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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BRAVIA’Theatre
Sync 的 HDMI 控制功能
若要使用 ‘BRAVIA’Theatre Sync，请如下
所示设定 HDMI 控制功能。
通过将兼容HDMI控制功能的Sony组件与HDMI
电缆 （不提供）相连，操作简化如下：
• 单触式播放：当播放 DVD/Blu-ray Disc 播
放机时，机柜和电视会自动打开，并且切
换到适当的 HDMI 输入。
• 系统音频控制：当观赏电视节目时，可以选
择是从电视机的扬声器还是从机柜的扬声
器输出声音。
HDMI 控制是 HDMI （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的 HDMI CEC
（Consumer Electronics Control）所使用
的双向控制功能标准。

在下列情况下，HDMI 控制功能无法操作：
• 将此机柜连接到不符合 Sony 的 HDMI 控制功
能的组件上时。
• 使用除 HDMI 连接以外的其它方式连接机柜
和组件时。
建议您将此机柜与具有 ‘BRAVIA’Theatre
Sync 功能的产品连接。
注意

• 当 HDMI 控制功能处于激活状态时请勿使用 Input
SYNC 功能。详细说明，请参阅机柜的使用说明书。
• 视所连接的组件而定，HDMI 控制功能可能会无法
工作。请参阅组件的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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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电视机和其它组件
电视屏幕、投影仪等。
音频信号

视频信号

A

B

B

音频 / 视频信号

卫星调谐器

B

音频 / 视频信号

DVD/Blu-ray Disc 播放机 （录像机）

A 光缆 （提供）

进行此连接以聆听高质量的电视声音。
B HDMI 电缆 （不提供）

建议使用 Sony HDMI 电缆。
注意

• 建议不要同时使用带有 HDMI 输出插孔的组件和不
带 HDMI 输出插孔的组件。否则，HDMI 控制功能可
能会无法工作。
如果同时使用带有 HDMI 输出插孔的组件和不带
HDMI 输出插孔的组件，建议使用 Input SYNC 功能
（对电视机操作进行遥控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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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MI 控制功能的准备
使用 HDMI 控制功能之前，必须先执行以下步
骤。
关于设定电视机和相连组件的详细说明，请
参阅各自的使用说明书。

1

必须使用 HDMI 电缆 （不提供）将机柜连接
至电视机及相连组件 （该组件应与 HDMI 控
制功能兼容）。

2

打开电视，将 HDMI 控制设定为“ON”，然后
切换至与机柜相连的 HDMI 输入。

3

按?/1打开机柜，然后如下所示将HDMI控制
设定为 “ON”。
1 按 AMP MENU。

画面上出现 “LEVEL”。

?/1

2 按 x 选择“CUSTOMIZE”，然后按
c。

输入按钮
（DVD/BD，
SAT）

或

画面上出现 “HDMI CTRL”。
3 按

或 c，然后按 X。

“CTRL ON”在画面上闪烁。
4 按

。

“CTRL ON”在画面上显示数秒钟，然
后菜单返回正常显示。HDMI 控制功能
即设定为 “ON”。

C, X, x, c,

4
5

RE
TU

R

N

MENU

6

打开相连的组件。
选择机柜和电视机上与您想要观看的组件
（DVD/BD，SAT 等）相连的输入，从而显示
来自相连组件的图像。
将相连组件的 HDMI 控制设定为 “ON”。
对于每个想要使用 HDMI 控制功能的相连组
件，重复步骤 4 和 5。

重新连接组件
执行本页上的步骤 5，然后将视频信号输出至
电视机。

AMP
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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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 DVD
（单触式播放）
播放相连组件。

机柜和电视机会自动打开，并切换至适当的
HDMI 输入。
注意

从本机柜扬声器欣赏电
视声音
（系统音频控制）
只需简单操作，即可从机柜扬声器欣赏电视
声音。详细说明，请参阅电视机的使用说明
书。

• 视电视机而定，可能不会输出内容的开头部分。
提示

?/1

• 即使关闭机柜，也可观赏与机柜相连的DVD播放机
（录像机）。此时，电源指示灯以橙色点亮。

RE
TU

R

N

MENU

按 ?/1 打开机柜。

声音从机柜扬声器输出。关闭机柜时，声音
从电视机的扬声器输出。
提示

• 可以使用电视机遥控器调节机柜的音量或使其静
音。
注意

• 当在打开本机柜之前打开电视机时，电视声音将
短时不输出。
• 当与不具备系统音频控制功能的电视机连接时，
系统音频控制功能无效。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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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机柜遥控器的输入按钮
当 HDMI 控制设定为“ON”时，输入按钮（TV
（白色），DVD/BD，SAT，AUDIO）工作如下。
• DVD/BD，SAT：由于电视机的输入也会自动
切换，因此只需按这些按钮即可观看电视
机上所选组件的图像。
• TV，AUDIO：电视机的输入不会自动切换。

随同电视机一起关闭机
柜
（系统电源关闭）
当通过电视机遥控器上的 POWER 按钮关闭电
视机时，机柜和相连组件也会自动关闭。

观看电视节目
按 TV （白色）或 TV （橙色），然后使用数字
按钮或 PROG+/- 选择想要观看的节目。

AV ?/1
TV
（橙色）

RE
TU

R

N

MENU

1
2

按遥控器上的 TV （橙色）按钮。
按 AV ?/1。

电视机、机柜和相连组件关闭。
注意

• 视状态而定，相连组件可能不会关闭。详细说明，
请参阅相连组件附带的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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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使用 HDMI 控制功能时如果遇到任何以下问
题，请用该故障排除指南帮助解决问题。
HDMI 控制功能不工作。

• 检查 HDMI 连接 （第 3 页）。
• 确保在 AMP 菜单中将 “HDMI CTRL”设定
为 “CTRL ON”。
• 确保相连组件与 HDMI 控制功能兼容。
• 检查相连组件上的 HDMI 控制设定。请参
阅相连组件附带的使用说明书。
• 如果改变 HDMI 连接、连接 / 断开交流电源
线，或者断电，请重复 “HDMI 控制功能
的准备”（第 4 页）的步骤。
• 如果选择了与电视机上的 HDMI 控制功能
不兼容的组件，则机柜可能无法正确工
作。
机柜和电视机扬声器不输出声音。

• 检查机柜和电视机的音量。
• 正确选择机柜的输入。
机柜和电视机同时输出声音。

• 使机柜或电视机的声音静音。
系统电源关闭功能不工作。

• 改变电视机的设定，使得关闭电视机时
自动关闭相连组件。详细说明，请参阅电
视机的使用说明书。
电视机上未显示图像。

• 检查 HDMI IN 和 HDMI OUT 是否接反。
电视机上未显示电视节目。

• 按 TV （白色）或 TV （橙色），然后使用
数字按钮或 PROG+/- 选择想要观看的节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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