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philips.com/welcome

使用手冊

隨時隨地給您提供協助
在以下位置注冊產品及獲取支援：

DS3205/98
有疑難？

聯絡 Phil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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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資訊

安全性注意事項

重要安全指示

•	 留意所有警告。
•	 遵循所有指示。
•	 不要在水源附近使用此設備。
•	 僅使用乾燥的抹布清潔設備。
•	 不要阻塞任何通風口。	根據製造商說

明，安裝設備。
•	 不要在任何熱源附近安裝此設備，如發

射裝置、熱記錄器、火爐或其他發熱設
備（包括放大器）。	

•	 電源線不可被人踐踩或夾緊，尤其在插
頭處、電源插座和接入設備的位置。

•	 僅使用製造商指定的附件/配件。
•	 雷電天氣或長時間不使用時，請斷開

設備。	
•	 咨詢所有合格維修服務人員。	設備一

旦出現任何形式的損壞，都需要進行
維修，如電源線或插頭損壞，液體濺
灑至設備中或物體落入設備，設備置
於雨水或潮濕環境，無法正常工作或墜
落受損。

•	 電池使用注意事項	–	為避免由於電池
漏電而造成身體受傷、財產損失或裝
置損壞：	
•	 根據裝置上標記的	+	和	-	指示，正

確安裝所有電池。	
•	 不要混合使用電池（舊電池和新電

池或碳電池和堿性電池等。）。
•	 電池（安裝的電池組或電池）不可

暴露於過熱的環境中，例如陽光
下、火源或類似場所。

•	 如果長時間不使用裝置，請取出
電池。

•	 設備不可暴露於液滴或液灑下。	
•	 不可將任何危險源置於設備上（如盛滿

液體的物件和點燃的蠟燭）。

•	 如果將直接插入式適配器的插頭用作中
斷連接裝置，則該中斷連接裝置仍可隨
時進行操作。

警告

	• 請勿拆開設備外殼。	
	• 切勿給設備的任何部位上潤滑油。
	• 切勿將設備置於其他電子裝置上。
	• 避免日光直射，使設備遠離明火或熱源。	
	• 確保本設備的電源線、插頭或轉接器時刻能夠方
便插拔，並從電源斷開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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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的機座喇叭

感謝您購買	Philips	產品，歡迎來到	Philips	
世界！	要享受	Philips	為您提供的全面支
援，請在	www.Philips.com/welcome	網站
註冊您的產品。

簡介

使用此機座喇叭，您就可以從	iPod/iPhone	
或其他音訊裝置享受音樂。

包裝盒內含物件

請清點包裝盒內含物件：
•	 主裝置
•	 1	x	AC	轉接器
•	 精簡用戶手冊

主裝置概覽

 abced

a iPod/iPhone	機座

b  / 
•	 調節音量。

c 
•	 開啟或關閉裝置。
•	 將裝置切換至待機模式。

d 音效輸入
•	 連接外部聲音裝置。

e DC	輸入
•	 連接交流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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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始使用

請務必依順序遵循本章指示。
在與	Philips	聯絡時，您需要提供設備型號
與序號。	型號與序號位於設備底部。	將上
述編號填寫於此處：	
型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連接電源

此機座喇叭可使用交流電源或電池供電。	

電池電力

注意

	• 存在爆炸的危險！	保持電池遠離熱源、陽光或火
源。	切勿將電池丟棄在火中。
	• 電池內含化學物質，請妥善處理。
	• 電池如沒有正確地更換，會有爆炸的危險。	請只
以相同或同等類型的電池更換。

1 打開電池盒蓋。

2 請按照指示的極性	(+/-)	正確插入	4	枚	
1.5	V	AA	電池（不隨附）。

3 蓋上電池盒蓋。

  
AC	電功率

注意

	• 存在損壞產品的風險！	確保電源電壓與裝置後方
列印的電壓相吻合。
	• 有觸電危險。	拔除交流電源轉接器時，請務必將
插頭從插座拔下。	請勿拉扯電源線。
	• 連接交流電源轉接器前，確保您已完成所有其他
連接。

 
開啟

按	 	以開啟機座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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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裝置的	 	/	 	LED	指示燈會亮
起。

  
轉至待機模式

在下列情況中，機座喇叭會切換為待機模
式：

•	 再按	 	一次；
•	 由交流電源供電時，喇叭待機	15	

分鐘。	
•	 喇叭使用電池時，iPod/iPhone	或

外置音響裝置中斷連接。
 » 裝置的	 	/	 	LED	指示燈會關
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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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播放

從	iPod/iPhone	播放

您可經由本機座喇叭享受	iPod/iPhone	的
音訊。

兼容的	iPod/iPhone

機座喇叭支援以下	iPod/iPhone	型號。	
完全適於：
•	 iPhone	5
•	 iPod	nano（第	7	代）
•	 iPod	touch（第	5	代）

放入	iPod/iPhone

將	iPod/iPhone	插入至機座中。
 » 機座系統會自動切換至機座來源。

 
如要移除	iPod/iPhone：
•	 將	iPod/iPhone	從機座拔出。

聆聽	iPod/iPhone

提示

	• 確保已正確加載	iPod/iPhone。

開始播放	iPod/iPhone	的音樂。

 » 音樂會自動從機座喇叭串流。

替	iPod/iPhone	充電

插入的	iPod/iPhone	會在裝置連接至交流電
源後自動充電。

提示

	• 如果機座喇叭使用電池，則	iPod/iPhone	無法充
電。

從外置設備播放音訊

使用本機座喇叭，您亦可從外置裝置（例
如	MP3	播放機）享受音樂。

提示

	• 確認喇叭中沒有插入　iPod/iPhone。

1 如果沒有插入	iPod/iPhone，請將	MP3	
連結纜線（3.5	毫米，不隨附）連接
至：
•	 機座喇叭背面的	AUDIO IN（音訊

輸入）插孔。
•	 外置裝置的耳筒插孔。
 » 機座喇叭會自動切換至	MP3	連結
模式。

2 在裝置上播放音樂（請參閱相關裝置的
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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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音量

在播放期間，重複按	+/-	即可提高或降低
音量。

  

AUDIO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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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產品資訊

提示

	• 產品資訊可能會被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規格

擴大機

比率輸出力 2	x	5	瓦	RMS
訊噪比 85	分貝

一般資料

交流電/直流電切
換變壓器

型號：OH-
1018E1002000U	
(Philips)
輸入：100-240	伏
~，50/60	Hz，650	
mA；	
輸入：10	伏	 	2	A

電池 4	枚	AA	電池
工作消耗功率 18	瓦
備用模式消耗功率 <0.5	瓦
尺寸：主裝置（寬	
x	高	x	厚）

224	x	162	x	120	毫米

重量：主裝置 1.1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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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疑難排解

警告

	• 請勿拆開裝置外殼。

為保證保固的有效性，請勿自行嘗試修理
系統。	
如果您在使用本設備時碰到任何問題，請
在送修前先行檢查下列事項。	如果問題仍
未解決，請造訪	Philips	網站	(www.philips.
com/support)。	與	Philips	聯絡時，請先準
備好裝置、型號與序號。
沒有電力
	• 確保已正確插入裝置的交流電源插頭。
	• 確保交流電源插座已通電。
無聲音或聲音不良
	• 調整機座喇叭的音量。	
	• 調整	iPod/iPhone	或外置音訊裝置的

音量。
裝置無響應
	• 斷開交流電源插頭的連接，然後重新連

接電源，並再次開啟機座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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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注意

未經	Philips	Consumer	Electronics	明確允
許而對裝置進行的任何變更或修改可能會
導致用戶喪失使用設備的權限。

處理廢棄產品及電池

您的產品是使用優質材料和元件所設計及
製造，均可回收和重複使用。
請勿將您的產品與其他家用廢棄物一併丟
棄。	請瞭解當地電子及電器產品與電池
的分類回收相關法規。	正確處理廢棄產品
有助於避免對環境和人類健康帶來負面影
響。
此產品內含電池，不可視為生活垃圾處
理。
請了解當地有關電池的垃圾分類相關法
規。	正確處理廢棄電池有助於避免對環境
和人類健康帶來負面影響。
請瀏覽	www.recycle.philips.com	以瞭解有
關當地回收機構的詳細資訊。
環境資訊
所有不必要的包裝已不作考慮。	我們已嘗
試使包裝材料輕鬆分離成三種材料：紙板
（紙箱）、泡沫塑料（緩衝器）和聚乙烯
（包、保護性泡沫塑料板。）	
如果由專門公司拆卸，您的系統由可循環
再利用的材料組成。	請遵循有關於處理包
裝材料、廢棄電池和舊裝置的當地法規。

 
任何沒有獲得許可而對有版權保護的內容
（包括電腦程式、檔案、廣播和錄音等）
進行的抄錄行為可屬版權侵犯，並構成刑
事責任。	本設備不應被用於以上行為。	

 

「專為	iPod	而製」和「專為	iPhone	而
製」指該電子配件乃分別專為連接至	iPod	
或	iPhone	而設，且通過開發商的認證，符
合	Apple	的效能標準。	Apple	對此裝置的
操作或其是否遵守安全和監管標準概不負
責。	請注意此配件與	iPod	或	iPhone	一同
使用時可能會對無線性能有所影響。
iPod	及	iPhone	是	Apple	Inc.	於美國註冊
的商標。	和其他國家/地區註冊。	

提示

	• 字模板位於產品的底部。

http://www.recycle.phili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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