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謝您的惠顧，歡迎光臨飛利浦！
為了您能充分享受飛利浦提供的支持，
請在下面的頁面註冊您的產品
www.philips.com/welcome

音頻播放器

SA011102S

SA011104S

SA01110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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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幫助嗎？
請造訪
www.philips.com/support a
您可由此獲取完整的支援資料，例如用戶手冊、最新軟體升級及常見問題
解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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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安全事項
一般保養
避免本裝置損壞或故障：
• 請勿將播放器暴露在過熱的場所，例如加熱設備附近或受陽光直接照射。
• 請勿讓播放器墜地，也不要讓任何物體掉落在播放器上。
• 請勿讓播放器的機身浸水。請勿讓耳機插孔或電池匣暴露在水中，因為進入內部的水份可能
會嚴重損害播放器。

• 請勿使用任何含有酒精、氨、苯或研磨成份的清潔劑，因為這些清潔劑可能損害機體表面。
• 在播放器附近使用流動電話，可能會造成干擾。
• 請備份你的文件。確定你已經把原來下載到播放器的文件妥善保存。飛利浦對因產品損毀而
損失或無法讀取的數據概不負責。

• 請只透過隨附的音樂軟體管理 (傳送、刪除等) 您的音樂檔，以減少問題的發生！

關於操作溫度及儲藏溫度
• 本播放器應在攝氏 0 至 35 度(華氏 32 至 95 度) 下操作。
• 本播放器應保存在攝氏-20 至45度(華氏-4 至113度) 的溫度中。
• 在低溫條件下，電池的壽命可能會縮短。

零件/配件
請瀏覽 www.philips.com/support 購買零件/配件

聽覺安全
聆聽時音量要適中：
• 耳機音量高會損害你的聽力。即使暴露在此音量下的時間不超過一分鐘，所產生的聲
音分貝強度可能會損害正常人的聽覺。較高的分貝是提供給聽力已有所受損的人士。

• 聲音有時會給您錯覺。聽了一段時間，聽覺「舒適度」就會適應更高的音量。因此，
聽得太久，「正常」的音量實際上已經很大聲，並且會損害您的聽力。為了預防這個問題，
請在您的聽覺適應一定的音量之前，先調校至一個安全的水平，並維持該音量。

設置安全的音量：
• 先將音量設置在一個低水平。
• 然後慢慢提高，一直調校到您聽起來舒服清晰、而且完全沒有失真的音量為止。

聆聽時間應節制：
• 長時間暴露在聲音環境下，即使是正常「安全」的音量，也會損害聽力。
• 請務必適度使用您的設備，並適時暫停休息。

使用耳機時務必遵守以下規範。
• 合理節制聆聽的音量及時間。
• 請勿於聽覺正在適應音量時調校音量。
• 請勿將音量調得太高，而使自己聽不到周圍的聲音。
• 身處有潛在危險的場所時，請小心或暫停使用耳機。
• 進行駕車、踏單車、玩滑板等活動時，請勿使用耳機，否則可能釀成交通意外，而且這在許
多國家都屬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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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 3 或 4 滾動列表。

3 按 2; 選擇或按 返回上一級。

4 按 2; 播放。

4.1.2 查找音樂

1 從主菜單中選擇 進入音樂模式。
播放器提供以下菜單選項：

注 此播放器不支持互聯網上購買的版權保護 (數字版權管理 -DRM) WMA 歌曲。

目的 動作

播放/暫停音樂 按 2;

跳轉到下一音頻文件 按 2

返回到上一音頻文件 按 1

快進 按住 2

快退 按住 1

返回到瀏覽菜單 長/短按

增高音量 按VOL +
降低音量 按VOL -

4 詳細操作
4.1 音樂模式 (也適用錄音播放)

您的播放器支持 MP3 和WMA 格式。

4.1.1 控制

播放器提供以下音樂模式選項：

所有歌曲 按字母順序列出曲目

演出者 按字母順序列出演出者 按字母順序列出專輯 按專輯順序列出曲目

歌集 按字母順序列出專輯 按專輯順序列出曲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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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限制音量

長時間高音量聆聽可能對聽力有害。您可以根據個人喜好設置播放器的音量級別：

1 從主菜單選擇設定 > 聲效設定 > 音量限制 > 設置。

2 按Vol- 或Vol+ 調整音量級別。

3 按 2; 設置。

> 當您設置音量限制之後，即使您按 Vol+ 按鍵，也不能超過已設置的音量。

如要再次啟用最大的音量，可將音量限定設置為最大或將其關閉，選擇設定 > 聲效設定 >
音量限制 > 關。





11

4.2.4 在預設中保存新頻率

1 調整到您要保存的新頻率。

2 按 2; 進入預設屏幕。

3 按 3/4 選擇，然後按 2; 保存。
要退出收音機，請長按 。

4.2.5 播放電臺時從收音機錄音1

1 按 一次或多次進入收音機菜單。

2 選擇開始收音機錄音。

3 按 2; 開始錄音。
要停止錄音，請按 。

4 按 2; 儲存錄音。

5 要退出收音機，請長按 。

4.2.6 沒有播放電臺時從收音機錄音1

1 從收音機菜單 中選擇開始收音機錄音。

2 按 3/4 選擇 FM 頻道。

3 按 2; 開始錄音。
要停止錄音時，請按 。

4 按 2; 儲存錄音。

5 要退出收音機，請長按 。

1 收音機錄音：此功能隻適用於部分地區。



4.3 

4.3.1

4.3.2

4.3.3



4.5

4.4



SA011

SA011



可充电锂电池

附件：

耳机：AY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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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充電電池的充電次數有限。電池壽命和充電次數隨使用方法和設置而异。

2 1MB = 一百萬字節；可用的儲存容量低於此。
1GB = 十億字節；可用的儲存容量低於此。
可能無法充份使用完整的記憶容量，因為其中一部份的記憶體將保留供播放器使用。
此容量乃根據每首歌 4 分鐘及採用 64 kbps WMA 編碼的格式計算。

3 實際傳輸速度會依您的操作系統及軟件配置而異。



SA011
Vol+



飛利浦保留在不通知的情況下更改設計和規格的權利，以便于產品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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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所有商标均是 Koninkl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  
或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 2009 Koninkl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 
保留所有权利。

www.philips.com
中国印制

wk9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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