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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音乐

部件和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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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M-PORT

在“WALKMAN”上播放内容。
按系统上的VOLUME +/–按钮调节音量。

 DC IN 5.2V插孔
 支架
 VOLUME +/- 按钮

VOLUME +/−按钮

安装
1

 提示
 您可以在不连接交流电源适配器的情况下在系统中安装的“WALKMAN”上执行播放。
 有关如何在“WALKMAN”上执行播放的详细情况，请参阅“WALKMAN”附送的“操作
指南”。

安装位于系统背面的支架，连接交流电源适配器，并将交流电源适配器
的插头插入墙壁电源插座。

注意
 当在“WALKMAN”上播放而未连接交流电源适配器时，系统的音量输出减弱。也消耗
“WALKMAN”的电池电量。
 如果您想调节音量，在安装有“WALKMAN”时进行调节。如果您在播放期间断开交流
电源适配器的连接并且拆下“WALKMAN”，音量将重设为默认设定。
 如果“WALKMAN”型号的耳机插孔与 WM-PORT 插孔在同一侧，您无法在系统中装有
“WALKMAN”时使用 FM 收音机功能。
 当操作系统中装有的“WALKMAN”时，请使用另一只手扶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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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连接交流电源适配器的可播放时间
NWZ-E430F系列：16小时（约）
NWZ-S730F/S630F系列：17小时（约）

当以MP3，128 kbps播放时

至DC IN 5.2V插孔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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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火灾或触电的危险，切勿将本设备受到滴水或泼洒，并且切勿将花瓶等装有液
体的物品放置在设备上。

如图所示，将附送的固定装置装入系统直至听到咔嗒声。
装入配合“WALKMAN”型号使用的固定装置。每个固定装置有对应的识别标记，
NWZ-E430F系列为（E），NWZ-S730F/S630F系列为（S）。

对“WALKMAN”的电池充电
如果您在连接了交流电源适配器时将“WALKMAN”放入系统，则自动开始电池充电。充电
进程显示在“WALKMAN”上。详细情况，请参阅“WALKMAN”附送的“操作指南”。

切勿将交流电源适配器安装在书橱或内置式壁橱等封闭空间内。

故障排除

将交流电源适配器连接至便于插拔的交流电源插座。一旦发现交流电源适配器有异常情
况，请立即断开与交流电源插座的连接。
铭牌位于背面。

一旦您在系统中遇到了问题，请在以下的故障排除检查列表中找到相应问题并采取指示
的修正操作。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络Sony经销商。
请注意，如果维修人员在修理期间更换了某些部件，请保留这些部件。
当将系统送修时，请务必携带整个系统。
本产品是一个系统产品，确定问题需要整个系统。

规格
连续RMS功率输出（参考）1:
输入：
扬声器：
尺寸（长/高/宽）：
尺寸（长/高/宽，垂直位置）：
质量：
工作温度：
电源要求：
电源（2路供电）：

1W +1 W（1 kHz，10% THD）
WM-PORT2 （22针）
有关兼容的“WALKMAN”型号，请参阅以下内容。
直径39 mm
约152 × 105 × 20 mm
约152 × 105 × 60 mm
约140 g
5°C 到 35°C
DC 5.2 V（100-240 V）
交流电源适配器（附送）/“WALKMAN”电池供电

没有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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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WALKMAN”装入系统。

确保交流电源适配器和电源线牢固连接。
按 VOLUME + 按钮调高音量。
确保“WALKMAN”牢固连接。
确保“WALKMAN”正在播放音乐。

有剧烈的嗡嗡声或噪音。
 将系统远离任何可能的噪音源。
 连接交流电源适配器到另一个电源。

设计和规格若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1

当使用交流电源适配器时。

声音失真。

2

WM-PORT 是专用的多端子连接器，用于将“WALKMAN”连接到其附件。

 按 VOLUME – 按钮调低音量。
“WALKMAN”的声音模式设定为正常或平滑声音质量。

关于客户支持网站

支架脱落。

如果您对本产品有任何疑问或问题，或需要有关本产品的兼容项目信息，请访问以下
网站。
http://www.sony-asia.com/support

 按以下步骤将支架装入系统。

注意事项

 将支架的右上转孔装入系统背面上的右侧转轴。务必首先将转孔装入右侧转轴。

请确保将“WALKMAN”正确放入系统的WM-PORT中以便正确连接。

关于安全
 交流电源线只能在有资格的维修商店内更换。
 只能使用附送的交流电源适配器。请勿使用任何其它交流电源适配器。

转孔
安装到右侧转轴。

插头极性

关于放置
 请勿将系统放置在倾斜位置。
 请勿将系统放置在很热的地方或受到直接阳光照射、多尘、高湿或特别冷的地方。
 当将系统放在经过特殊处理（打蜡、涂油、磨光等）的地板上时可能会导致染色或褪色，

 将另一个转孔安装到左侧转轴，然后向下按支架直至听到咔嗒声。

请引起注意。

关于清洁
请使用软布用中性洗涤剂或水稍稍沾湿清洁外壳。请勿使用任何类型的研磨垫、洗衣粉
或溶剂（酒精或苯等）。

检查附件
 扬声器（本系统，1）



 交流电源适配器 （1）


交流电源插头的形状视国家或地区而异。

 使用说明书（本手册，1）



 固定装置 （2）

用于 NWZ-E430F 系列的固定装置（E）
用于 NWZ-S730F/S630F 系列的固定装置（S）

标记（E）


标记（S）

每个固定装置在其底部都有对应于“WALKMAN”
型号的识别标记。

“WALKMAN”和“WALKMAN”图标是 Sony Corporation 的注册商标。
 所有其他商标或注册商标都是各自所有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在本手册中，不标示

 和  标志。

中文繁體字

警語

安裝方法

故障排除

1

使用系統時如發生問題，請於以下故障排除檢核表尋找問題並採取適當的改正措施。如
果仍無法解決問題，請洽Sony 經銷商。
請注意，如果服務人員在維修時更換了部分部件，應留下這些部件。
將系統送修時，請確保送修整組系統。
本產品為系統式產品，因此必須查看整組系統以判斷問題。

安裝位於系統背面的支撐架，連接交流電變壓器，並將交流電變壓器的
插頭插入牆上插座。

為了降低火災或電擊的風險，請勿讓本設備受到滴水或潑灑，且勿將花瓶等裝滿液體的
物體放置在本設備上。
切勿將交流電變壓器安裝在狹窄的空間內，如書櫃或壁櫥內。

無聲音。

請將交流電變壓器連接至易於使用的交流電插座。如發現交流電變壓器運作異常的情
況，請立即中斷與交流電源插座的連接。
插入牆上插座

銘牌位於背面。

規格






確保已穩固連接交流電變壓器和電源線。
按下 VOLUME + 按鈕而調高音量。
確保已穩固連接“WALKMAN”。
確保“WALKMAN”正在播放音樂。

發出嚴重嗡嗡聲或噪音。
插入 DC IN 5.2V 插孔
1

連續RMS電源輸出（參考） :
輸入：

1W +1 W (1 kHz，10% THD)
WM-PORT2 （22 針腳）
請參閱以下相容的“WALKMAN”機型。
直徑39 mm
約 152 × 105 × 20 mm
約 152 × 105 × 60 mm
約140 g
5°C 至 35°C
DC 5.2 V (100-240 V)
交流電變壓器（隨附）/“WALKMAN”所隨附的電池

揚聲器：
尺寸（寬/高/深）：
尺寸（寬/高/深，直立位置）：
質量：
運作溫度：
電源要求：
電源（雙向電源）：

2

 請將系統移離可能產生噪音的來源。
 將交流電變壓器連接至不同插座。

如圖所示將隨附連接裝置裝入系統，直到聽見卡入定位的喀嚓聲。
裝入可搭配使用您“WALKMAN”機型的連接裝置。每個連接裝置均印有 NWZ-E430F 系
列專用的識別標記（E）與 NWZ-S730F/S630F 系列專用的識別標記（S）。

音質失真。
 按下 VOLUME - 按鈕而降低音量。
 將“WALKMAN”音質模式設為一般或降音音質。

支撐架脫離。
 請依照下列步驟而將支撐架安裝至系統。

 將支撐架的右上方絞鏈裝入系統背面右側栓孔。確保絞鏈先裝入右側栓孔。

設計和規格若有改變，恕不另行通知。
1

使用交流電變壓器時。

2

WM-PORT 為專用的多端子連接器，可將“WALKMAN”連接至配件。

關於顧客支援網站
如果您對本產品有任何疑問，或想了解可與本產品搭配使用的產品資訊，請至以下網
站。
http://www.sony-asia.com/support

絞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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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裝入右側栓孔。

將“WALKMAN”安裝至系統。
 將另一個絞鏈裝入左側栓孔，並下壓支撐架直到聽見喀嚓聲。

關於使用安全性
 交流電源線必須在有資格的維修商店更換。
 僅能使用隨附的交流電變壓器。請勿使用其他交流電變壓器。

插頭極性

關於放置
 切勿將系統放置於傾斜的位置。
 切勿將系統放置於高溫的地方，或是放置於直接日曬、多塵、極潮濕或極低溫的地方。
 將系統放置於特殊處理過（打蠟、上油、拋光等）的地板時請格外小心，因為可能會沾

染髒污或掉色。
確保“WALKMAN”正確置入系統的WM-PORT，以確保正確連接。

關於清潔
請使用稍微沾濕中性清潔劑或清水的軟布清潔外殼。切勿使用任何類型的砂紙、拋光粉
或溶液（如酒精、汽油等）。

檢查隨附物品


 揚聲器（本系統，1）

 交流電變壓器 （1）


交流電源插頭的形狀會因各國家地區而有所
差異。

 使用說明書（本手冊，1）



 連接裝置 （2）

NWZ-E430F 系列專用連接裝置（E）
NWZ-S730F/S630F 系列專用連接裝置（S）

聆聽音樂
標記（E）


標記（S）

每一個連接裝置底部均印有適合您“WALKMAN”
機型的識別標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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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您“WALKMAN”的音樂。
按下系統上的VOLUME +/- 按鈕以調整音量。

部件和控制器
VOLUME +/–按鈕

 WM-PORT

 DC IN 5.2V插孔
 支撐架
 VOLUME +/- 按鈕

 提示
 您可以在未連接交流電變壓器的情況下，使用安裝於系統的“WALKMAN”播放功能。
。
“WALKMAN”播放功能的詳細使用方法，請參閱您“WALKMAN”隨附的“使用手冊”
注意
 未連接交流電變壓器而播放“WALKMAN”音樂時，將降低系統的輸出音量。同時耗用
您“WALKMAN”的電池電量。
 如果您想調整音量，請於安裝“WALKMAN”的情況下調整。如果您在播放音樂以及取
下“WALKMAN”時中斷交流電變壓器的連接，音量就會重設為預設值。
“WALKMAN”機型的耳機插孔與 WM-PORT 插孔位於同一側，您即無法在“WALKMAN”
 如果您
安裝於系統時使用 FM 廣播功能。
。
 在“WALKMAN”安裝於系統而操作“WALKMAN”時，請用另一隻手穩住“WALKMAN”
未連接交流電變壓器時的可用播放時間
NWZ-E430F系列：（約）16小時
NWZ-S730F/S630F 系列：（約）17 小時

以MP3、128 kbps格式播放時

若要對“WALKMAN”的電池充電
如果您於連接交流電變壓器時而將“WALKMAN”置於系統中，即可自動開始電池充電。
“WALKMAN”會顯示充電進度。詳情請參閱您“WALKMAN”隨附的“使用手冊”。

“WALKMAN”和“WALKMAN”標誌是 Sony Corporation 的註冊商標。
 所有其他商標與註冊商標是其相關所有者的商標或註冊商標。在本手冊中，未標明

 與  標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