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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須知

引言

親愛的收視用戶：

感謝您選擇鴻為科技公司的產品。通過我們的產品，您可以享受到數位科技帶來的繽紛生

活，我們將努力為您提供更快捷，更滿意的服務。

鴻為科技公司保留對本手冊中所描述產品的改進權利，規格如有變更，將不再另行通知，

以實物為準，本公司擁有最終解釋權。

使用本產品前，請仔細閱讀本使用手冊，並請妥善保管。

主要特點
1. 雙核 A9 高性能處理器

2. 內建 Full band tuner 全頻段調諧器，支援快速換台，多頻支援

3. 接收數位電視節目

4. 支援多家主流條件接收系統（CA）

5. 支援電子節目表（EPG）

6. 內建程式支援遠端升級線上更新服務

7. 具有斷電節目記憶功能

8. 支援 MPEG-2，H.264 標準高清（HD/SD）解析度視頻信號解碼

9. 具備 HDTV 數位接收功能等級

10. 視頻解碼：支持 H.264，MPEG1/2/4，AVS 格式

11. 音頻解碼：支援 MPEG L1/L2 格式

12. 圖片：支援 PNG，JPEG，MJPEG 格式



安全注意事項
1.  請將設備安裝在平穩的工作臺上，請保證設備通風和無強光直射。

2.  安裝設備時請保證產品四周和頂部有 10cm 以上的空間。

3.  請不要自行拆卸設備，設備發生故障時請聯繫指定維修點。

4.  安裝設備時應遠離強電場或是強磁場的電器，例如：微波爐、電冰箱、手機等。

5.  請不要把設備安裝在容易燃燒的物體上，例如：泡沫材料等。

6.  設備上不可有裸露的火源，如點亮的蠟燭，使用中的電暖氣等。

7.  設備不可暴露於滴水或是濺水的環境下，也不可有充滿液體的物品放於設備上，如花

   瓶等。 　　　   

8.  設備的散熱孔不可被報紙、桌布、窗簾等堵住，妨礙散熱。

9.  請保持電源插頭的清潔、乾燥，請不要使用已破損的電源線。

10. 請不要在電源插頭或電源線放置任何物體，電源插頭的裝置請保持容易斷開操作。

11. 請防止異物（如金屬、硬幣、鐵絲等）通過散熱孔進入設備。

12. 請不要用濕布對設備進行清潔，請使用柔軟的乾布擦拭外殼。

13. 拔插設備電線時，應保持雙手乾燥。

14. 請不要直視遙控器紅外線發射頭，以免視力受損。

15. 請不要讓兒童在無人看管的情況下使用設備，請不要讓兒童玩耍設備的小配件。

16. 請在 -10℃～ 45℃環境下使用本設備。

17. 僅適用於海拔 5000m 以下地區安全使用。

18. 適用於熱帶氣候條件下安全使用。

19. 遇到下列情形之一時，請斷開電源，並拔下電源插頭：有液體意外流入機箱，有冒煙、

   異味、異聲等異常情況發生；設備清潔前；有雷雨閃電天氣時，長時間不使用設備，

   拔插音視頻和訊號線前。



面板說明
前面板示意圖

1. 【  】待機功能鍵。

2. 【       】主選單鍵。

3. 【   】確認鍵。

4. 【  】頻道切換以及在目錄中向下移動游標。

5. 【  】頻道切換以及在目錄中向上移動游標。

6. 【  】音量調節以及在目錄中向左移動游標。

7. 【  】音量調節以及在目錄中向右移動游標。 　　　   

8. 【遙控接收窗】請將遙控器對準此位置，再遙控機上盒。

9. 【    】電源待機狀態指示燈：正常工作狀態顯示綠色，待機狀態顯示紅燈。

10.【   】信號鎖定指示燈：正常工作狀態顯示綠色，無信號狀態顯示熄滅。

提示：本部分圖片為示意圖，具體外觀請以實物為準。

後面板示意圖

1.  IR：外接紅外線輸入。

2.  TUNER IN：有線電視訊號輸入。



3.  AV：類比影音訊號輸出。

4.  S/PDIF：數位音訊輸出。

5.  USB：USB2.0 介面。

6.  HDMI：高解析度多媒體介面輸出。

7.  網路端口：乙太網路數據介面，支援 RJ45 10Mbps/100Mbps。

8.  電源 ( 電源輸入 )：電源供應器輸入。

9.  開關 ( 電源開關 )：機上盒的電源開關，等同電源拔插。

提示：本部分圖片為示意圖，具體外觀請以實物為準。

註：前、後面板的示意圖，請以實物機器的設定為準。

側面板示意圖

讀卡器：智慧卡插槽。將智慧卡晶片朝下插入。



系統連接

連接前請確認所有線纜準備齊全，並按以下步驟進行連接。

1.  將電視信號線連接到機上盒的“電視訊號輸入”介面。

2.  將網路數據連接線接入到機上盒的“網路端口”介面。

3.  若使用 HDMI 連接線，請將機上盒的 HDMI 線與電視機的 HDMI 訊號輸入介面連接； 

   若使用 AV 線，請將機上盒的 AV 線與電視機的 AV 訊號輸入介面連接。

4.  正確插入智慧卡。

5.  接好機上盒及電視機電源，並打開開關。

6.  使用 AV 線連接時將電視機切換到 AV 模式，使用 HDMI 線連接時將電視機切換到

   HDMI 模式，能夠看到機上盒開機畫面。 

提示：

在進行連接前，請確認機上盒、電視機電源處於關閉狀態。

如需插拔線纜，請斷開機上盒、電視機的電源。

註：連接示意圖，請以實物機器的設定為準。

電源開關

紅外線訊號延長線 電視訊號輸入 網路數據連接線 電源供應器



遙控器說明
遙控器示意圖

1. 【黑色框電視機按鍵區】學習功能請參考背面說明。

2. 【機上盒 /STB】按下該鍵進入待機狀態，再次按下退出待機狀態。

3. 【雙語】主副語切換。

4. 【信箱】查看服務通知。

5. 【掃描頻道】按此鍵進入自動搜台功能。

6. 【  】停止功能鍵。



7. 【  】倒帶功能鍵。

8. 【  】快進功能鍵。

9. 【  】播放 / 暫停功能鍵。

10.【  】按此鍵跳到上一段影片。

11. 【  】暫停功能鍵。

12.【  】按此鍵跳到下一段影片。

13.【  】按此鍵進入錄製狀態。

14.【  】倒帶功能鍵。

15.【  】播放功能鍵。

16.【  】快進功能鍵。

17.【  】播放停止功能鍵。

18.【主選單】主選單的快捷鍵。

19.【智慧錄影】已錄節目的快捷鍵。

20.【隨選視訊】按此鍵進入網路點播界面。

21.【上一頁】按此鍵返回到上層界面。

22.【 】上鍵 / 頻道 + 功能。

23.【 】下鍵 / 頻道 - 功能。

24.【 】左鍵 / 聲音 + 功能。

25.【 】右鍵 / 聲音 - 功能。

26.【確認】確認進入功能。

27.【  】聲音 + 功能。

28.【  】聲音 - 功能。

29.【  】頻道 + 功能。

30.【  】頻道 - 功能。

31.【節目表】按此鍵進入 EPG 節目清單界面。

32.【介紹】按此鍵顯示當前頻道簡介。



33.【數字 0-9】頻道號輸入或選單操作中的數字和字元輸入功能。

34.【往返】按下該鍵返回上次收看頻道。

35.【返回電視】快速返回至電視畫面。

註：遙控器某些按鍵在實際操作可能不具備功能，請以實物機器設定為準；當此遙控器介

面與實物機器內容存在差異時，請以實物機器為準。電視機按鍵區所有按鍵，需通過設置

/ 學習後，方可使用。

快速操作
快速安裝

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本機，請按下列步驟進行操作

1.  打開電視機並切換到視頻 /AV/HDMI 狀態。打開機上盒電源。如收看或收聽加密節目，      

   請插入收視卡。

   操作方法：收視卡上繪有插入方向的箭頭，插入時注意金屬接觸面朝下，對準側面板           

   上的插槽推入即可。

注意：請不要在機器通電或初始化時拔插收視卡，並請不要頻繁地拔插收視卡，以避免機

器和收視卡的損壞。

2.  按下遙控器上的選擇按鈕，選擇系統設定 -> 頻道搜尋 -> 自動搜尋。搜索完畢後，按

   退出鍵退出。 

注意：新安裝的機上盒第一次觀看節目，會跳出搜台引導通知（當前節目列表為空，是否

進行自動搜台？）這時用戶按下確認鍵即可自動搜索頻道，如無此提示請按照上述步驟搜

索頻道。

3.  按下遙控器上的確認按鈕，進入電視頻道介面。

4.  按下遙控器上的    按鈕，選擇節目，選中後按下遙控器上的確認按鈕預覽節目。按

   下遙控器上的退出按鈕，開始收看節目。

5.  按下遙控器上的    按鈕，調整節目音量。按下遙控器上的    按鈕，更換頻道。



選單操作
主選單

普通觀看模式下，按下遙控器的“主選單”，進入主選單介面

節目表 / 錄影機 / 系統設定 / 郵件訊息

注意：利用遙控器完整地操作選單，或者利用面板上的按鍵完成部分選單操作。

請一定記得插入收視卡，以免影響您觀看節目和操作選單。

如果選單中有選項變灰，即該選項不可設置或不可進入。



數位電視

第一次開機自動搜索完節目後，每次開機都會自動進入播放節目狀態。

按遙控器的    上下選擇頻道，按遙控器上的    調整音量。

音樂廣播

操作同「數位電視」。

節目表

節目表相當於您的一份電子節目報，您可以查看到一周內播放的節目和內容簡介。移動游

標到節目表選項，按確定鍵進入窗口。

移動    鍵在電視節目列表裡選擇你想瞭解的頻道。該所選頻道的近一周節目預告都顯示

在右邊的方框中。

按    鍵可在節目清單方塊和節目預告框中來回切換。在節目預告框中，按    鍵來選擇

星期。

在所選當天的節目預告中，通過    鍵上下查看。在所選節目上按藍色鍵，可以預約該節

目，再次按下藍色鍵將取消預約。



錄影機

此功能表中包含已錄節目、預約節目錄影、預約時段錄影、預約錄影清單，四項功能可供

用戶使用。

使用者通過此功能表可以進行節目預約錄影的相關設定，以及已經預定節目清單瀏覽編輯。

注意：錄影前，請確認機上盒連接外置存放裝置，如移動硬碟或隨身碟。

1.  已錄節目

   使用者可以通過此功能，選擇已經錄影的節目進行播放收看。

2.  預約節目錄影

   使用者通過此功能表可以進行節目預約錄影的相關設定。

3.  預約時段錄影

   使用者通過此功能表可以進行某個時段 ( 如 :14:00~18:00) 節目預約錄影。

4.  預約錄影清單

   使用者通過此功能表瀏覽編輯已經預定的節目清單。



系統設定

此功能表由頻道搜尋，進階設定，本機資訊，三大功能組成。

1.  頻道搜尋

   使用者可以通過此功能表進行電視節目 / 廣播節目的搜尋。

2.  進階設定

   此功能表由頻率設定、顯示設定、影音設定、收視控制、出廠設定、網路設定、WiFi              　 　   

   設定 ( 需搭配外接 USB Wi-Fi 無線網路卡 )、編輯喜好頻道、自動關機設定，九大功 

   能組成。



2-1.  頻率設定

     使用者可以通過此功能對節目搜尋主頻點進行修改設定。

2-2.  顯示設定

     使用者可以通過此功能對視窗介面進行修改設定。



2-3.  影音設定

     使用者可以通過此功能進行影像解析度，聲音等修改設定。

2-4.  收視控制

     使用者可以通過此功能對機上盒加上密碼鎖，可針對收看時間、頻道收看年齡進行 

     修改設定。

     預設密碼：0000



2-5.  出廠設定

     預設密碼：0000



2-6.  網路設定

     使用者可以通過此功能對機上盒有線網路連接進行設置。



2-7.  WiFi 設定

     使用者可以通過此功能對機上盒 WiFi 無線網路連接進行設置。

注意：WiFi 無線網路連接需要搭配外接 USB Wi-Fi 無線網路卡，詳情請聯繫營運商。

2-8.  編輯喜好頻道

     使用者可以通過此功能對機上盒編輯喜好頻道、頻道鎖。

     預設密碼：0000



2-9.  自動關機設定

     使用者可以通過此功能對機上盒設定自動關機的時間。

3.  本機資訊

   此功能表由機上盒資訊，頻道資訊，USB 資訊，CA 設定，系統升級五大功能做成。



3-1.  機上盒資訊

     使用者可以通過此介面瀏覽機上盒的相關版本資訊。

3-2.  頻道資訊

     使用者可以通過此介面瀏覽當前收視頻道的相關詳細資訊。



3-4.  CA 設定

     使用者可以通過此介面對機上盒的 CA 加擾部分功能進行設定。

3-5.  系統升級

     工程師可以通過此介面替使用者進行軟體升級。



郵件訊息

使用者可以通過此功能瀏覽收到的郵件清單。

故障分析與檢測
為什麼開機後無任何顯示，且無聲音輸出？

答：有三個可能的原因：

① 電視機電源插頭沒插好或機上盒電源供應器沒有連接好，請重新連接。

① 電視機未調整到正確的 AV/HDMI 狀態，請將電視機調整到對應的 AV/HDMI 狀態。

① 音視頻連接線未連接好，請重新連接。

為什麼電視機有聲音無影像？

答：有三個可能的原因：

① 電視機或機上盒的視頻介面沒有連接好，請重新連接好。

① 正在收聽廣播節目，請按遙控器切換到電視狀態。

① 電視機或機上盒的亮度調至最暗，請調整電視機或機上盒的亮度。

為什麼電視機有影像無聲音？

答：有三個可能的原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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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電視機或機上盒的音頻介面沒有連接好，請重新連接好。

① 電視機或機上盒設置了靜音，請按相應的遙控器【靜音】鍵打開聲音。

① 電視機或機上盒的聲音調至最小，請將音量調大。

為什麼影像出現停頓或馬賽克？

答：有三個可能的原因：

① 電視機或機上盒的訊號輸入接頭鬆動，接觸不良，請重新連接。

① 由於線路問題導致訊號太弱，請專業人員檢查有線電視網路。

① 節目參數發生了變化，請重新搜索。

為什麼遙控器不靈敏？

答：有四個可能的原因：

① 遙控器內電池電量不足或正負極接反，請更換新電池或正確安裝電池。

① 遙控器與機上盒中間有障礙物，請避開障礙物遙控。

① 遙控器不在有效接收範圍內，請在有效接收範圍內遙控。

① 有其他干擾信號 , 在遙控機上盒的同時 , 請盡量避免其他信號的干擾

為什麼節目會出現無聲音、怪聲或聲音與畫面不符的現象？

答：本節目設置的聲道與前端不一致，請按【雙語】鍵重新選擇合適的聲道。

產品規格
軟體功能

支援多家主流條件接收系統（CA）

中文電子節目表（EPG）

線上軟體自動升級

快速轉台功能

自動搜台

1

2

3

4

1

2

3

1

2

3



輸入範圍

輸入頻率：100- 862MHz

輸入電平：-10 ~ -76dBm

調製方式：QAM 16/ 64/ 256

RF 輸入：I EC61169- 24 F- type Female75Ohm

影像

影像解碼格式：H.264 MP HP@Level4.2,VC-1 AP@Level3.1,MPEG-2     

      MP@HL,MPEG-4 Part2

影像格式：4:3 或 16:9；AUTO

影像輸出：HDMI/AV

影像解析度：1080i

音頻

音頻解碼：MPEG-1，MPEG-2(LayerI/II)

抽樣頻率：8KHz-192KHz

音頻聲道：左聲道，右聲道，立體聲道

輸入電源

輸入電壓：AC,100-240V,50/60 Hz

輸出電壓：DC,12V,1A

消耗功率：12W

輸入插頭：外置電源供應器（Adapter）

收視卡讀寫

遵循標準：ISO7816 標準



結構參數

凈尺寸：290（L）*60（D）*219（H）mm

重量：約 1Kg

操作溫度：-1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