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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ＭＰ３文件

常见问题解答－关于ＭＰ３音频文件
ＭＰ３文件的播放顺序
文件夹和文件的播放顺序在上图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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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Ｐ３（ＭＰＥＧ Ａｕｄｉｏ Ｌａｙｅｒ－３）是一项用于压缩声音顺序
的标准技术和格式。可以将文件压缩到约原大小的１／１０。
超出人听觉范围的声音被压缩，但我们能听到的声音未
被压缩。

播放以Ｍｕｌｔｉ Ｓｅｓｓｉｏｎ录制的光碟时的警示
在以Ｍｕｌｔｉ Ｓｅｓｓｉｏｎ录制的光碟中，某些数据可能无法
播放。
• 当第一话路的第一个轨迹是音频ＣＤ数据：
音频ＣＤ数据正常播放；其他数据无声播放。（ＭＰ３文件
无法播放）。
• 当第一话路的第一个轨迹不是音频ＣＤ数据：
－如果光碟中有ＭＰ３文件，只播放ＭＰ３文件；其他数据
（包括音频ＣＤ数据）被跳过。
－如果光碟中没有ＭＰ３文件，则显示“Ｎｏ Ｍｕｓｉｃ＂且
不播放任何内容。（音频ＣＤ数据未被识别。）

光碟附注
您可以播放录制在ＣＤ－ＲＯＭ、ＣＤ－Ｒ（可录ＣＤ）和ＣＤ－ＲＷ（可
重写ＣＤ）上的ＭＰ３文件。光碟必须是ＩＳＯ９６６０*1 ｌｅｖｅｌ １
或ｌｅｖｅｌ ２格式，或是扩展格式中的Ｊｏｌｉｅｔ或Ｒｏｍｅｏ。
您可以使用以Ｍｕｌｔｉ Ｓｅｓｓｉｏｎ*2录制的光碟。

*１ ＩＳＯ ９６６０格式
这是用于ＣＤ－ＲＯＭ上的文件和文件夹逻辑格式的最普通
国际标准。
有几个规格等级。在Ｌｅｖｅｌ １中，文件名称必须是８．３
格式（名称不能超过八个字符，扩展名“．ＭＰ３”中不
能超过三个字符）和大写字母。文件夹名称不能超过
八个字符。不能有超过八个文件夹嵌套等级。
在Ｌｅｖｅｌ ２中，文件名称最多可为３１个字符（包括分
隔符、点“．”和扩展名“．ＭＰ３”）。每个文件夹最
多能有８棵树级。
对于扩展格式中的Ｊｏｌｉｅｔ或Ｒｏｍｅｏ格式，请确认写入
软件等的容量。

*２ Ｍｕｌｔｉ Ｓｅｓｓｉｏｎ
这是一种采用Ｔｒａｃｋ－Ａｔ－Ｏｎｃｅ方法，用于增加数据的
录制方法。普通ＣＤ的ＣＤ控制区开头称为Ｌｅａｄ－ｉｎ，控
制区的结尾称为Ｌｅａｄ－ｏｕｔ。Ｍｕｌｔｉ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ＣＤ是一
种具有多话路的ＣＤ，从Ｌｅａｄ－ｉｎ到Ｌｅａｄ－ｏｕｔ的每个分
段被作为单独的话路。
ＣＤ－Ｅｘｔｒａ： 是一种在话路１中为包含音频轨迹（音频
ＣＤ数据），且在话路２中包含数据轨迹的
格式。
Ｍｉｘｅｄ ＣＤ： 在一个话路中同时包含数据轨迹和音频轨
迹（音频ＣＤ数据）的格式。
附注
• 如果ＭＰ３文件和音频数据混合在一个光碟中，则将播放首先
被识别的文件或数据。
• 除了ＩＳＯ ９６６０ ｌｅｖｅｌ １格式，其它格式的文件夹名称或文
件名称可能无法正确显示。
• 在命名时，必须在文件名称后加上扩展名“．ＭＰ３”。
• 如果将扩展名“．ＭＰ３”加在非ＭＰ３文件后面，本装置则无法
正确识别该文件，并将产生能损坏扬声器的杂音。

关于字元码
字元码将根据主机的不同而改变。

关于播放时间的显示
在下列情况中，已播放时间可能显示不准确。
－当播放ＶＢＲ（不确定比特速率）ＭＰ３文件时。
－正在快进／后退。
要领
• 若要指定所需要的播放顺序，在命名文件夹或文件之前，
先按照数字（例如：“０１”，“０２”）输入顺序，然后将
内容录制在光碟上。（视写入软件而定，顺序将有所不
同。）
• 当本装置连接到不支持ＭＰ３的主机上时，可能无法准确显示
光碟／专辑／轨迹名称或超过９９的轨迹号。建议使用支持
ＭＰ３的主机。

问题８ 本装置能播放可增加数据的光碟吗
（未最终化光碟）？
本装置可以播放未最终化光碟。

问题９ 本装置能播放Ｍｕｌｔｉ Ｓｅｓｓｉｏｎ光碟
吗？
本装置可以播放Ｍｕｌｔｉ Ｓｅｓｓｉｏｎ光碟。详细
说明，请参阅操作说明书。

问题１０ 本装置是否支持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附注
所录制的音乐仅限于个人使用。超出此限制的使
用需要得到版权所有者的许可。版权法禁止对本
内容的全部或部分进行复制、分发或发表。

本装置不支持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问题１１ 支持本装置的采样速率是多大？

ＣＤ－ＲＯＭ、ＣＤ－Ｒ和ＣＤ－ＲＷ中的ＭＰ３文件均可播
放。
当使用电脑、ＣＤ－Ｒ／ＲＷ光碟机、写入软件或
ＭＰ３文件制作ＭＰ３数据ＣＤ时，请注意下列事
项。
• 文件必须是ＩＳＯ ９６６０ ｌｅｖｅｌ １或ｌｅｖｅｌ ２
格式，或者是ＩＳＯ ９６６０扩展格式中的
Ｊｏｌｉｅｔ或Ｒｏｍｅｏ格式。
除ＩＳＯ ９６６０ ｌｅｖｅｌ １格式之外的文件夹名
称或文件名称可能无法正确显示。当制作
ＭＰ３数据ＣＤ时，建议采用ＩＳＯ ９６６０ ｌｅｖｅｌ
１格式。
• 在命名时，务必在ＭＰ３文件名称后面加上
文件扩展名“．ＭＰ３”。本装置无法识别没
有“．ＭＰ３”扩展名的ＭＰ３文件，也无法识
别有“．ＭＰ３”扩展名，但非ＭＰ３格式的文
件。

问题３ 最多可播放多少文件夹或文件？
最多数量请注意下列叙述。
• 一盘光碟中最多文件夹数量：２５５*
（包括根目录文件夹和空文件夹）
• 一盘光碟中最多文件数量：５１１*
* 文件和文件夹的最多数量：５１２
当一个文件／文件夹的名称含有许多字
符，则数量可能会低于５１２。
• 能播放的最多树级数量为８。
本装置能改变文件夹、反覆播放自己喜爱的
文件夹中的文件、或随机播放文件，还可以
按照演员姓名或专辑建立文件夹、并将相关
文件放入文件夹，从而将本装置当作ＣＤ换碟
机使用。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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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_
ALBUM

：ＭＰ３文件
001TRACK.MP3
002TRACK.MP3

关于ＩＤ３标记版本２
在播放含有ＩＤ３标记版本２的ＭＰ３文件时会发生以下情况，
但这都不是故障：
－ 当正在跳过ＩＤ３标记版本２部分时（位于乐曲的开头）没
有声音输出。跳跃时间视ＩＤ３版本２容量将发生变化。
例如：６４千字节的时间为２秒钟（使用ＲｅａｌＪｕｋｅｂｏｘ）。
－ 当正在跳过ＩＤ３标记版本２时所显示的用时不是准确的时
间。
对于除１２８ｋｂｐｓ比特速率之外的ＭＰ３文件，当播放时，其
时间不能准确显示。
－ 当ＭＰ３文件是由ＭＰ３转换软件（如：ＲｅａｌＪｕｋｅｂｏｘ*）所建
立，ＩＤ３标记版本２将被自动写入。
*“ＲｅａｌＪｕｋｅｂｏｘ是Ｒｅ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公司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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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４ 本装置能播放有多层文件夹的数据
ＣＤ吗？
本装置能播放有多层文件夹的数据ＣＤ。

问题５ 关于与播放ＭＰ３文件有关的比特速
率是否有任何限制？
没有特别的限制，但从声音品质的方面考
虑，建议采用１２８ｋｂｐｓ以上的比特速率。本
装置还支持ＶＢＲ（可变比特速率）。
附注
在插入／后退时，已播放时间可能不能准确显
示。

问题６ 本装置是否支持播放时间为８０分钟
的光碟（数据容量为７００ＭＢ）？
本装置支持播放时间为８０分钟的光碟（数据
容量为７００ＭＢ）。

问题７ 本装置能播放同时包含音乐ＣＤ数据
和ＭＰ３文件数据的ＣＤ－Ｒ／ＲＷ吗？

特点

唱碟脏了或变形，可能会在放音时发生声音脱落现
象。为保持良好的音质条件，请按照如下所述正确
地拿唱碟。
• 请拿唱碟边缘以保持唱碟清洁，不要接触没贴标
签的唱碟面。（图 A）
• 不要在唱碟上贴纸条或粘胶带。（图 B）
• 在不使用光碟时，请将其放在光碟盒或光碟匣内。
不要让唱碟暴露于直射阳光下或热气管等热源旁
边，也不要把唱碟放在停驻在炎阳下的汽车里，
因为那里会升到很高的温度。（图 C）
• 放音前，请用选购件的清洁用布擦拭干净唱碟，
如图所示应沿箭头所指方向擦拭。（图 D）
不可利用酒精，稀释剂，市售的清洁剂或留声机
唱片用的抗静电喷射剂等溶剂清洁唱碟。
• 特殊形状的光碟（心形光碟，八边形光碟等）不
能在本机上播放。否则会损坏本机。切勿使用此
类光碟。

• Ｓｏｎｙ ＢＵＳ 系统兼容的移动式 ＣＤ 换碟器。
播放ＭＰ３文件（以ＩＳＯ９６６０ ｌｅｖｅｌ １或ｌｅｖｅｌ ２格式
录制，或以扩展格式或Ｍｕｌｔｉ Ｓｅｓｓｉｏｎ中的Ｊｏｌｉｅｔ
或Ｒｏｍｅｏ格式录制）
• 可以播放能添加一个话路的ＣＤ－Ｒ／ＣＤ－ＲＷ光碟。
• 视录制方法而定，能播放以Ｍｕｌｔｉ Ｓｅｓｓｉｏｎ录制
的光碟（ＣＤ－Ｅｘｔｒａ和Ｍｉｘｅｄ ＣＤ等）。
• ＩＤ３标记*1版本１信息（在播放ＭＰ３文件时显示）。
• 防跳音用 ＥＳＰ（电子防震）系统。
• 汽车专用小型而节省空间的设计，可以水平、悬
挂或倾斜地安装。
• ８ｆｓ 数字滤波器用于提高音质。
• １ 比特 Ｄ／Ａ（数字／模拟）变换器。
• 定制卷宗功能*2用于定制命名和显示各唱碟的标题。
• ＣＤ ＴＥＸＴ （ＣＤ 文本） 功能*3可在主机显示器上显
示 ＣＤ ＴＥＸＴ 数据。

从１６ｋＨｚ至４８ｋＨｚ均支持本装置。

问题２ 能播放何种ＭＰ３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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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 不含有ＭＰ３文件的文件夹被跳过。
• 如果您在光碟匣中所有ＣＤ上的信息都被读取完之前播放ＭＰ３
文件，然后将点火钥匙开关设定为“关”或选择另一个音
源，则当恢复播放时可能会播放当前轨迹的开头部分。
• 在播放ＭＰ３文件之前，本装置先读取光碟信息（文件夹和文
件编号，或数据所在位置）。因此，如要开始播放复杂文
件架构的光碟，则可能要花费较长时间。
• 当把唱碟匣装入 ＣＤ 换碟器或按下了连接着的汽车音响的
重调按钮时，机器即将自动被激活（打开）并读取 ＣＤ 上
的数据。当读完唱碟匣中所有 ＣＤ 上的数据时，机器即将
自动停止操作。本装置首先读取光碟匣中的所有光碟信
息。视录制方法而定，在读取光碟时，即使将点火钥匙关
到ＯＦＦ，也将可能持续一些时间操作才会停止。此属正常情
况，并非故障。
• 以下光碟要花费较长时间才能开始播放。
－ 以复杂的树形架构录制的光碟。
－ 以Ｍｕｌｔｉ Ｓｅｓｓｉｏｎ录制的光碟。
－ 能增加数据的光碟。
建议您对每个光碟仅制作一个或二个树级。
• 视光碟的情况而定，有的可能无法播放。详细说明，请参
见“光碟附注”。
• 一盘光碟内最多文件夹数量：２５５*（包括根目录文件夹和
空文件夹）
• 一盘光碟内最多文件数量：５１１*
* 文件和文件夹的最多数量：５１２
当一个文件／文件夹的名称含有许多字符，则数量可能会
低于５１２。

ＭＰ３（ＭＰＥＧ Ａｕｄｉｏ Ｌａｙｅｒ ３）是一项用来压
缩运动图像专家组（ＭＰＥＧ）音频部分的标
准。
ＭＰ３的特性在于能在保持与ＣＤ或ＭＤ相同声音
品质的同时，将音乐数据压缩到约为原来大
小的１／１０。
与音频光碟（最长播放时间为７４分钟）相比
较，ＭＰ３能将约１０张音频光碟或１６０首四分钟
的歌曲压缩到一张６５０ＭＢ的ＣＤ－Ｒ／ＲＷ中。

...

ＭＰ３文件
（乐曲）

问题１ 何为ＭＰ３？

ＣＤ－Ｒ／ＣＤ－ＲＷ 唱碟须知
MPEG1

48kHz

44.1kHz

32kHz

MPEG2

24kHz

22.05kHz

16kHz

问题１２ 本装置是否支持ｍ３ｕ播放列表？
本装置不支持ｍ３ｕ播放列表。

问题１３ 本装置是否支持ＩＤ３－Ｔａｇ？
本装置支持ＩＤ３ ｔａｇ ｖｅｒ．１。
关于ＩＤ３ ｔａｇ ｖｅｒ．２，请注意下列事项。
关于ＩＤ３标记版本２
在播放含有ＩＤ３标记版本２的ＭＰ３文件时会发生以下情况，
但这都不是故障：
－ 当正在跳过ＩＤ３标记版本２部分时（位于乐曲的开头）没
有声音输出。跳跃时间视ＩＤ３版本２容量将发生变化。
例如：６４千字节的时间为２秒钟（使用ＲｅａｌＪｕｋｅｂｏｘ）。
－ 当正在跳过ＩＤ３标记版本２时所显示的用时不是准确的时
间。
对于除１２８ｋｂｐｓ比特速率之外的ＭＰ３文件，当播放时，其
时间不能准确显示。
－ 当ＭＰ３文件是由ＭＰ３转换软件（如：ＲｅａｌＪｕｋｅｂｏｘ*）所建
立，ＩＤ３标记版本２将被自动写入。
*“ＲｅａｌＪｕｋｅｂｏｘ是Ｒｅ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公司的注册商标。”

• 可以在本装置上播放ＣＤ－Ｒ／ＣＤ－ＲＷ（可录ＣＤ／可重
写ＣＤ）（图 E）。
• 某些 ＣＤ－Ｒ／ＣＤ－ＲＷ （取决于录音时所用的设备或
唱碟本身的情况）不能用本唱机播放。
• 不能播放未最终化的ＣＤ－Ｒ／ＣＤ－ＲＷ *。
• 可以播放能添加一个话路的ＣＤ－Ｒ／ＣＤ－ＲＷ光碟。
* 在音频 ＣＤ 播放机上播放已录音的 ＣＤ－Ｒ／ＣＤ－ＲＷ 唱碟
所必需的程序。

问题１５ 无法播放录制在ＣＤ－Ｒ／ＲＷ上的ＭＰ３文
件。
可能遇到了下列情况。
• 录制ＣＤ－Ｒ／ＲＷ的方法采用的是数据包写入
方法。
• 文件扩展名不是“．ＭＰ３”。
• 文件数据不是ＭＰ３格式。
• 某些录制状况（数据遗漏等）或光碟状况
（脏，裂缝，弯曲等）可能会造成无法播
放ＭＰ３文件。

*1 ＩＤ３标记是一个包含歌曲专辑名称、演员姓名和乐曲名
称等信息的ＭＰ３文件。
*2 限于当连接到具有大功能的主机时有效。
*3 限于连接到具有本功能的主机而播放 ＣＤ ＴＥＸＴ 唱碟时
有效。

使用说明书

使用前须注意
湿气冷凝
雨天或在潮湿的地方，机器内部的透镜上面可能发
生湿气冷凝。透镜上有冷凝水分时，机器将不能正
常地运行。此时，请取出唱碟匣，等候大约一个小
时让冷凝水分完全蒸发干燥。

唱碟须知
正确

B
不正确

若使用以下说明中的光碟，粘性残留物会造成光碟
停止旋转，并会导致机器故障或毁坏光碟。
注意别使用表面残留有粘胶液的二手旧唱碟或出租
的 ＣＤ 唱碟（例如撕掉了标签的位置，印墨，新贴
标签边缘溢出的多余粘胶液）。
• 有未干印墨或残余粘胶糊。（图 A）
别用被剥离旧标签的出租 ＣＤ 唱碟。
• 标签部分剥离，留下粘性胶糊。（图 B）
请勿使用表面附有说明文字或标贴的光碟。
• 附贴标签。（图 C）

请勿使用粘有任何标签或贴纸的光碟。

问题１４ ＭＰ３的文件名称／文件夹名称是否
与建立数据ＣＤ时的名称（显示在电
脑上的名称）不同？
在本装置上，文件名称／文件夹名称按如下
显示。
• 文件名称／文件夹名称最多能显示８个字
符。
第９个或更后面的字符无法被显示或滚动
显示。
• 除ＩＳＯ ９６６０ ｌｅｖｅｌ １格式以外的文件夹名
称或文件名称可能无法正确显示。文件名
称应只能使用单字节的大写字母，单字节
的数字字符或底线（“ ”）。名称长度
同样也不能超过８个字符，扩展名不能超
过三个字符。
• 无法显示日语音标／中文字符。
只能显示单字节的大写字母（Ａ－Ｚ），单
字节的数字字符（０－９），以及单字节的
符号（“＿”，“．”，“＜“，“＞“，
“／”，“＋”，“*”）。单字节的小写
字母（ａ－ｚ）被转换为大写字母，所有其
他字符显示成“*”。

汽车激光唱盘转换器

A

自２００１年１２月起

...

文件夹
（专辑）

1

持拿光碟须知

C
不正确

使用此类光碟可能会引起下列故障：
－无法退出光碟（由于标签或贴纸剥落并阻塞退出
机构）
－由于贴纸或标签的热涨冷缩导致光碟弯曲无法正
确读取音频数据（例如：播放跳跃，或无法播
放）。
－损坏光碟匣内的其他光碟。

CDX-757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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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零件一览表
表中的号数为说明文中的标号。

D
正确

1

2

3

B
×2

E

×4

4

×4

5

音频ＣＤ

C

5m

5m

ＭＰ３文件

使用前须注意

问题１６ 开始播放ＭＰ３文件要花费一些时
间。
在播放ＭＰ３文件之前，装置先要读取光碟信
息（文件夹和文件的编号，或数据所处的位
置）。要开始播放具有很多树级的光碟会花
费更多的时间。
详细说明，请参阅使用说明书。

问题１７ 播放跳跃和无法播放。
录制ＣＤ－Ｒ／ＲＷ状况（数据遗漏等）或光碟状
况（脏，裂缝，弯曲等）可能会造成播放跳
跃或无法播放。

将播放最先被识别的文件或数据。

问题１８ 本装置能播放ＷＡＶＥ文件吗？
本装置无法播放ＷＡＶＥ文件。

问题１９ 本装置能播放其它压缩格式（如
ＡＴＲＡＣ３）的文件吗？
本装置只能播放ＭＰ３。

规格
系统
频率响应
失真和颤动
信噪比
输出端子
电流消耗

唱碟数字声频系统
５ – ２０，０００ Ｈｚ
低于可测量限度
１０２ ｄＢ
ＢＵＳ 控制输出（８ 脚）
模拟声频输出（ＲＣＡ 脚）
８００ ｍＡ（播放 ＣＤ 中）
８００ ｍＡ（装放或排出一唱碟中）

操作温度
尺寸
质量
电源
附件
选购附件

－１０℃ 到＋５５℃
大约宽 ２６２×高 ９０×深 １８５ ｍｍ
不含突出部分和控制器
大约 ２．１ ｋｇ
１２ Ｖ ＤＣ 汽车电池（负极接地）
唱碟匣 （１）
安装和接线用部件（１ 套）
唱碟匣 ＸＡ－２５０
电源选择器 ＸＡ－Ｃ３０

设计和规格有所变更时，恕不另行奉告。

上海索广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９３０号

安装

装入一张唱碟
1

唱碟匣须知

使用前须注意
• 请参照下列各项仔细选择安装位置：
－ 机器不能遭受超过 ５５℃ 的温度 （例如停驻于炎阳下的汽车内）。
－ 机器不可直接照射到阳光。
－ 机器不可靠近热源 （例如加热器等）。
－ 不要让机器暴露雨中或潮湿处。
－ 不要把机器放在多尘或污秽的地方。
－ 别让机器受到强烈的震动。
－ 小心别让攻丝螺钉钻伤了燃油箱。
－ 注意安装机器位置下面不要有电线束或配管。
－ 行李箱中或下面的备胎，工具或其他设备的取存不可受到机器的安装螺钉或机器本身的干扰或损伤。

• 为了安装确实和安全，请限使用附带的安装五金件。
• 限使用附带的螺丝钉。
• 务请在确认安装面的另一侧没有任何其他物品之后开 ø ３．５ ｍｍ 的孔。

•不要把唱碟匣放置在高温，高湿的地方。例如放在汽车仪表板上或车后窗下等唱碟匣会直接照射到阳光的地
方。
•一个托盘上只能放一张唱碟。否则，可能会损坏换碟器和唱碟。
•别让唱碟匣掉落地上或受到强烈的冲击。

贴标签面朝上

有箭头标志的一面朝上

c

脱出托盘时
通常，托盘是不会从唱碟匣中脱落的。但是万一被拉出脱离唱碟匣，您可以很简单
地再把它装插回去。

小翼

有 １０ 张唱碟，每一托盘装一张

让托盘有缺口的一边朝着自己方向将托盘右角插入槽中，然后压入左角至听到咔嗒声响。

注

请使用附带的唱碟匣或唱碟匣 ＸＡ－２５０。唱
碟匣 ＸＡ－１０Ｂ／ＸＡ－３５０是不能用于本机的。您
如果随便使用其他唱碟匣，将可能引起故障
的。

注
您不能播放 ８ｃｍ 规格的 ＣＤ。

如何安装机器
支架1提供了两种安装位置，高和低。根据您的考虑，请使用合适的螺孔。

2

水平安装

装插托盘时，切勿插反了面或插错方向。

连接
接线图
Ｓｏｎｙ ＢＵＳ 兼容汽车音响

1

2

推开门锁

滑开

3

单位：ｍｍ

BUS AUDIO IN
2

3

HORIZONTAL

对准标志位置。

BUS CONTROL IN

1

c

2

4

5

1
ø 3.5

注
请勿将手伸进 ＣＤ 换碟机内，以防伤害。

CDX-757MX

3

竖直安装

1

2

单位：ｍｍ

唱碟匣

3

详细请参考汽车音响的安装／连接说明。

取出

注

2

VERTICAL

要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换碟器时，您需要利用 ＸＡ－
Ｃ３０ 声源选择器 （选购件）。

3

对准标志位置。

1
2
1
ø 3.5

Z (EJECT)

如果唱碟匣没有锁定妥当
请取出唱碟匣，按下 Z （ＥＪＥＣＴ） 按钮后再将它装进去。

悬挂安装
机器安装在后行李箱托架下面等位置时，必须作好如下的准备。
• 小心地选择能水平地安装机器的位置。
• 确认机器是否不会阻挠后行李箱盖的扭杆弹簧等。

1

单位：ｍｍ

4

2

ø 3.5

HORIZONTAL

对准标志位置。

1
2
2

请完全关上门使用机器
否则，会有尘垢进入机器弄脏换碟器内部的透镜。

3

1

3

注
当把唱碟匣装入 ＣＤ 换碟器或按下了连接着的汽车音响的重调按钮时，机器即将自动被激活（打开）并读取 ＣＤ
上的数据。
当读完唱碟匣中所有 ＣＤ 上的数据时，机器即将自动停止操作。本装置首先读取光碟匣中的所有光碟信息。视录
制方法而定，在读取光碟时，即使将点火钥匙关到ＯＦＦ，也将可能持续一些时间操作才会停止。此属正常情况，并
非故障。

倾斜安装
安装好机器之后，请旋转度盘对准标志中的一个使箭头尽可能呈垂直方向的位置。

HO
RIZ
ON
TAL

L
ICA
VERT

TAL
ON
RIZ
HO

VE
RT
ICA
L

VERT

TAL
ON
RIZ
HO

ICA
L

注
左、右度盘一定都要对准同一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