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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为防止火灾或触电，请不要让本机淋雨
或受潮。
为防止触电，请不要擅自打开机壳。若有必要
务请委托专业人员。
为防止火灾，请勿用报纸、桌布、窗帘等覆盖
本装置的通风口。请勿将点燃的蜡烛放在本装置
上。
为防止火灾或触电的危险，请勿在本装置上放
置如花瓶等盛有液体的物体。
请勿将本机安放在书橱或壁橱等狭窄封闭处。
本装置属于一类激光 （ＣＬＡＳＳ １ ＬＡＳＥＲ） 产
品。本标签位于背面外壳上。

以下注意标签贴于机内。

请勿乱扔电池，应作为有害废物加以
处理。

上海索广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市 闵行区 剑川路９３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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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标识
各项目按照字母顺序排列。有关详情，请参照括号（）中所示的页次。

主机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7（９， １６）
ＯＰＥＮ／ＣＬＯＳＥ Z 1（９）
ＴＵＮＥＲ／ＢＡＮＤ 6（１２）
ＴＵＮＩＮＧ ＋／－ 3（１２）
ＶＯＬ ＋／－ 2
显示窗 0
遥控感应器 9

4

按键说明

m/M 3
./> 3
x 4
NX 5
?/1 8

遥控器
部件标识

1 2 3 4

ws
wa

5
6

w;

7

ql

8
9
0
qa

qk
qs
qj
qd
qf

qh
qg

ＢＡＳＳ ＋／－ qg （１４）
ＣＤ N qk （９）
ＣＬＯＣＫ／ＴＩＭ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 6 （１６）
ＣＬＯＣＫ／ＴＩＭＥＲ ＳＥＴ 7 （８， １５）
ＤＩＳＰＬＡＹ 5 （８， １２， １４）
ＤＳＧ qd （１４）
ＥＮＴＥＲ 8 （８， １１， １２， １５）
ＦＭ ＭＯＤＥ 3 （１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ws （９， １６）
ＭＥＭＯＲＹ 9 （１２）
ＯＰＥＮ／ＣＬＯＳＥ Z 1 （９）

ＰＣ／ＴＡＰＥ q; （１６）
ＰＬＡＹ ＭＯＤＥ wa （９， １１）
ＲＥＰＥＡＴ 3 （１０）
ＳＬＥＥＰ 2 （１５）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 qh （１４）
ＴＲＥＢＬＥ ＋／－ qf （１４）
ＴＵＮＥＲ ＢＡＮＤ qj （１２）
ＴＵ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 wa （１２）
ＶＯＬ ＋／－ qs
数字键 w; （１０）

按键说明

@/1 4
＋/－ qa
. qa
> qa
X qk
x qk
m ql
M 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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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工作

连接系统
按下述1至6的步骤用随机提供的导线及附件连接系统。
前面盖是由回火玻璃制做的，请记住小心地对待本机。
ＡＭ环形天线

后盖

右侧扬声器

左侧扬声器

1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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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取下后盖。

2 连接扬声器。

将扬声器导线如下所示连到ＳＰＥＡＫＥＲ端子
上。

插入此部分
条纹状
按下翼片并抬起后盖
无条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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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连接ＡＭ天线。

ＡＭ环形天线

白色

6 要使用遥控器时，拔出绝缘片以便使电池
通电。

遥控器内已装有电池。
准备工作

设定ＡＭ环形天线后予以连接。
应将白色导线连接至标记有U符号一侧的
端子上，将红色导线连接至另一侧的端
子上。

ＣＤ唱机玻璃盖的注意事项

红色

4 装回后盖。

将导线穿过后盖底部上的孔。

本ＣＤ唱机盖是由回火玻璃制成。
在一般情况下，较之普通玻璃此回火玻璃具有
较强的抗冲击及承重的能力。但若受到猛烈的
冲击或划擦，它也可能会破碎。

要连接选购的组件时

请参阅第１６页上的“选购组件”。

5 完成所有的连接后，将电源线连接于墙壁
引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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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遥控器内的电池
1 滑出并取下电池盒。

设定时间
1 接通系统电源。
2 按压遥控器上的ＣＬＯＣＫ／ＴＩＭＥＲ

ＳＥＴ。

首次设定时间时从步骤４开始。

3 反复按压.或>选择“ＣＬＯＣＫ

ＳＥＴ”，

然后按压遥控器上的ＥＮＴＥＲ。

日期指示开始闪烁。

4 反复按压.或>设定日期，然后按压遥
2 将＋侧朝上插入一个新的锂电池ＣＲ２０２５。
锂电池ＣＲ２０２５

控器上的ＥＮＴＥＲ。

小时指示开始闪烁。

5 反复按压.或>设定小时，然后按压遥
控器上的ＥＮＴＥＲ。

分钟指示开始闪烁。

6 反复按压.或>设定分钟，然后按压遥
控器上的ＥＮＴＥＲ。

时钟开始走动。

3 将电池盒滑入原位。

提示

提示

如果出了错误或想要改变时间，从步骤１重新
开始。

当遥控器不能继续操作系统时，请更换新的电
池。

在待机状态时关闭时钟显示

注

• 如果您长时间不使用遥控器，请取出电池以防
止电池漏液可能造成的损害。
• 请将锂电池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如果误吞
咽了电池，请立即与医生联系。
注意

如未正确更换电池，会有爆炸的危险。只可更
换制造商建议的相同或相当类型的电池。请根据
制造商的指示丢弃使用过的电池。
警告

如未正确处置电池，可能会发生爆炸。
请勿充电、分解或将电池抛入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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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关闭时按压遥控器上的ＤＩＳＰＬＡＹ。

若要开启时钟显示，再次按压遥控器上
的ＤＩＳＰＬＡＹ。
注

• 当设定有每日定时器时，您无法关闭时钟显
示。
• 在关闭显示期间，当您设定每日定时器时，时
钟显示将会出现。

ＣＤ

播放ＣＤ

放入ＣＤ

— 正常播放／随机播放／重复播放

1 触按ＯＰＥＮ／ＣＬＯＳＥ Z （或按压遥控器上的
ＯＰＥＮ／ＣＬＯＳＥ Z ），以使光盘托架升起。

您可以在本系统上用不同的播放模式播
放ＣＤ。
准备工作／ＣＤ

播放时间

曲目号码

1 反复按压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将功能切换为ＣＤ。
2 反复按压遥控器上的ＰＬＡＹ ＭＯＤＥ，直至所需
的模式出现在显示窗上。

2 在光盘托架上垂直放置一张ＣＤ。
令标签侧朝前。
当播放８ ｃｍ ＣＤ时，
请使用另售的适配器。

选择

将播放

无显示
（正常播放）

以原有顺序播放所有曲目。

ＳＨＵＦ
（随机播放）

所有曲目按随机次序。

ＰＧＭ
（编序播放）

以您希望播放的顺序播放所有
曲目（参见第１１页上的“编排
ＣＤ曲目”）。

3 按压NX （或遥控器上的ＣＤ

N）。
接下页

3 再次触按ＯＰＥＮ／ＣＬＯＳＥ Z （或按压遥控器上
的ＯＰＥＮ／ＣＬＯＳＥ Z ）使光盘托架降下。
注

请勿用手指触摸ＣＤ的播放面，这会损坏ＣＤ或造
成ＣＤ的过早装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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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ＣＤ（续）

要在遥控器上输入１０或大于１０的曲目号码时

1 按压＞１０。
其他操作

2 输入相应的数字键。

要

进行下述操作

停止播放

按压x。

范例：

暂停

按压NX（或遥控器上的
X）。再次按压该键恢复播
放。

要输入曲目号码３０，按压＞１０，然后按压３和
１０／０。

选择曲目

反复按压.或>直至找到
所需曲目。

找出曲目中的
某一位置

在播放中按住m或M并在
所需位置松开该键。

取出ＣＤ

触按ＯＰＥＮ／ＣＬＯＳＥ Z（或按压
遥控器上的ＯＰＥＮ／ＣＬＯＳＥ Z）。

• 请勿用手指强行将光盘按下，因为这样可能会
使ＣＤ唱机发生故障。而且，不要阻挡ＣＤ弹出。
务必触按ＯＰＥＮ／ＣＬＯＳＥ Z（或按遥控器上的ＯＰＥＮ／
ＣＬＯＳＥ Z）来使光盘托架降下。
• 如果戴着手套触按ＯＰＥＮ／ＣＬＯＳＥ Z，光盘托架可
能不动作。请用裸手触按ＯＰＥＮ／ＣＬＯＳＥ Z或按遥
控器上的 ＯＰＥＮ／ＣＬＯＳＥ Z。

重复地播放
（重复播放）

在播放中按压遥控器上的
ＲＥＰＥＡＴ直至“ＲＥＰ”或
“ＲＥＰ １”出现。
ＲＥＰ： 用于重复播放ＣＤ上的所
有曲目。
ＲＥＰ １＊： 仅用于重复播放一首
曲目。
要取消重复播放，按压遥控器
上的ＲＥＰＥＡＴ直至“ＲＥＰ”或
“ＲＥＰ １”消失。

＊ 在随机播放和编序播放时，不能仅重复一首曲
目。
提示

如果您按压一个遥控器上的数字键，光盘上面
与所按压号码相对应的曲目将开始播放（曲目直
接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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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输入０时，以１０／０取代。

注

其他操作

编排ＣＤ曲目
— 编序播放

要

进行下述操作

取消编序播放

反复按压遥控器上的ＰＬＡＹ
ＭＯＤＥ直至“ＰＧＭ”和“ＳＨＵＦ”
消失。

您可以制作一个多达２４首曲目的程序。

“ＰＧＭ”出现。

3 反复按压.或>，直至所需曲目号码出
现。
所选择曲目的播放时间

清除整个编程节目 在停止状态下按压x。
使用数字键选择
所需曲目

不进行步骤３至５的操作，而是
按压遥控器上的数字键。

ＣＤ

1 反复按压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将功能切换为ＣＤ。
2 反复按压遥控器上的ＰＬＡＹ ＭＯＤＥ，直至

提示

• 在编序播放结束后，您制作的程序仍被保留
着。要再次播放同一程序，按压NX（或遥控
器上的ＣＤ N）。
• 当总播放时间超过１００分钟时，不再显示时间而
显示总曲目数。

曲目号码

4 按压遥控器上的ＥＮＴＥＲ。
该曲目被编序。
将显示程序的总播放时间和最后编程的
曲目号码。

5 若要编入追加曲目，重复步骤３和４。
6 按压NX （或遥控器上的ＣＤ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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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谐器

使用ＣＤ显示窗
反复按压遥控器上的ＤＩＳＰＬＡＹ。

预置电台
您可以预置２０个ＦＭ电台和１０个ＡＭ电台。

当放入ＣＤ ＴＥＸＴ光盘时，您可以查看光盘
上录制的资讯，如标题等。显示将循环改变
如下：

1 反复按压ＴＵＮＥＲ／ＢＡＮＤ（或遥控器上的ＴＵＮＥＲ

正常播放中

2 反复按压遥控器上的ＴＵＮＩＮＧ

曲目号码和当前曲目的播放时间 t 曲
目号码和当前曲目的剩余时间 t ＣＤ的剩
余时间 t 当前曲目的标题＊ t 时钟

3 按压ＴＵＮＩＮＧ

停止状态下

曲目总数和总播放时间 t ＣＤ光盘标题＊
t 音乐家姓名＊ t 时钟
＊ 若放入没有标题的ＣＤ，则不出现任何显示。若
ＣＤ含有２０首以上的曲目，曲目２１以后将不显示
ＣＤ ＴＥＸＴ。

ＢＡＮＤ）选择“ＦＭ”或“ＡＭ”。
ＭＯＤＥ直至

“ＡＵＴＯ”出现。
－或＋（或遥控器上的－或＋）。

当本系统调入一个电台时频率显示改变
并且电台搜索停止。“ＴＵＮＥＤ”和
“ＳＴＥＲＥＯ”（对于立体声节目）出现。

4 按压遥控器上的ＭＥＭＯＲＹ。
一个预设号码闪烁。
在预设号码闪烁期间执行步骤５。如果
１６秒钟以上不对系统进行操作，预设号
码将消失，同时系统返回至步骤２的状
态。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重新从步骤３开
始。

5 按压.或>选择希望的预设号码。
6 按压遥控器上的ＥＮＴＥＲ。
电台被存入。

7 重复步骤１至６以存入其他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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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停止扫描时

按压遥控器上的ＴＵ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

收听广播

要调入讯号较弱的电台时

— 预置调谐

在步骤２反复按压遥控器上的ＴＵ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ＭＡＮＵＡＬ”出现。然后反复按压
ＴＵＮＩＮＧ －或＋（或遥控器上的－或＋）手动调
入电台，并从步骤４继续操作。

首先在调谐器的记忆体内预设广播电台
（参见第１２页上的“预置电台”）。

要改变预设号码时

要改变ＡＭ调谐间隔时（欧洲机型除外）

本系统出厂时ＡＭ调谐间隔预置为９ ｋＨｚ
（某些地区为１０ ｋＨｚ）。要改变ＡＭ调谐间隔
时，先调入任何一个ＡＭ电台后关闭系统电
源。一边按住系统上的 ＴＵＮＩＮＧ ＋，一边重
新开启系统。当您改变间隔时，所有的ＡＭ预
置电台均被抹消。要重新设定间隔时，请重
复相同的操作程序。
提示

• 即使拔下电源线或发生停电，预设电台仍会保
存大约一星期。
• 当记录新的电台时，以前记录于该预设号码的
电台将被抹去。

ＢＡＮＤ）选择“ＦＭ”或“ＡＭ”。

2 反复按压遥控器上的ＴＵ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直至

“ＰＲＥＳＥＴ”出现。

3 按压.或>选择希望的预设电台（或
ＲＤＳ电台名称＊）。

ＣＤ／调谐器

重新从步骤１开始。

1 反复按压ＴＵＮＥＲ／ＢＡＮＤ（或遥控器上的ＴＵＮＥＲ

＊ 仅限于欧洲机型

收听未预置的电台
• 在步骤２反复按压遥控器上的ＴＵ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ＭＡＮＵＡＬ”出现。然后反复按压
ＴＵＮＩＮＧ －或＋（或遥控器上的－或＋）调入
希望的电台（手动调谐）。
• 反复按压遥控器上的ＴＵ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直至
在步骤２出现“ＡＵＴＯ”，然后按压ＴＵＮＩＮＧ
－或＋（或遥控器上的－或＋）。当本系统调
入一个电台时频率显示改变并且电台搜索
停止（自动调谐）。
要取消自动调谐时

按压遥控器上的ＴＵ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
提示

• 如果收听ＦＭ电台时听到噪音，将ＦＭ天线从后面
板上取下并将其放在机壳的外面。
• 若要改善广播接收效果，请调节随机提供的天
线或连接市售的外接天线。
• 当ＦＭ立体声节目有静电噪音时，反复按压遥控
器上的ＦＭ ＭＯＤＥ直至“ＭＯＮＯ”出现。此时，虽然
没有立体声效果，但接收效果会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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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调节

使用广播数据系统
（ＲＤＳ）

调节声音

（仅限于欧洲机型）

产生更动听音乐

何谓广播数据系统？

— ＤＳＧ

广播数据系统（ＲＤＳ）＊是一种广播服
务，即广播电台除标准节目信号以外，还传
送附加信息。

您可以使用ＤＳＧ（动态音响发生器）功能
生成更加强劲的声音。
按压遥控器上的ＤＳＧ。

注

若您调入的电台未正常发射ＲＤＳ信号或该信号
微弱，则ＲＤＳ功能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每次按下该键时，显示将循环改变如
下：
ＤＳＧ １ t ＤＳＧ ２ t ＤＳＧ ＯＦＦ

＊ 并非所有的ＦＭ电台提供ＲＤＳ服务，并且也并非均
提供相同形式的服务。如果您不熟悉ＲＤＳ服务，
请查询您当地的广播电台以便获得该地区的ＲＤＳ
服务详情。

接收ＲＤＳ广播
只要从ＦＭ波段选择一个电台即可。

当您调入一个提供ＲＤＳ服务的电台时，该
电台名称会出现在显示窗内。
要查看ＲＤＳ信息时

每次按压遥控器上的ＤＩＳＰＬＡＹ时，显示将
循环改变如下：
频率 t 电台名称＊ t 时钟
＊ 如果未能正确接收ＲＤＳ广播，电台名称可能不会
出现。

当ＤＳＧ开启时，“ＤＳＧ”点亮。
反复按压遥控器上的ＤＳＧ取消ＤＳＧ。

选择环绕音响效果
按压遥控器上的ＳＵＲＲＯＵＮＤ。

“ＳＵＲＲ”出现在显示窗中。
再按压一次取消环绕声效果。

调节低音
反复按压遥控器上的ＢＡＳＳ ＋或－以调节低音。

您可以分７个阶段调节低音（从－３至
＋３）。

调节高音
反复按压遥控器上的ＴＲＥＢＬＥ ＋或－以调节高
音。

您可以分７个阶段调节高音（从－３至
＋３）。
提示

• 通过将ＢＡＳＳ和ＴＲＥＢＬＥ设定为０，您可以欣赏原有
的声音。
• 您无法同时开启ＤＳＧ和低音／高音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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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器

在音乐中入睡

在音乐中起床
— 每日定时器

— 睡眠定时器
可以使本系统在经过一定的时间后关断
电源，使您能听着音乐入睡。
按压遥控器上的ＳＬＥＥＰ选择希望的时间。

每次按下该键时，分钟显示（关机时
间）将循环改变如下：

＊ 系统将在当前ＣＤ播放完毕（最高至１００分钟）后
自动关闭电源。
当功能为ＴＵＮＥＲ时，系统将在１００分钟后关断电
源。

其他操作

1 准备您想要播放的音源。
• ＣＤ：放入ＣＤ。要从指定的曲目开始播
放时，请制作播放程序（参见第１１页
的“编排ＣＤ曲目”）。
• 广播：调入一个电台（参见第１３页上
的“收听广播”）。
• 磁带：对ＰＣ／ＴＡＰＥ插孔上所连接的组
件定时器进行同样的设定。

2 按压ＶＯＬ －或＋调节音量。
3 按压遥控器上的ＣＬＯＣＫ／ＴＩＭＥＲ ＳＥＴ。
4 反复按压.或>直至“ＴＩＭＥＲ ＳＥＴ”出

要

按下

现，然后按压遥控器上的ＥＮＴＥＲ。

查看剩余时间

按压一次遥控器上的ＳＬＥＥＰ。

小时指示开始闪烁。

改变关断电源的
时间

反复按压遥控器上的ＳＬＥＥＰ选
择希望的时间。

取消睡眠定时器
功能

反复按压遥控器上的ＳＬＥＥＰ直
至“ＯＦＦ”出现。

注

当使用睡眠定时器时，不能使用每日定时器。

调谐器／声音调节／定时器

ＡＵＴＯ＊ t ９０ＭＩＮ t ８０ＭＩＮ t ７０ＭＩＮ
t … t １０ＭＩＮ t ＯＦＦ

在预设时间音乐会唤醒您。务必设置时
钟（参见第８页的“设定时间”）。

5 设定开始播放的时间。
反复按压.或>设定小时，然后按
压遥控器上的ＥＮＴＥＲ。
分钟指示开始闪烁。
反复按压.或>设定分钟，然后按
压遥控器上的ＥＮＴＥＲ。
小时指示再次闪烁。

6 按照步骤５的操作设定停止播放的时间。
音源指示闪烁。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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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购组件
在音乐中起床（续）

7 反复按压.或>选择希望的音源。
指示改变如下：

＊ 选择“ＰＣ／ＴＡＰＥ”以使用连接于ＰＣ／ＴＡＰＥ插孔
上的选购组件作为音源。

连接选购的组件
您可以在本系统上连接数码或模拟组
件。
若要连接选购的组件，请先拆下小后
盖。
至选购组件的
音频输入插孔

8 按压遥控器上的ＥＮＴＥＲ。

至选购组件的
音频输出插孔

依次出现开始时间、停止时间和音源，
然后返回至原有显示。“ＤＡＩＬＹ”点亮。

9 按压?/1关断系统的电源。
其他操作
要

进行下述操作

查看设定

反复按压遥控器上的ＣＬＯＣＫ／
ＴＩＭ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直至“ＤＡＩＬＹ”
出现。出现开始时间，其后为
停止时间、音源，然后出现原
有显示。

改变设定

重新从步骤１开始。

取消定时器

反复按压遥控器上的ＣＬＯＣＫ／
ＴＩＭ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直至“ＴＩＭＥＲ
ＯＦＦ”出现。

注

• 如果在预设时间的３０秒前本系统已处于开启状
态，每日定时器则不会启动。
• 在系统电源接通之后到开始播放的一段时间
（预设时间前的大约３０秒钟）内请勿操作系
统。
• 一旦设定了每日定时器，到取消该功能为止，
定时器将会每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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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ＯＮＥＳ插孔

至数码组件的
数码输入插孔

要

进行下述操作

向数码组件进行
数码录音

连接选购缆线。

向模拟组件进行
模拟录音

连接音频导线。

收听连接的选购
组件

反复按压ＦＵＮＣＴＩＯＮ直至“ＰＣ／
ＴＡＰＥ”出现（或按压遥控器上
的ＰＣ／ＴＡＰＥ）。

通过耳机收听

连接耳机至ＰＨＯＮＥＳ插孔。

附加信息
安放须知

使用前须知
铭牌位于底部外壳上。
安全须知

蓄热
— 虽然工作中系统会发热，但这不是故障。
— 本系统应安放在通风良好位置，以防止系统内
部蓄热。
如果连续在大音量下使用本系统，上面、侧面
和底面的机壳温度会明显上升。为了避免烧伤，
请您不要接触机壳。
为了防止故障，请勿盖住冷却风扇的通风孔。

安装须知
搬移系统时，请取出ＣＤ。

操作须知
如果将本系统从寒冷处直接搬入温暖处或安放
在极为潮湿的房间里，湿气可能会凝结在ＣＤ唱机
内部的透镜上。遇此情况时，系统将无法正常操
作。请取出ＣＤ，并接通电源搁置系统１个小时左
右，使湿气蒸发掉。

定时器／选购组件／附加信息

• 外壳上显示窗处的玻璃是由回火玻璃制成。
在一般情况下，较之普通玻璃此回火玻璃具有
较强的抗冲击及承重能力。但若受到猛烈的冲
击或划擦，它也可能会破碎。
• 即使本系统自身的电源已关断，只要其ＡＣ电源
（干线）仍连接于墙壁引出线，便仍未脱离交
流电源。
• 若长时间不使用本系统，应从电源输出插座拔
下本系统的电源线。拔下电源线时，应握持插
头拔出，切勿拉扯电线部分。
• 万一有物体或液体落入系统内部，应立即拔下
本系统的电源线，并且在请专业人员检查后方
可继续使用。
• ＡＣ电源线须在特约维修店更换。
• 当您将电源线插头插入电源插座时，即使本系
统的电源关闭着，为使用遥控功能和定时功
能，系统将开始充电，故本系统的表面会发
热，这是正常现象。

• 请将本系统安放于通风良好位置，切勿在其上
面放置任何物品。
• 请勿将本系统安放在倾斜位置。
• 请勿将本系统安放于：
－ 极热或极冷之处
－ 多尘或肮脏之处
－ 极为潮湿之处
－ 有振动之处
－ 受阳光直射之处。

如有关于本系统的任何疑问或问题，请与就近
的Ｓｏｎｙ经销店联系。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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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须知（续）
扬声器系统须知
扬声器系统是磁屏蔽的，可以靠近电视机使
用。然而某些电视机的画面会产生磁失真。此
时，请先关掉电视机的电源，过１５至３０分钟之后
再打开。
若仍无改善，则请将扬声器系统安置于远离电
视机的地方。同时，也请注意勿将带有磁性的物
体置于电视机附近，或在电视机附近使用磁性物
体，例如音响架、电视机架和玩具等。因为它们
会与本系统互相影响，故可能导致磁性失真。

ＣＤ须知
• 播放前，请用干净的布擦净ＣＤ。请从中央朝外
放射状地擦拭。
• 请勿使用贴有胶带、标签或有浆糊的ＣＤ，因为
这样可能会损坏ＣＤ唱机。
• 请勿使用溶剂。
• 请勿将ＣＤ暴露于直射阳光下或置于热源附近。
• 无法在本系统上播放不规则形状的光盘（例
如，心型、矩形或星型）。试图播放此类ＣＤ可
能会损坏系统。请勿使用此类光盘。

清洁机壳
请使用稍蘸有中性洗涤剂的软布擦拭。

故障排除
如果在使用本系统时遇到问题，请使用
下面的检查单。
首先检查电源线是否接牢，扬声器是否
接对和接牢。
如果问题不能解决，请与就近的Ｓｏｎｙ经
销店联系。
总体
没有声音。

• 按压ＶＯＬ ＋。
• 确认未插接着耳机。
• 检查扬声器的连接是否正确（参见第６页）。
仅有一个声道有声音或左右音量不平衡。

• 正确地连接好扬声器导线（参见第６页）。
• 尽可能地将扬声器对称放置。
• 在每组扬声器插孔上只连接一个本系统所附
带的扬声器。
• 连接本系统所附带的扬声器。
有严重的嗡嗡声或噪音。

• 将本系统远离噪音音源如电视、ＶＣＲ等。
• 将本系统连接至其他的墙壁引出线。
• 在供电路上安装噪音滤波器（市售）。
显示窗内“０：００”（欧洲机型）或“１２：００ ＡＭ”（其
他机型）闪烁。

• 重新设定时钟（参见第８页）。
无法设定定时器。

• 重新设定时钟（参见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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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器不工作。

• 按压遥控器上的ＣＬＯＣＫ／ＴＩＭ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设定定
时器并点亮显示窗中的“ＤＡＩＬＹ”（参见第１６
页）。
• 查看设定内容和设定正确的时间（参见第１６
页）。
• 取消睡眠定时器功能（参见第１５页）。
遥控器不工作。

•
•
•
•
•

清除障碍物。
将遥控器接近系统。
将遥控器指向系统感应器。
更换电池。
将系统从荧光灯旁移开。

声音失落。

• 将ＣＤ擦净（参见第１８页）。
• 更换ＣＤ。
• 试着将系统移到没有振动的地方（例如放在
稳定支座上面）。
• 试着将扬声器从系统旁移开，或将它们放在
不同的支座上。
• 当收听低音音量大的乐曲时，扬声器的振动
可能会导致ＣＤ声音失落。
播放不从第一首曲目开始。

• 反复按压遥控器上的ＰＬＡＹ ＭＯＤＥ，直至
“ＰＧＭ”和“ＳＨＵＦ”消失以返回至通常播放。

选购附件
ＣＤ托架不降下。

• 将ＣＤ垂直放置在托架上。
• 一定要通过触按ＯＰＥＮ／ＣＬＯＳＥ Z或按压遥控器
上的ＯＰＥＮ／ＣＬＯＳＥ Z降下托架。
ＣＤ不退出。

• 请与就近的Ｓｏｎｙ经销店联系。
不开始播放。

将ＣＤ擦净（参见第１８页）。
更换ＣＤ。
将ＣＤ垂直放置在托架上。
将ＣＤ标签侧朝前放入托架。
取出ＣＤ，擦掉ＣＤ上的水分，然后接通电源搁
置系统１个小时左右，直至湿气蒸发掉。
• 按压NX（或遥控器上的ＣＤ N）开始播
放。
•
•
•
•
•

没有声音。

• 参照第１８页上的总体项目“没有声音。”并
查看系统状态。
• 一边正确连接组件（参见第１６页），一边查
看：
－ 导线是否连接正确。
－ 导线插头是否牢固插入到底。
• 接通所连接组件的电源。
• 参阅所连接组件附带的使用说明书，开始播
放。

附加信息

ＣＤ播放器

声音失真。

• 将连接的组件的音量调低。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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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续）
调谐器
有严重的嗡嗡声或噪音／无法收听电台。

• 设定正确的波段和频率（参见第１２页）。
• 正确连接天线（参见第７页）。
• 寻找接收效果良好的场所和方向，然后重新
设置天线。如果无法获得良好的接收效果，
建议您连接市售的外接天线。
• 使天线尽可能远离扬声器导线。
• 若所附带的ＡＭ天线从塑料支架上脱落，请与
就近的Ｓｏｎｙ经销店联系。
• 试着关掉周围的电气设备。
• 请从后面板上拆下ＦＭ天线，并将该天线置于
机壳以外的地方。调节天线。
无法以立体声接收立体声ＦＭ节目。

• 按压ＦＭ ＭＯＤＥ直至“ＳＴＥＲＥＯ”出现在显示窗
中。
• 参见“有严重的嗡嗡声或噪音／无法收听电
台。”，检查天线状况。

如果进行了上述检测后系统仍然不能正常工
作，请按下述方法对系统复位：

1 拔下电源线。
2 按住?/1，再次把电源线插入墙壁引出线。
本系统恢复到原厂预设。您所进行的所
有设定如预设电台、时钟和定时器等均已被
清除，必须重新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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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信息
在操作时，下述提示信息之一可能会出
现或闪烁在显示窗内。
ＣＤ
ＮＯ ＤＩＳＣ

没有ＣＤ。
ＯＶＥＲ

在播放或暂停状态下持续按压M时，已经到
达ＣＤ的结尾处。
ＳＴＥＰ ＦＵＬＬ

您试图编序２５首或更多的曲目（步骤）。

规格
主机 （ＨＣＤ－ＥＸ１００）
放大器部

系统
镭射
频率响应

光盘数码音响系统
半导体镭射
（λ＝７８０ ｎｍ）
放射持续期间：连续
２０ Ｈｚ － ２０，０００ Ｈｚ

调谐器部
ＦＭ立体声，ＦＭ／ＡＭ超外差式调谐器
ＦＭ调谐器部
调谐范围
北美机型：
其他机型：
天线
天线端子
中频
ＡＭ调谐器部
调谐范围
泛美机型：

欧洲机型：
其他机型：

天线
中频

８７．５ － １０８．０ ＭＨｚ
（１００ ｋＨｚ单位）
８７．５ － １０８．０ ＭＨｚ
（５０ ｋＨｚ单位）
ＦＭ导线天线
７５ ｏｈｍｓ非平衡
１０．７ ＭＨｚ

５３０ － １，７１０ ｋＨｚ
（调谐间隔设定为
１０ ｋＨｚ时）
５３１ － １，７１０ ｋＨｚ
（调谐间隔设定为
９ ｋＨｚ时）
５３１ － １，６０２ ｋＨｚ
（调谐间隔设定为
９ ｋＨｚ时）
５３１ － １，６０２ ｋＨｚ
（调谐间隔设定为
９ ｋＨｚ时）
５３０ － １，７１０ ｋＨｚ
（调谐间隔设定为
１０ ｋＨｚ时）
ＡＭ环形天线
外接天线端子
４５０ ｋＨｚ

附加信息

加拿大机型：
连续ＲＭＳ功率输出（参考值）：
１５ ＋ １５ ｗａｔｔｓ
（１ ｋＨｚ时４ ｏｈｍｓ，
１０％ ＴＨＤ）
欧洲机型：
ＤＩＮ功率输出（额定）： １２ ＋ １２ ｗａｔｔｓ
（１ ｋＨｚ时４ ｏｈｍｓ，
ＤＩＮ）
连续ＲＭＳ功率输出（参考值）：
１５ ＋ １５ ｗａｔｔｓ
（１ ｋＨｚ时４ ｏｈｍｓ，
１０％ ＴＨＤ）
音乐功率输出（参考值）：
１５ ＋ １５ ｗａｔｔｓ
（１ ｋＨｚ时４ ｏｈｍｓ，
１０％ ＴＨＤ）
其他机型：
ＤＩＮ功率输出（额定）： １２ ＋ １２ ｗａｔｔｓ
（１ ｋＨｚ时４ ｏｈｍｓ，
ＤＩＮ，２４０ Ｖ）
１２ ＋ １２ ｗａｔｔｓ
（１ ｋＨｚ时４ ｏｈｍｓ，
ＤＩＮ，２２０ Ｖ）
连续ＲＭＳ功率输出（参考值）：
１５ ＋ １５ ｗａｔｔｓ
（１ ｋＨｚ时４ ｏｈｍｓ，
１０％ ＴＨＤ，２４０ Ｖ）
１５ ＋ １５ ｗａｔｔｓ
（１ ｋＨｚ时４ ｏｈｍｓ，
１０％ ＴＨＤ，２２０ Ｖ）
输入
ＰＣ／ＴＡＰＥ ＩＮ：
电压２５０ ｍＶ，
阻抗４７ ｋｉｌｏｈｍｓ
输出
ＰＣ／ＴＡＰＥ ＯＵＴ：
电压２５０ ｍＶ，
阻抗１ ｋｉｌｏｈｍｓ
Ｃ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ＯＵＴ：
光学
ＰＨＯＮＥＳ （立体声小插孔）：
可插接８ ｏｈｍｓ以上的耳
机

ＣＤ播放器部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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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续）
扬声器 （ＳＳ－ＣＥＸ１００）
扬声器系统
扬声器装置
低音扬声器：
高音扬声器：
阻抗
尺寸
重量

２ 路，低音反射型
直径９ ｃｍ，锥形
直径５ ｃｍ，锥形
４ ｏｈｍｓ
１３０ × ２２０ × １８３ ｍｍ
（宽／高／深，包括突出
部和控制器）
每个扬声器净重
约２．０ ｋｇ

总体
电源需求
北美机型：
欧洲机型：
其他机型：
耗电量
北美机型：
欧洲机型：
尺寸
重量
随机附件

１２０ Ｖ ＡＣ，６０ Ｈｚ
２３０ Ｖ ＡＣ，５０／６０ Ｈｚ
１１０ － ２４０ Ｖ ＡＣ，
５０／６０ Ｈｚ
４０ ｗａｔｔｓ
１．８ ｗａｔｔｓ（待机状态
时）
２．７ ｗａｔｔｓ（待机状态
时）
１７５ × ２２２ × ２０１ ｍｍ
（宽／高／深，包括突出
部和控制器）
约３．２ ｋｇ
遥控器（附电池） （１）
ＡＭ环形天线 （１）
ＦＭ导线天线 （１）
扬声器导线 （２）

设计和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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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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