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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y 对于该些功能中存取的第三⽅内
容提供商的任何内容不承担任何责
任。

• Sony 可随时临时或永久添加、更改、
停⽌、移除或暂停该些功能，⽽⽆需
另⾏通知与承担责任。

• ⼀旦使⽤该些功能，即表⽰您同意遵
守上述条款和条件。

注意事项

本设备经测试符合 EMC 指令有关使⽤ 3
⽶以内连接电缆的规定限制。

放置
• 请将本机放在通风良好的地⽅，以防
播放器内积热。

• 请勿将本播放器放置在地毯等柔软的
表⾯上，否则会堵塞通风孔。

• 请不要在狭窄的空间⾥（如书架或类
似装置）安装播放器。

• 请勿将本播放器放在靠近热源的地
⽅，或受阳光直射、多尘或有机械冲
击的地⽅。

• 请不要将本播放器放在室外、车辆
中、船上或其他船舶上。

• 如果将本播放器直接从寒冷的地⽅搬
到温暖的地⽅，或放置在⼗分潮湿的
房间，播放器内的透镜会有湿⽓凝
结。如果发⽣此现象，本播放器可能
⽆法正常操作。此时，请取出光碟，
并将本机在电源接通的状态下放置约
半⼩时，直到湿⽓蒸发。

• 请不要在倾斜的位置安装播放器。本
机必须在⽔平位置上⼯作。

• 请不要在播放器上摆放重物或不稳定
物品。

• 请不要在光盘托盘上摆放除光盘以外
的任何物品。这样做可能会损坏播放
器或物品。

• 当您移动播放器时，请从托盘中取出
所有光盘。否则，可能会损坏光碟。

• 当您移动播放器时，请从播放器上拔
下交流电源线及所有其它电缆。

关于电源
• 只要本播放器的电源线仍连接在墙壁
电源插座上，即使电源关闭，本机仍
然未与交流电源断开。

• 如果您准备长期不使⽤本播放器，请
从墙壁电源插座拔下本播放器的电源
线。拔取交流电源线 （主电源线）
时，请拿着插头拔；切勿拉扯电线。

• 请遵守下列各项以防⽌交流电源线受
到损坏。如果交流电源线破损，请不
要使⽤。否则，可能会导致触电或⽕
灾。
–请不要将交流电源线夹在播放器和
墙壁、书架等之间。

–请不要在交流电源线上摆放任何重
物或拉扯交流电源线本⾝。

调节⾳量
当收听低电平输⼊或⽆⾳频信号的部分
时，请勿将⾳量调⼤。声⾳电平到达峰
值时，⽿朵和扬声器可能会受损。

清洁
请⽤软布擦拭机壳、⾯板和控制器。请
勿使⽤任何类型的砂纸、抛光粉或溶液
（如酒精、汽油等）。

关于清洁光碟，光碟 / 镜⽚清洁剂
请勿使⽤清洁盘或光碟 / 镜⽚清洁剂
（包含湿状或喷雾剂）。这可能导致装
置出现故障。

更换部件的注意事项
如果维修本机，维修部件可被收集以再
循环使⽤或作为回收⽤途。

关于连接⾄ HDMI OUT 插孔
由于不正确的操作可能会损坏 HDMI 
OUT 插孔和连接器，因此请遵守下列各
项。
• 检查插孔和连接器的形状，然后仔细
对准并连接播放器后⽅的 HDMI OUT 插
孔和 HDMI 连接器。确保连接器没有
上下颠倒或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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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移动播放器时，请务必拔下 HDMI 电
缆。

• 当连接或拔下 HDMI 电缆时，请笔直握
持 HDMI 连接器。请不要扭曲或强制
将 HDMI 连接器插⼊ HDMI OUT 插孔。

如果您有关于播放器的任何疑问或问
题，请与就近 Sony 经销商联系。

版权保护
请注意，Blu-ray Disc™ 和 DVD 媒体
均使⽤⾼级内容保护系统。这些系统称
为 AACS （Advanced Access Content 
System （⾼级内容访问控制系统））和
CSS （Content Scramble System （内
容加扰系统）），可能对播放、模拟输
出和其他类似功能有些限制。本产品的
操作和限制视购买⽇期⽽异，因为
AACS 理事会可能会在购买时间后采⽤
或改变其限制规定。

Cinavia 通知
本产品采⽤ Cinavia 术来限制某些商
业化制作之影⽚和视频及其⾳轨之未经
授权拷贝的使⽤。当检测到禁⽌使⽤的
未经授权拷贝时，会显⽰⼀条消息，然
后播放或复制会被中断。

关于 Cinavia 技术的更多信息，可于 
Cinavia 在线消费者信息中⼼(Cinavia 
Consumer Information Center) 获得，
⽹址：http://www.cinavia.com。如想
通过邮寄索取关于 Cinavia 的更多信
息，请将写明您邮寄地址的明信⽚寄
⾄：Cinavia Consumer Information 

Center, P.O. Box 86851, San Diego, 
CA, 92138, USA。 

版权和商标
•“AVCHD”和“AVCHD”标志是
Panasonic Corporation 和 Sony 
Corporation 的商标。

• Java是Oracle和/或其分公司的商标。
• 本产品采⽤ 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 （⾼清晰度多
媒体接⼝）（HDMI™）技术。HDMI，
HDMI 标志和 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 是 HDMI 
Licensing LLC 在美国和 / 或其它国
家 / 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Blu-ray Disc”是商标。
•“Blu-ray Disc”、“DVD+RW”、
“DVD-RW”、“DVD+R”、“DVD-R”、
“DVD VIDEO”和 “CD”标志是商标。

•“BD-LIVE”、“BD-LIVE”标志和
“BONUSVIEW”是 Blu-ray Disc 
Association 的商标。

• “x.v.Colour”和 “x.v.Colour”标
志是 Sony Corporation 的商标。

•“BRAVIA”是 Sony Corporation 的商
标。

•“PhotoTV HD”是 Sony Corporation
的商标。

• MPEG Layer-3 ⾳频编码技术和专利获
得 Fraunhofer IIS 和 Thomson 的授权
许可。

• 本产品纳⼊了 Verance Corporation 
许可的专有技术，并受到美国专利第 
7,369,677 号和已颁发和待审批之其
它美国和全球专利的保护以及对本技
术某些⽅⾯的版权和商业秘密保护。
Cinavia 是 Verance Corporation 的
商标。2004 年⾄ 2010 年 Verance 
Corporation 版权所有。Verance 保
留所有权利。禁⽌反向⼯程或反汇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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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注意事项

注意：本播放器能够在您的电视机屏
幕上长时间保持静⽌视频图像或屏幕
显⽰图像。如果您在电视机上长时间
显⽰静⽌视频图像或屏幕显⽰图像，
电视机屏幕可能会永久性损坏。等离
⼦电视机和投影电视机很容易受此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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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播放器的软件⽇后可能会被更新。 有关任何可⽤更新和最新使⽤说明书的信息，请访

问以下⽹站：http://www.sony-asia.com/sup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