁的說明設定字幕語言，以顯示正確
的字體。
• 本機支援以下的語言群組：

群組 1

播放在電腦或BD/DVD 燒錄器上製作
的碟片
• 本播放器可能無法播放使用電腦燒錄的碟片。
請用本播放器可播放的格式錄製碟片。如需詳
細資料， 請洽詢經銷商。
• 由於燒錄品質可能會因碟片、節目、曲目或檔
案特性，以及碟片上的刮傷或汙漬、錄製器鏡
頭上的汙漬而欠佳，因此本播放器可能無法播
放使用電腦或 BD/DVD 錄製器燒錄的碟片。

解析度：最高3 072 x 2 048 像素
本播放器支援Baseline JPEG。
本播放器支援Exif 2.2 版。
本播放器不支援Progressive（逐行掃描）
JPEG。

Windows Media

關於防盜拷CD
此播放器乃是設計為符合音訊CD 格式的規格。此
播放器不支援不符合這些規格的碟片的播放與提
供的功能。

•
•
•
•

支援音訊檔案格式

•
4

•
此標籤指示與VR 格式（視訊錄製格式）燒錄
的DVD-RW 碟片的播放相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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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裝置不支持CPRM。

支援影像格式

支援的視訊檔格式

關於區碼

是DVD Format/Logo Licensing
Corporation 的商標。
是FUJIFILM Corporation 的商標。

• 僅能播放以ISO9660 第1 級、第2 級和
Joliet 錄製的碟片。
• 本播放器無法播放以DRM（數位版權管
理）的檔案。
• 我們不保證本機可播放以下格式
（WMV、MPEG4-AAC 等）以外的檔
案。

• 有些外部字幕檔案可能會無法正確顯示或完全
無法顯示。
• 要順利顯示外部字幕檔案，則須支援以下副檔
名的字幕格式（請注意，這些檔案並不會出現
碟片導向選單之中）：.srt、.sub、.ssa、.smi
• 電影檔案的檔名必須重複出現外部字幕檔案檔
名的開頭。
• 同一電影檔案可以切換的外部字幕檔案數量限
定最多是10。

回放

• 音訊CD
• CD-R/-RW/-ROM 碟片包含以CD-DA
䎃
格式錄製的音樂
燒錄於DVD-R/-RW/-R DL 碟片、
䎃
CD-R/-RW/-ROM 碟片的 JPEG 檔案
燒錄於DVD-R/-RW/-R DL 碟片、CDR/-RW/-ROM 碟片的DivX 視訊檔案
燒錄於 DVD-R/-RW/-R DL 碟片、
䎃
CD-R/-RW/-ROM 碟片的WMA 檔案
燒錄於 DVD-R/-RW/-R DL 碟片、
䎃
CD-R/-RW/-ROM 碟片的MP3 檔案
FUJICOLOR-CD
KODAK Picture CD

可播放檔案

無法播放的碟片

Afrikaans (af), Basque (eu), Catalan
(ca), Danish (da), Dutch (nl), English
(en), Faroese (fo), Finnish (fi), French
(fr), German (de), Icelandic (is), Irish
(ga), Italian (it), Norwegian (no),
Portuguese (pt), Rhaeto-Romanic (rm),
Scottish (gd), Spanish (es), Swedish
(sv)

Albanian (sq), Croatian (hr), Czech (cs),
群組 2 Hungarian (hu), Polish (pl), Romanian
(ro), Slovak (sk), Slovenian (sl)
群組 3

Bulgarian (bg), Byelorussian (be),
Macedonian (mk), Russian (ru),
Serbian (sr), Ukrainian (uk)

群組 4

Hebrew (iw), Yiddish (ji)

群組 5

Turkish (tr)

Audio (WMA)

• 取樣訊率：32 kHz、44.1 kHz 和48 kHz
• 位元率：高達192 kbps
• 本播放器支援使用Windows Media Player7/7.1
版、 Windows XP 專用的WindowsMedia
Player 和Windows Media Player 9 系列編碼
的檔案。
• Windows Media 是Microsoft Corporation 於美
國及／或其他國家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 本產品採用Microsoft Corporation 開發之技
術，未獲Microsoft Licensing, Inc. 授權不得使
用或散布本技術。

MPEG-1 Audio Layer 3 (MP3)
• 取樣訊率：32 kHz、44.1 kHz 和48 kHz

可播放的副檔名
視訊檔案
.divx .avi
• 無法播放不包含DivX 視訊訊號的檔案，即使它
們的副檔名是「.avi」。

影像檔案
.jpg .jpeg

音訊檔案
.wma .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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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功能
依想要的順序播放
（Programmed Play）
䎃
䎃
䎃
䎃
䎃
1 顯示播放模式畫面。

播放 USB 裝置上的檔案
䎃
䎃

在 HOME MENU 畫面中選擇播放模式。

2 選擇程序編輯。
使用

/

選擇，然後按 ENTER 或

。

3 選擇編序創建/ 編輯。
使用 / 選擇，然後按 ENTER。
• 編序創建/編輯畫面隨碟片或檔案而異。
4 選擇要播放的標題、章節、曲目或檔案。
使用 / / / 選擇，然後按 ENTER。
• 若要新增至編序，請先在編序中選擇位置
（編序步驟），接著選擇標題、章節、曲
目或檔案，然後按 ENTER（檔案會新增至
編序末尾）。
• 按下 RETURN 以返回上一個畫面。若您在
輸入時返回前一個畫面，則會清除您已編
序的設置。
• 要刪除程序步驟，請將其反白後按下
CLEAR 即可。
5 開始播放。
按下  PLAY.
• 若要恢復正常播放，請從編序畫面中選擇
編序播放開始，然後按 ENTER。
• 若要恢復正常播放，請從編序畫面中選擇
編序播放停止，然後按 ENTER。編序保留
在記憶體中。
• 若要取消整個編序，請從編序畫面中選擇
編序刪除，然後按 ENTER。

注意
• 編序可以重複播放。在設定的播放期間，從播
放模式畫面上選擇重複中的重複播放程式。
• 以隨機順序無法播放編序（編序播放期間無法
進行隨機播放）。

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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䎃

䎃

• 本播放器可能無法辨識連接的 USB 裝置、播放
檔案或供電給 USB 裝置。詳細的說明，請參考
第9頁的連接 USB 裝置時。
• 先鋒不支援播放錄在所有 USB 裝置上的檔案，
或將電源供應給 USB 裝置。另請注意，任何因
連接至本播放器成的 USB 裝置時檔案遺失，先
鋒概不擔負任何責任。
1 切換為 USB 模式。
按下 DVD/USB.
USb 顯示在前面板顯示幕上。
2 連接 USB 裝置。
將 USB 裝置插入前面板上的 USB 埠 (第4頁).
碟片導向自動出現。
3 開始播放。
使用 / / / 選擇檔案，然後按 ENTER。
• 取下 USB 裝置前，請先關閉電源。
• 若要返回 DVD 模式，請按 DVD/USB 或
 OPEN/CLOSE。

複製檔案至 USB 裝置
䎃

䎃

䎃

將音訊 CD 曲目錄製在 USB 裝
置上 （台灣機種除外） (DV-2042K)

䎃

䎃

本播放器可將碟片上的檔案複製到 USB 裝置。
1 顯示碟片導向畫面。
按 MENU。
• 若文檔開始播放，按  STOP 鍵可停止
播放。
2 選擇檔案。
按 / / / 進行選擇，再按 。
3 開始複製。
按 / 選擇 Yes，再按 ENTER。
畫面上會顯示出檔案的複製進度。

注意
• 當正在進行檔案複製時，請不要進行任何按鍵
的操作。
• 系統會在 USB 裝置上新建一個名為
「PIONEER」的資料夾。複製的檔案會儲存於
本資料夾內。

䎃
• 本播放器可將音訊 CD 上的曲目複製到 USB
裝置上。
• 無法錄製時，請參考第9頁的連接 USB 裝置時
中的說明。
1 載入音訊 CD。
• 在自動開始播放時按  STOP 鍵，可停
止播放。
2 顯示 HOME MENU 畫面。
按下 HOME MENU。
3 選擇 CD -> USB 轉錄。
使用 / / / 選擇，然後按 ENTER。
4 選擇選擇曲目。
使用 / 選擇，然後按 ENTER 或 。
5 選擇錄製類型。
使用 / 選擇，然後按 ENTER 或 。
錄製類型
• 個別選取: 一次選擇一個曲目。
• 選擇全部: 選擇所有曲目。
• 清除全部: 取消選擇所有曲目。
6 選擇轉換位元率（傳輸率）。
使用 / / / 選擇，然後按 ENTER。
• 選擇128kbps，192kbps 或320kbps。
7 開始錄製。
使用 / / / 選擇開始，然後按 ENTER。

注意
• 將音訊訊號轉換成用於輸出的 MP3 格式。
• 僅在停止音訊 CD 時，才能選擇 CD -> USB
轉錄。
• 錄製完成時，自動在 USB 裝置上建立一個名為
「PIONEER」的文件夾。所錄製的曲目會儲存
在此資料夾中。

卡拉OK (DV-2042K)
使用卡拉OK 功能

音頻設置參數

卡拉OK 計分

䎃
䎃
1 顯示卡拉OK 設定畫面。
按下KARAOKE。

2 選擇卡拉OK 評分。
使用

/

選擇，然後按 ENTER 或

。

3 啟動卡拉OK 計分。
按

/

選擇開，再按 ENTER。

注意
• 選擇卡拉OK 評分畫面的關，可停用計分功能。
• 可於播放前後啟動卡拉OK 評分功能。

將卡拉OK 曲目錄製到USB 裝置
您可使用播放器，將卡拉OK 曲目錄製到 USB 裝
置。

注意
請先使用左欄內的選項，調整麥克風音量及回
音程度後，再使用本功能。

1 在播放中顯示卡拉OK 設定畫面。
在播放視訊光碟時，按 KARAOKE 鍵。
2 選擇卡拉OK 錄音。
使用 / 選擇，然後按 ENTER 或 。
3 開始卡拉OK 錄音。
按 / ，選擇Yes，再按 ENTER。
• 選擇 Yes，正在播放的曲目會從頭開始播
放，並同時開始錄製。
• 錄製完成時，自動在 USB 裝置上建立一個
名為「KARAOKE」的文件夾。所錄製的
曲目會儲存在此資料夾中。

聲音修正器 (高/低/關)
• 播放 WMA 或 MP3 檔案的聲音是高音質聲
音。這僅對副檔名為「.wma」或「.mp3」的
檔案有效。
• 效果視檔案而定。請嘗試不同的設置，然後選
擇提供良好效果的設置。
音場 EQ 調整 (關/搖滾/流行/現場/舞曲/電子/
古典/柔和)
• 依據要聆聽的音樂類型選擇。
音頻 DRC (高/中/低/關)
• 這樣會使響聲變弱，弱聲變響。
• 此設置僅會影響杜比數碼聲音。
• 效果視所連接裝置的音量而定。請嘗試不同的
設置，然後選擇提供最強效果的設置。
對白音量 ( 高/ 中/ 低/關)
• 若對話聲音太小，請變更此設置。
關於聲音修正器功能
在壓縮程序期間移除音訊資料時，音質通常會降
低。聲音修正器功能自動增強壓縮的音訊並還原
CD 音質。

視頻調整參數
銳度 (精細/標準/柔和)
• 調整影像的銳度。
亮度 (-20 到+20)
• 調整影像的亮度。
對比度 (-16 到+16)
• 調整影像的明亮與黑暗部分的比例。
伽瑪 (-3 到+3)
• 調整影像黑暗部分的外觀。
色調 ( 綠色9 到紅色9)
• 調整綠色和紅色之間的平衡。
色度等級 (-9 到+9)
• 調整顏色的密度。此設置對有很多顏色的來源
有效，例如卡通。
購買時，亮度、對比度、伽瑪、色調和色度等級
已設置為0。

初始設置參數
• 在此可以變更播放器的詳細設定。
• 播放時無法選擇初始設置。

數碼音頻輸出設置
數碼音頻輸出
• 選擇是否從 COAXIAL DIGITAL AUDIO OUT
端子輸出數位音訊訊號（開）或關閉（關）。
杜比數碼輸出
• 視所連接的影音擴大器，選擇是否輸出杜比數
碼音訊訊號（杜比數碼），或將杜比數碼音訊
訊號轉換成用於輸出的線性PCM 訊號（杜比數
碼 > PCM）。
DTS 輸出
• 根據連接的裝置，選擇輸出至DTS 音訊 (DTS)
或不輸出DTS 音訊 (關)。
96 kHz PCM 輸出
• 根據連接的裝置，選擇輸出至96 kHz
音訊(96kHz) 或轉為線性PCM 訊號
(96kHz >48kHz )。

設置

注意
• 音訊可能會因麥克風音量太大而失真。
• 如果發出嗥嗥的聲音，請將麥克風移向遠離揚
聲器的位置。另請降低音量和回音。

原廠預設值以斜體表示。

卡拉OK 專用的其他功能

回放

在使用卡拉OK 功能之前，請先使用類比纜線將播
放器連接至TV 或AV 擴大器上。
在連接麥克風之前，請務必先將音量調到最小，
以免損壞喇叭。
1 將麥克風音量調整至最小。
逆時針方向（朝向MIN）旋轉前面板上的
VOLUME 鈕，可減小音量。
2 連接麥克風。
將麥克風連接至前面板上的MIC 端子。
(第4頁)
3 載入碟片，開始播放。
• 調整連接 TV 等裝置的音量。前面板的
VOLUME 鈕，僅可調整麥克風音量。
4 調整麥克風音量。
順時針方向（朝向MAX）旋轉前面板上的
VOLUME 鈕，可放大音量。
調整音階或回音。
1 顯示卡拉OK 設定畫面。
按KARAOKE 鍵。
2 選擇音階/ 回音。
按 / 進行選擇，再按 ENTER 或 。
3 調整音階或回音。
按 / (KEY  (高) ／ KEY  (低)）或
/ (ECHO– 或ECHO +），可在
5 秒內完成調整。
• 音階可上下各調整5 度。

變更設定

MPEG 輸出
• 根據連接的裝置，選擇輸出至 MPEG 音訊
(MPEG) 或轉為線性 PCM 訊號 (MPEG >
PCM)。

視頻輸出設置
電視機屏幕
• 視所連接的電視機，變更影像的顯示格式
（4:3 (Letter Box)/4:3 (Pan & Scan)/
16:9 (Wide)）。此播放器的工廠誤差設置設定
為4:3(Letter Box)。
色差視頻輸出 (DV-2042K)
• Change the output format of the video signals
output from the COMPONENT VIDEO OUT
terminals (Progressive/Interlace). 變更從
COMPONENT VIDEO OUT 端子（逐行掃描/隔
行掃描）輸出的視訊訊號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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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設定
語言設置
對白語言
• 聆聽DVD- 視訊碟片時，切換語言（英語/可用
語言/其他語言）。
字幕語言
• 切換DVD- 視訊碟片顯示的字幕語言（英語/可
用語言/其他語言）。
DVD 菜單語言
• 切換DVD- 視訊碟片顯示的選單使用的語言（字
幕語言連動/可用語言/其他語言）。
字幕顯示
• 選擇是否顯示字幕（開）或關閉（關）。

顯示屏設置
在屏顯示語言
• 切換電視機螢幕上顯示的操作訊息（播放、停
止等）的語言（中文/可用語言）。
角度指示燈
• 選擇是否在電視機螢幕上顯示角度標記（開）
或關閉（關）。
在屏顯示
• 選擇是否在電視機螢幕（開）上顯示操作訊號
（播放、停止等）或關閉（關）。

選項設置
成人鎖定
• 限制觀看DVD- 視訊碟片（密碼/改變級別/國
家代碼）。
DivX VOD
• 選擇播放DivX VOD 檔案所需的登錄碼
（Activate/Deactivate）。
自動關機
• 選擇是否自動關機：可選擇 (開) 或 (關)。若
選擇開，播放器會在閒置30 分鐘或以上時自
動關機。

將所有設置還原為預設值
播放器在待機模式時…
按  STANDBY/ON，同時按下 。
使用播放器前面板的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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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 不正確的操作方式，常被誤以為是系統問題或故障。當播放器操作失常時，請參考下列狀況說明。在
某些狀況下，可能是連接的其它裝置有問題，請檢查連接的裝置及電氣設備。
• 如果對照過底下列出的要點還是無法修正問題，請洽詢離您最近的先鋒授權服務中心或您的經銷商以
進行維修。
• 靜電或其他外部影響會導致播放器無法正常運作。此時，請拔除電源線，然後再重新插入可能可以回
復正常運作。
故障

可能的原因及解決方案

DVD 和CD 的音量差異。
碟片無法播放或碟盤自動打開。

•
•
•
•

電源自動關閉。

•

無法變更圖片的延伸性或長寬比。

•
•
•

播放中的圖片變形或變黑。

•

音量的差異是因為碟片錄製的訊號所造成。
若碟片上有髒汙，請將汙物擦拭乾淨 (第10頁).
裝入碟片，印刷面朝上。
檢查碟片的地區碼是否與播放器的可播放地區碼相 (第5頁)，
因為僅能播放地區碼相符或地區碼為「ALL」的碟片。
若自動關機係設定為開時，播放器會在閒置超過 30 分鐘後自
動關機 (上述)
請參閱電視的操作手冊，並正確設置電視的畫面長寬比。
正確地設定電視機屏幕 (第7頁).
當播放器及電視的視訊連接座已相互連接，「類比內容複製保
護功能」可能會使電視上的圖片顯示失真。直接連接至播放器
與電視機。
正確設定 TV 系統。原廠預設值是AUTO。若影像失真，請切
換至您的國家或地區使用的電視系統（NTSC 或PAL）
(第9頁).
將96kHz PCM輸出設定為96kHz > 48kHz。
無法輸入防拷碟片的96 kHz/88.2 kHz 數位音訊訊號。

COAXIAL DIGITAL AUDIO OUT 端 •
子不輸出任何96 kHz/88.2 kHz 數 •
位音訊訊號。
未識別出文件夾或檔案名稱。
• 播放器最多可辨識單個碟片上的299 個資料夾，每一資料夾內
可辨識的檔案數為648，但是，播放器可能會因資料夾架構的
不同，而無法辨識某些資料夾或檔案。
未顯示出資料夾或檔案名稱或不正
• 僅能顯示單字節的字母與數字。無法顯示包含超過1 個位元組
常顯示。
長度的英數字元的資料夾與檔案名稱，例如F_007 或FL_001
，而且字元可能會混亂。
需要很長時間播放 JPEG 檔案。
• 播放器可能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開始顯示大型檔案。
播放JPEG 檔案時， 顯示黑條。
• 播放有不同畫面長寬比的JPEG 檔案時，黑修可能沿著頂部、
底部或側邊顯示。

其他資訊

故障排除
連接USB 裝置時
故障

無法識別USB 裝置。

可能的原因及解決方案

•
•
•
•
•
•

無法播放檔案。

未顯示出資料夾或檔案名稱或不正
常顯示。
文件夾或檔案名稱未依字母順序顯
示。
識別USB 裝置需要很多時間。

•
•
•
•
•

請關閉電源，然後先斷開後再重新連接USB裝置。
本播放器不支援USB集線器。直接連接USB裝置。
本播放器僅支援USB 大量儲存裝置。
本播放器支援可攜式隨身碟和數位音訊播放裝置。
僅支援FAT16 和FAT32 檔案系統。不支援其他檔案系統
（exFAT、NTFS 等）。
若USB裝置配備AC 電源轉換器，請使用已接上AC 電源轉換器
的USB 裝置。
無法正確識別某些USB 裝置。
無法播放防拷的檔案。
無法播放儲存在電腦上的檔案。
可能無法播放某些檔案。
碟片導向之資料夾及檔案名稱的長度上限為14。

• 碟片導向之資料夾及檔案名稱的顯示順序，是以在USB 裝置上
新建資料夾及檔案的日期及時間為準。
• 連接大容量的USB 裝置，可能需耗時數分鐘才能載入數據。

設置電視機系統（台灣機種除外）
• 若正在播放的碟片的影像失真，請切換至您所
在國家或地區使用的電視系統。
• 切換電視系統時，可播放的碟片類型會受到
限制。
• 原廠預設值是AUTO。

不可在本播放器上放置物品。
不可在本播放器的頂端放置任何物品。

播放器在待機模式時…

按  STANDBY/ON，同時按下 。

不可堵塞通風孔。
不可在有毛的地毯、床、沙發等位置或用布包起
來的情況下使用本播放器。這樣做會妨礙散熱，
造成損壞。

使用播放器前面板的按鍵。
電源開啟，電視系統的切換如下所示。
• AUTONTSC
• NTSCPAL
• PALAUTO
碟片／
檔案類型

䎃
䎃
䎃
䎃

播放器設定
NTSC

PAL

AUTO

NTSC

NTSC

PAL

NTSC

PAL

NTSC

PAL

PAL

PAL

NTSC

PAL

NTSC
或
PAL

無碟片

移動播放器時
移動播放器時，請先檢查是否未裝入任何碟片且
碟盤已關閉。然後按下播放器上的  STANDBY/
ON （或遙控器上的  STANDBY/ON），等待前
面板顯示面上的 OFF 指示燈熄滅，然後拔除電源
線。移動內有碟片的播放器可能造成損壞。

不使用播放器時，請關閉它的電源。
條紋是否出現在電視畫面上，以及雜訊是否在播
放器的電源開始時進入收音機廣播的聲音視信號
情況而定。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請關閉播放器的
電源。

關於凝結水
如果突然將播放器從寒冷的位置移到溫暖的室內
（例如冬天時），或如果安裝播放器所在的室內
溫度因為有暖氣而突然上升，播放器內部（操作
零件和鏡頭上）可能會產生水滴（凝結水）。產
生凝結水時，播放器無法正常作用和播放。將播
放器電源開啟並放置在室溫下約1 或2 個小時
（時間視凝結情況而定）。水滴將會蒸發，然後
播放器將可以開始播放。如果播放器放在空調設
備直接吹出的風中，這樣即使是夏天也可能發生
凝結的現象。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請將播放器移
到其他位置。

附錄

使用注意事項

不可暴露在高溫位置。
不可將本播放器放置在擴大器頂部或其他會散熱
的設備上。放在機架中時，為避免放大器或其他
音訊設備散發出來的熱量，請將本產品放在擴大
器以下的架子上。

設置

䎃
䎃
䎃
䎃

系統格式

避免放在下列類型的位置：
• 陽光直射的位置
• 潮溼或通風不良的位置
• 極熱位置
• 受震動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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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裝位置
• 選擇靠近正與播放器搭配使用的電視或音響系
統的穩定位置。
• 不可將播放器放在電視機或彩色顯示器的上
方。此外，安裝位置請遠離錄音帶卡座或其他
容易受磁力影響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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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產品
• 清潔播放器時，請從電源插座上拔下電源線
插頭。
• 使用軟布清潔播放器。對於頑垢，請用一些中
性清潔劑，加入五至六倍的水稀釋，用柔軟的
乾布沾水後徹底擰乾，擦拭頑垢，然後再用乾
布擦拭一次。
• 酒精、稀釋劑、甲苯、殺蟲劑等可能會造成印
刷或油漆剝落。此外，避免讓橡膠或塑膠產品
長時間接觸到播放器，否則可能導致播放器機
殼損壞。
• 使用化學品擦拭時，請詳讀擦拭的注意事項。

本機安裝在有玻璃門的架子中時，請小心
使用

• 不可在碟盤中同時重疊裝入兩片碟片。
• 不可在碟片上貼上紙張或貼紙。這樣做可能會
使碟片翹曲，導致無法播放它們。另請注意，
租用的碟片通常貼有貼籤，而且標籤的膠水可
能溢出。使用租用的碟片之前，請檢查這類標
籤邊緣是否有膠水。

關於特殊形狀的碟片
本播放器無法播放特殊形狀
（心形、六角形等）的碟
片。不可嘗試播放這類碟
片，否則可能損壞播放器。

關於碟片的凝結水

玻璃門關閉時，不可按下遙控器上的  OPEN/
CLOSE 來開啟碟盤。由於玻璃門會防礙碟盤的
移動，因此可能造成本機損壞。

若將碟片從寒冷位置（特別是冬天）移到溫暖室
內，則碟片表面可能形成水滴（凝結水）。碟片
上有凝結水可能會導致無法正常播放碟片。裝入
碟片之前，請小心擦掉碟片表面的水滴。

清潔鏡頭

關於商標

本播放器讀取頭在正常使用情況下，應不致髒
汙，但有時可能因沾附灰塵而故障，這時請洽您
所在地附近的先鋒授權服務中心。雖然市面上不
乏播放器的讀寫頭清潔工具，但其中部分產品可
能導致讀寫頭受損，因此本公司不建議您使用。

關於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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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碟片
存放
• 請務必將碟片存放於原包裝盒內並垂直置放，
應避免將碟片存放於炎熱、潮濕、陽光直射及
酷寒的環境中。
• 請務必詳讀碟片的注意事項。

清潔碟片
• 可能無法播放上有指紋或灰塵的碟片。此時請
用清潔布輕輕由碟片中央往外緣擦拭。不可使
用骯髒的清潔布。
• 不可使用甲苯、 稀釋劑或其他揮發性化學品。
另外，請勿使用唱片噴霧劑或抗靜電劑。
• 對於頑垢，請用軟布沾上一些水，徹底擰乾，
擦拭頑垢，然後再用乾布將潮溼地方擦拭一
次。
• 不可使用損壞（破裂或翹曲）的碟片。
• 不要讓碟片的訊號表面刮傷或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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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Dolby Laboratories 授權製造。「杜比」、
「Dolby」與雙D 標誌是Dolby Laboratories 的
商標。

語言代碼表
語言名稱（代碼）和輸入代碼
Japanese (ja), 1001
English (en), 0514
French (fr), 0618
German (de), 0405
Italian (it), 0920
Spanish (es), 0519
Chinese (zh), 2608
Dutch (nl), 1412
Portuguese (pt), 1620
Swedish (sv), 1922
Russian (ru), 1821
Korean (ko), 1115
Greek (el), 0512
Afar (aa), 0101
Abkhazian (ab), 0102
Afrikaans (af), 0106
Amharic (am), 0113
Arabic (ar), 0118
Assamese (as), 0119
Aymara (ay), 0125
Azerbaijani (az), 0126
Bashkir (ba), 0201
Byelorussian (be), 0205
Bulgarian (bg), 0207
Bihari (bh), 0208
Bislama (bi), 0209
Bengali (bn), 0214
Tibetan (bo), 0215
Breton (br), 0218
Catalan (ca), 0301
Corsican (co), 0315
Czech (cs), 0319
Welsh (cy), 0325
Danish (da), 0401

Bhutani (dz), 0426
Esperanto (eo), 0515
Estonian (et), 0520
Basque (eu), 0521
Persian (fa), 0601
Finnish (fi), 0609
Fiji (fj), 0610
Faroese (fo), 0615
Frisian (fy), 0625
Irish (ga), 0701
Scots-Gaelic (gd), 0704
Galician (gl), 0712
Guarani (gn), 0714
Gujarati (gu), 0721
Hausa (ha), 0801
Hindi (hi), 0809
Croatian (hr), 0818
Hungarian (hu), 0821
Armenian (hy), 0825
Interlingua (ia), 0901
Interlingue (ie), 0905
Inupiak (ik), 0911
Indonesian (in), 0914
Icelandic (is), 0919
Hebrew (iw), 0923
Yiddish (ji), 1009
Javanese (jw), 1023
Georgian (ka), 1101
Kazakh (kk), 1111
Greenlandic (kl), 1112
Cambodian (km), 1113
Kannada (kn), 1114
Kashmiri (ks), 1119
Kurdish (ku), 1121

Kirghiz (ky), 1125
Latin (la), 1201
Lingala (ln), 1214
Laothian (lo), 1215
Lithuanian (lt), 1220
Latvian (lv), 1222
Malagasy (mg), 1307
Maori (mi), 1309
Macedonian (mk), 1311
Malayalam (ml), 1312
Mongolian (mn), 1314
Moldavian (mo), 1315
Marathi (mr), 1318
Malay (ms), 1319
Maltese (mt), 1320
Burmese (my), 1325
Nauru (na), 1401
Nepali (ne), 1405
Norwegian (no), 1415
Occitan (oc), 1503
Oromo (om), 1513
Oriya (or), 1518
Panjabi (pa), 1601
Polish (pl), 1612
Pashto, Pushto (ps), 1619
Quechua (qu), 1721
Rhaeto-Romance (rm), 1813
Kirundi (rn), 1814
Romanian (ro), 1815
Kinyarwanda (rw), 1823
Sanskrit (sa), 1901
Sindhi (sd), 1904
Sangho (sg), 1907
Serbo-Croatian (sh), 1908

Sinhalese (si), 1909
Slovak (sk), 1911
Slovenian (sl), 1912
Samoan (sm), 1913
Shona (sn), 1914
Somali (so), 1915
Albanian (sq), 1917
Serbian (sr), 1918
Siswati (ss), 1919
Sesotho (st), 1920
Sundanese (su), 1921
Swahili (sw), 1923
Tamil (ta), 2001
Telugu (te), 2005
Tajik (tg), 2007
Thai (th), 2008
Tigrinya (ti), 2009
Turkmen (tk), 2011
Tagalog (tl), 2012
Setswana (tn), 2014
Tonga (to), 2015
Turkish (tr), 2018
Tsonga (ts), 2019
Tatar (tt), 2020
Twi (tw), 2023
Ukrainian (uk), 2111
Urdu (ur), 2118
Uzbek (uz), 2126
Vietnamese (vi), 2209
Volapk (vo), 2215
Wolof (wo), 2315
Xhosa (xh), 2408
Yoruba (yo), 2515
Zulu (zu), 2621

國家代碼／區碼表
國家／區域名稱、輸入代碼和國家代碼／區碼
美國, 2119, us
瑞士, 0308, ch
阿根, 0118, ar
瑞典, 1905, se
英國, 0702, gb
西班牙, 0519, es
義大利, 0920, it
泰國, 2008, th
印度, 0914, in
台灣, 2023, tw
印尼, 0904, id
中國, 0314, cn
澳洲, 0121, au
智利, 0312, cl
澳地利, 0120, at
丹麥, 0411, dk
荷蘭, 1412, nl
德國, 0405, de
加拿大, 0301, ca
日本, 1016, jp
韓國, 1118, kr
紐西蘭, 1426, nz
新加坡, 1907, sg

挪威, 1415, no
巴基斯坦, 1611, pk
菲律賓, 1608, ph
芬蘭, 0609, fi
墨西哥, 1324, mx
巴西, 0218, br
法國, 0618, fr
比利時, 0205, be
葡萄牙, 1620, pt
香港, 0811, hk
馬來西亞, 1325, my

規格
電源需求.
消耗功率
消耗功率（待機）
重量
外部尺寸
容許操作溫度
容許操作濕度

AC 110 V 至240 V、50 Hz/60 Hz
DV-2042K ................................................................................................................ 10 W
DV-2242 .................................................................................................................... 10 W
0.5 W
DV-2042K .............................................................................................................. 1.2 kg
DV-2242 .................................................................................................................. 1.0 kg
DV-2042K ...................... 360 mm (寬) x 42 mm (高) x 210 mm (深)
DV-2242 .......................... 271 mm (寬) x 42 mm (高) x 208 mm (深)
+5 ∘C 到 +35 ∘C
5% 到85%（無凝結水）

視訊輸出
輸出位準.
輸出端子

1 Vp-p (75 Ω)
RCA 端子

色差視訊輸出 (Y, CB/PB, CR/PR) (DV-2042K)
Y 輸出位準
CB/PB, CR/PR 輸出位準
輸出端子

1 Vp-p (75 Ω)
0.7 Vp-p (75 Ω)
RCA 端子

音訊輸出（立體聲L/R）
音訊輸出位準
輸出端子
頻率響

200 mVrms (1 kHz, -20 dB)
RCA 端子
4 Hz 到 44 kHz

數位音訊輸出
同軸數位輸出

RCA 端子

USB (DV-2042K/DV-2242)
USB 埠.

A型

注意

附錄

• 本產品規格及設計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 本產品經NEC 公司授權，使用FontAvenue®字體。FontAvenue 為NEC 公司的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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