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hilips GoGear MP3 视频播放机

快速入门指南

SA075104K
SA075108K
SA075116K



需要帮助？
请访问 
www.philips.com/welcome  
在这里您可以访问全套支持材料，例如用户手册、最新软件升级和
常见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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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您的产品
由于您可以升级产品，因此我们建议您在 www.philips.com/welcome 上注册产品，以便在提供了新

的免费升级时通知您。

http://www.philips.com/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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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盒内物品：

耳机 USB 电缆 HDMI 电缆

Philips GoGear audio player

Quick start guide

支座 快速入门指南
* 图像仅作参考。Philips 保留更改颜色/设计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需要的其它物品...

电脑

您的电脑必须达到以下最低要求：

Pentium III 800 MHz 或更快的处理器• 
128 MB RAM• 
500 MB 硬盘空间• 
互联网连接• 
Windows• ® Internet Explorer 6.0 或更高版本

USB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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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件和连接概述
J

A B

C

I

DEFGH

A 触摸显示屏

B 扬声器

C 主页 返回主菜单

D - VOL + 按下：增大/减小音量

按住：快速增大/减小音量
E p 耳机插孔

F y 滑动并按住：打开/关闭 SA075
滑动：锁定/解锁除 - VOL + 以外的所有按钮

G MICRO SD 微型 SD 卡插槽

H RESET 按下：重置 SA075
I USB 接口

J HDMI 接口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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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单概述
菜單 模式 目標

音乐 播放音乐曲目

视频 播放视频

图片 查看图片

收音机 收听 FM 收音机

文本阅读器 读取文本文件

文件夹视图 查看文件夹中的文件

设置 自定义 SA075 的设置

正在播放 显示当前播放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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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触摸屏功能概述

6

5

1

2

3

4

1 返回主菜单

2 上下文选项

3 应用程序的主要活动

4 特定应用程序功能 / 返回

5 内容区域

6 上一个 / 下一个

要滚动查看大过屏幕的列表：

用手指扫过屏幕上的图标列表。1 
朝着要滚动的方向扫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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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将 SA075 连接到电脑
将随附的 USB 电缆的 USB 插头插入电脑的空闲 USB 端口。1 
将 USB 电缆的小号 USB 插头插入 SA075 上的小号 USB 插孔。2 
启动电脑。3 

SA075 将充电。 »

注意
首次使用时，要让 SA075 持续充电达 3 小时。• 
充电过程完成后，充电动画会停止并显示 •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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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软件
SA075 随附有以下软件： 

Philips 设备管理器 (Philips Device Manager) • (帮助您获取 SA075 的固件更新)

重要信息
您可以在首次为 SA075 充电时安装该软件。• 

连接以安装软件
将随附的电缆的迷你 USB 插头连接至 SA075。1 
将随附的电缆的标准 USB 插头连接至电脑。2 

电脑屏幕上将出现一个弹出窗口。 »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 3 Install Philips Device Manager。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完成 4 Philips Device Manager (Philips 设备管理器) 的安装。

如果电脑屏幕上未出现弹出窗口...
选择1 我的电腦 (WindowsXP® / Windows2000®) / 計算機 (WindowsVista®)。
右键单击 2 Philips GoGear SA075。
选择 3 Install Philips Device Manager。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完成 4 Philips Device Manager (Philips 设备管理器) 的安装。

在 SA075 上找不到该文件？

确保电脑已连接至互联网。1 
选择2 我的电腦 (WindowsXP® / Windows2000®) / 計算機 (WindowsVista®)。
右键单击 3 Philips GoGear SA075。
选择 4 Install Philips Device Manager from the Internet。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从互联网完成 5 Philips Device Manager (Philips 设备管理器) 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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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打开和关闭 SA075
滑动并按住 1 y 约 4 秒钟可在开/关模式之间切换。

SA075 具有自动待机和关闭功能，从而可节省电池电量。

要在播放时锁定按钮，请将滑块移至 1  位置。

除音量键之外的所有按钮都将被锁定，且显示屏将显示锁图标。 »

要再次解锁按钮，将滑块移至中央位置即可。2 

收听音乐
在主菜单中，轻击 1  进入音乐模式。

导航子菜单选择音乐。2 
轻击 3  播放。

轻击•   暂停播放。

轻击•   继续播放。

要退出并返回主菜单，请轻击 •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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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视频
从主菜单中，轻击 1  进入视频模式。

导航子菜单选择视频。2 
轻击3   播放。

轻击•   暂停播放。

轻击•   继续播放。

要返回上一个屏幕，请轻击• 。

要退出并返回主菜单，请轻击 • HOME。

在电视上播放视频
以下说明如何在电视上播放播放机中的视频剪辑：

请遵照“播放视频”一章中的步骤播放视频。1 
将随附的 HDMI 连接线的小插头连接到播放2 
机。

打开电视。3 
将随附的 HDMI 连接线的大插头连接到电视的 4 
HDMI 输出插孔。

电视将播放视频。 »
轻击 SA075 的屏幕查看播放选项并进行导• 
航。

要恢复电视的视频显示，请轻击 • TV。

提示
如果拔下 HDMI 连接线，那么当您重新插接 HDMI 连接线后，电视将在数秒后恢复视频• 
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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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视频时，按以下方式导航：

轻击 1  或  可跳至下一个 / 上一个视频。

轻击并按住 2  或  可向前 / 向后扫描当前视频。

轻击 •  继续播放。

提示
轻击时间栏可快速调至视频中的特定点。• 

插入 SD 卡
打开 SA075。1 
打开 微型 SD 卡 插槽的防尘盖。2 
令触片朝上，插入 微型 SD 卡：3 

SA075 将访问 微型 SD 卡 中的内容并显示文件夹和文 »
件。

注
SA075 支持大至 32GB 的 Micro SD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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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听 FM 广播
SA075 会自动搜索 FM 电台，然后以可用的预设编号保存频率信号最强的前 20 个电台。

从主菜单中，轻击 1  进入收音机模式。

SA075 将开始播放上次播放的预设电台。 »
轻击选择列表中的任一预设编号。• 
要退出并返回主菜单，请轻击 • HOME。

设置
按以下方法自定义 SA075：
从主菜单中，轻击 1  进入设置模式。

轻击 2  或  可浏览列表。

轻击 •  进入子菜单 (如果有)。
轻击确认选择并转至下一级 (如果有)。3 

要返回上一个屏幕，请轻击• 。

要退出并返回主菜单，请轻击 •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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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手动验证/更新固件
确保电脑已连接至互联网。1 
将 SA075 连接到电脑 (相关说明，请参阅2 將 SA075 連接到电腦)。
在电脑上，单击3 開始 > 程序 > Philips Digital Audio Player > SA075 Device Manager 
以启动 Philips 设备管理器 (Philips Device Manager)。
单击 4 Update (更新)。

Philips GoGear SA075 Device Manager (Philips GoGear SA075   »
设备管理器) 将从互联网检查更新并安装新的固件 (如果有)。

显示屏显示 5 Update completed (更新完成) 时，单击 OK (确定)。
断开 SA075 与电脑的连接。6 

SA075 的显示屏将显示  » Updating firmware (正在更新固件)。
固件更新完毕后，SA075 将重新启动并可继续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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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帮助?
用户手冊
请参阅本播放机上的用户手册。

在綫
访问 www.philips.com/welcome

旧产品和集成电池的处理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采用优质的材料和元件设计和制造的，可以回收利用。

产品上的叉线有轮垃圾箱符号说明该产品符合欧洲指令 2002/96/EC。此符号还可与化学符号一起使用，说明该产品符合该化学制品

的环境指令。

切勿将本产品与其它生活垃圾一起处理。请熟悉当地的环保回收规章制度，或询问您的经销商。正确弃置旧产品有助于避免对环境和

人类健康造成潜在负面影响。

该产品含有符合欧洲指令 2006/66/EC 的内置充电电池，不能与一般的生活垃圾一同弃置。

为保护该产品的功能和安全性，请始终将该产品带到官方指定的回收中心或服务中心，该处的专业人员可以取出/更换电池，如用户手

册中所示。

请熟悉当地有关单独收集电池的规章制度，因为正确弃置将有助于避免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http://www.philips.com/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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