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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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聲器設定麥克風 (1)
• 用於初始設定期間。
4. 室內 FM 天線 (1)
5. AM 環狀天線 (1)
6. 電源線 (1)
• 快速入門指南 (1)
* 本文件為線上使用說明書。並未隨附為配件。

1

連接 4 Ω 至 16 Ω 阻抗的揚聲器。
只有在其它所有連接均完成後方可連接電源線。
連接其他公司製造之設備所致的損壞，本公司概不負責。
當更新韌體而新增了新功能或因服務提供商終止其服務時，可能會不再提供原有
的網路服務及內容。此外，可用的服務可能會因您的居住地而有所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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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規格與外觀如有更改，恕不先行通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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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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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名稱
前面板

❏ 詳情請參閱 (
6

p7)
前面板≫ 後面板≫ 遙控器≫

目錄 ≫ 連接 ≫ 播放 ≫ 設定 ≫
1.
2.
3.
4.
5.
6.
7.
8.
9.

INPUT SELECTOR 旋鈕：切換將播放的輸入。
MCACC 指示燈：使用 MCACC 啟用揚聲器校準時會亮起。( p98, p115)
FL OFF 指示燈：重複按 DIMMER 以關閉螢幕時會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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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NE 2-ON/OFF 按鈕：開啟/關閉多區功能。( p66)
ZONE 2-CONTROL 按鈕：控制多區功能。( p66)
HOME MENU 按鈕：顯示主頁。( p81, 97, 102)
顯示器 ( p8)
游標按鈕與 ( / / / ) 與 ENTER 按鈕：以游標選擇項目並按 ENTER 確
認。在使用 TUNER 時用來調諧電台。( p61)
10. NETWORK 指示燈：當以輸入選擇器選擇「NET」且本機連線網路時。如果主機
處於待機模式，啟用 HDMI CEC 和網路待機等功能時會亮起。但是開啟 ZONE
2 時不會亮起。
11. WIRELESS 指示燈：本機連接至無線網路以及連接至支援 BLUETOOTH 裝置
時亮起。
12. 遙控感應器：接收遙控器發出的訊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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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DBY/ON 按鈕
16. PHONES 插孔：連接具有標準插頭的耳機 (Ø1/4"/ 6.3 mm)。
17. MCACC SETUP MIC 插孔：連接隨附的揚聲器設定麥克風。( p98, p115)
18. 聆聽模式按鈕：按「AUTO/DIRECT」、「SURROUND」或「STEREO」以切換聆聽
模式 。( p67)
19. SOUND RETRIEVER 按鈕：開啟／關閉聲音修正器功能，以提升壓縮音訊的音
質。
20. PURE DIRECT 按鈕：切換至 Pure Direct 模式。( p67)
21. USB 埠：連接 USB 儲存裝置以便播放儲存在其中的音樂檔案。( p51) 也可
經由 USB 傳輸線供電 (5 V/500 mA) 給 USB 裝置。
22. AUX INPUT 插孔：使用立體聲迷你插頭電纜 (Ø1/8"/3.5 mm) 連接行動音樂播放
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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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器

1

2

3

4

7

56

8 9

1. 使用「NET」, 「USB」輸入選擇器執行操作時可能會亮起。
2. 在以下情況亮起。
Z2：ZONE 2 開啟。
：以 BLUETOOTH 連線。
：以 Wi-Fi 連線。
NET：以「NET」輸入選擇器連線網路時亮起。連線網路不正確時會閃爍。
USB：選擇了輸入選擇器後，連接了一個 USB 裝置且又選擇了 USB 輸入時，
「NET」會亮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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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類型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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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92)
AUTO STBY：已設定「Auto Standby」。( p92)
5. 連接耳機時亮起。
6. 靜音開啟時閃爍。
7. 顯示輸入訊號的各種資訊。
8. 調整音量時亮起。
9. 揚聲器／聲道顯示：顯示所選聆聽模式所對應的輸出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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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板

90°
180°

❏ 詳情請參閱 (
9

p10)
前面板≫ 後面板≫ 遙控器≫

目錄 ≫ 連接 ≫ 播放 ≫ 設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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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V 或 AV 元件的數位音訊訊號。
2. ANTENNA AM LOOP/FM UNBAL 75Ω 端子：隨機提供的天線已連接。
3. VIDEO IN 插孔：使用類比視訊電纜輸入 AV 元件的視訊訊號。
4. USB 埠：連接 USB 儲存裝置以便播放儲存在其中的音樂檔案。( p51) 也可
經由 USB 傳輸線供電 (5 V/500 mA) 給 USB 裝置。
5. COMPONENT VIDEO IN 插孔：使用分量視訊電纜輸入 AV 元件的視訊訊號。
（僅相容於 480i 或 576i 解析度。）
6. NETWORK 埠：以 LAN 電纜連接至網路。
7. 無線天線：用於 Wi-Fi 連線，或是使用支援 BLUETOOTH 裝置時。根據連接狀態
調整角度。
8. HDMI OUT 插孔：使用連至 TV 的 HDMI 纜線，傳輸視訊訊號和音訊訊號。
9. HDMI IN 插孔：使用連至 AV 元件的 HDMI 纜線，傳輸視訊訊號和音訊訊號。
10. RS-232C 埠：連接具有 RS-232C 埠的住家控制系統。有關採用住家控制系統的
相關詳情，請洽詢專門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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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件的音訊訊號。
14. SPEAKERS 端子：以揚聲器電纜連接揚聲器。（北美型號支援香蕉插頭）
15. ZONE 2 PRE/LINE OUT 插孔：使用類比音訊電纜輸出音訊訊號至另一房間
(ZONE 2) 的預置主放大器或功率放大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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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IR IN 埠：連接遙控接收器裝置。( p39)
18. 12V TRIGGER OUT 插孔：連接具有 12V 觸發輸入插孔裝置，從而能夠在該裝
置和本機之間進行電源連結操作。(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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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器
1. STANDBY/ON 按鈕
2. 輸入選擇器按鈕：切換將播放的輸入。
3. / 按鈕：選擇要播放的輸入源。
4.
(AV ADJUST) 按鈕：「Tone」和「Level」設置可在 TV 螢幕播放時快速完成。(
p106)
5. 游標按鈕與 ENTER 按鈕：用游標選擇一個項目並按 ENTER 確認選擇。若資料
夾或檔案清單未能在 TV 的同一個畫面中顯示，按 / 可變更畫面。
按鈕：顯示主頁。( p81, 97, 102)
6.
7. 音量按鈕
按鈕：暫時將音訊調為靜音。再按一次可取消靜音。
8.
9. LISTENING MODE 按鈕：以此選擇聆聽模式。( p67)
MAIN/ZONE 2 按鈕：控制多區功能。( p65)（ZONE 3 按鈕不適用於本機。)
10. 播放按鈕：用於播放「Music Server」( p54) 或 USB 時的播放操作。
( p51).
按鈕：用於播放「Music Server」( p54) 或 USB 時的重複或隨機播放
11.
操作。( p51).每次按下按鈕時，模式會在
（重複 1 首曲目）、
（重複
資料夾）至 （隨機）之間切換。
CLEAR 按鈕：刪除在 TV 螢幕上輸入文字時已輸入的所有字元。
按鈕：切換顯示資訊。
12.
按鈕：返回先前顯示狀態。
13.
14. MODE 按鈕：專用於切換自動調諧和手動調諧 AM/FM 無線電台 ( p61)，或
操作多區功能 ( p65)。
15. +Fav 按鈕：用於註冊 AM/FM 無線電台。( p63)
遙控器沒有作用時：遙控器可能是切換至控制 ZONE
提示
2 的模式。在按住 MODE 的同時按住 MAIN 鍵 3 秒
以上，直到遙控指示燈閃爍一次，切換至可控制主室的
模式。

1
2
3
4

bm

5
6

bn

7
8
9
bk
bl

bo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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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
連接揚聲器
連接電視
連接播放裝置
在另一房間連接 AV 元件（多區連接）
連接天線
網路連線
連接外部控制裝置
連接電源線

13
30
33
36
37
38
39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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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揚聲器
使用本機時可從多種模式中選擇揚聲器所要安裝的佈局。請使用下列流程表選擇適合揚聲器和使用環境的佈局。並可檢查連接方式和預設值。Dolby Atmos ( p70) 聆聽
模式以安裝後置環繞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的方式將 Dolby Atmos 音訊格式中錄製的聲音忠實重現。Dolby Atmos 能在三維空間中準確放置各獨立動作的聲音物件，且清晰
度更佳。

是否享受 Dolby Atmos 的聲音？

是

否
• 5.1 聲道系統 ( p22)
• 5.1 聲道系統 + ZONE SPEAKER ( p23)
• 5.1 聲道系統（雙功放揚聲器）( p24)

 使用後置環繞揚聲器時
• 7.1 聲道系統 ( p25)
• 7.1 聲道系統 + ZONE SPEAKER (

p26)

 使用縱向揚聲器時
• 5.1.2 聲道系統 ( p27)
• 5.1.2 聲道系統 + ZONE SPEAKER (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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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聲器安裝
 5.1 聲道系統

此為基本 5.1 聲道系統。前置揚聲器輸出前置立體聲，中置揚聲器輸出螢幕中間諸
如人聲對白的聲道。環繞揚聲器營造後置聲場。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可重現低音並
形成豐富的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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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應以一個角度朝向聆聽位置設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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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播放音源時也能創造自然的音效。

2

3

6

1、2
3
4、5
6

1

前置揚聲器
中置揚聲器
環繞揚聲器
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

*1
*2

5

4

*1：22° 至 30°, *2：120°

14

前面板≫ 後面板≫ 遙控器≫

目錄 ≫ 連接 ≫ 播放 ≫ 設定 ≫
 7.1 聲道系統

3

2
6

此為 7.1 聲道系統含有基本 5.1 聲道系統 ( p14) 以及增添的後置環繞揚聲器。
前置揚聲器輸出前置立體聲，中置揚聲器輸出螢幕中間諸如人聲對白的聲道。環繞
揚聲器營造後置聲場。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可重現低音並形成豐富的聲場。後置環
繞揚聲器可改善後置聲場的環繞感及音源銜接提供出更真實的聲場。此外，安裝後
置環繞揚聲器當輸入格式是 Dolby Atmos 時就可選擇 Dolby Atmos 聆聽模式以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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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應以一個角度朝向聆聽位置設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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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播放音源時也能創造自然的音效。後置環繞揚聲器置於耳朵的
高度。
• 若安裝了後置環繞揚聲器，則務必也安裝環繞揚聲器。

1

*1

1、2
3
4、5
6
7、8

*2

5

4
*3

8

前置揚聲器
中置揚聲器
環繞揚聲器
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
後置環繞揚聲器

7

*1：22° 至 30°, *2：90° 至 110°, *3：135° 至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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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聲道系統
5.1.2 聲道系統的揚聲器佈局含有基本 5.1 聲道系統 (

p14) 以及增添的縱向揚聲器。請從下列三種類型選擇適合您揚聲器和使用環境的縱向揚聲器。

❏ 前置高揚聲器／後置高揚聲器安裝示例 (

p17)

p18)
❏ 支援 Dolby 的揚聲器（Dolby 揚聲器）安裝示例
( p19)
❏ 天花板揚聲器安裝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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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連接 ≫ 播放 ≫ 設定 ≫
此系統具有基本 5.1 聲道系統 (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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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增添的前置高揚聲器或後置高揚聲器的組合。安裝
了這類的縱向揚聲器，當輸入格式是 Dolby Atmos 時就可選擇 Dolby Atmos 聆聽模
式以呈現包括頭頂聲音在內的最先進 3D 音效。前置高揚聲器或後置高揚聲器應安
裝成比前置揚聲器至少高 3´/0.9 m。
前置高揚聲器應安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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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兩種情況中，揚聲器應以一個角度朝向聆聽位置設定。

❏ 前置高揚聲器／後置高揚聲器安裝示例

8

7

3´ (0.9 m)
或以上

7、8 縱向揚聲器
選擇下列其中之一：
• 前置高揚聲器
• 後置高揚聲器

*1
*2

8
*1：22° 至 30°, *2：120°

7
3´ (0.9 m)
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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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連接 ≫ 播放 ≫ 設定 ≫
此系統具有基本 5.1 聲道系統 (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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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增添的頂部前置揚聲器或頂部中置揚聲器或頂部後
置揚聲器的組合。安裝了這類的縱向揚聲器，當輸入格式是 Dolby Atmos 時就可選
擇 Dolby Atmos 聆聽模式以呈現包括頭頂聲音在內的最先進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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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前置揚聲器間的距離相同。
• Dolby Laboratories 建議設定這類縱向揚聲器，以獲得最佳的 Dolby Atmos 效
果。

❏ 天花板揚聲器安裝示例

8
7

8
7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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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1：30° 至 55°, *2：65° 至 100°, *3：125° 至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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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連接 ≫ 播放 ≫ 設定 ≫
❏ 支援 Dolby 的揚聲器（Dolby 揚聲器）安裝示例

8

此系統具有基本 5.1 聲道系統 (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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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增添的支援 Dolby 的揚聲器（前置）或支援 Dolby
的揚聲器（環繞）的組合。支援 Dolby 的揚聲器為設計朝向天花板的特殊揚聲器，天
花板回彈的音效讓聲音聽起來就跟頭頂傳來的一樣。安裝了這類的縱向揚聲器，當
輸入格式是 Dolby Atmos 時就可選擇 Dolby Atmos 聆聽模式以呈現包括頭頂聲音
在內的最先進 3D 音效。
將其裝在前置揚聲器上方或環繞揚聲器上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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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8

7

*1：22° 至 30°,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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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聲器連接與「Speaker Setup」設定
對應各聲道，將裝置插孔與揚聲器插孔進行正確連接（+ 側接 + 側以及 - 側接 側）。如果連接有誤，低音可能因反相而效果很差。請將外露的電線從揚聲器電纜線
的末端開始捲繞，以便連接時電線不會從揚聲器端子處突出。如果揚聲器的外露線
路碰觸到後面板，或 + 側和 - 側線路彼此碰觸，就會啟動保護電路。

連接
 （註）揚聲器阻抗
連接 4 Ω 至 16 Ω 阻抗的揚聲器。任何所要連接的揚聲器如果阻抗值在 4 Ω 以
上及 6 Ω 以下時，則需在「初始設定」( p114) 完成後再在「系統設定」選單
中設定。按下遙控器上的
並在顯示出的主頁將「System Setup」-「Speaker」「Conﬁguration」-「Speaker Impedance」設定成「4ohms」。

 連接揚聲器電纜

1/2˝
(1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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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連接 ≫ 播放 ≫ 設定 ≫
 連接重低音揚聲器

a

a 重低音揚聲器電纜
使用重低音揚聲器電纜將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連接本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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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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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連接 ≫ 播放 ≫ 設定 ≫
 5.1 聲道系統

2
6

3

 在初始設定中設定「Speaker
Setup」( p115)

1

Speaker Setup
5.1 ch

5

4
•
•
•
•
•

此為基本 5.1 聲道系統。揚聲器佈局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揚聲器安裝」 (

Speaker Channels: 5.1 ch
Subwoofer: Yes
Height Speaker: --Zone Speaker: No
Bi-Amp: No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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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連接 ≫ 播放 ≫ 設定 ≫
 5.1 聲道系統 + ZONE SPEAKER
MAIN ROOM

2
6

 在初始設定中設定「Speaker
Setup」( p115)

3

1

Speaker Setup
5.1 ch

Zone 2

5

4
•
•
•
•
•

ZONE 2

8

Speaker Channels: 5.1 ch
Subwoofer: Yes
Height Speaker: --Zone Speaker: Zone 2
Bi-Amp: No

7

MAIN ROOM:此為基本 5.1 聲道系統。揚聲器佈局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揚聲器安裝」 (

p14).

ZONE 2:當主室（即本機所在之處）正在進行 5.1 聲道播放時，您可在另一房間 (ZONE 2) 同時享受 2 聲道的音訊。相同的音
源可在主室和 ZONE 2 同時播放。此外，也可在這兩個房間播放不同的音源。若要從外接 AV 元件輸出音訊至 ZONE 2，請使
用類比音訊電纜連接。(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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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聲道系統（雙功放揚聲器）

2
6

3

 在初始設定中設定「Speaker
Setup」( p115)

1

Speaker Setup
5.1 ch

5

4
•
•
•
•
•

For highfrequency

Speaker Channels: 5.1 ch
Subwoofer: Yes
Height Speaker: --Zone Speaker: No
Bi-Amp: Yes

For lowfrequency

您可用連接支援「雙功放」連線的前置揚聲器來配置 5.1 聲道系統 ( p14) 。可連接支援「雙功放」功能的揚聲器以改善低
音及高音範圍內的音質。務必將低音揚聲器插孔和支援「雙功放」揚聲器之高音揚聲器插孔間上的跳接器桿取下。請參閱揚聲
器的使用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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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聲道系統

2
6

3

 在初始設定中設定「Speaker
Setup」( p115)

1

Speaker Setup

5

4
8

7
•
•
•
•
•

Speaker Channels: 7.1 ch
Subwoofer: Yes
Height Speaker: --Zone Speaker: No
Bi-Amp: No

此為 7.1 聲道系統含有基本 5.1 聲道系統以及增添的後置環繞揚聲器。
揚聲器佈局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揚聲器安裝」 (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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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連接 ≫ 播放 ≫ 設定 ≫
 7.1 聲道系統 + ZONE SPEAKER
MAIN ROOM

2
6

 在初始設定中設定「Speaker
Setup」( p115)

3

1

5

Speaker Setup

4
8

Zone 2

7
•
•
•
•
•

ZONE 2

bk

Speaker Channels: 7.1 ch
Subwoofer: Yes
Height Speaker: --Zone Speaker: Zone 2
Bi-Amp: No

9

MAIN ROOM:此為 7.1 聲道系統含有基本 5.1 聲道系統以及增添的後置環繞揚聲器。揚聲器佈局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揚聲器
安裝」 ( p15).
ZONE 2:當主室（即本機所在之處）正在進行播放時，您可在另一房間 (ZONE 2) 同時享受 2 聲道的音訊。相同的音源可在主
室和 ZONE 2 同時播放。此外，也可在這兩個房間播放不同的音源。若要從外接 AV 元件輸出音訊至 ZONE 2，請使用類比音
訊電纜連接。( p36)
• 正在進行 ZONE 2 的播放時，裝於主室的後置環繞揚聲器則無法播放音訊。

26

前面板≫ 後面板≫ 遙控器≫

目錄 ≫ 連接 ≫ 播放 ≫ 設定 ≫
 5.1.2 聲道系統

8
2
6

7
3

 在初始設定中設定「Speaker
Setup」( p115)

1

Speaker Setup
5.1.2 ch
Front High

5

4
• Speaker Channels: 5.1.2 ch
• Subwoofer: Yes
• Height Speaker: 選擇實際裝好的縱向
揚聲器類型。
• Zone Speaker: No
• Bi-Amp: No

此為 5.1 聲道系統與前置高揚聲器的組合。前置高揚聲器是縱向揚聲器的一種。您只能從下列三種縱向揚聲器中選擇一組來
連接。
❏ 前置高揚聲器／後置高揚聲器安裝示例 ( p17)
❏ 天花板揚聲器安裝示例 ( p18)
❏ 支援 Dolby 的揚聲器（Dolby 揚聲器）安裝示例 (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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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連接 ≫ 播放 ≫ 設定 ≫
 5.1.2 聲道系統 + ZONE SPEAKER
MAIN ROOM

8

 在初始設定中設定「Speaker
Setup」( p115)

7

2
6

3

Speaker Setup

1

5.1.2 ch
Front High
Zone 2

5

4
• Speaker Channels: 5.1.2 ch
• Subwoofer: Yes
• Height Speaker: 選擇實際裝好的縱向
揚聲器類型。
• Zone Speaker: Zone 2
• Bi-Amp: No

ZONE 2

bk

9

MAIN ROOM:此為 5.1 聲道系統與前置高揚聲器的組合。前置高揚聲器是縱向揚聲器的一種。您只能從下列三種縱向揚聲器
中選擇一組來連接。
❏ 前置高揚聲器／後置高揚聲器安裝示例 ( p17)
❏ 天花板揚聲器安裝示例 ( p18)
❏ 支援 Dolby 的揚聲器（Dolby 揚聲器）安裝示例 ( p19)
ZONE 2:當主室（即本機所在之處）正在進行播放時，您可在另一房間 (ZONE 2) 同時享受 2 聲道的音訊。相同的音源可在主
室和 ZONE 2 同時播放。此外，也可在這兩個房間播放不同的音源。若要從外接 AV 元件輸出音訊至 ZONE 2，請使用類比音
訊電纜連接。( p36)
• 正在進行 ZONE 2 的播放時，裝於主室的縱向揚聲器則無法播放音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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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連接 ≫ 播放 ≫ 設定 ≫
揚聲器組合
• 每個組合最多可連接兩個主動式重低音揚聲器。
揚聲器聲道

FRONT

CENTER

SURROUND

SURROUND
BACK

HEIGHT

Bi-AMP

ZONE 2
(ZONE
SPEAKER)

2.1 聲道
3.1 聲道

(*1)

(*1)

(*1)

(*1)

4.1 聲道
5.1 聲道

(*1)

(*1)

(*1)

(*1)

6.1 聲道
7.1 聲道

(*2)
(*2)

2.1.2 聲道
3.1.2 聲道

(*3)

4.1.2 聲道
5.1.2 聲道

(*3)

(*3)
(*3)

(*1) 可選擇 Bi-AMP 或 ZONE SPEAKER 中的一種。
(*2) 當使用 ZONE SPEAKER 播放音訊時，後置環繞揚聲器則無法播放音訊。
(*3) 當使用 ZONE SPEAKER 播放音訊時，縱向揚聲器則無法播放音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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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連接 ≫ 播放 ≫ 設定 ≫

連接電視
將本機連接在 TV 與 AV 元件之間。本機連接到 TV 可將 AV 元件的視訊和音訊訊號輸出到 TV 或在本機播放 TV 音訊。與 TV 的連接會因 TV 是否支援 ARC（音訊回傳通
道）功能而有所不同。ARC 是由 HDMI 纜線傳送 TV 的音訊訊號並將 TV 的音訊在本機上播放。如需確認 TV 是否支援 ARC 功能，請參閱 TV 的使用說明書。

TV 是否支援 ARC 功能？

是
• 至 ARC TV (

否

p31)

• 至非 ARC TV (

30

p32)

前面板≫ 後面板≫ 遙控器≫

目錄 ≫ 連接 ≫ 播放 ≫ 設定 ≫
至 ARC TV
對支援 ARC（音訊回傳通道）功能 (*) 的 TV 只能使用 HDMI 纜線來連接 TV 。使
用 TV 上 ARC 相容的 HDMI IN 插孔來連接 TV 。

設定
• 需進行設定方可使用 ARC 功能。在「初始設定」的「5.ARC Setup」 選擇「Yes」
( p114).
• TV 連接、CEC 功能和音訊輸出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TV 的使用說明書。
(*) ARC 功能：此功能是由 HDMI 纜線傳送 TV 的音訊訊號並將 TV 的音訊在本機
上播放。只需要一條 HDMI 纜線就能完成與 ARC 相容 TV 的連接。如需確認 TV 是
否支援 ARC 功能，請參閱 TV 的使用說明書。

a

TV

a HDMI 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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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 連接 ≫ 播放 ≫ 設定 ≫
至非 ARC 電視
至於不支援 ARC（Audio Return Channel）功能 (*) 的 TV，請同時連接一條 HDMI
纜線和數位光纖電纜。如果 TV 沒有 DIGITAL OPTICAL OUT 插孔，則可使用類比
音訊電纜連接 AUDIO IN TV 插孔。
• 若是使用有線機上盒，則要連接本機的輸入插孔來觀賞 TV（不使用 TV 內建的調
諧器），無需用數位光纖電纜或類比音訊電纜連接。
(*) ARC 功能：此功能是由 HDMI 纜線傳送 TV 的音訊訊號並將 TV 的音訊在本機
上播放。只需要一條 HDMI 纜線就能完成與 ARC 相容 TV 的連接。如需確認 TV 是
否支援 ARC 功能，請參閱 TV 的使用說明書。

a
b

TV

a HDMI 纜線、b 數位光纖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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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播放裝置
連接備有 HDMI 插孔的 AV 元件
備有 HDMI 插孔的 AV 元件連接示例如下。連接符合 CEC（消費電子控制）標準的
AV 元件時，可使用 HDMI CEC 功能 (*) 來連接輸入選擇器，且即使本機處於待機模
式下，仍可透過 HDMI Standby Through 功能在 TV 上播放 AV 元件的視訊與音訊
訊號。
• 要播放 4K 或 1080p 視訊，請使用高速 HDMI 纜線。

設定
• HDMI CEC 功能和 HDMI Standby Through 功能如要自動啟用，需在初始設
定的「5.ARC Setup」選擇了「Yes」 ( p114)。如果選擇了「No, Skip」，應在
完成初始設定後進入系統設定選單進行設定。設定要當主頁顯示時在「System
Setup」-「Hardware」-「HDMI」按下遙控器上的 。( p90)
• 將連接的藍光光碟播放器的音訊輸出設成比特流輸出來享受包括 Dolby Digital
在內的數位環繞音效。

a

(*)HDMI CEC 功能：此功能會啟用與 CEC 相容裝置的多種連結操作，例如切換
與 CEC 相容播放器互鎖的輸入選擇器，切換 TV 和本機之間的音訊輸出或是使用
CEC 相容的 TV 遙控器調整音量以及在 TV 關機時自動將本機切換成待機模式。

串流媒體播放器

BD/DVD

有線／衛星機上盒

GAME

a HDMI 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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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不具備 HDMI 插孔的 AV 元件
沒有 HDMI 插孔的 AV 元件連接示例如下。選擇合乎 AV 元件插孔的傳輸線進行連
接。例如，當視訊輸入連接到 BD/DVD 插孔時，也要將音訊輸入連接到 BD/DVD
插孔。因此，視訊輸入插孔和音訊輸入插孔的連接名稱應該相同。請注意，輸入至
VIDEO IN 插孔或 COMPONENT VIDEO IN 插孔的視訊訊號，將轉換為 HDMI 訊
號，並從 HDMI OUT 插孔輸出。
• 若要享受 Dolby Digital 等格式的數位環繞播放，需使用數位同軸電纜或數位光纖
電纜連接音訊訊號。
• 依照圖示變更輸入分配，以便能連接 ( p83) BD/DVD 插孔以外的插孔。

設定
• COMPONENT VIDEO IN 插孔僅相容於 480i 或 576i 解析度。連接至
COMPONENT VIDEO IN 插孔時，請將播放器的輸出解析度設為 480i 或 576i。
如果沒有 480i 的選項，請選擇介面。如果播放器不支援 480i 或 576i 輸出，請使
用 VIDEO IN 插孔。
• 將連接的藍光光碟播放器的音訊輸出設成比特流輸出來享受包括 Dolby Digital
在內的數位環繞音效。

a

b

BD/DVD

a 類比音訊電纜、b 分量視訊電纜

34

前面板≫ 後面板≫ 遙控器≫

目錄 ≫ 連接 ≫ 播放 ≫ 設定 ≫
連接音訊元件
音訊元件連接示例如下。使用數位同軸電纜或類比音訊電纜連接 CD 播放器。也可
將帶有 MM 型唱盤的轉盤連接至 PHONO 插孔。
• 如果轉盤有內建的 phono 等化器，則請連接至 PHONO 插孔以外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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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 型
唱盤相容的 ph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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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ND 端子。

a

b

OR

a

CD

轉盤
a 類比音訊電纜、b 數位同軸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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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房間連接 AV 元件（多區連接）
連接預置主放大器 (ZONE 2)
當主室（即本機所在之處）正在進行 7.1 聲道播放時，您可在另一房間 (ZONE 2) 同
時享受 2 聲道的音訊。用一根類比音訊電纜將本機的 ZONE 2 PRE/LINE OUT 插
孔與另一房間內的預置主放大器或放大器的 LINE IN 插孔連接。相同的音源可在主
室和 ZONE 2 同時播放。此外，也可在這兩個房間播放不同的音源。
• 若要從外接 AV 元件輸出音訊至 ZONE 2，請使用類比音訊電纜連接。此外，外接
AV 元件的音訊只有當音訊是類比訊號時才能輸出到 ZONE 2。

a

a

LINE
IN

BD/DVD

預置主放大器

a 類比音訊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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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天線
將天線連接至本機，一邊接收無線電訊號一邊將天線設定在最佳的聆聽位置。將室
內 FM 天線以壓釘或自黏膠帶裝到牆上。

b

b

a

a 室內 FM 天線、b AM 環狀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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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連線
本機可經由有線 LAN 或 Wi-Fi （無線 LAN）連線網路。使用網路連線就可享用像
是網路電台的網路功能。如果是用有線 LAN 的連線，請如圖所示以 LAN 電纜連接
路由器和 NETWORK 插孔。如果要用 Wi-Fi 連線，請在「初始設定」的「4. Network
Connection」( p115) 選擇「Wireless」，選擇所要的設定方式，然後依照畫面上
的指示。並將無線天線豎起以便使用 Wi-Fi 連線。

a

a LAN 電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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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外部控制裝置
IR IN 埠
將具有 IR 接收器等的遙控器連接到本機時，即使在遙控訊號難以到達處（例如裝在
櫃子內）也能使用遙控器操作。也可從另一房間，例如 ZONE 2 使用遙控器來操作
本機。有關採用遙控接收器裝置的相關詳情，請洽詢專門商家。
• 至於連接所需的纜線請參閱遙控接收器裝置的操作手冊。

IR 接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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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V TRIGGER OUT 插孔
將備有 TRIGGER IN 插孔的裝置，例如 BD/DVD 播放器連接至本機時，可用本機的
互鎖操作對該裝置進行開機或設為待機模式。選擇了任何一種的輸入後，本機會從
12V TRIGGER OUT 插孔輸出最大 12 V/100 mA 的控制訊號，並控制外部裝置的
電源連結操作。
• 若要進行連接，請使用不含電阻器的單聲道迷你插頭電纜 (φ1/8〃/3.5 mm)。請勿
使用立體聲迷你插頭電纜。

a

BD/DVD

a 單聲道迷你插頭電纜 (φ1/8〃/3.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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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電源線
所有的連接都已完成後，接上電源線。
• 務必先將電源線連接至本機的 AC IN，然後再接至電源插座。斷開電源線時，務
必先斷開電源插座。

a

a 電源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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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
AV 元件播放
BLUETOOTH® 播放
網路電台
Spotify
AirPlay®
DTS Play-Fi®
FlareConnectTM
USB 儲存裝置
在電腦和 NAS（Music Server）播放檔案
Play Queue
收聽 AM/FM 廣播
多區功能
聆聽模式

43
44
45
47
48
49
50
51
54
59
61
65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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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 元件播放
您可利用本機播放像是藍光光碟播放器等 AV 元件的音訊。

基本操作
請於本機開機時執行下列程序。
1. 將 TV 輸入切換至從本機輸入。
2. 按下與所連接播放器插孔同一名稱輸入選擇器。
例如，按 BD/DVD 來播放連接至 BD/DVD 插孔的播放器。按下 TV 來聆聽 TV
音效。若要播放前面板上的 STRM BOX、PHONO、HDMI5、HDMI6 插孔或 AUX
以選擇輸入源。
INPUT 插孔所連接的裝置，請重複按下
• CEC 連結功能正在運作下，若使用 HDMI 連接至本機的 CEC 合規 TV 及播
放器時，會自動切換輸入源。
3. 開始在 AV 元件上播放。

TV’s REMOTE

INPUT

Inputs
TV
HDMI 1
HDMI 2
HDMI 3

TV

輸入選擇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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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TOOTH®播放
您可在像是智慧型手機等支援 BLUETOOTH 裝置上無線播放音訊 。

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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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BLUETOOTH 功能裝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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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機會顯示為「Pioneer VSX-LX103 XXXXXX」。
按鈕，直到顯示出「Now
• 若要連接其他支援 BLUETOOTH 裝置，請按住
Pairing...」，然後執行上述的步驟 2。本機可儲存多達 8 台配對裝置的資料。
• 涵蓋區域約為 48´/15 m。請注意，並不保證所有支援 BLUETOOTH 裝置都能
進行連接。

播放
1. 連線支援 BLUETOOTH 裝置的作業程序。
本機上的輸入將自動切換為「BLUETOOTH」。
2. 播放音樂檔案。
將支援 BLUETOOTH 裝置的音量調高到適當程度。
• 因為 BLUETOOTH 無線技術特性的關係，本機產生的音效可能會稍落後於支
援 BLUETOOTH 裝置播放的音效。

Pioneer VSX-LX103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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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電台
本機連線至網際網路連接的網路時則可享用網路電台，例如 TuneIn Radio 等等。
• 若要播放網路電台服務，需將網路連接至網際網路。
• 且會因網路電台服務的不同而可能需先在電腦上進行用戶註冊。各網路服務的詳細資訊，請造訪個網路服務的官網。

播放
請於本機開機時執行下列程序。
1. 將 TV 輸入切換至從本機輸入。
2. 按下 NET 隨即在 TV 上會顯示出「網路功能」清單。
3. 請以游標選擇您所喜愛的網路電台服務，然後按下 ENTER 以確認該選項。
4. 依照畫面上的指示，用游標選擇電台和節目，然後按 ENTER 來播放。
• 若要返回上一個畫面，請按 。

TV’s REMOTE

INPUT

Inputs
TV
HDMI 1
HDMI 2
HDMI 3

TV

NET

/ / /
ENTER

Network

圖表顯示出一幀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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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電台服務選單
可標籤特定的電台，或刪除已有標籤的電台。其所顯示的選單會因所選的服務而有
所不同。
正在播放的電台會有選單圖示
的顯示。當只有該圖示顯示時，按下 ENTER 會在
螢幕上顯示出選單。如有多個圖示顯示時，請用游標選擇
圖示並按 ENTER。

關於 TuneIn Radio 帳戶
若要在 TuneIn Radio 網站 (tunein.com) 建立帳戶並從本機登入時，會將您在該網
站追蹤的最愛電台和節目自動新增至本機上的「My Presets」。「My Presets」會顯
示在 TuneIn Radio 階層式結構中的下一層。若要顯示新增至「My Presets」電台，則
需從本機登入 TuneIn Radio。若要登入，請選擇本機「TuneIn Radio」上方清單中的
「Login」-「I have a Tunein Account」，然後輸入您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 若在本機上選擇「Login」則會顯示出一個註冊碼。使用該註冊碼，即可聯至
TuneIn Radio 網站 My Page 區段上的本裝置，無需輸入使用者名稱與密碼就能
從「Login」-「Login with a registration code」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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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ify
本機連線至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相同的網路時，就可享用 Spotify Connect 無線播放的音樂。
• 若要播放 Spotify Connect，需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安裝 Spotify 應用程式。也必需建立 Spotify 付費帳號。
– Spotify 設定的詳細資訊，請造訪：
www.spotify.com/connect/

播放
1. 請將行動裝置連線至本機網路連接的存取點。
2. 啟動 Spotify 應用程式。
3. 在 Spotify 應用程式上播放一個曲目，將畫面切換至播放操作畫面，然後輕觸畫
面下方的「Devices Available」。
4. 選擇本機。
5. 本機隨即自動開啟，輸入模式會切換至 NET 而 Spotify 則開始串流播放。
• 如果主頁上的「System Setup」-「Hardware」-「Power Management」「Network Standby」設定為「Oﬀ」，請手動開啟本機，然後按遙控器上的 NET。
出廠時的預設值是將 Network Standby 功能 ( p92) 設為 On。

Wi-Fi

使用多區功能時的注意事項
• 若要在另一房間享受 Spotify 音樂的聆聽，請手動選擇 NET 成另一房間的輸入
源。然後再在 Spotify 應用程式上選擇本機。
• 當揚聲器已連接至 ZONE 揚聲器的端子或是另一房間的音訊裝置配置成可從本
機調整音量時，才能從 Spotify 應用程式調整音量。否則，請在另一房間內的音訊
裝置上直接調整音量。
• 在另一房間內的播放之後若要在主室享受 Spotify 音樂的聆聽，請將主室的輸入
源切換至 NET。

Devices Available

Pioneer VSX-LX103 XXX

Devices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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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Play®
將本機連線至與 iOS 裝置相同的網路時，例如 iPhone®、iPod touch® 和 iPad®，即可在 iOS 裝置上享受無線的音樂檔案。
• 請將 iOS 裝置的 OS 更新至最新版本。
• iOS 裝置上的操作畫面或操作程序會因 iOS 的版本而有所不同。詳情請參閱 iOS 裝置的使用說明書。

基本操作
1. 請將 iOS 裝置連線至本機網路連接的存取點。
2. 在 iOS 裝置的音樂應用程式播放畫面上輕觸 AirPlay 圖示 ，並從顯示的裝置
清單中選擇本機。
3. 在 iOS 裝置上播放音樂檔案。
• 如果主頁上的「System Setup」-「Hardware」-「Power Management」「Network Standby」設定為「Off」，請手動開啟本機，然後按遙控器上的 NET。
出廠時的預設值是將 Network Standby 功能 ( p92) 設為 On。
• 因為 AirPlay 無線技術的特性，本機所產生的聲音比起 AirPlay 啟用裝置上播放
的聲音可能稍有延遲。

Wi-Fi

您也可以使用 iTunes（10.2 以上版本）播放電腦上的音樂檔案。請事先確認本機和
電腦均已連線至同一網路。然後按下本機的 NET。接著在 iTunes 中按一下 AirPlay
圖示 ，從顯示的裝置清單中選擇本機，然後開始播放音樂檔案。

iPhone
Pioneer VSX-LX103 XXXXXX

例如，iO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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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S Play-Fi®
• 如果主頁上的「System Setup」-「Hardware」-「Power Management」「Network Standby」設定為「Oﬀ」，請手動開啟本機，然後按遙控器上的 NET。
出廠時的預設值是將 Network Standby 功能 ( p92) 設為 On。
• 詳細的操作及常見問題請造訪下列網址。
http://intl.pioneer-audiovisual.com/playﬁ/info_p.html
• 若要使用某個音樂串流分發服務可能需要用戶註冊。
• 本機不支援下列的 DTS Play-Fi 功能。
– Spotify
– 無線環繞音效
– Line In 重播
– 網路電台
– 鑑賞聆聽
– 左／右立體聲揚聲器配對
• 「Setup menu」中的某些設定可能無法在本機中變更。若要變更這些設定，請從
應用程式中取消本機的連接。
• 聆聽模式無法在播放中選擇。

https://play-ﬁ.com/
本機連線至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相同的網路時，就可在該行動裝置享
用 無線播放的音樂。亦可播放串流分發服務的音樂或行動裝置音樂資料庫中的音
樂。本功能也支援 iTunes 上的播放清單。此外，在同一網路上連接多重揚聲器支援
DTS Play-Fi 會啟用「Group playback」，可在家中的另個房間播放相同的音樂。若
要享用此功能，請下載 Pioneer Music Control App（備有 iOS 或 Android™ 版
本）。

播放
1. 請用您的行動裝置下載 Pioneer Music Control App。
http://intl.pioneer-audiovisual.com/playﬁ/app_p.html

2. 請將行動裝置連線至本機所連線的同一網路。
3. 啟動 Pioneer Music Control App 會自動顯示出相容裝置。
4. 請從相容裝置中選擇本裝置。隨即會顯示出像是音樂串流分發服務等的應用程式
清單。選擇要播放的內容，然後依照畫面上的指示進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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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reConnectTM

將 Pioneer Remote App（備有 iOS 或 Android™ 版本）下載至像是智慧型手機和
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可在支援 FlareConnect 功能的多重音訊產品上享受以群組
播放功能播放的相同音樂。可從連接至各產品的外接播放裝置播放音訊、播放網路
電台或網路音訊服務（例如音樂串流分發服務）的音樂以及行動裝置音樂資料庫的
音樂。

播放
1.
2.
3.
4.
5.
6.
7.
•

請將本機和支援 FlareConnect 的其他裝置連接至同一網路。
請從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TM Store 下載 Pioneer Remote App。
請將行動裝置連線至本機所連線的同一網路。
啟動 Pioneer Remote App 會自動識別相容的裝置。
選擇相容裝置的畫面來操作，並輕觸畫面下方的 Group 圖示。
請在所要播放同一音樂的音訊產品上新增一個勾選號。
選擇要播放的內容，然後依照畫面上的指示進行操作。
如果主頁上的「System Setup」-「Hardware」-「Power Management」「Network Standby」設定為「Off」，請手動開啟本機，然後按遙控器上的 NET。
出廠時的預設值是將 Network Standby 功能 ( p92) 設為 On。至於其他的
裝置，請查閱其各自的使用說明書。

圖表顯示出一幀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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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儲存裝置
您可播放 USB 儲存裝置上的音樂檔案。

基本操作
請於本機開機時執行下列程序。
1. 將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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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 USB 並選擇「USB Front」或「USB Re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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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切勿在顯示幕上仍顯示「Connecting...」時就拔下 USB 儲存裝置。這可能導致
資料損壞或故障。
4. 在下一個畫面按下 ENTER。隨即顯示出 USB 儲存裝置上的資料夾和音樂檔案
清單。用游標選擇資料夾並按 ENTER 確認選擇。
5. 用游標選擇音樂檔案並按 ENTER 開始播放。

TV’s REMOTE

INPUT

Inputs
TV
HDMI 1
HDMI 2
HDMI 3

TV

USB

USB Front

/ / /
ENTER

圖表顯示出一幀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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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返回上一個畫面，請按 。
• 若要顯示 WAV 格式某個檔案的專輯標題、演唱人姓名和專輯封面，需在儲存音
樂檔案時如下所示的製作資料夾結構和檔案名稱。以 .jpg 檔儲存的專輯封面能
在資料夾底層的畫面上顯示出來。請注意，一個大容量的 .jpg 檔可能會要依些時
間才能顯示出來，甚或不會顯示出來。
Folder 1
ᅌяӫᆏ

Folder 1-1
ᒯӫᆏ

file 1-1
file 2-1
file 3-1
.jpgᔭ

Folder 1-2
ᒯӫᆏ

file 1-2
file 2-2
file 3-2
.jpgᔭ

• 本機無法顯示的字元會以出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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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聲音干擾。
• 請注意，此操作功能不保證對所有的 USB 儲存裝置都適用。
• 本機可使用符合 USB 大容量儲存等級標準的 USB 儲存裝置。而且 USB 儲存裝
置格式支援 FAT16 或 FAT32 檔案系統格式。

❏ 裝置和支援的格式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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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和支援的格式
USB 儲存裝置要求
•
•
•
•
•
•
•
•
•

• 量化位率：8 位，16 位，24 位
AAC (.aac/.m4a/.mp4/.3gp/.3g2/.AAC/.M4A/.MP4/.3GP/.3G2):
• 支援的格式：MPEG-2/MPEG-4 音訊
• 支援的採樣率：44.1 kHz、48 kHz、88.2 kHz、96 kHz
• 支援的比特率：8 kbps 到 320 kbps 之間，以及 VBR

本機可使用符合 USB 大容量儲存等級標準的 USB 儲存裝置。
USB 儲存裝置格式支援 FAT16 或 FAT32 檔案系統格式。
如果 USB 儲存裝置已分區，則每個分區均將視為獨立的裝置。
每個資料夾最多可支援 20,000 首曲目，且資料夾最多可疊加 16 層深。
不支援 USB 集線器和帶集線器功能的 USB 儲存裝置。切勿將這些裝置連接到
本機。
本機不支援具安全功能的 USB 儲存裝置。
如果 USB 儲存裝置隨附有 AC 適配器，請接上 AC 適配器並使用家用插座。
可能無法使用插入 USB 讀卡器的媒體。此外，有時可能無法正常讀取內容，具體
取決於 USB 儲存裝置。
在 USB 儲存裝置的使用上，Onkyo 對 USB 儲存裝置上的資料遺失或修改，或是
USB 儲存裝置的故障一概不承擔任何責任。建議在將 USB 儲存裝置在本機上使
用之前先將儲存的資料做好備份。

FLAC (.ﬂac/.FLAC)：
• 支援的採樣率：44.1 kHz, 48 kHz, 88.2 kHz, 96 kHz, 176.4 kHz, 192 kHz
• 量化位率：8 位，16 位，24 位
Apple Lossless (.m4a/.mp4/.M4A/.MP4):
• 支援的採樣率：44.1 kHz, 48 kHz, 88.2 kHz, 96 kHz, 176.4 kHz, 192 kHz
• 量化位率：16 位，24 位
DSD (.dsf/.dﬀ/.DSF/.DFF)：
• 支援的格式：DSF/DSDIFF
• 支援的採樣率：2.8 MHz, 5.6 MHz

支援的音訊格式

Dolby TrueHD (.vr/.mlp/.VR/.MLP)：
• 支援的採樣率：44.1 kHz, 48 kHz, 88.2 kHz, 96 kHz, 176.4 kHz, 192 kHz

本機支援下列的音樂檔案格式。請注意，本機無法播放受版權保護的聲音檔案。

• 在播放以 VBR（可變位比特率）錄製的檔案時，可能無法正確地顯示出播放時
間。
• 本機支援在以下條件下無縫播放 USB 儲存裝置。
使用相同的格式、採樣率、聲道數和量化位率連續播放 WAV、FLAC 和 Apple
Lossless 檔案時。

MP3 (.mp3/.MP3)：
• 支援的格式：MPEG-1/MPEG-2 Audio Layer 3
• 支援的採樣率：44.1 kHz, 48 kHz
• 支援的比特率：8 kbps 到 320 kbps 之間，以及 VBR
WMA (.wma/.WMA):
• 支援的採樣率：44.1 kHz, 48 kHz
• 支援的比特率：5 kbps 到 320 kbps 之間，以及 VBR
• 不支援 WMA Pro/Voice/WMA Lossless 格式。
WAV (.wav/.WAV)：
WAV 檔案包含未壓縮的 PCM 數位音訊。
• 支援的採樣率：44.1 kHz, 48 kHz, 88.2 kHz, 96 kHz, 176.4 kHz, 192 kHz
• 量化位率：8 位，16 位，24 位
AIFF (.aiﬀ/.aif/.AIFF/.AIF):
AIFF 檔案包含未壓縮的 PCM 數位音訊。
• 支援的採樣率：44.1 kHz, 48 kHz, 88.2 kHz, 96 kHz, 176.4 kHz, 192 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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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腦和 NAS（Music Server）播放檔案
您可串流播放與本機連接到同一網路之電腦或 NAS 裝置上儲存的音樂檔案。
• 本機支援的網路伺服器是採用像是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或 12 等具有伺服器功能播放器的電腦或是支援家庭網路功能的 NASes。當使用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或 12 時，需事先進行設定。請注意，電腦只能播放 Windows Media® Player 媒體庫中記錄的音樂檔案。

Windows Media® Player 設定
在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時
打開電腦並啟動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在「Library」選單中選擇「Media Sharing」，隨即顯示出對話方塊。
選擇「Share my media」核取方塊，然後按一下「OK」隨即顯示出相容的裝置。
選擇本機，然後點按一下「Allow」。
• 按下後，就會勾選相應的圖示。
5. 按一下「OK」關閉對話方塊。
• 可選擇的項目名稱會因 Windows Media® Player 的版本而與上述的名稱不同。
1.
2.
3.
4.

在 Windows Media® Player 12 時
1. 打開電腦並啟動 Windows Media® Player 12。
2. 在「Stream」選單中選擇「Turn on media streaming」，隨即顯示出對話方塊。
• 如果已打開媒體流，選擇「Stream」選單中的「More streaming options...」隨
即顯示出網路播放裝置清單，然後前往步驟 4。
3. 按一下「Turn on media streaming」顯示出網路播放裝置清單。
4. 在「Media streaming options」中選擇本機並確定其已設定為「Allow」。
5. 按一下「OK」關閉對話方塊。
• 可選擇的項目名稱會因 Windows Media® Player 的版本而與上述的名稱不同。

❏ 播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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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
請於本機開機時執行下列程序。
1. 將 TV 輸入切換至從本機輸入。
2. 啟動內有所要播放音樂檔案的伺服器（Windows Media® Player 11, Windows
Media® Player 12, 或 NAS 裝置）。
3. 請確認電腦或 NAS 已正確連接到與本機相同的網路上。
4. 按下 NET 顯示出網路服務清單畫面。
• 如果顯示螢幕上的「NET」指示燈閃爍，表示本機未正確連線網路。檢查連線。

TV’s REMOTE

INPUT

Inputs
TV
HDMI 1
HDMI 2
HDMI 3

TV

5. 用游標選擇「Music Server」，然後按 ENTER。
6. 用游標選擇目標伺服器，並按 ENTER 顯示出項目清單畫面。
• 本機無法存取伺服器上儲存的圖片和視訊。

Network

NET

圖表顯示出一幀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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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伺服器所儲存的內容會因伺服器的設定而可能不會顯示出來。
7. 用游標選擇要播放的音樂檔案，然後按 ENTER 來開始播放。
• 如果畫面顯示出「No Item」，請檢查網路連接是否正確。

遠端播放
1. 打開本機電源。
2. 打開電腦並啟動 Windows Media® Player 12。
3. 選擇音樂檔案並按一下右鍵以 Windows Media® Player 12 來播放。
• 若要在另一個伺服器上遠端播放音樂檔案，請從「Other Libraries」打開目標伺
服器並選擇要播放的音樂檔案。
4. 在「Play to」中選擇本機來開啟 Windows Media® Player 12 的「Play to」視窗，開
始在本機上播放音樂檔案。
• 若電腦運行的版本是 Windows® 8.1，請按一下「Play to」，然後選擇本機。若
電腦運行的版本是® 10，請按一下「Cast to Device」，然後選擇本機。遠端播
放時可使用電腦上的「Play to」視窗進行操作。播放畫面會顯示在 HDMI 連接
的 TV 上。
5. 使用「Play to」視窗上的音量條調整音量。
• 有時候遠端播放視窗上的顯示音量可能會與本機顯示幕所顯示的有所不同。
• 從本機變更音量時，「Play to」視窗不會反映出相應值。
• 以下情況下，本機無法遠端播放音樂檔案。
– 它正在使用網路服務。
– 它正在一個 USB 儲存裝置上播放音樂檔案。

• 若要返回上一個畫面，請按 。
• 至於伺服器上的音樂檔案，每個資料夾最多可支援 20,000 首曲目，且資料夾最多
可疊加 16 層深。
• 本機會因媒體伺服器的類型而可能無法識別，或可能無法播放其音樂檔案。

搜尋音樂檔案以便選擇
當所用的伺服器支援搜尋功能時，則可使用下列的搜尋功能。
用「Music Server」以顯示出的可用伺服器執行下列程序。
1. 以 / ，選擇內有所要播放音樂檔案的伺服器，然後選擇 ENTER。
2. 以 / ，選擇「搜尋」資料夾，然後按下 ENTER。「搜尋」資料夾內有下列三個
資料夾。
• 「Search by Artist」：用演出者名稱搜尋時選擇這個。
• 「Search by Album」：用專輯標題搜尋時選擇這個。
• 「Search by Track」：用曲目標題搜尋時選擇這個。
3. 以 / ，選擇此資料夾，然後按下 ENTER。
4. 輸入字元串來搜尋，然後按下 ENTER。然後，會顯示出搜尋結果。
5. 以 / ，選擇要播放的音樂檔案，然後選擇 ENTER。

從電腦控制遠端播放
可用本機操作家庭網路中的電腦以播放電腦儲存的音樂檔案。本機支援 Windows
Media® Player 12 遠端播放功能。若要以 Windows Media® Player 12 執行本機的
遠端播放，則須事先進行設定。
設定電腦
1. 打開電腦並啟動 Windows Media® Player 12。
2. 在「Stream」選單中選擇「Turn on media streaming」，隨即顯示出對話方塊。
• 如果已打開媒體流，選擇「Stream」選單中的「More streaming options...」隨
即顯示出網路播放裝置清單，然後前往步驟 4。
3. 按一下「Turn on media streaming」顯示出網路播放裝置清單。
4. 在「Media streaming options」中選擇本機並確定其已設定為「Allow」。
5. 點按「OK」關閉對話方塊。
6. 打開「Stream」選單並確定勾選了「Allow remote control of my Player...」。
• 可選擇的項目名稱會因 Windows Media® Player 的版本而與上述的名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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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選擇的項目名稱會因 Windows Media® Player 的版本而與上述的名稱不同。

❏ 支援的音訊格式 (
57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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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的音訊格式
本機支援下列的音樂檔案格式。不支援 FLAC 和 DSD 的遠端播放。

DSD (.dsf/.dﬀ/.DSF/.DFF)：
• 支援的格式：DSF/DSDIFF
• 支援的採樣率：2.8 MHz, 5.6 MHz

MP3 (.mp3/.MP3)：
• 支援的格式：MPEG-1/MPEG-2 Audio Layer 3
• 支援的採樣率：44.1 kHz, 48 kHz
• 支援的比特率：8 kbps 到 320 kbps 之間，以及 VBR

• 在播放以 VBR（可變位比特率）錄製的檔案時，可能無法正確地顯示出播放時
間。
• 遠端播放不支援無縫播放。

WMA (.wma/.WMA):
• 支援的採樣率：44.1 kHz, 48 kHz
• 支援的比特率：5 kbps 到 320 kbps 之間，以及 VBR
• 不支援 WMA Pro/Voice/WMA Lossless 格式。
WAV (.wav/.WAV)：
WAV 檔案包含未壓縮的 PCM 數位音訊。
• 支援的採樣率：44.1 kHz, 48 kHz, 88.2 kHz, 96 kHz, 176.4 kHz, 192 kHz
• 量化位率：8 位，16 位，24 位
AIFF (.aiﬀ/.aif/.AIFF/.AIF):
AIFF 檔案包含未壓縮的 PCM 數位音訊。
• 支援的採樣率：44.1 kHz, 48 kHz, 88.2 kHz, 96 kHz, 176.4 kHz, 192 kHz
• 量化位率：8 位，16 位，24 位
AAC (.aac/.m4a/.mp4/.3gp/.3g2/.AAC/.M4A/.MP4/.3GP/.3G2):
• 支援的格式：MPEG-2/MPEG-4 音訊
• 支援的採樣率：44.1 kHz、48 kHz、88.2 kHz、96 kHz
• 支援的比特率：8 kbps 到 320 kbps 之間，以及 VBR
FLAC (.ﬂac/.FLAC)：
• 支援的採樣率：44.1 kHz, 48 kHz, 88.2 kHz, 96 kHz, 176.4 kHz, 192 kHz
• 量化位率：8 位，16 位，24 位
LPCM（線性 PCM）：
• 支援的採樣率：44.1 kHz, 48 kHz
• 量化位率：16 位
Apple Lossless (.m4a/.mp4/.M4A/.MP4):
• 支援的採樣率：44.1 kHz、48 kHz、88.2 kHz、96 kHz
• 量化位率：16 位，2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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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Queue
新增 Play Queue 資訊
1. 選擇應用程式畫面上的「INPUT」輸入並輕觸「USB」圖示。或者，選擇「NET」
輸入並輕觸「USB」圖示或「Music Server」圖示。（圖示名稱會因機型而有所不
同。）
在將 Pioneer Remote App（備有 iOS 或 Android™ 版本）下載至像是智慧型手機
和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時，您可將喜愛的播放清單（Play Queue 資訊）儲存到連接
本機之 USB 儲存裝置的音樂檔案中，以及連接到本機相同網路之電腦或 NAS 所儲
存的音樂檔案中，並且可以播放在播放清單上的音樂。Play Queue（播放佇列）資訊
會有效到本機的電源線從插座拔下時為止。

初始設定
1.
2.
3.
4.

用本機的網路設定將本機連線至您的家庭網路。
請從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TM Store 下載 Pioneer Remote App。
請將行動裝置連線至本機所連線的同一網路。
啟動 Pioneer Remote App 並選擇本機。

2. 輕觸所要新增曲目的「+」圖示，隨即開啟彈出視窗來新增 Play Queue 資訊。

3. 觸碰「Play Now 」、「Play Next 」或「Play Last 」圖示將曲目新增至
Play Queue。
• 如果 Play Queue 清單中沒有曲目，則只會顯示「Play N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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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和刪除

3. 若要刪除曲目，請輕觸曲目，並將垃圾桶圖示向左滑動直到圖示變成「
您的手指就會將曲目從 Play Queue 刪除。

」。放開

1. 選擇「NET」輸入，輕觸「Play Queue」 圖示，隨即進入 Play Queue 服務畫面。

2. 輕觸曲目的「

播放

」圖示來排序，然後將圖示拖曳到目的地。

在 Play Queue 加選「Play Now
始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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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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階至某個無線電台
請於本機開機時執行下列程序。

自動調諧
1. 重複按下 TUNER 可選擇「AM」或「FM」。
2. 按下 MODE，顯示器隨即顯示出「TunMode：Auto」。

3. 按下游標 / ，開始自動調諧並在找到電台後停止搜尋。調諧至某個無線電台
時，顯示螢幕的「TUNED」指示燈亮起。調到一個 FM 無線電台時，「STEREO」
指示燈亮起。

TUNER

/ / /
ENTER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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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FM 廣播接收不良：執行「手動調諧」的程序( p62).請注意，如果手動調
階，FM 廣播不管接收靈敏度如何都會變成單聲道而不是立體聲。

手動調諧
請注意，如果手動調階，FM 廣播不管接收靈敏度如何都會變成單聲道而不是立體
聲。
1. 重複按下 TUNER 可選擇「AM」或「FM」。
2. 按下 MODE，顯示器隨即顯示出「TunMode：Manual」。

3. 在按下游標 / 的同時一邊選擇所需的無線電台。
• 每按一次游標 / ，頻率的變更會是 1 的步長。如果一直按住，頻率就會持
續變更，並在按鈕鬆開時停止變更。

頻率步長設定
按遙控器上的 ，從顯示的主頁中選擇「System Setup」-「Miscellaneous」「Tuner」-「AM/FM Frequency Step」，然後選擇所在地區的頻率步長。專為台灣型
號預設的值為「10 kHz / 0.2 MHz」。請變更成「9 kHz / 0.05 MHz」。請注意，更改此
設定時，將會刪除所有無線電台預設值。

❏ 預設無線電台 (
62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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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無線電台
記錄程序
可預設高達 40 個喜愛的 AM/FM 電台。
調到要記錄的 AM/FM 電台後，請依下列程序進行。
1. 按 +Fav，顯示螢幕上的預設數字會閃爍。

2. 預設數字閃爍時（約 8 秒），重複按游標 / ，選擇 1 至 40 的數字。
3. 再次按 +Fav 以記錄電台。
預設數字會在記錄後停止閃爍。重複此步驟記錄下所有喜愛的 AM/FM 電台。

TUNER

/ / /
ENTER
CLEAR
+F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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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預設的無線電台
1. 按下 TUNER。
2. 按下游標 / 選擇一個預設數字。

刪除預設的無線電台
1. 按下 TUNER。
2. 按下游標 / 選擇要刪除的預設數字。
3. 按下 +Fav 後，趁預設數字閃爍時按下 CLEAR，即可將該預設數字刪除。刪除
後，該數字會從顯示螢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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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區功能
當主室（即本機所在之處）正在進行 7.1 聲道播放時，您可在另一房間 (ZONE 2) 同時享受 2 聲道的音訊。相同的音源可在主室和 ZONE 2 同時播放。此外，也可在這兩個房
間播放不同的音源。至於「NET」、「BLUETOOTH」或「USB」輸入選擇器，則只能對主室和另一房間選擇相同的音源。如果主室選擇「NET」，而另一房間選擇「BLUETOOTH」，
則主室的設定會切換為「BLUETOOTH」。主室和另一房間也不能選擇不同電台的為 AM/FM 廣播。

切換遙控模式
購買時的遙控器是主室控制模式。若要播放 ZONE 2 的音源，請將遙控器設成
ZONE 控制模式。若要再回到主室控制播放，請將遙控器還原到主室控制模式。
1. 在按住 MODE 的同時，也按住 ZONE 2 至少 3 秒鐘以上直到遙控指示燈閃爍
兩次。
• 遙控器模式隨即切換至控制 ZONE 2 模式。
• 若要還原至主室控制模式，請按住 MODE 同時也按住 MAIN 至少 3 秒鐘以上直
到遙控指示燈閃爍一次。

設定 ZONE
控制模式

設定 ZONE 控制模式

設定主室
控制模式

設定主室控制模式

ZONE 2

MAI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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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遙控器設成 ZONE 控制模式 ( p65)，然後執行下列操作。
1. 將遙控器指向主機，並按 。
• 主機顯示器上的「Z2」亮起。

2. 按下將要在另一房間播放之輸入源的輸入選擇器。在主機上按 ZONE
2-CONTROL 後，並在 8 秒內轉動輸入選擇器旋鈕，選擇要於另一房間內播放的
輸入源。
3. 若要調整另一房間中的或 ZONE 揚聲器的放大器，請用遙控器上的 VOL+/– 來調
整。若要在主機上進行調整，請按 ZONE 2-CONTROL 並在 8 秒內用 MASTER
VOLUME 旋鈕調整音量。
• 如果在多區播放期間將本機設為待機模式，Z2 指示燈會變暗，同時播放模式會切
換為只在另一房間中播放。當本機處於待機時將 ZONE 2 設成開啟也會將播放將
播放模式切換為只在另一房間中播放。
• 當 ZONE SPEAKER 正在播放音訊時，後置環繞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則無法播
放音訊。
• 外接 AV 元件的音訊只有當音訊是類比訊號時才能輸出到 ZONE 2。
• 使用「NET」或「USB」輸入選擇器進行選擇時，DSD 和 Dolby TrueHD 音訊訊號
不會輸出至 ZONE 2 。
• 如果 ZONE 2 開啟，則會增加待機功耗。
若要將功能設為 oﬀ：請在遙控器為 ZONE 控制模式時按下 。或者，按下主機上的
ZONE 2-ON/OFF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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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模式
在播放期間重複按「AUTO/DIRECT」、「SURR」或「STEREO」就可變更聆聽模式。

選擇聆聽模式
• AUTO/DIRECT、SURR 和 STEREO 的每個按鈕都會儲存上次所選的聆聽模
式。若播放的是與上次所選聆聽模式不相融的內容，則會自動選擇該內容最標準
的聆聽模式。
• 各聆聽模式效果的詳情請參閱「聆聽模式音效」( p70)。
• 至於各輸入訊號音訊格式可選的聆聽模式，請參閱「可選擇的聆聽模式」
( p73)。

AUTO/DIRECT
SURR
STER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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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R 按鈕

重複按，適合輸入訊號的聆聽模式將在「Auto Surround」、「Direct」和「Pure
Direct」之間切換。選擇其中一個模式後，隨即顯示出「Auto Surround」（或「Direct」
或「Pure Direct」），並自動選擇音訊格式最適合的聆聽模式（多聲道輸入訊號為
DTS、雙聲道輸入訊號為立體聲，諸如此類），且顯示器隨即會顯示「DTS」等指示
燈。

重複按下即可針對輸入訊號選擇音訊格式，並切換各種聆聽模式。選擇符合個人偏
好的模式。顯示螢幕將顯示所選的聆聽模式。

 STEREO 按鈕
可選擇「Stereo」模式，只從前置揚聲器或重低音揚聲器播放。

ՍᡑᡘұȄ

關於各聆聽模式之效果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聆聽模式音效」。如需瞭解輸入訊號中
各音訊格式可選的聆聽模式，請參閱「可選擇的聆聽模式」。

「Direct」模式會關閉可能影響音質的某些處理作業（例如音調控制功能）以享受更
佳音質。「Pure Direct」模式會關閉更多可能影響音質的處理作業，更忠實地重現原
始音效。此時 MCACC 的揚聲器校準將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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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按下

將如下依序續切換主機的顯示畫面。
輸入源與音量

聆聽模式

輸入格式

顯示會在幾秒鐘切換。
採樣頻率

輸入訊號解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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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選音訊格式。配上加入的聲道，例如後置環繞聲道就能錄製最大 7.1 的聲道。
• 若要傳輸此音訊格式，請透過 HDMI 纜線連接，並將播放器的音訊輸出設為比特
流輸出。

依字母順序

 Action
此範式適合播放有許多動作場景的電影。



 AdvancedGame

此一聆聽模式將實際聲道擴充成更多的播放聲道以適合所連接的揚聲器配置，將 2
聲道或 5.1 聲道分別擴充成 5.1 聲道或 7.1 聲道。除了傳統的揚聲器設定外，也支援
採用 Dolby 揚聲器技術的 Dolby Atmos 天花板嵌入式揚聲器和播放系統。

此範式適合播放遊戲內容。

 Classical



適合古典或歌劇音樂。此模式加強環繞立體聲聲道以擴寬音效影像，以及類比大廳
的天然混響。

此模式可忠實重現以 Dolby Atmos 音訊格式錄製的音效設計。
Dolby Atmos 音訊格式已用於設有最新設備的電影院，並能為家庭劇院帶來革命性
的音效體驗。不同於現有的環繞系統，Dolby Atmos 不依靠聲道，而是在三維空間中
準確放置各有獨立動作的聲音物件，且清晰度更佳。Dolby Atmos 是藍光光碟可選
的音訊格式，由聆聽者上方加入的聲場達成更具三維聲場的音效。
• 若要傳輸此音訊格式，請透過 HDMI 纜線連接，並將播放器的音訊輸出設為比特
流輸出。

 Drama
適用於 TV 攝影棚製作的 TV 秀。此模式增強整個聲音的環繞立體聲效果以為聲音
增加清晰度並創造逼真的聲像。

DD (Dolby Audio - DD)

 DSD

此模式可忠實重現以 Dolby Digital 音訊格式錄製的音效設計。
Dolby Laboratories, Inc. 所開發的 Dolby Digital 是一種多聲道的數位格式，廣泛用
於電影製作。這也是 DVD-Video 和藍光光碟的標準音訊格式。此格式可以在 DVDVideo 或藍光光碟上錄製最多 5.1 聲道；兩個前置聲道、一個中置聲道、兩個環繞聲
道，還有低音區專用的 LFE 聲道（重低音揚聲器的音效元素）。
• 若要傳輸此音訊格式，請透過數位電纜連接，並將播放器的音訊輸出設為比特流
輸出。



DTHD (Dolby Audio - TrueHD)

此模式可忠實重現以 Dolby TrueHD 音訊格式錄製的音效設計。
Dolby TrueHD 音訊格式是種「lossless」格式，以 MLP 無損壓縮技術為基礎加以擴
展，可忠實重現錄音室內所錄製的主要音訊。Dolby TrueHD 是以藍光光碟 5.1 聲道
為基礎的可選音訊格式。配上加入的聲道，例如後置環繞聲道就能錄製最大 7.1 的
聲道。7.1 聲道以 96 kHz/24 位元錄製，5.1 聲道則是以 192 kHz/24 位元錄製。
• 若要傳輸此音訊格式，請透過 HDMI 纜線連接，並將播放器的音訊輸出設為比特
流輸出。

 Dolby Atmos



DSur (Dolby Audio - DSur)

此模式適合播放以 DSD 錄製的音源。
• 本機支援 HDMI 輸入端子來的 DSD 訊號輸入。然而，會因所連接播放器的不同，
將播放器側的輸出設成 PCM 輸出時可能會獲得更棒的音效。
• 但如果藍光光碟／DVD 播放器的輸出設定不是設成 DSD 則無法選擇此聆聽模
式。

 DTS

DD+ (Dolby Audio - DD+)

此模式可忠實重現以 DTS 音訊格式錄製的音效設計。
DTS 音訊格式是 DTS, Inc. 公司開發出的多聲道數為格式。此格式是一種可選的
DVD-Video 音訊格式，也是藍光光碟的標準格式。能錄置 5.1 聲道；兩個前置聲道、
一個中置聲道、兩個環繞聲道，還有低音區專用的 LFE 聲道（重低音揚聲器的音效

此模式可忠實重現以 Dolby Digital Plus 音訊格式錄製的音效設計。
Dolby Digital Plus 格式是根據 Dolby Digital 改良而成，在資料位元率賦予了更大的
彈性，增加聲道數量並改善音質。Dolby Digital Plus 是以藍光光碟 5.1 聲道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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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TS Neural:X

元素）。內容在錄製時會包含大量資料，最高取樣率為 48 kHz，解析度 24 位元，位
元率為 1.5 Mbps。
• 若要傳輸此音訊格式，請透過數位電纜連接，並將播放器的音訊輸出設為比特流
輸出。

此一聆聽模式將實際聲道擴充成更多的播放聲道以適合所連接的揚聲器配置，將 2
聲道或 5.1 聲道分別擴充成 5.1 聲道或 7.1 聲道。

 DTS:X

 DTS 96/24

此模式可忠實重現 DTS:X 音訊格式錄製的音效設計。
DTS:X 音訊格式採混合方式，結合了傳統的聲道型格式（5.1 聲道與 7.1 聲道）及對
象型動態音訊混合，其特色為可準確定位聲音，並展現聲音的移動。
• 若要傳輸此音訊格式，請透過 HDMI 纜線連接，並將播放器的音訊輸出設為比特
流輸出。

此模式可忠實重現 DTS 96/24 音訊格式錄製的音效設計。
DTS 96/24 格式是 DVD-Video 和藍光光碟的一種音訊格式。能錄置 5.1 聲道；兩個
前置聲道、一個中置聲道、兩個環繞聲道，還有低音區專用的 LFE 聲道（重低音揚聲
器的音效元素）。可以細膩地重現出以 96 kHz 取樣率、24 位元解析度所錄製內容。
• 若要傳輸此音訊格式，請透過數位電纜連接，並將播放器的音訊輸出設為比特流
輸出。

 ES Discrete（DTS-ES Discrete）

 DTS Express

此模式可忠實重現 DTS-ES Discrete 音訊格式錄製的音效設計。
DTS-ES Discrete 是以 DVD-Video 和藍光光碟 5.1 聲道為基礎的可選音訊格式。
配上加入的後置環繞單聲道就能錄製最大 6.1 的聲道。
• 若要傳輸此音訊格式，請透過數位電纜連接，並將播放器的音訊輸出設為比特流
輸出。

此模式可忠實重現以 DTS Express 音訊格式錄製的音效設計。
DTS Express 是以藍光光碟 5.1 聲道為基礎的可選音訊格式。配上加入的聲道，例
如後置環繞聲道就能錄製最大 7.1 的聲道。此外亦支援低位元率。
• 若要傳輸此音訊格式，請透過 HDMI 纜線連接，並將播放器的音訊輸出設為比特
流輸出。

 ES Matrix (DTS-ES Matrix)

 DTS-HD HR (DTS-HD High Resolution Audio)

此模式可忠實重現 DTS-ES Matrix 音訊格式錄製的音效設計。
DTS-ES Matrix 是以 DVD-Video 和藍光光碟 5.1 聲道為基礎的可選音訊格式。以
矩陣編碼將後置環繞單聲道插入。在播放中，會以本機上的矩陣編碼器完成 6.1 聲
道的播放。
• 若要傳輸此音訊格式，請透過數位電纜連接，並將播放器的音訊輸出設為比特流
輸出。

此模式可忠實重現以 DTS-HD 高解析度音訊格式錄製的音效設計。
DTS-HD High Resolution Audio 是以藍光光碟 5.1 聲道為基礎的可選音訊格式。配
上加入的聲道，例如後置環繞聲道以 96 kHz 取樣率和 24 位元解析度就能錄製最
大 7.1 的聲道。
• 若要傳輸此音訊格式，請透過 HDMI 纜線連接，並將播放器的音訊輸出設為比特
流輸出。

 Ent.Show (Entertainment Show)

 DTS-HD MSTR (DTS-HD Master Audio)

適合搖滾或流行音樂。以此模式聆聽音樂可創造一種逼真的聲場和強大的聲像，就
像身臨夜總會或搖滾演唱會。

此模式可忠實重現 DTS-HD Master Audio 音訊格式錄製的音效設計。
DTS-HD Master Audio 是以藍光光碟 5.1 聲道為基礎的可選音訊格式。配上加入的
聲道，例如後置環繞聲道使用無損音訊再現技術就能錄製最大 7.1 的聲道。7.1 聲道
支援 96 kHz/24 位元，5.1 聲道則支援 192 kHz/24 位元。
• 若要傳輸此音訊格式，請透過 HDMI 纜線連接，並將播放器的音訊輸出設為比特
流輸出。

 Ext.Mono (Extended Mono)
在此模式下，所有揚聲器輸出都是相同的單聲道聲音，所以無論您站在聆聽室的哪里
聽音效果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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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式適用於背景音樂。立體聲將透過環繞揚聲器和前置揚聲器播放，以產生立體
聲像。

 F.S.Surround (Front Stage Surround)
在此模式下，即使僅使用兩個或三個揚聲器也能夠體驗虛擬多聲道環繞立體聲。這
是透過控制聲音到達收聽者左右耳的方式實現的。

 Mono
在此模式下，輸入訊號為類比或 PCM 時，左右前置揚聲器會以單聲道輸出聲音。

 PCM
此範式適合播放以多聲道 PCM 錄製的音源。

 Rock/Pop
此範式適合播放搖滾內容。

 Sports
此範式適合播放體育內容。

 Stereo
在此模式下聲音是從前置的左右揚聲器和重低音揚聲器輸出。

 Unplugged
適合音響、聲樂作品和爵士。此模式著重前聲場影像，猶如置身舞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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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據輸入音訊格式的訊號選擇各種聆聽模式。
• 立體聲範式可選擇用於任何音訊格式。
• 在 Pure Direct 範式下輸入類比訊號時，將切換為
Analog Direct 範式，將訊號直接傳送至放大器，而
不會通過 DSP (數位訊號處理器)。
• 連接耳機時可用的聆聽模式只有 Pure Direct 和立
體聲。

 可選擇的聆聽模式
輸入格式

聆聽模式

Analog

Stereo

輸入格式

聆聽模式

PCM
音樂檔案（DSD/Dolby
TrueHD 除外）

Stereo

Mono
DSur

Classical*1
Unplugged*1

Classical*1

Ent.Show*1

Unplugged*1

Drama*1

Ent.Show*1

AdvancedGame*1

Drama*1

Action*1

AdvancedGame*1

Rock/Pop*1

Action*1

Sports*1

Rock/Pop*1

Ext.Stereo*2

Sports*1

Ext.Mono*2

Ext.Stereo*2
F.S.Surround
*1
*2

DSur
DTS Neural:X

DTS Neural:X

Ext.Mono*2

Mono

F.S.Surround
*1
*2

需安裝環繞立體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
需安裝中置揚聲器、環繞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

需安裝環繞立體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
需安裝中置揚聲器、環繞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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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格式

聆聽模式

輸入格式

聆聽模式

輸入格式

聆聽模式

Multich PCM

Stereo

DSD

Stereo

Dolby Atmos
• 若未連接後置環繞揚
聲器或縱向揚聲器，則
可選擇
DD+ 或
DTHD 聆聽模式。

Stereo

PCM*1

DSD*1 *2

DSur

DSur

DTS Neural:X

DTS Neural:X

Classical

Classical

*2

Unplugged
Ent.Show

Unplugged

*2

Ent.Show

*2

Drama

AdvancedGame

AdvancedGame

Action

Action

*3

Rock/Pop

Rock/Pop

Sports

Sports

*2

*3

*2

Ext.Stereo

Ext.Stereo

Ext.Mono

Ext.Mono

*4

*3

*2
*3

Sports
Ext.Stereo
F.S.Surround

*4

F.S.Surround
需安裝中置揚聲器或環繞揚聲器。
需安裝環繞立體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
需安裝中置揚聲器、環繞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

Rock/Pop

Ext.Mono

*3

*3

Ent.Show

Action
*3

*2

Unplugged

AdvancedGame

*3

*3

*2

Classical

Drama

*3

Drama

*2

*1

*3

Dolby Atmos

F.S.Surround
*1
*2
*3
*4

輸入格式為單聲道或 2 聲道時無法選擇。
需安裝中置揚聲器或環繞揚聲器。
需安裝環繞立體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
需安裝中置揚聲器、環繞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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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格式
DD

*1
*2
*3
*4

聆聽模式

輸入格式

Stereo

DD+

聆聽模式

輸入格式

Stereo

DTHD

聆聽模式
Stereo

DD*1 *2

DD*1 *2

DSur
DTS Neural:X

DSur
DTS Neural:X

DSur
DTS Neural:X

Classical*3

Classical*3

Classical*3

Unplugged*3

Unplugged*3

Unplugged*3

Ent.Show*3

Ent.Show*3

Ent.Show*3

Drama*3

Drama*3

Drama*3

AdvancedGame*3

AdvancedGame*3

AdvancedGame*3

Action*3

Action*3

Action*3

Rock/Pop*3

Rock/Pop*3

Rock/Pop*3

Sports*3

Sports*3

Sports*3

Ext.Stereo*4

Ext.Stereo*4

Ext.Stereo*4

Ext.Mono*4

Ext.Mono*4

Ext.Mono*4

F.S.Surround

F.S.Surround

輸入格式為 2 聲道時無法選擇。
需安裝中置揚聲器或環繞揚聲器。
需安裝環繞立體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
需安裝中置揚聲器、環繞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

*1
*2
*3
*4

輸入格式為 2 聲道時無法選擇。
需安裝中置揚聲器或環繞揚聲器。
需安裝環繞立體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
需安裝中置揚聲器、環繞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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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HD*1 *2

F.S.Surround
*1
*2
*3
*4

輸入格式為 2 聲道時無法選擇。
需安裝中置揚聲器或環繞揚聲器。
需安裝環繞立體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
需安裝中置揚聲器、環繞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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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格式
DTS

聆聽模式

輸入格式
DTS 96/24

Stereo
DTS*1 *2

Classical*3

Classical*3

Classical*3

Unplugged

*3

Ent.Show

*3

Drama

Unplugged*3

*3

Ent.Show*3

*3

Drama

Drama*3

*3

AdvancedGame

AdvancedGame

AdvancedGame*3

Action

Action

Action*3

*3

*3

*3

*3

Rock/Pop

Rock/Pop

Sports

Sports

*3

Rock/Pop*3

*3

*3

Sports*3

*3

Ext.Stereo

Ext.Stereo

Ext.Stereo*4

Ext.Mono

Ext.Mono

Ext.Mono*4

*4

*4

*4

*4

F.S.Surround

*4

Stereo
DTS Express*1 *2
DSur
DTS Neural:X

*3

*3

聆聽模式

DSur
DTS Neural:X

Ent.Show

*2

輸入格式
DTS Express

Stereo
DTS 96/24*1 *2

DSur
DTS Neural:X
Unplugged

*1

聆聽模式

輸入格式為 2 聲道時無法選擇。
需安裝中置揚聲器或環繞揚聲器。
需安裝環繞立體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
需安裝中置揚聲器、環繞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

F.S.Surround
*1
*2
*3
*4

輸入格式為 2 聲道時無法選擇。
需安裝中置揚聲器或環繞揚聲器。
需安裝環繞立體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
需安裝中置揚聲器、環繞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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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Surround
*1
*2
*3
*4

輸入格式為 2 聲道時無法選擇。
需安裝中置揚聲器或環繞揚聲器。
需安裝環繞立體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
需安裝中置揚聲器、環繞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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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格式
DTS-HD HR

聆聽模式
Stereo
DTS-HD HR*1 *2

輸入格式
DTS-HD MSTR

*2
*3
*4

Stereo
DTS-HD MSTR*1 *2

輸入格式
DTS-ES

聆聽模式
Stereo
DTS*1

DSur
DTS Neural:X

DSur
DTS Neural:X

ES Matrix*2

Classical*3

Classical*3

Unplugged*3

Unplugged*3

Ent.Show*3

Ent.Show*3

DSur
DTS Neural:X

Drama

Drama*3

AdvancedGame*3

AdvancedGame*3

Action*3

Action*3

Rock/Pop*3

Rock/Pop*3

Sports*3

Sports*3

Ext.Stereo*4

Ext.Stereo*4

Ext.Mono*4

Ext.Mono*4

F.S.Surround

F.S.Surround

*3

*1

聆聽模式

輸入格式為 2 聲道時無法選擇。
需安裝中置揚聲器或環繞揚聲器。
需安裝環繞立體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
需安裝中置揚聲器、環繞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

*1
*2
*3
*4

輸入格式為 2 聲道時無法選擇。
需安裝中置揚聲器或環繞揚聲器。
需安裝環繞立體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
需安裝中置揚聲器、環繞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

ES Discrete*2

Classical*3
Unplugged*3
Ent.Show*3
Drama*3
AdvancedGame*3
Action*3
Rock/Pop*3
Sports*3
Ext.Stereo*4
Ext.Mono*4
F.S.Surround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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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未連接後置環繞揚聲器時才可選擇。
需安裝後置環繞揚聲器。
需安裝環繞立體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
需安裝中置揚聲器、環繞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

前面板≫ 後面板≫ 遙控器≫

目錄 ≫ 連接 ≫ 播放 ≫ 設定 ≫

輸入格式

聆聽模式

DTS:X

Stereo
DTS:X
Classical*1
Unplugged*1
Ent.Show*1
Drama*1
AdvancedGame*1
Action*1
Rock/Pop*1
Sports*1
Ext.Stereo*2
Ext.Mono*2
F.S.Surround

*1
*2

需安裝環繞立體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
需安裝中置揚聲器、環繞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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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設定
選單清單
您可利用本機的進階設定享受更歡樂的體驗。操作詳情請參閱「選單操作」(

p81)。

Input/Output
Assign

TV Out / OSD
HDMI Input
Video Input
Digital Audio Input
Analog Audio Input
Input Skip

進行會出現在 TV 上的 TV 輸出及螢幕顯示 (OSD) 的設定。
變更擇輸入選擇器和 HDMI IN 插孔之間的輸入分配。
變更輸入選擇器和 COMPONENT VIDEO IN 插孔及 VIDEO IN 插孔之間的輸入分配。
變更輸入選擇器和 DIGITAL IN COAXIAL/OPTICAL 插孔之間的輸入分配。
變更擇輸入選擇器和 AUDIO IN 插孔之間的輸入分配。
使用主機上的 INPUT SLECTOR 旋鈕或遙控器上的輸入選擇器做選擇時，可略過沒有任何裝置連接
的輸入。

p82
p82
p83
p83
p84
p84

Speaker

Conﬁguration
Crossover
Distance
Channel Level
Dolby Enabled Speaker

變更揚聲器連接環境的設定。
變更交叉頻率的設定。
設定各揚聲器至聆聽位置之間的距離。
調整各揚聲器的音量。
變更支援 Dolby 的揚聲器的設定。

p85
p85
p86
p87
p88

Audio Adjust

Dual Mono/Mono
Dolby
Volume

變更多路音訊播放的設定。
變更 Dolby 訊號輸入時的設定。
變更音量設定。

p88
p89
p89

Source

Input Volume Absorber
Name Edit
Audio Select

當本機所連接的多個裝置之間出現音亮度的差異時，調整音量度。
為各輸入設定一個好記的名稱。
當多個音源連接在一個輸入選擇器時，選擇出對輸入選擇的優先順序。

p89
p89
p90

Hardware

HDMI
Power Management
12V Trigger

變更 HDMI 功能設定。
變更節能功能設定。
為各輸入設定 12V 觸發輸出設定。

p90
p92
p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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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 Zone

Zone 2
Remote Play Zone

變更 Zone 2 設定。
變更遠端播放設定。

p94
p95

Miscellaneous

Tuner
Remote ID
Firmware Update
Initial Setup
Lock

變更調諧器的頻率步長。
變更遙控器的 ID。
變更韌體更新設定。
從設定選單進行初始設定。
鎖定設定選單使得設定無法變更。

p95
p95
p96
p96
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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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單操作
利用在 TV 上顯示的螢幕顯示 (OSD) 進行設定。
按遙控器上的
隨即顯示出主頁，接著用遙控器上的游標選擇系統設定並按
ENTER。

用遙控器游標的 / / / 按鈕選擇條目並按 ENTER 確認所做的選擇。
使用游標 / 變更預設值。
• 若要返回上一個畫面，請按 。
• 若要退出設定，請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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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Output Assign

 HDMI Input
變更擇輸入選擇器和 HDMI IN 插孔之間的輸入分配。

 TV Out / OSD
進行會出現在 TV 上的 TV 輸出及螢幕顯示 (OSD) 的設定。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1080p -> 4K
Upscaling

Oﬀ

使用支援 4K 的 TV 時，1080p HDMI 的視訊訊號輸
入也可自動升頻為 4K 輸出。
「Oﬀ」：不使用此功能時
「Auto」：要使用此功能時
• 如果電視不支援 4K，請選擇「Oﬀ」。

Super Resolution

2

將「1080p -> 4K Upscaling」設為「Auto」時，則可選
擇視訊訊號修正的程度為「Oﬀ」，以及「1」(弱) 到
「3」(強)。

OSD Language

English

選擇下列的螢幕顯示語言。
（北美地區型號）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義大
利文、荷蘭文、瑞典文
（台灣地區型號）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義大
利文、荷蘭文、瑞典文、俄文、中文

Impose OSD

On

設定是否要在 TV 螢幕上顯示出像是音量調整或輸
入切換的資訊。
「On」：OSD 在 TV 上顯示。
「Oﬀ」：OSD 不在 TV 上顯示。
• 即使選擇了「On」也可能會因為輸入訊號的關係
而不會顯示出 OSD。此時，請變更連接裝置的解
析度。

Screen Saver

3 minutes

設定開啟屏保的時間。
可選擇「3 minutes」、「5 minutes」、「10 minutes」和
「O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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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BD/DVD

HDMI 1
(HDCP 2.2)

「HDMI 1 (HDCP 2.2)」至「HDMI 4 (HDCP 2.2)」：
分配所需 HDMI IN 插孔至 BD/DVD 輸入選擇器。如
果您未指定插孔，請選擇「---」。要選擇一個已指定
至另一個輸入選擇器的 HDMI IN 插孔，請首先將其
設定更改為「---」。

CBL/SAT

HDMI 2
(HDCP 2.2)

「HDMI 1 (HDCP 2.2)」至「HDMI 4 (HDCP 2.2)」：
分配所需 HDMI IN 插孔至 CBL/SAT 輸入選擇器。
如果您未指定插孔，請選擇「---」。要選擇一個已指
定至另一個輸入選擇器的 HDMI IN 插孔，請首先將
其設定更改為「---」。

GAME

HDMI 3
(HDCP 2.2)

「HDMI 1 (HDCP 2.2)」至「HDMI 4 (HDCP 2.2)」：
分配所需 HDMI IN 插孔至 GAME 輸入選擇器。如果
您未指定插孔，請選擇「---」。要選擇一個已指定至另
一個輸入選擇器的 HDMI IN 插孔，請首先將其設定
更改為「---」。

STRM BOX

HDMI 4
(HDCP 2.2)

「HDMI 1 (HDCP 2.2)」至「HDMI 4 (HDCP 2.2)」：
分配所需 HDMI IN 插孔至 STRM BOX 輸入選擇
器。如果您未指定插孔，請選擇「---」。要選擇一個已
指定至另一個輸入選擇器的 HDMI IN 插孔，請首先
將其設定更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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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deo Input

 Digital Audio Input

變更輸入選擇器和 COMPONENT VIDEO IN 插孔及 VIDEO IN 插孔之間的輸入分
配。如果您未指定插孔，請選擇「---」。

變更輸入選擇器和 DIGITAL IN COAXIAL/OPTICAL 插孔之間的輸入分配。如果您
未指定插孔，請選擇「---」。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BD/DVD

COMPONENT

「COMPONENT」：分配 COMPONENT VIDEO IN
插孔至 BD/DVD 輸入選擇器。
「VIDEO 1」、「VIDEO 2」：分配所需 VIDEO IN 插
孔至 BD/DVD 輸入選擇器。
「COMPONENT」：分配 COMPONENT VIDEO IN
插孔至 CBL/SAT 輸入選擇器。
「VIDEO 1」、「VIDEO 2」：分配所需 VIDEO IN 插
孔至 CBL/SAT 輸入選擇器。

BD/DVD

---

CBL/SAT

---

「COAXIAL」、「OPTICAL」：分配所需 DIGITAL IN
插孔至 BD/DVD 輸入選擇器。
「COAXIAL」、「OPTICAL」：分配所需 DIGITAL IN
插孔至 CBL/SAT 輸入選擇器。

GAME

---

STRM BOX

---

CD

COAXIAL

「COAXIAL」、「OPTICAL」：分配所需 DIGITAL IN
插孔至 CD 輸入選擇器。

TV

OPTICAL

「COAXIAL」、「OPTICAL」：分配所需 DIGITAL IN
插孔至 TV 輸入選擇器。

CBL/SAT

GAME

STRM BOX

VIDEO 1

---

VIDEO 2

「COMPONENT」：分配 COMPONENT VIDEO IN
插孔至 GAME 輸入選擇器。
「VIDEO 1」、「VIDEO 2」：分配所需 VIDEO IN 插
孔至 GAME 輸入選擇器。
「COMPONENT」：分配 COMPONENT VIDEO IN
插孔至 STRM BOX 輸入選擇器。
「VIDEO 1」、「VIDEO 2」：分配所需 VIDEO IN 插
孔至 STRM BOX 輸入選擇器。

「COAXIAL」、「OPTICAL」：分配所需 DIGITAL IN
插孔至 GAME 輸入選擇器。
「COAXIAL」、「OPTICAL」：分配所需 DIGITAL IN
插孔至 STRM BOX 輸入選擇器。

• 數位輸入 PCM 訊號（立體聲、單聲道）支援的採樣率為 32kHz、44.1kHz、48kHz、
88.2kHz、96kHz/16 位元、20 位元和 24 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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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log Audio Input

 Input Skip

變更擇輸入選擇器和 AUDIO IN 插孔之間的輸入分配。如果您未指定插孔，請選擇
「---」。

使用主機上的 INPUT SELECTOR 旋鈕或遙控器上的
可略過沒有任何裝置連接的輸入。

/

輸入選擇器做選擇時，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BD/DVD

AUDIO 1

BD/DVD

Use

設定是否略過 BD/DVD 輸入選擇器。選擇「Skip」，
略過此輸入。

CBL/SAT

AUDIO 2

「AUDIO 1」到「AUDIO 4」：分配所需 AUDIO IN 插
孔至 BD/DVD 輸入選擇器。
「AUDIO 1」到「AUDIO 4」：分配所需 AUDIO IN 插
孔至 CBL/SAT 輸入選擇器。

CBL/SAT

Use

設定是否略過 CBL/SAT 輸入選擇器。選擇「Skip」，
略過此輸入。

GAME

---

GAME

Use

設定是否略過 GAME 輸入選擇器。選擇「Skip」，略
過此輸入。

STRM BOX

AUDIO 3

「AUDIO 1」到「AUDIO 4」：分配所需 AUDIO IN 插
孔至 GAME 輸入選擇器。
「AUDIO 1」到「AUDIO 4」：分配所需 AUDIO IN 插
孔至 STRM BOX 輸入選擇器。

STRM BOX

Use

設定是否略過 STRM BOX 輸入選擇器。選擇
「Skip」，略過此輸入。

CD

AUDIO 4

HDMI 5

Use

設定是否略過 HDMI 5 輸入選擇器。選擇「Skip」，
略過此輸入。

TV

---

「AUDIO 1」到「AUDIO 4」：分配所需 AUDIO IN 插
孔至 CD 輸入選擇器。
「AUDIO 1」到「AUDIO 4」：分配所需 AUDIO IN 插
孔至 TV 輸入選擇器。

HDMI 6

Use

設定是否略過 HDMI 6 輸入選擇器。選擇「Skip」，
略過此輸入。

AUX

Use

設定是否略過 AUX 輸入選擇器。選擇「Skip」，略過
此輸入。

CD

Use

設定是否略過 CD 輸入選擇器。選擇「Skip」，略過
此輸入。

TV

Use

設定是否略過 TV 輸入選擇器。選擇「Skip」，略過
此輸入。

PHONO

Use

設定是否略過 PHONO 輸入選擇器。選擇「Skip」，
略過此輸入。

TUNER

Use

設定是否略過 TUNER 輸入選擇器。選擇「Skip」，
略過此輸入。

NET

Use

設定是否略過 NET 輸入選擇器。選擇「Skip」，略過
此輸入。

USB FRONT

Use

設定是否略過 USB FRONT 輸入選擇器。選擇
「Skip」，略過此輸入。

USB REAR

Use

設定是否略過 USB REAR 輸入選擇器。選擇
「Skip」，略過此輸入。

BLUETOOTH

Use

設定是否略過 BLUETOOTH 輸入選擇器。選擇
「Skip」，略過此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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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Crossover
變更交叉頻率的設定。

 Conﬁguration
變更揚聲器連接環境的設定。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Speaker
Channels

7.1 ch

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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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5.1.2 ch」來配合所連接的揚聲器聲
道數。

Subwoofer

Yes

設定是否連接了重低音。
「Yes」：已連接重低音時
「No」：未連接重低音揚聲器時

Height Speaker

Top Middle

如果縱向揚聲器連接至 SURROUND BACK 或
HEIGHT 端子，請設定揚聲器類型。
根據所連接揚聲器的類型和佈局，選擇「Front
High」、「Top Front」、「Top Middle」、「Top Rear」、
「Rear High」、「Dolby Speaker (Front)」或「Dolby
Speaker (Surr)」。
• 若正確連接後仍無法選擇項目，請確認「Speaker
Channels」中的設定與連接的聲道數相符。

Zone Speaker

No

設定揚聲器是否連接至 Zone 2 揚聲器的端子。
「Zone 2」：當揚聲器連接至 Zone 2 揚聲器端子時
「No」：當揚聲器未連接至 Zone 2 揚聲器端子時

Bi-Amp

No

設定前置揚聲器是否採雙功放連接方式。
「No」：當前置揚聲器不是以雙功放方式連接時
「Yes」：當前置揚聲器以雙功放方式連接時
• 如果「Zone Speaker」設定為「Zone 2」，則此設定
固定為「No」。
• 如果已經安裝後置環繞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那麼
不能選擇此設定。

Speaker
Impedance

6ohms

設定所連接揚聲器的阻抗 (Ω)。
「4ohms」：如果任一揚聲器的阻抗介於 4 Ω 至 6 Ω
之間時
「6ohms」：當所連接揚聲器的阻抗均為 6 Ω 或以
上時
• 關於阻抗，請查閱揚聲器後方指示情況或參閱其使
用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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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Front

Small

設定各聲道的低音範圍功能，設定包括小或大。
「Small」：適用於低音範圍功能有限的小型揚聲器
「Large」：適用於有足夠低音範圍功能的全範圍揚
聲器
• 若「Conﬁguration」-「Subwoofer」設定為「No」，
「Front」將固定為「Large」，而且其他聲道的低音
範圍將從前置揚聲器輸出。請參閱揚聲器的使用
說明書來進行設定。

Center

Small

設定各聲道的低音範圍功能，設定包括小或大。
「Small」：適用於低音範圍功能有限的小型揚聲器
「Large」：適用於有足夠低音範圍功能的全範圍揚
聲器
• 「Front」設定為「Small」時，此選項設為「Small」。
• 若正確連接後仍無法選擇項目，請確認
「Conﬁguration」-「Speaker Channels」中的設定
與連接的聲道數相符。

Height

Small

設定各聲道的低音範圍功能，設定包括小或大。
「Small」：適用於低音範圍功能有限的小型揚聲器
「Large」：適用於有足夠低音範圍功能的全範圍揚
聲器
• 「Front」設定為「Small」時，此選項設為「Small」。
• 若正確連接後仍無法選擇項目，請確認
「Conﬁguration」-「Speaker Channels」中的設定
與連接的聲道數相符。

Surround

Small

設定各聲道的低音範圍功能，設定包括小或大。
「Small」：適用於低音範圍功能有限的小型揚聲器
「Large」：適用於有足夠低音範圍功能的全範圍揚
聲器
• 「Front」設定為「Small」時，此選項設為「Small」。
• 若正確連接後仍無法選擇項目，請確認
「Conﬁguration」-「Speaker Channels」中的設定
與連接的聲道數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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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Surround Back

Small

設定各聲道的低音範圍功能，設定包括小或大。
「Small」：適用於低音範圍功能有限的小型揚聲器
「Large」：適用於有足夠低音範圍功能的全範圍揚
聲器
• 「Surround」設定為「Small」時，此選項設為
「Small」。
• 若正確連接後仍無法選擇項目，請確認
「Conﬁguration」-「Speaker Channels」中的設定
與連接的聲道數相符。

Crossover

Double Bass

80Hz

Oﬀ

 Distance
設定各揚聲器至聆聽位置之間的距離。

當揚聲器設定為「Small」時，請將 Hz 設在要讓其他
揚聲器播放低音的頻率以下，並將 Hz 設在要讓 LFE
(低頻效應) 播放低音的頻率以下。
可以設定「50Hz」至「200Hz」之間的值。
只有「Conﬁguration」-「Subwoofer」設定為「Yes」，
且「Front」設定為「Large」時才能選擇此選項。
通過從前置左、右揚聲器以及中置揚聲器向重低音揚
聲器傳送低音以加強低音輸出。
「On」：低音輸出將得到加強
「Oﬀ」：低音輸出將不會得到加強
• 即使您已進行Full Auto MCACC，該設定也不會自
動進行配置。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Front Left

10.0 ft/3.00 m

設定各揚聲器和聆聽位置之間的距離。

Center

10.0 ft/3.00 m

設定各揚聲器和聆聽位置之間的距離。

Front Right

10.0 ft/3.00 m

設定各揚聲器和聆聽位置之間的距離。

Height Left

10.0 ft/3.00 m

設定各揚聲器和聆聽位置之間的距離。
• 若「Conﬁguration」-「Zone Speaker」已設為
「Zone 2」且開啟了「Zone 2」時，則無法變更此
設定。

Height Right

10.0 ft/3.00 m

設定各揚聲器和聆聽位置之間的距離。
• 若「Conﬁguration」-「Zone Speaker」已設為
「Zone 2」且開啟了「Zone 2」時，則無法變更此
設定。

Surround Right

10.0 ft/3.00 m

設定各揚聲器和聆聽位置之間的距離。

Surr Back Right

10.0 ft/3.00 m

設定各揚聲器和聆聽位置之間的距離。
• 若「Conﬁguration」-「Zone Speaker」已設為
「Zone 2」且開啟了「Zone 2」時，則無法變更此
設定。

Surr Back Left

10.0 ft/3.00 m

設定各揚聲器和聆聽位置之間的距離。
• 若「Conﬁguration」-「Zone Speaker」已設為
「Zone 2」且開啟了「Zone 2」時，則無法變更此
設定。

Surround Left

10.0 ft/3.00 m

設定各揚聲器和聆聽位置之間的距離。

Subwoofer

10.0 ft/3.00 m

設定各揚聲器和聆聽位置之間的距離。

• 按下遙控器上的 MODE 按鈕可切換距離單位。使用「feet」為單位時，可用的設定值從 0.1
ft 到 30.0 ft 並以 0.1 ft 為增量單位。如使用「meter」為單位時，可用的設定值從 0.03 m 到
9.00 m 並以 0.03 m 為增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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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各揚聲器的音量。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Front Left

0.0 dB

選擇「-12.0 dB」至「+12.0 dB」之間的一個值 (每次
調整 0.5 dB)。每次您更改值時，就會發出一聲測試
音。選擇想要的音量。

Center

0.0 dB

選擇「-12.0 dB」至「+12.0 dB」之間的一個值 (每次
調整 0.5 dB)。每次您更改值時，就會發出一聲測試
音。選擇想要的音量。

Front Right

0.0 dB

選擇「-12.0 dB」至「+12.0 dB」之間的一個值 (每次
調整 0.5 dB)。每次您更改值時，就會發出一聲測試
音。選擇想要的音量。

Height Left

0.0 dB

選擇「-12.0 dB」至「+12.0 dB」之間的一個值 (每次
調整 0.5 dB)。每次您更改值時，就會發出一聲測試
音。選擇想要的音量。
• 「Conﬁguration」-「Zone Speaker」中已設定
「Zone 2」且 Zone 2 為開啟時，無法變更此設
定。

Height Right

0.0 dB

選擇「-12.0 dB」至「+12.0 dB」之間的一個值 (每次
調整 0.5 dB)。每次您更改值時，就會發出一聲測試
音。選擇想要的音量。
• 「Conﬁguration」-「Zone Speaker」中已設定
「Zone 2」且 Zone 2 為開啟時，無法變更此設
定。

Surround Right

0.0 dB

選擇「-12.0 dB」至「+12.0 dB」之間的一個值 (每次
調整 0.5 dB)。每次您更改值時，就會發出一聲測試
音。選擇想要的音量。

Surr Back Right

0.0 dB

選擇「-12.0 dB」至「+12.0 dB」之間的一個值 (每次
調整 0.5 dB)。每次您更改值時，就會發出一聲測試
音。選擇想要的音量。
• 「Conﬁguration」-「Zone Speaker」中已設定
「Zone 2」且 Zone 2 為開啟時，無法變更此設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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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Surr Back Left

0.0 dB

選擇「-12.0 dB」至「+12.0 dB」之間的一個值 (每次
調整 0.5 dB)。每次您更改值時，就會發出一聲測試
音。選擇想要的音量。
• 「Conﬁguration」-「Zone Speaker」中已設定
「Zone 2」且 Zone 2 為開啟時，無法變更此設
定。

Surround Left

0.0 dB

選擇「-12.0 dB」至「+12.0 dB」之間的一個值 (每次
調整 0.5 dB)。每次您更改值時，就會發出一聲測試
音。選擇想要的音量。

Subwoofer

0.0 dB

選擇「-15.0 dB」至「+12.0 dB」之間的一個值 (每次
調整 0.5 dB)。每次您更改值時，就會發出一聲測試
音。選擇想要的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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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lby Enabled Speaker
變更支援 Dolby 的揚聲器的設定。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Dolby Enabled
Speaker to
Ceiling

6.0 ft/1.80 m

Reﬂex Optimizer

Oﬀ

設定支援 Dolby 的揚聲器至天花板的距離。選擇
「0.1 ft/0.03 m」和「15.0 ft/4.50 m」（以 0.1 ft/
0.03 m 為單位）。
• 會以「Distance」設定中所選的單位做為距離顯示
的單位 (ft/m)。
可增強天花板上支援 Dolby 的揚聲器的反射效應。
「Oﬀ」：不使用此功能時
「On」：使用此功能時
• 如果聆聽模式為 Pure Direct，此功能不會作用。

 Dual Mono/Mono
變更多路音訊播放的設定。

• 當「Conﬁguration」-「Height Speaker」設定為「Dolby Speaker」時，才能選擇此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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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Dual Mono

Main

播放多路音訊或多語言廣播等時設定輸出的音訊聲
道或語言。
「Main」：僅限主聲道
「Sub」:僅限副聲道
「Main/Sub」:將同時輸出主、副聲道。
按鈕隨
• 至於多路音訊廣播，若按下遙控器上的
即會在主機顯示器顯示出上「1+1」。

Mono Input
Channel

Left + Right

設定播放任何 2-ch數位音源（如 Dolby Digital 或單
聲道聆聽模式下的 2-ch類比／PCM 音源）時使用的
輸入聲道。
「Left」:僅限左聲道
「Right」:僅限右聲道
「Left + Right」:左右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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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lby
變更 Dolby 訊號輸入時的設定。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Loudness
Management

On

播放 Dolby TrueHD 時，請啟用對話正常化功能，使
對話維持在固定的音量。請注意，若此設定為關閉，
則播放 Dolby Digital Plus/Dolby TrueHD 時，可讓您
以低音量享受環繞音效的 DRC 也會固定關閉。
「On」：使用此功能時
「Oﬀ」：不使用此功能時

 Input Volume Absorber
當本機所連接的多個裝置之間出現音亮度的差異時，調整音量度。選擇輸入選擇器
進行設定。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Input Volume
Absorber

0.0 dB

選擇「-12.0 dB」和「+12.0 dB」之間的一個值。如果
目標裝置的音量高於其它裝置的音量，請設定一個負
值，如果較小則設定一個正值。若要檢查音效，請播
放所連接裝置。
• 此功能在 Zone 2 中無效。

 Volume
變更音量設定。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Name Edit

Mute Level

-∞dB

靜音開啟時，將音量設定為低於聆聽音量以下。從
「-∞dB」、「-40dB」和「-20dB」中選擇一個值。

為各輸入設定一個好記的名稱。所設定的名稱會顯示在主機顯示螢幕上。選擇輸入
選擇器進行設定。

Volume Limit

Oﬀ

Power On Level

Last

設定最大值以防音量變得太大聲。從「Oﬀ」、
「-32 dB」至「+17 dB」之間選擇一個值。
設定開啟電源時的音量等級。選擇「Last」（進入待機
範式前的音量）、「-∞ dB」或「-81.5 dB」和
「+18.0 dB」之間的一個值。
• 設定的值不可以大於「Volume Limit」。

Headphone Level 0.0 dB

調整耳機的輸出音量。選擇「-12.0 dB」和
「+12.0 dB」之間的一個值。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Name Edit

Input name

1.用游標選擇一個字元或符號後按 ENTER。
重複此操作可輸入最多達 10 個字元。
「A/a」：切換大小寫。（按下遙控器上的 MODE 也
可切換大小寫。）
"←" "→"：依箭頭方向移動游標。
「 」：刪除游標左邊的一個字元。
「 」：輸入一個空格。
• 按遙控器上的 CLEAR 將移除全部輸入字元。
2.輸入後，用游標選擇「OK」並按 ENTER。
輸入名稱將被儲存。

• 要給某個預設無線電台命名，按遙控器上的 TUNER，選擇 AM/FM 並選擇預設數字。
• 如選擇了「NET」、「USB」或「BLUETOOTH」輸入，則無法進行此項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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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o Select
選擇當輸入選擇器連接多個音源（如連接至「BD/DVD」HDMI IN 插孔和「BD/
DVD」AUDIO IN 插孔）時的優先輸入選擇。此設定可以單獨設定到各輸入選擇器。
選擇輸入選擇器進行設定。請注意，有些預設值無法變更。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Audio Select

BD/DVD：
HDMI
CBL/SAT：
HDMI
GAME：
HDMI
STRM BOX：
HDMI
CD：
COAXIAL
TV：
OPTICAL
PHONO：
Analog

「ARC」：ARC 相容 TV 的輸入訊號優先時。
• 只有「Hardware」-「HDMI」-「Audio Return
Channel」設定為「Auto」且選擇了「TV」輸入時，才
可選擇該設定。
「HDMI」：HDMI IN 插孔的輸入訊號優先時
• 只有「Input/Output Assign」-「HDMI Input」設定
中將輸入分配至 HDMI 插孔時，才可選擇此項目。
「COAXIAL」：DIGITAL IN COAXIAL 插孔的輸入
訊號優先時
• 只有「Input/Output Assign」-「Digital Audio
Input」設定中將輸入分配至 COAXIAL 插孔時，才
可選擇此項目。
「OPTICAL」：DIGITAL IN OPTICAL 插孔的輸入訊
號優先時
• 只有「Input/Output Assign」-「Digital Audio
Input」設定中將輸入分配至 OPTICAL 插孔時，才
可選擇此項目。
「Analog」:不管輸入訊號如何，總是以類比音訊輸出
• 只有「Input/Output Assign」-「Analog Audio
Input」設定中將輸入分配至 AUDIO IN 插孔時，才
可選擇此項目。

Fixed PCM

Oﬀ

在「Audio Select」設定中選擇「HDMI」、
「COAXIAL」或「OPTICAL」時，選擇是否要將輸
入訊號固定成（除了多聲道 PCM 外） PCM。播放
PCM 音源時在音軌開始時如果有雜音產生或截斷，
請將此項設成「On」。通常選擇「Oﬀ」。
• 每次「Audio Select」一有變更，此設定就會還原
成「Oﬀ」。

 HDMI
變更 HDMI 功能設定。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HDMI CEC

Oﬀ

設定為「On」可啟用 HDMI 連接之 CEC 相容裝置的
輸入選擇連結以及其它連結功能。
「On」：使用此功能時
「Oﬀ」：不使用此功能時
變更此設定時，請將所有連接裝置的電源先關閉後
再開啟。
• 是否需在 TV 上設定連結則取決於所用的 TV 。
• 將其設定為「On」並關閉操作畫面時，主機顯示器
會顯示出連接的 CEC 相容裝置的名稱和「CEC
On」。
• 當此設定為「On」時，待機模式中的耗電可能會增
加。（根據 TV 狀態，本機可能會進入正常待機模
式。）
• 當此設定設為「On」且音訊是由 TV 揚聲器輸出
時，如果操作主機上的 MASTER VOLUME 旋鈕，
則本機連接的揚聲器也會輸出音訊。若只要從其中
的一個輸出音訊時，請變更本機或 TV 的設定，或
是降低本機的音量。
• 再將此設為「On」後如發現異常，則請設成「Oﬀ」。
• 若連接的是 CEC 不相的裝置或並不確定是否相容
時，請設成「Oﬀ」。

• 選擇「TUNER」、「NET」、「USB」或「BLUETOOTH」輸入時，不能變更此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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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HDMI Standby
Through

Oﬀ

只要此項目不是設在「Oﬀ」，縱使本機是待機模式中，
仍然可在 TV 上播放 HDMI 連接的播放器中的視訊
和音訊。此外，當「HDMI CEC」設定為「On」時，只能
選擇「Auto」和「Auto (Eco)」。如果您要選擇其他項
目，請將「HDMI CEC」設為「Oﬀ」。
• 除了「Oﬀ」以外的任何設定都將增加待機模式時
的功耗。
「BD/DVD」、「CBL/SAT」、「GAME」、「STRM
BOX」、「HDMI 5」、「HDMI 6」：舉例來說，如果選擇
「BD/DVD」，即使本機在待機模式中，也可在 TV 上
播放「BD/DVD」插孔連接的裝置。若已定好要在那
個播放器用此功能時，請選擇此設定。
「Last」：可在 TV 播放本機切換為待機前所選擇的
視訊和音訊輸入。
「Auto」、「Auto (Eco)」:當連接的播放器合規 CEC
標準時，可選擇這兩項中的一項。然後，不管本機在
切換至待機之前所選的輸入為何，都能使用 CEC 連
結功能將播放器的視訊和音訊播放在 TV 上。
• 若要在 TV 上播放非合規的 CEC 播放器，請將本
機開啟並切換輸入設定。
• 如使用 CEC 合規的 TV，則可選擇「Auto (Eco)」
以降低待機功耗。

Audio Return
Channel

Auto (*)

經由本機連接的揚聲器，可享受到 HDMI 連接之
ARC 相容 TV 音效的聆聽。
* 若要使用此功能，請先將「HDMI CEC」設定為
「On」。
「Auto」：經由本機的揚聲器享受 TV 音效的聆聽
「Oﬀ」：未使用 ARC 功能時

Auto Delay

On

此設定會根據 HDMI Lip Sync 相容 TV 提供的資訊
自動校正任何視訊和音訊訊號間的不同步。
「On」：啟用自動校正功能時
「Oﬀ」：不啟用自動校正功能時

Audio TV Out

Oﬀ

本機開啟時，您可透過 TV 揚聲器聆聽音訊。
「On」：使用此功能時
「Oﬀ」：不使用此功能時
• 如果「HDMI CEC」設為「On」，該設定則會固定為
「Auto」。若要變更此設定，請將「HDMI CEC」設
為「Oﬀ」。
• 「Audio TV Out」設為「On」且音訊正從 TV 揚聲
器輸出時無法變更聆聽模式。
• 即使設為「On」，音訊也可能會因 TV 或連接裝置
之輸入訊號的不同而無法從 TV 揚聲器輸出音訊。
此時，音訊會從本機的揚聲器輸出。
• 當 TV 揚聲器輸出的音訊成為本機的輸入音訊時，
若操作本機的 MASTER VOLUME 旋鈕就會將音
訊從本機輸出。如果不想輸出音訊，請變更本機或
TV 設定，或降低本機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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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節能功能設定。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Sleep Timer

Oﬀ

指定時間到達時本機自動進入待機模式。選擇
「30 minutes」、「60 minutes」和「90 minutes」之中
的一個值。
「Oﬀ」：本機不會自動進入待機模式。

Auto Standby

Oﬀ

當本機無視訊或音訊輸入地閑置 20 分鐘時，此設
定會讓本機其自動進入待機模式。（啟用了「USB
Power Out at Standby」或「Network Standby」後，
本機會進入功耗增加最少的 HYBRID STANDBY 模
式。）
「On」：本機自動進入待機模式（「AUTO STBY」亮
起）。
「Oﬀ」：本機不會自動進入待機模式。
• 自動待機前 30 秒，主機的顯示器和 TV 螢幕會顯
示出「Auto Standby」。
• Zone 2 啟動時「Auto Standby」不運行。
當「HDMI Standby Through」開啟時，啟用或停用
「Auto Standby」。
「On」：啟用此設定。
「Oﬀ」：停用此設定。
• 如果「Auto Standby」和「HDMI Standby
Through」設定為「Oﬀ」，則無法將此設定設定為
「On」。

Auto Standby in
HDMI Standby
Through

Oﬀ

USB Power Out
at Standby

Oﬀ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Network Standby

On

當這項功能為「On」時，您可使用可控制本機的應用
程式（如 iControlAV5）透過網路開啟本機電源。
• 使用「Network Standby」功能時，即使本機處於
待機模式功耗也會增加，但自動進入 HYBRID
STANDBY 模式（僅運行必要電路），可將功耗的
增加量降至最低。
• 網路連線中斷時，可停用「Network Standby」以
減少耗電量。此時，可用遙控器或主機上的電源按
鈕開啟本。

Bluetooth
Wakeup

Oﬀ

本功能可從連接的支援 Bluetooth 裝置喚醒待機中
的本機。
「On」：使用此功能時
「Oﬀ」：不使用此功能時
• 本功能為「On」時，即使本機處於待機模式功耗也
會增加，但自動進入 HYBRID STANDBY 模式
（僅運行必要電路），可將功耗的增加量降至最
低。
• 如果「Network/Bluetooth」-「Bluetooth」-「Auto
Input Change」設定為「Oﬀ」，則此設定會固定為
「Oﬀ」。

• 如果無法選擇「Network Standby」和「Bluetooth Wakeup」，請稍候。在網路功能啟動後，
才會能選擇。

此功能設成「On」後，即使本機處於待機模式中也能
供電給 USB 埠所連接的裝置。
• 使用此功能時，即使本機處於待機模式功耗也會增
加，但自動進入 HYBRID STANDBY 模式（僅運行
必要電路），可將功耗的增加量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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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要何時透過 12 V TRIGGER OUT 插孔輸出控制訊號（最大 12 V/100 mA）。可
為各輸入選擇器設定不同設定。當您連接本機與一個外部裝置（配有 12V 觸發輸入
插孔）時，您可啟用電源連結操作。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BD/DVD

Oﬀ

為各輸入設定 12V 觸發輸出設定。
「Oﬀ」：無輸出
「Main」：當選擇「BD/DVD」做為主室的輸入源時
輸出。
「Zone2」：當選擇「BD/DVD」做為 ZONE2 的輸入
源時輸出。

CBL/SAT

GAME

STRM BOX

Oﬀ

Oﬀ

Oﬀ

為各輸入設定 12V 觸發輸出設定。
「Oﬀ」：無輸出
「Main」：當選擇「CBL/SAT」做為主室的輸入源時
輸出。
「Zone2」：當選擇「CBL/SAT」做為 ZONE2 的輸入
源時輸出。
為各輸入設定 12V 觸發輸出設定。
「Oﬀ」：無輸出
「Main」：當選擇「GAME」做為主室的輸入源時輸
出。
「Zone2」：當選擇「GAME」做為 ZONE2 的輸入源
時輸出。
為各輸入設定 12V 觸發輸出設定。
「Oﬀ」：無輸出
「Main」：當選擇「STRM BOX」做為主室的輸入源
時輸出。
「Zone2」：當選擇「STRM BOX」做為 ZONE2 的輸
入源時輸出。

HDMI 5

Oﬀ

為各輸入設定 12V 觸發輸出設定。
「Oﬀ」：無輸出
「Main」：當選擇「HDMI 5」做為主室的輸入源時輸
出。

HDMI 6

Oﬀ

為各輸入設定 12V 觸發輸出設定。
「Oﬀ」：無輸出
「Main」：當選擇「HDMI 6」做為主室的輸入源時輸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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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AUX

Oﬀ

為各輸入設定 12V 觸發輸出設定。
「Oﬀ」：無輸出
「Main」：當選擇「AUX」做為主室的輸入源時輸出。
「Zone2」：當選擇「AUX」做為 ZONE2 的輸入源時
輸出。

CD

Oﬀ

為各輸入設定 12V 觸發輸出設定。
「Oﬀ」：無輸出
「Main」：當選擇「CD」做為主室的輸入源時輸出。
「Zone2」：當選擇「CD」做為 ZONE2 的輸入源時
輸出。

TV

Oﬀ

為各輸入設定 12V 觸發輸出設定。
「Oﬀ」：無輸出
「Main」：當選擇「TV」做為主室的輸入源時輸出。
「Zone2」：當選擇「TV」做為 ZONE2 的輸入源時
輸出。

PHONO

Oﬀ

為各輸入設定 12V 觸發輸出設定。
「Oﬀ」：無輸出
「Main」：當選擇「PHONO」做為主室的輸入源時
輸出。
「Zone2」：當選擇「PHONO」做為 ZONE2 的輸入
源時輸出。

TUNER

Oﬀ

為各輸入設定 12V 觸發輸出設定。
「Oﬀ」：無輸出
「Main」：當選擇「TUNER」做為主室的輸入源時輸
出。
「Zone2」：當選擇「TUNER」做為 ZONE2 的輸入
源時輸出。

NET

Oﬀ

為各輸入設定 12V 觸發輸出設定。
「Oﬀ」：無輸出
「Main」：當選擇「NET」做為主室的輸入源時輸出。
「Zone2」：當選擇「NET」做為 ZONE2 的輸入源時
輸出。

USB FRONT

Oﬀ

為各輸入設定 12V 觸發輸出設定。
「Oﬀ」：無輸出
「Main」：當選擇「USB FRONT」做為主室的輸入源
時輸出。
「Zone2」：當選擇「USB FRONT」做為 ZONE2 的
輸入源時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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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USB REAR

Oﬀ

為各輸入設定 12V 觸發輸出設定。
「Oﬀ」：無輸出
「Main」：當選擇「USB REAR」做為主室的輸入源
時輸出。
「Zone2」：當選擇「USB REAR」做為 ZONE2 的輸
入源時輸出。

BLUETOOTH

Oﬀ

Multi Zone
 Zone 2
變更 Zone 2 設定。

為各輸入設定 12V 觸發輸出設定。
「Oﬀ」：無輸出
「Main」：當選擇「BLUETOOTH」做為主室的輸入
源時輸出。
「Zone2」：當選擇「BLUETOOTH」做為 ZONE2 的
輸入源時輸出。

94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Output Level

Fixed

選擇在輸出至 Zone 2 時，是要在另一房間或本機上
調整預置主放大器的音量。
「Fixed」：在另一房間的預置主放大器上調整
「Variable」：在本機上調整

Volume Limit

Oﬀ

設定 Zone 2 的最大音量，避免音量過高。選擇「Oﬀ」
或「-32 dB」和「+17 dB」之間的一個值。

Power On Level

Last

設定本機開啟時 Zone 2 的音量。選擇「Last」（本
機關閉之前的音量）、「-∞ dB」或「-81.5 dB」和
「+18.0 dB」之間的一個值。
• 設定的值不可以大於「Volume Limit」。

Bass

0 dB

調整 Zone 2 的低音音量。選擇「-10 dB」和
「+10 dB」之間的一個值。

Treble

0 dB

調整 Zone 2 的高音音量。選擇「-10 dB」和
「+10 dB」之間的一個值。

Balance

0

設定 Zone 2 的左右平衡。選擇「L + 10」至「R + 10」
之間的一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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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ote Play Zone
變更遠端播放設定。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Remote Play
Zone

Auto

使用 AirPlay 或 Spotify Connect 播放時，或從電腦
使用音樂伺服器功能進行遠端播放時，可設定是否要
在主室（本機位置）或在另一房間 (ZONE 2) 播放。
「Auto」：主室輸入為 NET 時，音樂將在主室播放。
另一房間的輸入為 NET 而主室輸入為 NET 以外的
其他設定時，音樂將在另一房間播放。
「Main」、「Zone 2」：將播放區域限制在特定房間時
請選擇此設定。例如，只在另一房間播放時，請選擇
「Zone 2」。
• 若已使用相同網路功能進行播放，此功能可能無
法使用。

 Tuner
變更調諧器的頻率步長。
設定項

預設值

AM/FM
Frequency Step

10 kHz/0.2 MHz 選擇適合您居住地區的頻率步長。
選擇「10 kHz/0.2 MHz」或「9 kHz/0.05 MHz」。
• 更改此設定時，將會刪除所有電台預設值。

設定詳情

 Remote ID
變更遙控器的 ID。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Remote ID

1

從「1」、「2」和「3」中為本機遙控器選擇一個 ID，以
防止本機與安裝在同一室內的其他 Pioneer 元件之
間相互干擾。更改主機 ID 後，請按照以下步驟相應地
更改遙控器的 ID。
在按住 MODE 按鈕的同時，按下列按鈕約 3 秒。
（遙控指示燈
• 若要將遙控器 ID 變更為「1」：
閃爍一次。）
（遙控指示
• 若要將遙控器 ID 變更為「2」：
燈閃爍兩次。）
（遙控指示燈
• 若要將遙控器 ID 變更為「3」：
閃爍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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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韌體更新設定。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Update Notice

Enable

有韌體更新時會以網路通知。
「Enable」:通知更新
「Disable」：不通知更新

Version

-

顯示韌體目前版本。

Update via
NET

-

按下 ENTER 選擇以網路更新韌體的預訂時間。
• 當無法存取網際網路或沒有可更新的韌體時則無
法選擇此功能。

Update via
USB

-

在經由 USB 更新韌體時按下 ENTER 來選擇。
• 如果未連接 USB 儲存裝置或 USB 儲存裝置中沒
有可更新的韌體時則無法此設定。

• 如果無法選擇「Firmware Update」，請稍候。在網路功能啟動後，才會能選擇。

 Initial Setup
從設定選單進行初始設定。
• 如果無法選擇「Initial Setup」，請稍候。在網路功能啟動後，才會能選擇。

 Lock
鎖定設定選單使得設定無法變更。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Setup Parameter

Unlocked

鎖定設定選單使得設定無法變更。
「Locked」：選單鎖定。
「Unlocked」：選單處於解鎖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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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單操作
自動設定揚聲器，或對均衡器進行必要的變更。也可檢查各揚聲器設定所設的當前
值。
利用在 TV 上顯示的螢幕顯示 (OSD) 進行設定。
按遙控器上的
以顯示主頁，接著用遙控器上的游標選擇 MCACC 並按 ENTER。

用遙控器游標的 / / / 按鈕選擇條目並按 ENTER 確認所做的選擇。
使用游標 / 變更預設值。
• 若要返回上一個畫面，請按 。
• 若要退出設定，請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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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連接的揚聲器配置。

將產品隨附的揚聲器設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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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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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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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本機突然關閉電源，表示揚聲器電纜的線路可能碰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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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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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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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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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測量的結果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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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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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除揚聲器設定麥克風。

MCACC
SETUP MIC

若要將揚聲器設定麥克風放在三腳架上，請參閱圖解將其放置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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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 Adjust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Height Left

0 dB

使用游標 / 選擇了「63 Hz」和「16 kHz」之間
的揚聲器頻率後，請使用 / 將音量頻率調整至
「-12.0 dB」和「+12.0 dB」之間。
• 只有在「System Setup」-「Speaker」「Crossover」中將此揚聲器設定為「Large」時才
能選擇「63 Hz」。
• 「Conﬁguration」-「Zone Speaker」中已設定
「Zone 2」且 Zone 2 為開啟時，無法變更此設
定。
• 若正確連接後仍無法選擇項目，請確認「System
Setup」-「Speaker」-「Conﬁguration」-「Speaker
Channels」中的設定與連接聲道數相符。

Height Right

0 dB

使用游標 / 選擇了「63 Hz」和「16 kHz」之間
的揚聲器頻率後，請使用 / 將音量頻率調整至
「-12.0 dB」和「+12.0 dB」之間。
• 只有在「System Setup」-「Speaker」「Crossover」中將此揚聲器設定為「Large」時才
能選擇「63 Hz」。
• 「Conﬁguration」-「Zone Speaker」中已設定
「Zone 2」且 Zone 2 為開啟時，無法變更此設
定。
• 若正確連接後仍無法選擇項目，請確認「System
Setup」-「Speaker」-「Conﬁguration」-「Speaker
Channels」中的設定與連接聲道數相符。

Surround Right

0 dB

使用游標 / 選擇了「63 Hz」和「16 kHz」之間
的揚聲器頻率後，請使用 / 將音量頻率調整至
「-12.0 dB」和「+12.0 dB」之間。
• 只有在「System Setup」-「Speaker」「Crossover」中將此揚聲器設定為「Large」時才
能選擇「63 Hz」。
• 若正確連接後仍無法選擇項目，請確認「System
Setup」-「Speaker」-「Conﬁguration」-「Speaker
Channels」中的設定與連接聲道數相符。

如果執行 Full Auto MCACC，將自動設定，但您也可依據個人偏好，針對每個連接揚
聲器的範圍調整輸出音量。您可調整每個揚聲器不同聲音範圍的音量。您可以在預
設 1 至 3 中設定三個等化器。重低音揚聲器最多可選擇 4 個頻段，所有其他揚聲器
則最多可選擇 9 個頻段。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Front Left

0 dB

使用游標 / 選擇了「63 Hz」和「16 kHz」之間
的揚聲器頻率後，請使用 / 將音量頻率調整至
「-12.0 dB」和「+12.0 dB」之間。
• 只有在「System Setup」-「Speaker」「Crossover」中將此揚聲器設定為「Large」時才
能選擇「63 Hz」。

Center

0 dB

使用游標 / 選擇了「63 Hz」和「16 kHz」之間
的揚聲器頻率後，請使用 / 將音量頻率調整至
「-12.0 dB」和「+12.0 dB」之間。
• 只有在「System Setup」-「Speaker」「Crossover」中將此揚聲器設定為「Large」時才
能選擇「63 Hz」。
• 若正確連接後仍無法選擇項目，請確認「System
Setup」-「Speaker」-「Conﬁguration」-「Speaker
Channels」中的設定與連接聲道數相符。

Front Right

0 dB

使用游標 / 選擇了「63 Hz」和「16 kHz」之間
的揚聲器頻率後，請使用 / 將音量頻率調整至
「-12.0 dB」和「+12.0 dB」之間。
• 只有在「System Setup」-「Speaker」「Crossover」中將此揚聲器設定為「Large」時才
能選擇「63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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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Surr Back Right

0 dB

使用游標 / 選擇了「63 Hz」和「16 kHz」之間
的揚聲器頻率後，請使用 / 將音量頻率調整至
「-12.0 dB」和「+12.0 dB」之間。
• 只有在「System Setup」-「Speaker」「Crossover」中將此揚聲器設定為「Large」時才
能選擇「63 Hz」。
• 「Conﬁguration」-「Zone Speaker」中已設定
「Zone 2」且 Zone 2 為開啟時，無法變更此設
定。
• 若正確連接後仍無法選擇項目，請確認「System
Setup」-「Speaker」-「Conﬁguration」-「Speaker
Channels」中的設定與連接聲道數相符。

Subwoofer

0 dB

使用游標 / 選擇了「31 Hz」和「250 Hz」之間
的揚聲器頻率後，請使用 / 將音量頻率調整至
「-12.0 dB」和「+12.0 dB」之間。
• 若「System Setup」-「Speaker」-「Conﬁguration」「Subwoofer」設定為「No」，則無法選擇此設定。

Surr Back Left

0 dB

使用游標 / 選擇了「63 Hz」和「16 kHz」之間
的揚聲器頻率後，請使用 / 將音量頻率調整至
「-12.0 dB」和「+12.0 dB」之間。
• 只有在「System Setup」-「Speaker」「Crossover」中將此揚聲器設定為「Large」時才
能選擇「63 Hz」。
• 「Conﬁguration」-「Zone Speaker」中已設定
「Zone 2」且 Zone 2 為開啟時，無法變更此設
定。
• 若正確連接後仍無法選擇項目，請確認「System
Setup」-「Speaker」-「Conﬁguration」-「Speaker
Channels」中的設定與連接聲道數相符。

Surround Left

0 dB

使用游標 / 選擇了「63 Hz」和「16 kHz」之間
的揚聲器頻率後，請使用 / 將音量頻率調整至
「-12.0 dB」和「+12.0 dB」之間。
• 只有在「System Setup」-「Speaker」「Crossover」中將此揚聲器設定為「Large」時才
能選擇「63 Hz」。
• 若正確連接後仍無法選擇項目，請確認「System
Setup」-「Speaker」-「Conﬁguration」-「Speaker
Channels」中的設定與連接聲道數相符。

• 結果值會因輸入源和聆聽模式設定的不同而可能與預期有所出入。
，然後在「AV Adjust」-「MCACC」-「Manual
• 若想在聆聽時進行調整，請按遙控器上的
EQ Select」中選擇所要的預設值。

100

前面板≫ 後面板≫ 遙控器≫

目錄 ≫ 連接 ≫ 播放 ≫ 設定 ≫
MCACC Data Check
您可以查看所連接的揚聲器聲道數量，以及為各揚聲器所設的內容和值。

 Speaker Setting
您可以查看所連接的揚聲器聲道數量，以及各揚聲器低音範圍重現功能的大小設
定。

 Channel Level
您可以查看各揚聲器的輸出音量設定。

 Speaker Distance
您可以查看各個揚聲器至聆聽位置之間的距離。

 Acoustic Calibration EQ
您可以查看設定在「Manual MCACC」中之各揚聲器的頻率特性校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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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Bluetooth
選單操作
進行與網路連線和 BLUETOOTH 有關的設定。
利用在 TV 上顯示的螢幕顯示 (OSD) 進行設定。
按遙控器上的
以顯示主頁，接著用遙控器上的游標選擇 Network/Bluetooth 並
按 ENTER。

用遙控器游標的 / / / 按鈕選擇條目並按 ENTER 確認所做的選擇。
使用游標 / 變更預設值。
• 若要返回上一個畫面，請按 。
• 若要退出設定，請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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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用 DHCP 配置 LAN 時，請將「DHCP」設為「Enable」以自動進行設定配置。
（「Enable」是預設設定。）要為各元件分配固定 IP 位址，您必須將「DHCP」設
定為「Disable」，在「IP Address」中為本機指派一個位址，並設定 LAN 相關資
訊，如子網路遮罩和閘道。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Wi-Fi

Oﬀ(Wired)

通過無線局域網路由器將本機連接到網路。
「On」：無線 LAN 連線
「Oﬀ (Wired)」：有線局域網連接
• 在「On」和「Oﬀ(Wired)」切換時，會停止網路服
務。此外，當正在群組播放時，取消群組播放一次，
然後切換設定。

Wi-Fi Setup

-

您可在顯示「Start」時按 ENTER 進行無線 LAN 設
定配置。

Wi-Fi Status

-

將顯示已連接的接入點的資訊。
「SSID」：連接的存取點的 SSID。
「Signal」:連接的存取點的訊號強度。
「Status」：已連接的接入點的狀態。

MAC Address

-

此為本機的 MAC 位址。
此值為元件特定，不能更改。

DHCP

Enable

「Enable」:由 DHCP 自動配置
「Disable」：不使用 DHCP 的手動配置
• 如果選擇「Disable」，您必須手動設定「IP
Address」、「Subnet Mask」、「Gateway」和
「DNS Server」。

IP Address

0.0.0.0

顯示/設定 IP 位址。

Subnet Mask

0.0.0.0

顯示/設定子網路遮罩。

Gateway

0.0.0.0

顯示/設定閘道。

DNS Server

0.0.0.0

顯示/設定主 DNS 伺服器。

Proxy URL

-

顯示／設定代理伺服器 URL。

Proxy Port

8080

當您輸入「Proxy URL」時顯示/設定代理伺服器埠
號。

設定項

預設值

Friendly Name

將顯示在其他連線網路裝置的本機裝置名稱，變更為
Pioneer VSXLX103 XXXXXX 容易辨識的名稱。
1.按下 ENTER 隨即顯示出 Edit 畫面。
2.用游標選擇一個字元或符號後按 ENTER。
重複此步驟，輸入 31 個以下的字元。
「A/a」：切換大小寫。(按遙控器上的 MODE 也可
切換大小寫。)
"←" "→"：移動游標至箭頭方向。
「 」：刪除游標左邊的一個字元。
「 」：輸入一個空格。
• 按遙控器上的 CLEAR 將移除全部輸入字元。
3.輸入後，用游標選擇「OK」並按 ENTER。
輸入名稱將被儲存。

AirPlay Passw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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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詳情

可設定最多 31 個字元的密碼，限制只有註冊的用戶
才能使用 AirPlay ®。
1.按下 ENTER 隨即顯示出 Edit 畫面。
2.用游標選擇一個字元或符號後按 ENTER。
重複此步驟，輸入 31 個以下的字元。
「A/a」：切換大小寫。(按遙控器上的 MODE 也可
切換大小寫。)
"←" "→"：移動游標至箭頭方向。
「 」：刪除游標左邊的一個字元。
「 」：輸入一個空格。
• 要選擇是否要用「」將密碼隱藏或以純文字顯
示，請按遙控器上的 +Fav。
• 按遙控器上的 CLEAR 將移除全部輸入字元。
3.輸入後，用游標選擇「OK」並按 ENTER。
輸入的密碼會予以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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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Usage Data

No

為了改善我們的產品與服務品質，本公司可能收集您
網路使用方式的相關資訊。選擇「Yes」，表示您同意
我們收集這些資訊。選擇「No」，表示您不同意我們
收集這些資訊。
• 也可在「隱私條款」確認後再進行設定。「隱私條
款」會再選擇了「Usage Data」並按下 ENTER 後
顯示出來。（相同的畫面只有在設定網路連線時會
顯示出來一次。）當您同意此一資訊收集時，此設定
也會變成「Yes」。請注意，若您同意隱私條款卻為
此設定選擇了「No」，則不會對此資訊進行收集。

Network Check

-

Bluetooth

您可檢查網路連線。
顯示「Start」時按 ENTER。

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Bluetooth

On

選擇是否使用 BLUETOOTH 功能。
「On」：使用 BLUETOOTH 功能，啟用與
BLUETOOTH 無線技術啟用裝置的連接。進行各種
BLUETOOTH 設定，也選擇「On」。
「Oﬀ」：未使用 BLUETOOTH 功能時

Auto Input
Change

On

從 BLUETOOTH 無線技術啟用裝置連接到本機時，
本機輸入會自動切換至「BLUETOOTH」。
「On」：連接有 BLUETOOTH 無線技術啟用裝置
時，輸入會自動切換至「BLUETOOTH」。
「Oﬀ」：停用此功能。
• 如果輸入未自動切換，請設為「Oﬀ」並手動更改輸
入。

Auto Reconnect

On

將輸入更改為「BLUETOOTH」後，可透過此功能自
動重新連接至上次所連接的 BLUETOOTH 無線技
術啟用裝置。
「On」：要使用此功能時
「Oﬀ」：不使用此功能時
• 此功能可能無法搭配某些 BLUETOOTH 無線技
術啟用裝置使用。

Pairing
Information

-

您可初始化本機儲存的配對資訊。
顯示「Clear」時按 ENTER 會初始化本機中儲存的
配對資訊。
• 此功能不會初始化 BLUETOOTH 無線技術啟用裝
置上的配對資訊。將本機與裝置重新配對之前，務
必事先清除 BLUETOOTH 無線技術啟用裝置上的
配對資訊。關於如何清除配對資訊的方法，請參見
BLUETOOTH 無線技術啟用裝置的使用說明書。

Device

-

顯示連接到本機的 BLUETOOTH 無線技術啟用裝
置名稱。
• 「Status」為「Ready」和「Pairing」時不顯示名
稱。

• 如果無法選擇「Network」，則請稍候。網路功能啟動後即可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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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項

預設值

設定詳情

Status

-

顯示連接到本機的 BLUETOOTH 無線技術啟用裝
置狀態。
「Ready」:未配對
「Pairing」:已配對
「Connected」:連接成功

• 如果無法選擇「Bluetooth」，請稍等。BLUETOOTH 功能啟動後將會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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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 調整
選單操作
可快速調整常用設定，例如音質調整等。
您可以在播放時在 TV 螢幕上進行設定。按遙控器上的 ，以顯示 AV 調整選單。
請注意，輸入選擇器為「CD」、「TV」、「PHONO」、「FM」或「AM」時， TV 螢幕不會
顯示，因此請遵循主機上的顯示螢幕進行操作。
AV Adjust

BD/DVD

Tone

Bass

Level

Treble

MCACC
Other

用遙控器游標的 / 按鈕選擇條目並按 ENTER 確認所做的選擇。
使用游標變更設定。
• 若要返回上一個畫面，請按 。
• 若要退出設定，請按 。

 Tone
Bass：增強或調製揚聲器的低音範圍。
Treble：增強或調製揚聲器的高音範圍。
• 若聆聽模式為 Direct 或 Pure Direct，無法設定此項。

 Level
Center：一邊聆聽音效一邊調整中置揚聲器的揚聲器音量位準。
Subwoofer：一邊聆聽音效一邊調整重低音揚聲器的揚聲器音量位準。
• 若將本機設成待機模式，則會將您所做的調整還原至上一次的狀態。

 MCACC
MCACC EQ：啟用或停用等化器功能，該功能可校正因室內聲音環境所導致的失真
現象。
• 如果聆聽模式為 Pure Direct，無法設定此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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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al EQ Select：從主頁，進入「MCACC」-「Manual MCACC」-「EQ Adjust」，
選擇「Preset 1」至「Preset 3」中的一個值。當設定為「Oﬀ」時，所有範圍都會套用同
一個聲場設定。
• 如果聆聽模式為 Pure Direct，無法設定此項。
Phase Control：校正低音範圍的相位干擾，藉此增強低音。以便忠實重現原音的深
沉低音。
• 如果聆聽模式為 Pure Direct，無法設定此項。
Theater Filter：調整處理聲道從而提升其高音區域，以使其適合於家庭影院。
• 若聆聽模式為 Direct 或 Pure Direct，無法設定此項。

 Other
Sound Delay：如果視訊慢於音訊，則可延遲音訊來抵銷差距。可為各輸入選擇器
設定不同設定。
• 如果聆聽模式為 Pure Direct 且輸入訊號為類比時，無法設定此項。
Sound Retriever：改善壓縮音訊的品質。有損壓縮檔案的播放音效，例如 MP3 將
得以改善。此設定可以單獨設定到各輸入選擇器。如果訊號為 48 kHz 或更低頻率，
此設定非常有效。此設定在比特流訊號中無效。
• 若聆聽模式為 Direct 或 Pure Direct，無法設定此項。
DRC：將微弱音效設成較為清晰可聽。觀賞午夜電影時可用來降低音量。只有播放
Dolby 系列和 DTS 系列的輸入訊號時，才能享受其音效。
• 若聆聽模式為 Direct 或 Pure Direct，無法設定此項。
• 在下列情況下無法使用此設定。
– 在播放 Dolby Digital Plus 或 Dolby TrueHD 時將「Loudness Management」
設定為「Oﬀ」的時候
– 當輸入訊號是 DTS:X 而且「Dialog Control」不是 0 dB 的時候
Center Spread:在 Dolby Audio - DSur 聆聽模式中播放時，可調整前置聲道的聲場
寬度。若要擴展右置和左置聲場寬度時，請設為「On」。若要將聲音集中在中置，則
設為「Oﬀ」。
• 根據揚聲器設定而套用「Oﬀ」。
Dialog Control:您可以 1 dB 為一段地將音訊的對話部分增高至 6 dB 以便在吵雜
環境中輕易地聽見對話。
• 除了 DTS:X 內容以外，其他內容無法設定此項。
• 此功能會因內容的不同而無法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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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設定
選單操作
DHCP：您可變更 DHCP 設定。如果選擇「Oﬀ」，請手動設定「IP Address」、
「Subnet Mask」、「Gateway」和「DNS Server」。

可在電腦、智慧型手機等裝置上的網路瀏覽器進行本機的網路功能設定。
以顯示主頁。
1. 按遙控器上的
2. 用游標選擇「Network/Bluetooth」-「Network」，然後記下「IP Address」中顯示
的 IP 位址。
3. 在您的電腦或智慧型手機上啟動網路瀏覽器並在 URL 欄中輸入本機的 IP 位
址。
4. 網路瀏覽器會顯示本機的資訊（網頁設定畫面）。

Proxy：顯示並設定代理伺服器的 URL。

5. 變更設定後，選擇「Save」儲存設定。
Device Information
您可變更 Friendly Name、設定 AirPlay 密碼等。
Control4：假如使用 Control4 系統，請註冊本機。
Firmware Update：選擇已下載至電腦的韌體檔案，以更新本機。
Network Setting
Status：您可檢視網路資訊，例如本機的 MAC 位址和 IP 位址。
Network Connection：可選擇網路連線方式。如果選擇「Wireless」，請從「Wi-Fi
Setup」中選擇要連接的存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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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體更新
本機的更新功能
本機具備透過網路或 USB 連接埠更新韌體（系統軟體）的功能。此功能可改善各種
操作及新增多種功能。
• 最新的更新資訊請見 Onkyo 網站。如果沒有可用的更新，就不需要更新本機韌
體。
• 更新前請確保未連接揚聲器設定麥克風。
• 更新韌體時，禁止下列事項：
– 斷開和重新連接纜線、USB 儲存裝置、揚聲器設定麥克風或耳機，或在本機上
執行操作，如關閉電源
– 從電腦或使用了應用程式的智慧型手機存取本機
• 不管是用網路或 USB 埠，要完成更新可能都需要大約 20 分鐘。這兩種更新方式
都能確保既有的設定。
本機連線網路時，會顯示出韌體更新通知。若要更新韌體，用遙控器上的游標按鈕
選擇「Update Now」並按 ENTER。顯示出「Completed!」後本機隨即自動進入待機
模式，而更新就已完成。
免責聲明：您需要自行承擔使用該程式和隨附線上文件的相關風險。
對於與您使用該程式或隨附線上文件相關的任何類型的任何損失任何索賠，無論是
否有法律依據，以及是否因侵權或合同而起，Onkyo 均不負任何責任，您也沒有任何
補救措施。
在任何情況下，Onkyo 對您或任何第三方承受的任何特殊、間接、偶爾或後果性損
失不負任何責任，包括但不限於補償、報銷或目前或潛在利潤的損失、資料丟失或任
何其他原因造成的損失。

❏ 經由網路更新韌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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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網路更新韌體
•
•
•
•
•

• 如果「Firmware Update」變灰且無法選中，請靜待其啟動。
• 如果沒有可更新的韌體，就無法選擇「Update via NET」。
3. 選擇「Update」後按下 ENTER 開始更新。
• 更新期間，TV 螢幕會因所更新程式的不同而可能變黑。此時，請在本機顯示器
上查看進度。更新完成並重新開啟電源前，TV 螢幕將保持變黑。
• 更新完成後會以「Completed!」顯示。
4. 按主機上的 STANDBY/ON 將本機切換至待機模式。程序已完成，且韌體已更
新至最新版本。
• 切勿使用遙控器上的 。

檢查本機已打開，且網路連接有保障。
關閉連線網路的控制器元件（如電腦）。
停止播放所有網路電台、USB 儲存裝置或伺服器內容。
如果已啟動多區功能，請將其關閉。
若「HDMI CEC」是設為「On」，請將其設定為「Oﬀ」。
–按
以顯示主頁畫面。接著選擇「System Setup」-「Hardware」-「HDMI」，
按 ENTER，選擇「HDMI CEC」並選擇「Oﬀ」。
* 螢幕上實際所示的說明雖可能有所不同，但操作和功能卻是相同。

更新

若顯示出錯誤訊息

1. 按 。
TV 螢幕顯示出主頁畫面。

如果發生錯誤，本機顯示器將顯示出「- Error!」。（代表一個英數字元。）請
參閱下列說明並確認。
錯誤代碼
• -01, -10:
未找到 LAN 電纜。請正確連接 LAN 電纜。
• -02, -03, -04, -05, -06, -11, -13, -14, -16, -17, -18, -20,
-21:
網路連接錯誤。檢查以下內容：
– 路由器是否已打開
– 本機和路由器是否經由網路連接
請將本機和路由器的電源線插頭拔下後再插上。這樣可能會解決問題。如果仍然
無法連接到網路，則可能是 DNS 伺服器或代理伺服器暫時停機。請跟您的網路
服務供應商確認伺服器操作狀態。

2. 用游標依序選擇「System Setup」-「Miscellaneous」-「Firmware Update」「Update via NET」，然後按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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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將電源插頭拔下後，再插入插座，然後從頭開始操作。

❏ 經由 USB 更新 (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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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 USB 更新
• 準備一個 128 MB 或更大的 USB 儲存裝置。USB 儲存裝置格式支援 FAT16 或
FAT32 檔案系統格式。
– 此功能不可使用插入 USB 讀卡器的媒體。
– 不支援帶安全功能的 USB 儲存裝置。
– 不支援 USB 集線器和帶集線器功能的 USB 裝置。切勿將這些裝置連接到本
機。
• 刪除 USB 儲存裝置上儲存的所有資料。
• 關閉連線網路的控制裝置（如電腦）。
• 停止播放所有網路電台、USB 儲存裝置或伺服器內容。
• 如果已啟動多區功能，請將其關閉。
• 若「HDMI CEC」是設為「On」，請將其設定為「Oﬀ」。
–按
以顯示主頁畫面。接著選擇「System Setup」-「Hardware」-「HDMI」，
按 ENTER，選擇「HDMI CEC」並選擇「Oﬀ」。

5. 按 。
TV 螢幕顯示出主頁畫面。

6. 用游標依序選擇「System Setup」-「Miscellaneous」-「Firmware Update」「Update via USB」，然後按 ENTER。

* 會因 USB 儲存裝置或其內容的不同而可能需要較長的載入時間、內容可能無法正確地
載入，或是可能無法正確地供電。
* 無論任何情況，Onkyo 對使用 USB 儲存裝置造成的任何資料丟失或損失或存儲故障一
概不承擔任何責任。對此請事先見諒。
* 螢幕上實際所示的說明雖可能有所不同，但操作和功能卻是相同。

更新

• 如果「Firmware Update」變灰且無法選中，請靜待其啟動。
• 如果沒有可更新的韌體，就無法選擇「Update via USB」。
7. 選擇「Update」後按下 ENTER 開始更新。
• 更新期間，TV 螢幕會因所更新程式的不同而可能變黑。此時，請在本機顯示器
上查看進度。更新完成並重新開啟電源前，TV 螢幕將保持變黑。
• 更新期間，切勿關閉電源、或是斷開連接或重新連接 USB 儲存裝置。
• 更新完成後會以「Completed!」顯示。
8. 從本機斷開 USB 儲存裝置。
9. 按主機上的 STANDBY/ON 將本機切換至待機模式。程序已完成，且韌體已更
新至最新版本。
• 切勿使用遙控器上的 。

1. 將 USB 儲存裝置連接到您的電腦。
2. 從 Onkyo 網站將韌體檔案下載到您的電腦並解壓縮。
韌體檔案會命名如下。
PIOAVR_.zip
在電腦上解壓縮檔案。解壓縮的檔案和檔案夾的數量會因型號而有所不同。
3. 將所有解壓縮的檔案和檔案夾複製到 USB 儲存裝置的根檔案夾。
• 一定要複製解壓縮後的檔案。
4. 將 USB 儲存裝置連接到本機 USB 埠。
• 如果 USB 儲存裝置隨附有 AC 適配器，請接上 AC 適配器並使用家用插座。
• 如果 USB 儲存裝置已分區，則每個分區均將視為獨立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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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顯示出錯誤訊息
如果發生錯誤，本機顯示器將顯示出「- Error!」。（代表一個英數字元。）請
參閱下列說明並確認。
錯誤代碼
• -01, -10:
無法識別的 USB 儲存裝置。檢查 USB 儲存裝置或 USB 線是否已正確地連接到
本機 USB 埠。
如果 USB 儲存裝置有自己的電源，將其連接到外部電源。
• -05, -13, -20, -21:
韌體檔不在 USB 儲存裝置的根檔案夾下，或者韌體檔案屬於另一型號。從下載
韌體檔案開始重試。
• 其他：
將電源插頭拔下後，再插入插座，然後從頭開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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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動啟動精靈進行初始設定
操作
購買裝置後初次開啟本機時，會在 TV 上自動顯示初始設定，請遵循螢幕指引，以簡
單的操作進行啟動的必要設定。
1. 將 TV 輸入切換至從本機所連接的輸入。
2. 在本機的遙控器內放入電池。
3. 按遙控器上的 開啟本機電源。
4. 用遙控器上的游標選擇項目並按 ENTER 確認您的選擇。若要返回上一個畫面，
請按 。

TV’s REMOTE

INPUT

Inputs
TV
HDMI 1
HDMI 2
HDMI 3

TV

/ / /
ENTER

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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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在半途即終止了初始設定，請將本機轉至待機模式。然後再次開啟電源即可重
新顯示初始設定。
除非已經完成了初始設定或是在首次畫面上以選擇了「Never Show Again」，否
則每次一開啟電源螢幕就會顯示初始設定。
• 初始設定完成後若要再次進行，請按 ，並選擇「System Setup」「Miscellaneous」-「Initial Setup」，然後按 ENTER。

 1. Speaker Setup

MCACC
SETUP MIC

選擇連接的揚聲器配置。
請注意，螢幕上的影像會隨您在「Speaker Channels」中選擇的聲道數而變更。

若要將揚聲器設定麥克風放在三腳架上，請參閱圖解。
2. 選擇「Next」並按下 ENTER。然後，各揚聲器會發出測試音調，並自動量測連接
的各個揚聲器及周造環境中的噪音。
3. 步驟 2 的測量結果會顯示出來。選擇「Next」並按下 ENTER。再次輸出測試音
調。然後，本機會自動設定最佳的音量、交叉頻率等等。
4. 測量完成時會顯示出測量結果。可用游標 / 檢查各個設定。選擇「Save」並按
ENTER 儲存設定。
5. 拔除揚聲器設定麥克風。

Speaker Setup

 3. Multi Zone Sound Check

 2. Full Auto MCACC

將測試音調輸出至 ZONE 2 以便能在主室之外的另一房間 (ZONE 2) 享受音訊的聆
聽。

請將隨附的揚聲器設定麥克風放在聆聽位置。本機會自動量測各揚聲器輸出的測試
音調並設定出各揚聲器、交叉頻率和聆聽位置距離上的最佳音量。也自動調整各揚
聲器的等化器並校正因室內聲音環境所導致的失真現象。
• 完成校正約需 3 至 12 分鐘。在測量期間，揚聲器會輸出高音量的測試音，因此請
注意周遭環境。此外，在測量期間儘可能保持室內安靜。
• 如果連接了重低音揚聲器，請檢查重低音揚聲器的電源及音量。將重低音揚聲器
的音量設在一半以上。
• 本機如突然關閉電源，表示揚聲器電纜的線路可能碰觸到後面板或其他線路，啟
動了保護電路。請重新將電線捲繞固定，且連接時確定揚聲器的線路未突出揚聲
器端子。

 4. Network Connection
進行網路連線設定。網路連線有兩種方式。
「Wired」：使用有線的 LAN 連線網路。
「Wireless」：使用像是無線局域網路由器的存取點做 Wi-Fi 連接。Wi-Fi 連線有兩
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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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與本機分享。
若選擇「Scan Networks」，還會出現其他兩種連接方式可供選擇。檢查以下內容：
「Enter Password」：輸入存取點的密碼 (或密鑰) 以連接。
「Push Button」：如果存取點有自動設定按鈕，則無需輸入密碼即可進行連接。
• 若未能顯示出存取點的 SSID，請在 SSID 清單畫面以游標 選擇「Other...」，並
按下 ENTER 然後遵照螢幕指示進行。

1. 將隨附的揚聲器設定麥克風放在聆聽位置，並將其連接至本機的 SETUP MIC 插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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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盤輸入
若要切換大小寫，請選擇螢幕上的「A/a」並按下遙控器上的 ENTER。
按下遙控器上的 +Fav 選擇是否要用「」將密碼隱藏或以純文字顯示出來。按遙控
器上的 CLEAR 將移除全部輸入字元。
• 進行網路設定時螢幕會顯示確認訊息，詢問是否同意隱私條款。如果同意，請選擇
「Accept」並按 ENTER。

 5.ARC Setup
若要連接 ARC 相容的 TV，請選擇「Yes」。開啟本機的 ARC 設定，則可經由本機聆
聽 TV 音訊。
• 若選擇了「Yes」而 HDMI CEC 功能已啟用，則會增加待機時的功耗。

116

前面板≫ 後面板≫ 遙控器≫

目錄 ≫ 連接 ≫ 播放 ≫ 設定 ≫

故障排除

 多區功能（僅限相容型號）
 遙控器
 顯示器
 其他

程序開始之前
只需打開/關閉電源或斷開/連接電源線即可解決問題，這比進行連接、設定和操作
步驟更為簡捷。在本機和所連裝置上嘗試較為簡單的措施。如果問題在於視訊或音
訊未輸出或 HDMI 連結操作無效，斷開/連接 HDMI 纜線可能會得以解決。重新連接
時，請小心勿彎曲 HDMI 纜線，否則，彎曲的 HDMI 纜線可能無法良好吻合。重新連
接後，請關閉並再次打開本機和所連接裝置的電源。
• AV 接收器中包含 microPC，用於訊號處理和控制功能。在極少數情況下，嚴重干
擾、外部源的噪音或靜電可能會使其鎖定。若發生這種情況，從插座上拔下電源
線並等待至少 5 秒鐘以上，然後重新插入。
• Onkyo 對因本機故障造成的錄製失敗帶來的損失（如 CD 租賃費）不負任何責
任。錄製重要資料之前，確保資料可正確錄製。

本機運作異常時
嘗試重新啟動本機
重設本機（將本機重設回預設值）
故障排除
 電源
 音訊
 聆聽模式
 視訊
 連結的操作
 調諧器
 BLUETOOTH 功能
 網路功能
 USB 儲存裝置
 無線 LAN 網路

118
118
118
119
119
119
121
122
122
123
123
124
125
125
117

前面板≫ 後面板≫ 遙控器≫

126
126
126
126

目錄 ≫ 連接 ≫ 播放 ≫ 設定 ≫
本機運作異常時
❏ 嘗試重新啟動本機
重新啟動本機可能會解決問題。將本機轉至待機模式後，按住主機上的 STANDBY/ON 按鈕至少 5 秒鐘以上，然後重新啟動本機。（會保留本機的設定。）若本機重新開機
後問題依然存在，請將本機和所連接裝置的電源線插頭拔下後再重新插入。

❏ 重設本機（將本機重設回預設值）
本機重新開機後若問題並未解決，請重設本機並將所有的設定均還原至購買時的出廠預設值。這樣可能會解決問題。當本機重設時，設定會還原至預設值。請在執行下列操
作前先記下您的設定內容。
1. 按住主機上的 AUTO/DIRECT 按鈕，同時按 STANDBY/ON。
2. 顯示器會顯示「Clear」表示已清除，而本機也會返回至待機狀態。顯示器的「Clear」未消失之前，請勿拔下電源線。
若要重設遙控器，在按住 MODE 的同時，也按住
按鈕至少 3 秒鐘以上直到遙控指示燈閃爍兩次。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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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電源
❏ 無法開啟本機
• 確保電源線已正確插入壁式插座。
• 從插座上拔下電源線並等待 5 秒或更長時間，然後重新插入。

(

p41)

(

p92)

(

p32)

❏ 本機意外關閉
• 在主頁功能中進行「System Setup」-「Hardware」-「Power Management」-「Auto Standby」設定時，本機會自動切換為待機。
• 保護電路功能可能已啟動。此時，如果電源再度開啟，主機顯示器會顯示出「AMP Diag Mode」，本機隨即進入對話模式已確認本機是否異常。結果如
未發現問題，顯示器上的「AMP Diag Mode」就會消失。然後就能正常使用本機。如果顯示器出現「CHECK SP WIRE」，則表示揚聲器電纜可能出現短
路。檢查揚聲器電纜的芯線是否接觸到另一個揚聲器電纜的芯線或是後面板，並在重新開啟電源時如果顯示出「NG」，請立即從插座拔下電源插頭並
諮詢經銷商。
• 保護電路功能可能因為本機的異常升溫而啟動。此時，縱使每次將電源開啟也會隨即一再的關閉。確保本機四周留有足夠的通風空間，並靜待本機溫度
下降。然後再次開啟電源。
警告：如果本機發出煙霧、氣味或異常噪音，請立即從插座拔下電源線並聯絡經銷商或 Onkyo 支援。

 音訊
•
•
•
•
•
•

確保揚聲器設定麥克風已不再連接。
確認所連接狀置的輸出插孔和本機輸入插孔之間的連接正確。
確保所有連線未彎曲、扭曲或損壞。
如果顯示螢幕上的
指示燈閃爍，請按遙控器上的
來取消靜音。
耳機連接到 PHONES 插孔時，揚聲器不輸出任何聲音。
當主頁中的「System Setup」-「Source」-「Audio Select」-「Fixed PCM」設為「On」時，除了 PCM 輸入外，其他的訊號都不會播放音效。將此設定改回
關閉。
上述都確認後如果問題依然存在，請檢查下列各項。

❏ 無 TV 音效
• 將本機的輸入選擇器變更到 TV 連接的端子位置。
• 如果 TV 不支援 ARC 功能，那麼除了以 HDMI 纜線連接以外，也可使用數位光纖電纜、數位同軸電纜或類比音訊電纜來連接 TV 和本機。

119

前面板≫ 後面板≫ 遙控器≫

目錄 ≫ 連接 ≫ 播放 ≫ 設定 ≫
❏ 所連接的播放器無音效
• 將本機的輸入選擇器變更到所連接播放器的端子位置。
• 在所連接的裝置上檢查數位音訊輸出設定。在部分主控台上，例如支援 DVD 的，預設的設定為關。
• 某些 DVD 視訊光碟需要從選單中選擇音訊輸出格式。

❏ 揚聲器無音效
• 確保揚聲器電纜 (+/-) 極性的正確，且裸線並未接觸到揚聲器端子的金屬部分。
• 確保揚聲器電纜未短路。
• 請參閱「連接揚聲器電纜」( p20) 確定揚聲器已正確連接。揚聲器連接環境的設定要在初始設定的「Speaker Setup」中進行。檢查「使用自動啟
動精靈進行初始設定」( p114)。
• 會因輸入訊號或聆聽模式的不同，揚聲器可能不會輸出太多音效。選擇其他的聆聽模式，確認是否有聲音輸出。
• 若安裝了後置環繞揚聲器（僅限相容機型），也務必要安裝環繞揚聲器。
• 使用雙功放連接方式 (僅限相容型號) 時，最多可播放 5.1 聲道。此外，使用雙功放連接方式時，務必移除揚聲器上的跳接條。

(

p20)

(

p85)

❏ 重低音揚聲器沒有聲音
如果前置揚聲器設定為「Large」且在 TV 或音樂等 2 聲道輸入期間，低音範圍內容將不會從重低音揚聲器輸出，而是改從前置揚聲器輸出。如果想從重低
音揚聲器輸出，請進行下列中的一項設定。
1. 將前置揚聲器設定變更為「Small」。
低音範圍內容將從重低音揚聲器輸出，而不是從前置揚聲器。如果您的前置揚聲器具有出色的低音範圍重現功能，則不建議變更此設定。
2. 將「Double Bass」變更為「On」。
前置揚聲器低音範圍的內容將同時從前置揚聲器和重低音揚聲器輸出。因此低音可能會太重。此時，請勿變更設定或以上述的選項 1 做為設定。
• 至於設定詳細情形，請參閱「System Setup」-「Speaker」-「Crossover」。
• 如果輸入訊號並無重低音音訊內容 (LFE)，則重低音揚聲器可能不會發出聲音。

❏ 可聽到噪音
• 將音訊針式纜線、電源線、揚聲器電纜等用札帶捆在一起可能會降低音訊性能。故請勿將各種電源線綑綁在一起。
• 音訊電纜可能會受到干擾。變更纜線位置。

❏ 無法聽到 HDMI IN 接收到的音訊的開頭
• 因為識別 HDMI 訊號的格式需要的時間比其他數位音訊訊號的長，所以音訊輸出可能不會立即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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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突然減弱
• 當本機內部溫度超過一定的溫度卻仍要加長本機的使用時間，則因量可能會自動降低以保護電路。

 聆聽模式
• 若要享受 Dolby Digital 等格式的數位環繞播放，需使用 HDMI 纜線、數位同軸電纜或數位光纖電纜連接以傳輸音訊訊號。需將所連接的藍光光碟播放
器等的音訊輸出設為比特流輸出。
數次以切換主機顯示畫面來查看輸入格式。
• 按遙控器上的
上述都確認後如果問題依然存在，請檢查下列各項。

❏ 無法選擇需要的聆聽模式
• 根據揚聲器的連接狀態，某些聆聽模式可能會無法選擇。請參閱「聆聽模式」中的「可選擇的聆聽模式」。

(

❏ 無法聆聽 Dolby TrueHD、Dolby Atmos 或 DTS-HD Master Audio 格式的音效（僅限相容型號）
• 若要聆聽 Dolby Atmos，需連接後置環繞揚聲器或縱向揚聲器。此外，只有在輸入訊號為 Dolby Atmos 格式時才能享受 Dolby Atmos 音效。
• 如果 Dolby TrueHD、Dolby Atmos 或 DTS-HD Master Audio 格式無法在音源格式中正確地輸出，請將所連接的藍光光碟播放器設定的「BD video
supplementary sound」（或重新編碼、次級音、影片附加音訊等）設定為「Oﬀ」。且在變更設定後將聆聽模式切換至各音源的模式並確認。

❏ 關於 DTS 訊號
• 若媒體突然從 DTS 切換為 PCM，可能無法立即開始 PCM 播放。此時，將播放器這邊的播放停止 3 秒鐘以上。然後重新開始播放。播放將會正常進
行。
• 在某些 CD 和 LD 播放器上，縱使該播放器已數位連接，可能也不會正常地進行 DTS 播放。如果對正在輸出的 DTS 訊號做了某些處理（例如，輸出音
量調整、採樣頻率轉檔或頻率特性轉檔），則本機可能無法將其式別為真正的 DTS 訊號而可能產生噪音。
• 在播放 DTS 相容的光碟時，若從播放器上進行暫停或略過操作，則可能產生短暫的噪音。但這並非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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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訊
• 確認所連接狀置的輸出插孔和本機輸入插孔之間的連接正確。
• 確保所有連線未彎曲、扭曲或損壞。
• 若 TV 影像模糊或不清晰，則可能是本機電源線或連接纜線受到干擾所致。此時，請將 TV 天線遠離本機纜線。
• 確認顯示器側輸入螢幕的切換正確，如 TV。
上述都確認後如果問題依然存在，請檢查下列各項。

❏ 無影像。
• 將本機的輸入選擇器變更到所連接播放器的端子位置。

❏ HDMI IN 插孔所連接的裝置無影像
• 本機處於待機範式時，要在 TV 上顯示來自所連接播放器的視訊，需要在主頁中啟用「System Setup」-「Hardware」-「HDMI」-「HDMI Standby
Through」。如需了解 HDMI Standby Through 功能的詳細資料，請參閱「System Setup」-「Hardware」-「■ HDMI」。
• 當通過 HDMI IN 插孔的視訊輸入未顯示時，請檢查主機顯示屏上是否顯示「Resolution Error」。在這種情況下，TV 並不支援來自播放器的視訊輸入的
解析度。變更播放器設定。
• 用 HDMI-DVI 配接器並不保證能正常操作。此外，也無法保證視訊訊號能從電腦輸出。

(

p91)

(

p106)

(

p90)

❏ 影像閃爍
• 播放器輸出的解析度可能並不與 TV 解析度相容。如果是用 HDMI 纜線連接至本機的播放器，請變更播放器上的輸出解析度。此外，變更 TV 上的螢幕
模式可能也可以解決此問題。

❏ 視訊與音訊不同步
• 會因 TV 設定與連接環境的不同而出現視訊慢於音訊的情況。根據設定及與 TV 連接的情況，視訊可能出現相對慢於音訊之情形。若要調整，請按遙控
器上的 ，並從「AV Adjust」中調整「Other」-「Sound Delay」。

 連結的操作
❏ HDMI 連接的操作無法用於 CEC 相容的裝置，例如 TV
• 在本機的主頁中，將「System Setup」-「Hardware」-「HDMI」-「HDMI CEC」設為「On」。
• 也需在 CEC 相容裝置上設定 HDMI 的鏈接。請查閱使用說明書。
• 將 Sharp 品牌播放器或錄影機連接至 HDMI IN 插孔時，請將「System Setup」-「Hardware」-「HDMI」-「HDMI Standby Through」設為「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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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諧器
❏ 接收不良或噪音過多
•
•
•
•
•
•
•
•

重新檢查天線連接。
將天線離開揚聲器電線或電源線。
將本機遠離 TV 或電腦。
附近通過的汽車和飛機可能造成干擾。
無線電波受到混凝土牆阻擋會造成收音機的接收不良。
請將接收模式變更成單聲道。
在 AM 接收時操作遙控器可能會造成噪音。
若使用 TV 用的壁式天線插孔，可能會讓 FM 收訊更清楚。

(

p37)

(

p104)

 BLUETOOTH 功能
• 請將本機電源線插頭拔下後再插上，或是將支援 BLUETOOTH 裝置關閉後再重新開啟。重新啟動支援 BLUETOOTH 裝置可能會有效。
• 支援 BLUETOOTH 裝置必須支援 A2DP 協定。
• 由於會發生無線電干擾，所以本裝置不可在微波爐或無線但波 2.4 GHz 範圍內的無線電話附近使用。
• 靠近本機的金屬物會對無線電波產生影響，以致可能無法進行 BLUETOOTH 連線。
上述都確認後如果問題依然存在，請檢查下列各項。

❏ 無法與本機連接
• 請確定支援 BLUETOOTH 裝置上的 BLUETOOTH 功能已啟用。

❏ 即使成功連接 BLUETOOTH 也無法在本機上播放音樂
• 如果支援 BLUETOOTH 裝置的音量設定過低，可能無法播放音訊。將支援 BLUETOOTH 裝置的音量調高。
• 會因支援 BLUETOOTH 裝置的不同而可能配有傳送／接收選擇器開關。選擇傳送模式。
• 會因支援 BLUETOOTH 裝置的特性或規格的不同而可能無法在本機播放音樂。

❏ 聲音中斷
• 支援 BLUETOOTH 裝置可能出了問題。請查閱網頁上的資訊。

❏ 連接支援 BLUETOOTH 裝置後音訊品質不良
• BLUETOOTH 接收不良。將支援 BLUETOOTH 裝置更靠近本機，或將支援 BLUETOOTH 裝置與本機之間的障礙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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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無法選擇一個網路服務，請啟動網路功能來選擇。啟動可能會耗時一分鐘左右。
• NET 指示燈閃爍時，表示本機並未正確連接家庭網路。
• 請將本機和路由器的電源線插頭拔下後再插上，或重新啟動路由器。
• 如果所需的存取點清單中沒有所需的路由器，則可能是被設定為隱藏 SSID 或 ANY 連接可能為關閉狀態。更改設定後再次嘗試。
上述都確認後如果問題依然存在，請檢查下列各項。

❏ 無法存取網路電台
•
•
•
•
•
•
•

當服務提供商終止了服務時，就不能在本機上使用網路服務或內容。
確保您的數據機和路由器均已正確連接，而且兩者均已開啟。
確保路由器的 LAN 側埠已正確連接到本機。
確保可以透過其他裝置連接網際網路。如果無法連接，關閉所有連線網路的裝置，等待片刻，然後再重新開啟裝置。
如果特定的無線電台無法收聽，請確保登錄了正確的 URL，以及該電台傳播的格式是本機支援的格式。
是否需要設定代理伺服器則取決於 ISP。
確認您的 ISP 您所用的路由器和數據機。

❏ 無法存取網路伺服器
•
•
•
•

本機必須連接到與網路伺服器相同的路由器。
本機支援Windows Media® Player 11或12網路伺服器，或支援家庭網路功能的NAS。
Windows Media® Player 可能需要一些設定。請參閱「在電腦和 NAS（Music Server）播放檔案」。
使用電腦時，只能播放 Windows Media® Player 媒體庫中記錄的音樂檔案。

(

❏ 在網路伺服器上播放音樂檔案時音效中斷
• 檢查網路伺服器是否符合作業規範。
• 使用電腦作為網路伺服器時，請將除了伺服器軟體 (Windows Media® Player 12, etc.) 以外的所有其他應用軟體都退出。
• 如果電腦正在下載或複製大檔案，則可能會中斷音效的播放。

❏ 內建的 Chromecast 初始設定可能無法在 Pioneer Remote App 上執行
• 若在本機初始設定期間已同意了使用 Chromecast 內建功能所需的隱私條款同意書，則無需在 Pioneer Remote App 上再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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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B 儲存裝置

❏ 未顯示 USB 儲存裝置
•
•
•
•
•

檢查 USB 儲存裝置或 USB 線是否已正確地連接到本機 USB 埠。
從本機將 USB 儲存裝置拔出，然後重新連接。
無法保證需要透過本機 USB 埠供電的硬碟的性能。
會因內容類型的不同而可能無法正常播放。檢查支援檔案格式的類型。
不支援具有安全功能的 USB 儲存裝置。

(

 無線 LAN 網路
• 將本機和局域網路由器的電源線拔下後再插上，確認無線局域網路由器的通電狀態，或是重新啟動無線局域網路由器。
上述都確認後如果問題依然存在，請檢查下列各項。

❏ 無法存取無線 LAN 網路
•
•
•
•
•

無線局域網路由器設定可能被切換到手動。將此設定還原為自動。
嘗試手動設定。連接可能成功。
無線局域網路由器設定為隱藏模式（隱藏 SSID 密鑰的模式）時或 ANY 連接關閉時，則不會顯示 SSID。更改設定後再次嘗試。
檢查 SSID 和加密（WEP 等）的設定是否正確。將網路設定與本機設定匹配。
不支援連接包含多位元組字元的 SSID。僅使用單字節的英數字元設定無線局域網路由器的 SSID，然後重試。

❏ 連接至不同於所選 SSID 的 SSID
• 部分無線局域網路由器可供同一主機設定多個 SSID。當連接至使用自動設定按鈕的路由器時，可能最終會連接至與您所要連接之 SSID 不同的
SSID。這種情況如果發生，請使用需輸入密碼的連線方式

❏ 播放音效中斷，或無法通訊
• 可能會因無線電波狀況不佳，而無法接收無線電波。縮短與無線局域網路由器的距離或移除障礙以獲得更好的可見性，然後再次連接。將本機裝於遠
離微波爐或其他存取點的位置。建議將無線局域網路由器和本機裝在同一房間。
• 如果本機附近有金屬物體，則可能會因為金屬對無線電波的影響而無法使用無線 LAN 連接。
• 在本機附近有其他的無線 LAN 裝置在使用時，可能會發生像是中斷播放和不能通訊等的其他問題。可用變更無線局域網路由器通道的方式，避免這些
問題的發生。關於變更通道的說明，請參閱無線局域網路由器隨附的使用說明書。
• 無線 LAN 可用頻寬可能不足。使用有線 LAN 來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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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區功能（僅限相容型號）
❏ 無法 ZONE 輸出外部連接之 AV 元件的音訊
• 若要從外接 AV 元件輸出音訊至 ZONE 2，請使用類比音訊電纜連接。
• 音訊為類比訊號時，才能輸出外接 AV 元件的音訊。

(

p36)

(

p65)

(

p7)

❏ 其他
• 如果音訊訊號來自 NET 或 USB 輸入選擇器，DSD 和 Dolby TrueHD 音訊訊號將無法使用區段輸出。

 遙控器
•
•
•
•
•

確保電池插入的極性正確。
插入新電池。切勿混合使用不同類型的電池，或舊的和新的電池。
確保主機的感測器未受到陽光直射或換流器類型螢光燈的影響。根據需要重新安置。
如果將主機安裝在使用有色玻璃門的機架或櫃子中或已將門關上，則遙控器操作可能會不穩定。
操作多區功能（僅限相容型號）後，遙控器模式可能會切換為操作 ZONE 輸出音訊的模式。檢查「多區功能」並將遙控器模式切換至控制主室模式。

 顯示器
❏ 顯示器未能亮起
• Dimmer 功能操作時，顯示器可能會變暗或關閉（僅限相容型號）。按 DIMMER 按鈕並變更顯示器亮度。

 其他
❏ 聽到本機發出的奇怪噪音
• 如果本機所用的同一插座上連接了另一個裝置，則在該裝置的影響下可能產生奇怪噪音。如果將另一個裝置的電源插頭拔下後此問題就解決了，則請
讓本機和該裝置使用兩個不同的插座。

❏ 在 Full Auto MCACC 時出現了「Noise Error」訊息
• 這可能是揚聲器設備的故障引起的。請檢查揚聲器輸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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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ll Auto MCACC 測量結果顯示出揚聲器的距離與實際距離不同
• 會因所用揚聲器的不同而可能在測量結果中出現某些錯誤。若為上述情況，請在「System Setup」-「Speaker」-「Distance」進行設定。

❏ DRC 功能無法運作
• 確保音源材料為 Dolby Digital、Dolby Digital Plus 或 Dolby TrueHD 或 D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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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HDMI
3D：
可將 AV 元件的 3D 視訊訊號傳輸至 TV。

相容功能
HDMI（高清多媒體介面）是一個連接 TV 、投影機、藍光光碟／DVD 播放器、數位
調階器以及其他視訊元件的數位介面標準。目前為止，連接 AV 元件仍需要幾條獨
立的視訊和音訊傳輸線。借助 HDMI，一條線纜即可傳輸控制訊號、數位視訊及數位
音訊（2 聲道 PCM、多聲道數位音訊及多聲道 PCM）。

4K：
本機支援 4K (3840×2160p) 和 4K SMPTE (4096×2160p) 的視訊訊號。
Lip Sync：
此設定會根據 HDMI Lip Sync 相容 TV 提供的資訊自動校正任何視訊和音訊訊號
間的不同步。

HDMI CEC 功能：
將裝置接上符合 HDMI 標準 CEC（消費電子控制）規格的 HDMI 纜線，便能在裝置
之間使用各種不同的連結操作。此功能會啟用播放器的多種連結操作，例如切換與
播放器互鎖的輸入選擇器，使用 TV 遙控器調整本機音量以及在 TV 關機時自動將
本機切換成待機模式。
本機專用來連接符合 CEC 標準的產品，但不保證連結操作適用於所有 CEC 裝置。
為求連接的功能操作正確，請如下所示的切勿連接超過 HDMI 插孔所能連接 CEC
合規裝置的數量。
• 藍光光碟/DVD 播放器：最多 3 台
• 藍光光碟/DVD 錄影機：最多 3 台
• 有線 TV 調諧器、陸上數位調諧器和衛星廣播調諧器：最多 4 台
以下裝置經確認可以操作：（截至 2018年一月）
Toshiba 品牌的 TV；Sharp 品牌的 TV；Toshiba 品牌的播放器和錄影機；Sharp 品
牌的播放器和錄影機 (必須和 Sharp 品牌的 TV 機搭配使用)

版權保護：
本機的 HDMI 插孔符合 HDCP（高帶寬數位內容保護）的修訂版 1.4 及修訂版 2.2，
這是一種數位視訊訊號的防複製系統。連接到本機的其他裝置也必須符合 HDCP
標準。

ARC（音訊回傳通道）：
只要用一條 HDMI 纜線連接 ARC 合規的 TV，不只可從本機將音訊及視訊輸出至
TV，也能將 TV 的聲音輸入本機。
HDMI Standby Through：
即使本機處於待機模式，AV 元件的輸入訊號依然可傳輸至 TV。
Deep Color：
連接支援 Deep Color 的裝置後，來自裝置的視訊訊號輸入便能在 TV 上以更多色
彩重現。
x.v.Color™：
這項技術可擴大色域，呈現更多真實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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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的音訊格式
2 聲道線性 PCM：
32 kHz、44.1 kHz、48 kHz、88.2 kHz、96 kHz、176.4 kHz、192 kHz、16/20/24 位
元
多聲道線性 PCM：
最多 7.1 聲道，32 kHz、44.1 kHz、48 kHz、88.2 kHz、96 kHz、176.4 kHz、
192 kHz、16/20/24 位元
比特流：
Dolby Atmos、Dolby Digital、Dolby Digital Plus、Dolby TrueHD、DTS、DTS:X、
DTS-HD High Resolution Audio、DTS-HD Master Audio
DSD：
支援的採樣率：2.8 MHz
藍光光碟／DVD 播放器必須也支援以上音訊格式的 HDMI 輸出。

支援的解析度
HDMI IN1 至 IN6：
• 內容保護技術：HDCP1.4/HDCP2.2
• 色彩空間 (色彩深度)：
– 720×480i 60Hz、720×576i 50Hz、720×480p 60Hz、720×576p
50Hz、1920×1080i 50/60Hz、1280×720p 24/25/30/50/60Hz、1680×720p
24/25/30/50/60Hz、1920×1080p 24/25/30/50/60Hz、2560×1080p
24/25/30/50/60Hz、4K (3840×2160p) 24/25/30Hz、4K SMPTE
(4096×2160p) 24/25/30Hz：RGB/YCbCr4:4:4 (8/10/12位元), YCbCr4:2:2
(12 位元)
– 4K (3840×2160p) 50/60Hz、4K SMPTE (4096×2160p) 50/60Hz：RGB/
YCbCr4:4:4 (8 位元)、YCbCr4:2:2 (12 位元)、YCbCr4:2:0 (8/10/12 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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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規格
音調控制特性 (ZONE 2)
±10 dB, 100 Hz (BASS)
±10 dB, 10 kHz (TREBLE)
信噪比
106 dB (IHF-A、LINE IN、SP OUT)
80 dB (IHF-A、PHONO IN、SP OUT)
揚聲器阻抗
4 Ω - 16 Ω
耳機額定輸出
80 毫瓦 + 80 毫瓦 (32 Ω，1 kHz，總諧波失真率 10%)
支援的耳機阻抗
8 Ω - 600 Ω
耳機頻率響應
10 Hz - 100 kHz

 放大器部份
額定輸出功率 (FTC)（北美地區）
負載為 8 歐姆，雙聲道驅動，頻率為 20 至 20,000 Hz；每聲道最低 RMS 功率
為 80 瓦，自 250 毫瓦至額定輸出的總諧波失真率不超過 0.08%。
額定輸出功率 (IEC)（其他地區）
負載為 6 歐姆，頻率為 1 kHz，單聲道驅動總諧波失真率為 1% 時，7 聲道 ×
135 瓦
最大有效輸出功率（北美地區）
負載為 6 歐姆，頻率為 1 kHz，單聲道驅動總諧波失真率為 10% 時 170 瓦
最大有效輸出功率 (JEITA)
負載為 6 歐姆，頻率為 1 kHz，單聲道驅動總諧波失真率為 10% 時，7 聲道
× 160 瓦 (台灣 )
動態功率 (＊)
＊ IEC60268 短期最大輸出功率
160 W (3 Ω，前置)
125 W (4 Ω，前置)
85 W (8 Ω，前置)
THD+N（總諧波失真率+噪音）
0.08%（20 Hz - 20,000 Hz， 半功率）
輸入靈敏度與阻抗
200 mV/47 kΩ (LINE (RCA))
3.5 mV/47 kΩ (PHONO MM)
額定 RCA 輸出等級與阻抗
1 V/470 Ω (SUBWOOFER PRE OUT)
1/200 mV/2.3 kΩ (ZONE PRE/LINE OUT)
Phono 最大輸入訊號電壓
70 mV (MM 1 kHz 0.5%)
頻率響應
10 Hz - 100 kHz/+1 dB, –3 dB (Direct/Pure Direct)
音調控制特性 (MAIN)
±10 dB, 20 Hz (BASS)
±10 dB, 20 kHz (TREBLE)

 視訊部分
訊號位準
1 Vp-p/75 Ω (複合視訊)
1 Vp-p/75 Ω（分量視訊 Y）
0.7 Vp-p/75 Ω（分量視訊 B/R）
分量視訊支援的最高解析度
480i/576i

 調諧器部分
FM 可調諧頻率範圍
87.5 MHz - 107.9 MHz
50dB 抑制靈敏度 (FM)
1.56 µV、15.0 dBf (IHF, 1kHz, 100% MOD)
AM 可調諧頻率範圍
530 kHz - 1710 kHz
預設頻道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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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部分

 通則

乙太 LAN
10BASE-T/100BASE-TX
無線 LAN
IEEE 802.11 a/b/g/n 標準
（Wi-Fi® 標準）
5 GHz/2.4 GHz 波段

電源
120 V AC, 60 Hz
功耗
460 W
0.15 W（全待機模式）
1.8 W（Network Standby (wired)）
2 W（Network Standby (wireless)）
1.7 W（Bluetooth Wakeup）
0.15 W (HDMI CEC)
2.1 W（待機模式 (ALL ON)）
55 W（無聲）
6 W (HDMI Standby Through)
體積（寬 × 高 × 深）
435 mm × 173 mm × 370.5 mm
17-1/8" × 6-13/16" × 14-9/16"
重量
9.4 kg (20.7 lbs.)

 BLUETOOTH 部分
通信系統
BLUETOOTH 規格版本 4.1+LE
頻段
2.4 GHz 波段
調製方法
FHSS (跳頻擴譜通信)
相容的 BLUETOOTH 設定檔
A2DP 1.2
AVRCP 1.3
HOGP-主（客戶端）
HOGP-HID 裝置 (伺服器)
HID 服務 (HIDS)
支援的編解碼器
SBC
AAC
傳輸範圍 (A2DP)
20 Hz - 20 kHz（采樣頻率 44.1 kHz）
最大通信範圍
視線約為 15 m (＊)
＊ 實際範圍可能受某些因素影響而有所不同，這些因素包括裝置之間的障礙物、
微波爐、靜電、無線電話周邊的磁場、接收靈敏度、天線性能、操作系統、軟體
應用等等。

 HDMI
輸入
IN1 (BD/DVD)、IN2 (CBL/SAT)、IN3 (GAME)、IN4 (STRM BOX)、IN5、IN6
輸出
OUT
支援
Deep Color、x.v.Color™、Lip Sync、Audio Return Channel、3D、4K 60Hz、
CEC、擴展色度 (sYCC601、Adobe RGB、Adobe YCC601)、Content Type、
HDR
音訊格式
Dolby Atmos、Dolby TrueHD、Dolby Digital、Dolby Digital Plus、DTS、
DTS:X、DTS-HD Master Audio、DTS-HD High Resolution Audio、DTS
96/24、DTS-ES、DTS Express、DSD、PCM
HDCP 版本
2.2
最高視訊解析度
4k 60 Hz (YCbCr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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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訊輸入

 其他

分量

設定麥克風：1（front）
USB：2（Ver. 2.0, 5 V/500 mA）
乙太網路：1
RS232 :1
IR IN :1
12V TRIGGER OUT :1 (MAIN, 100 mA)

IN1 (BD/DVD)
複合
IN1 (CBL/SAT)、IN2 (STRM BOX)

 支援的輸入解析度
HDMI 輸入
4K、1080p/24、1080p、1080i、720p、480p/576p
分量輸入
480i/576i
複合輸入
480i/576i
• HDMI OUT 插孔輸出至 TV 的解析度與輸入相同。使用支援 4K 的 TV
時，1080p HDMI 視訊訊號也可以 4K 輸出。

 待機模式功耗
• 在以下情況下，待機模式下的功耗可能達到最大 12 W：
– 「Network Standby」設定為「On」時
– 「HDMI CEC」設定為「On」時
– 「HDMI Standby Through」並未設定為「Oﬀ」時
– 「Bluetooth Wakeup」設定為「On」時
– 「USB Power Out at Standby」設定為「On」時

 音訊輸入

規格與特性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數位
OPTICAL (TV)
COAXIAL (CD)
類比
BD/DVD、CBL/SAT、STRM BOX、CD、PHONO、AUX（front）

 音訊輸出
類比
ZONE2 PRE/LINE OUT
2 SUBWOOFER PRE OUT
揚聲器輸出
FRONT L/R、CENTER、SURROUND L/R、SURROUND BACK L/R 或
HEIGHT L/R、ZONE 2 L/R（北美型號支援香蕉插頭）
耳機
PHONES（front、ø 6.3 mm、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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