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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BRAVIA’Theatre
Sync 使用 HDMI 控制功
能
‘BRAVIA’Theatre Sync 只支持提供
‘BRAVIA’Theatre Sync 功能的 Sony
BRAVIA。
通过使用 HDMI 电缆 （非附件）连接与
HDMI 控制功能兼容的索尼组件操作，可简
化如下：
• 单键播放：您播放诸如 DVD/Blu-ray
Disc 播放机的组件时，接收机和电视机
自动打开，并切换为适当的 HDMI 输入。
• 系统音频控制： 观看电视时，您可以选
择从电视机扬声器或者与接收机相连的
扬声器输出声音。
• 系统关闭： 在您关闭电视机时，接收机
和所连接的组件也将同时关闭。
HDMI 控制是 HDMI CEC (Consumer
Electronics Control) 用于 HDMI (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 的手
动控制功能标准。

以下场合时 HDMI 控制功能不工
作：
• 您将接收机连接到与索尼的 HDMI 控制功
能不一致的组件时。
• 您使用除 HDMI 以外的连接接入接收机和
组件时。
我们建议您将接收机连接到以 ‘BRAVIA’
Theatre Sync 为特色的产品。
‘BRAVIA’和
Corporation 的商标。

是 Sony

注
根据所连接的组件，HDMI 控制功能可能不工
作。 请参阅组件的使用说明书。

2CS

连接电视机和其它组件
请根据您所使用的接收机和组件的插孔连
接音频和视频导线。
下面的插图仅用作连接时的参考。
提示
连接到其中至少一根音频导线 （B 或 C）。
卫星调谐器 / 机顶盒
音频 / 视频信号

DVD 播放机
音频 / 视频信号

A

A

Blu-ray Disc 播放机
音频 / 视频信号

A

至 TV OPTICAL
IN 插孔

B

C

音频
信号

A

音频 / 视频信号

电视等

A HDMI 电缆 （非附件）
建议您使用 Sony HDMI 电缆。

B 光纤数码导线 （非附件）
C 音频导线 （非附件）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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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欣赏电视机多声道环绕声广播
您可以通过与接收机相连的扬声器，欣赏
电视机多声道环绕声广播。
把电视机的 OPTICAL 输出插孔连接到接收
机的 OPTICAL IN 插孔。

准备 HDMI 控制功能
使用 HDMI 控制功能前
确保您已经执行了下列步骤。 有关设置电
视和所连接组件的详细内容，请参见相关
组件的使用说明书。
1 确保接收机通过 HDMI 连接，与电视机和
组件 （与 HDMI 控制功能兼容） 相连。
2 接通接收机、电视机和所连接组件的电
源。
3 打开接收机和电视机各自的 HDMI 控制功
能。
请参见下面的 “设置 HDMI 控制”。
电视屏幕上，在画面模式显示接收机菜
单时，按 SHIFT 和 MENU 进入显示窗模
式，然后查看与接收机相连组件的电视
机显示图像。
4 选择接收机和电视机的 HDMI 输入，与所
连接组件的 HDMI 输入相匹配，从而在
电视屏幕上显示所连接组件的图像。
5 打开所连接组件的 HDMI 控制功能。
如果 HDMI 控制功能已经打开，您不需
要变更设置。
6 对您想使用 HDMI 控制功能的其它组件重
复步骤 4 至 5。

4CS

9

设置 HDMI 控制

2

反复按 V/v，选择 “HDMI
Control”。

10 按 或 b，进入菜单。
11 反复按 V/v，选择 “ON”。
12 按 确定。
HDMI 控制功能被激活。

4

3

注
遥控器的位置和标签视不同的型号和区域而
异。

AMP MENU

5-12
4
1

将电视机显示器连接到本接收机。
请参阅接收机附带的使用说明书中的
“3： 连接显示器”。

2
3
4

接通接收机和电视机电源。
按 AMP，启用接收机操作。
按 SHIFT，然后按 MENU。
接收机的菜单目录出现在电视屏幕
上。 如果电视屏幕上没有出现菜单目
录，按 AMP MENU。

5
6
7
8

反复按 V/v，选择 “Settings”。
按

或 b，进入菜单。

反复按 V/v，选择 “HDMI”。
按

或 b，进入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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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 DVD
（单键播放）
通过简单的操作 （单键），通过 HDMI 接
头连接到接收机的组件自动启动。
您可以使用所连接的组件欣赏声音 / 图
像。

播放所连接的组件。
接收机和电视机自动打开，从接收机和电
视机输出声音和图像。
注
根据电视机，可能无法输出内容的开头。

通过简单的操作观看 DVD
您也可以使用电视机菜单，选择所连接的
组件，例如 DVD 播放机或 Blu-ray Disc 播
放机。 在这种情况下，接收机和电视机切
换到适当的 HDMI 输入。

欣赏与接收机相连之扬
声器发出的电视声音
（系统音频控制）
您可以使用简单的操作，从接收机相连的
扬声器欣赏电视声音。
根据电视机的设置，在您观看电视时，接
收机打开，并自动切换到 “电视”功能。
电视声音从接收机连接的扬声器输出，且
电视的音量同时最小化。
您可以使用系统音频控制功能如下。
• 在声音正在从电视机扬声器输出时，您
打开接收机后，电视机的声音从接收机
连接的扬声器输出。
• 在您调整音量时，您可以调整接收机的
音量。
您也可以使用电视机菜单操作此功能。 有
关详细内容，请参见电视机的使用说明
书。
注
•“HDMI Control”设定为 “ON”时，根据系统
音频控制的设置，将自动设定 HDMI 设置菜单
中的 “HDMI Audio”设置。
• 您连接没有系统音频控制功能的电视机时，系
统音频控制功能不工作。
• 如果电视机在接收机开启前打开，将暂时不会
输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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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视机关闭接收机
（系统电源关闭）
您使用电视机遥控器上的电源按钮关闭电
视机时，接收机和所连接的组件自动关
闭。
您也可以使用接收机的遥控器关闭电视。

TV

AV ?/1

按 TV，然后按 AV ?/1。
电视机、接收机和所连接的组件关闭。
注
• 使用系统电源关闭功能前，打开电视机电源互
锁功能。 有关详细内容，请参见电视机的使用
说明书。
• 根据状态，所连接组件可能不会关闭。 有关详
细内容，请参见所连接组件的使用说明书。
• 遥控器的位置和标签视不同的型号和区域而
异。

故障排除
在使用 HDMI 控制功能期间，如果遇到下
述疑难点，请使用故障排除指南帮助您解
决问题。
HDMI 控制功能不工作。
• 检查 HDMI 连接 （第 3 页）。
• 确保在 HDMI 设置菜单中，“HDMI
Control”设定为 “ON”。
• 确保所连接的组件与 HDMI 控制功能兼
容。
• 检查所连接组件上的 HDMI 控制设置。
请参见所连接组件的使用说明书。
• 如果您变更了 HDMI 连接，连接 / 断开 AC
（交流）电源线，或者有电源故障，重
复 “准备 HDMI 控制功能”（第 4 页）
的步骤。
使用系统音频控制功能时，没有声音从接
收机和电视机扬声器输出。
• 确保电视机与系统音频控制功能兼容。
• 如果电视机没有系统音频控制功能，
在 HDMI 设置菜单中，将 “HDMI
Audio”设置为
- “TV+AMP”如果您想从电视机扬声器
和接收机收听声音。
- “AMP”如果您想从接收机收听声
音。
• 在接收机上选择电视机作为输入时，
您无法从接收机连接的组件收听声音。
- 您想在接收机连接的组件上观看节
目时，将接收机的输入变更为
HDMI。
- 您想观看电视广播时，变更电视机
声道。
- 您在电视机连接的组件上观看节目
时，选择您想观看的组件或输入。
有关此操作，请参阅电视机的使用
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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