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说明

说明
感谢您购买这款唱片机，本说明书包含有关安全、使用和处置的重要信息。使
用所描述的产品，并保留此手册以供日后参考。如果你出售或转让它，也把这
个手册交给新主人。

安全提示
在使用本产品之前，请阅读并理解本手册。保留这些指示，以供日后参考。
1.不要在水边使用。
2.使用原厂电源，或者完全相同规格的电源。
3.如果插头不能完全装进插座，请更换插座。如果它仍然不适合，请联系合格
的电工，或官方售后。不要试图以任何方式修改插头。
4.保护电源线不被移动或夹住，特别是在电源插头、插头与插座之间的连接点
以及电缆与扬声器之间的连接点。
5.不要使墙壁出口或延长线过载，因为这会造成火灾危险，并可能引起电击。
6.切勿通过开口将任何种类的物体推入转盘，因为它们可能触碰危险的电压点
导致部件短路，引起火灾。不要将任何种类的液体洒在产品上。
7.不要试图自行维修唱片机，因为打开或拆下零件可能会使你面临危险电压或其
他危险。将所有服务移交给合格的服务人员。
8.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私自改装或维修唱片机，可能会不予售后。
9.不要使用制造商不推荐的附件，因为它们可能会造成危险。
10.请放在平坦、坚固的桌子上，或者架子上使用。

产品描述
11.箱体上的开口用于通风，不要阻塞这些开口，以免过热造成设备损坏。
12.在雷暴期间或长时间未使用时拔掉产品电源。

遵守FCC法规
该设备符合FCC规则第15部分。使用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1)本装置不得造成有害干扰，
(2)本装置必须接受所收到的任何干扰，包括可能导致不理想操作的干扰。

这种设备产生、使用和可以发射无线电。可能会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的干扰
。但是，不能保证干扰会影响到某一特定装置。如果该设备确实对无线电或电
视接收造成有害干扰，而这种干扰可以通过关闭或打开设备来确定，则可尝试
以下措施：
·重新放置位置或者重新定位接收天线。
·增加设备与接收器之间的距离。
·将设备连接到与收发器所连接的电路不同的电路上的插座上。
·向交易商或有经验的电台/电视技术员寻求协助。

警告：对本装置的更改或修改未经负责遵守的一方明确批准，可能使用户无权
操作该设备。

1.电源插口
2.输出模式调节
3.AUX输入插口
4.RCA输出插口
5.盖子卡扣
6.针压配重
7.配重刻度盘
8.唱臂锁扣
9.唱臂升降杆
10.唱臂
11.音色控制
12.转速微调

13.音量调节
14.模式切换
15.33转速调节
16.暂停/开始
17.45转速调节
18.耳机插口
19.指示灯
20.唱头
21.转盘
22.中轴

包含项目
安装转盘前，检查包装内容，确保以下所有部件均无可见损伤。请保留原包装
材料，以供交换或退货之用。
1.唱机主体
2.电源适配器
3.防尘盖
4.防滑垫
5.配重
6.说明书
7.转盘
8.RPM转换器
9.角度校准器

安装转盘
1.把转盘翻过来，检查皮带的位置。确保传动带在圆环中间，在这个圆环内，
传动带太高或太低，可能会导致传动带脱落或速度不稳。

2.把盘放在主轴上,确保转盘完全安装在主轴上。

马达

中轴

安装唱片机
1.将转盘安装在水平表面上。
2.为避免振动及声压的影响，切勿将转盘安装在扬声器等物体上。
3.如果放置在收音机旁边，唱片机可以接收收音机的讯号。因此，尽量让唱片
机远离收音机。
4.如果唱片机靠近手机等设备发出强烈的无线电波，可能会产生噪音。

转盘

开口

3.把皮带放在电机滑轮上。把转盘的开口与电机马达对齐，同时拉着连接在皮
带上的红丝带的两端，将皮带放在滑轮上，如图所示。当这样做时，小心不要
扭动皮带。
丝带
马达
皮带

安装防尘盖
把盖子的插口插入到唱片机的卡扣上。

4.将红丝带撤下。

5.小心转动配重，直到平衡力达到平衡为止。如果配重向上或向下移动，则应

安装转盘
1.用手慢慢地按顺时针方向
旋转唱盘10次(图1)。

恢复到这个平衡的位置。这种调整必须小心进行。

图1

唱臂

配重

2.此步骤用于确保皮带平稳
地沿着转转盘下沿运行。
3.把防滑垫放在转盘上，确保防滑垫的

图2

调整，使唱臂保持水平平衡。

标志面向上(图2)。

6.如果唱臂平衡，就把唱臂放回原处。保持配重不动，轻轻转动刻度盘，直到
零与中线对齐。
调整针压
所提供的配重可调节范围在3.0-6.0g

配重
刻度盘
中线

1.轻轻旋转并推动配重，将其安装到唱臂上
(刻度盘朝向转盘的前方)。

7.最后，逆时针旋转配重和刻度盘(如图所示)，根据唱机的建议调整刻度。

2.摘下唱针保护罩。
注意：施加向下的力量可能会导致唱针从唱头
上脱落。如果唱针已经脱落，或即将脱落，
请参考“替换唱针”重新安装唱针。
3.打开唱臂锁扣
4.放下唱臂升降杆，将唱臂放置在托架与转盘之间的间隙中。

注意：刻度上的每一个标记代表0.1g。唱机的建议针压为
3.5g±0.5g。请小心地旋转配重。当“3.5”在唱臂顶部的黑线上居中时，请停
止。

使用RCA接口连接音箱设备

2.连接设备
对照前置放大器选择器开关的设置，并将RCA音频电缆连接到与您正在使用的
可连接设备(放大器、有源扬声器等)兼容的输入插孔

该唱片机内置4个扬声器并内置均衡器。
如果您想使用您自己的功放机或扬声器，请按照以下说明操作：

·RCA音频电缆的红色插孔用于右(R)通道，白色插孔用于左(L)通道。

RCA连接
带唱机输入

不带唱机输入

有源音箱
或

功放机

注：为了达到最佳的声音，建议将唱片机音量降到最低。
然后唱片机的音频将通过你自己的放大器、扬声器等播放。
1.设置前置放大器选择开关
本产品具有内置的均衡器功能，即使您没有音效放大器或连接设备，也可以使
用该产品。
使用前置放大器选择开关设置输出，如下所示.
可连接设备

开关位置

插在插座上

连接RCA音频线的位置
连接插口

带唱机输入的设备

音频输入接口
插在插座上

不带唱机输入的设备

可连接设备的线路输入插孔
带唱机输入

注:RCA插孔不是设计为在线路模式下直接连接到无电源扬声器。如果
连接到无源扬声器，将不会有声音。

不带唱机输入

连接电源
1.将AC适配器线的DC插头插入唱片机背面的DC输入接口。
2.将交流适配器插入正常电源插座。
注意：在唱片机配完成之前，不要将交流电源适配器插入电源插座。在打开
唱片机电源之前，请重新检查所有连接，以确保它们是否正确和安全。在连
接或断开电源之前，始终关闭唱片机电源。

2.操作唱片机
首先充分降低放大器和扬声器的音量。
2.1 将包含的电源适配器连接到唱片机上，按下并按住“MODE”按钮3秒。
唱片机会开机，指示灯会变红。
2.2 把唱针保护罩摘下。
2.3 将唱片放在防滑垫上。
2.4 根据唱片类型，选择33或45转速按钮。
2.5 按下“开始/停止”按钮，唱盘开始转动。
2.6 打开唱臂锁扣，抬起唱臂升降杆。
2.7 将唱臂放在唱片上所需位置。
2.8 放下唱臂升降杆。

播放唱片
1.播放唱片之前
1.1 拆下唱针保护罩

注意：施加向下的力量可能会导致唱针
从唱头上脱落。如果唱针已经脱落，或
即将脱落，请参考“替换唱针”重新安
装唱针。
1.2 将唱片放在防滑垫上，使中心孔与主轴对齐。

蓝牙模式
1.将电源适配器连接到唱片机上，长时间按下“MODE”按钮，指示灯变红。
2.再按一次“MODE”，指示灯变成蓝色快速闪烁，你会听到唱片机发出的蓝牙开启声。
3.打开媒体设备的蓝牙功能，搜索并选择连接“syitren-PARON”。
4.连接成功后，唱机会发出提示音。
5.播放媒体设备的音乐，指示灯将变为常亮。

维护
唱机主体
·当唱片机变脏或有灰尘时，首先断开交流适配器，然后用柔软的干布擦去灰尘。
·不要使用苯、稀释剂等。
·长时间存放本产品时，请将交流适配器从插座上断开，并用塑料包装本产品；不要让它受潮；
应该拆下传动带，以防止不均匀拉伸。

注：蓝牙版本为5.0
唱针
·如果唱针上有灰尘和污垢，用市售刷子清洁。
·如果触针尖端相当脏，我们建议使用触针清洁器(不包含)。
将刷子从唱针后面移到唱针前端，清洁唱针。

AUX IN模式
这个唱片机带有一个AUX输入插孔，用于连接MP3播放器、CD播放器和iPods等外部音频设备，
以便您可以通过唱片机的扬声器收听外部信号源。
1.使用电缆两端都有一个3.5毫米立体声连接的音频电缆(不包括)。

更换唱针
建议使用400小时后更换唱针。

2.将一端插入唱片机得到AUX输入插孔，另一端插入音频设备的线路输出插孔。

拆下唱针
·除了声音质量的恶化之外，唱片也可能因为唱针尖端磨损而损坏。

3.在唱片机和音频设备上供电。唱片机的指示灯是红色的。

·请确保将产品的交流适配器从插座上断开。

4.音量可以通过唱片机控制，播放设备的所有的功能都可以像往常一样操作。

·更换唱针时，请紧紧握住唱头和唱针盒体。

5.请注意，AUX-IN功能是一种第一优先功能。即使PHONO/BT的指示灯亮着，

向下按唱针前端，并向前拆下

这些功能在使用AUX-IN功能时也不能工作。请在使用PHONO/BT功能之前拔掉AUX音频线。

注意：
1.确保唱臂被安全锁定，以避免任何损坏。
2.当你完成的时候，别忘了关掉唱片机和你播放设备的电源。

安装新唱针
1.将新的替换唱针安装到唱头上。

先插入唱头

2.向上抬唱针，听到“咔”一声。

2.将皮带从马达上摘下

3.确保顶盖和唱头之间没有间隙。

3.拆下转盘，并摘下皮带

更换皮带
·皮带是消耗品。如果播放速度变慢或出现不规则旋转，请更换皮带。
根据经验，我们建议每年更换一次皮带。
·更换皮带前，请确保将产品的交流适配器从输出端断开。
1.拿下防滑垫

4.安装新的皮带，并确定皮带安装在圆环中间

说明
感谢您购买这款唱片机，本说明书包含有关安全、使用和处置的重要信息。使
用所描述的产品，并保留此手册以供日后参考。如果你出售或转让它，也把这
个手册交给新主人。

安全提示

使用说明

包含项目

产品描述
11.箱体上的开口用于通风，不要阻塞这些开口，以免过热造成设备损坏。

安装转盘前，检查包装内容，确保以下所有部件均无可见损伤。请保留原包装
材料，以供交换或退货之用。

12.在雷暴期间或长时间未使用时拔掉产品电源。

1.唱机主体
2.电源适配器
3.防尘盖
4.防滑垫
5.配重
6.说明书
7.转盘
8.RPM转换器
9.角度校准器

遵守FCC法规

在使用本产品之前，请阅读并理解本手册。保留这些指示，以供日后参考。
1.不要在水边使用。
2.使用原厂电源，或者完全相同规格的电源。

该设备符合FCC规则第15部分。使用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1)本装置不得造成有害干扰，
(2)本装置必须接受所收到的任何干扰，包括可能导致不理想操作的干扰。

安装转盘

安装转盘
1.把转盘翻过来，检查皮带的位置。确保传动带在圆环中间，在这个圆环内，
传动带太高或太低，可能会导致传动带脱落或速度不稳。

4.保护电源线不被移动或夹住，特别是在电源插头、插头与插座之间的连接点
以及电缆与扬声器之间的连接点。
5.不要使墙壁出口或延长线过载，因为这会造成火灾危险，并可能引起电击。
6.切勿通过开口将任何种类的物体推入转盘，因为它们可能触碰危险的电压点
导致部件短路，引起火灾。不要将任何种类的液体洒在产品上。
7.不要试图自行维修唱片机，因为打开或拆下零件可能会使你面临危险电压或其

这种设备产生、使用和可以发射无线电。可能会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的干扰
。但是，不能保证干扰会影响到某一特定装置。如果该设备确实对无线电或电
视接收造成有害干扰，而这种干扰可以通过关闭或打开设备来确定，则可尝试
以下措施：

3.把防滑垫放在转盘上，确保防滑垫的
2.把盘放在主轴上,确保转盘完全安装在主轴上。
开口

5.安装转盘

警告：对本装置的更改或修改未经负责遵守的一方明确批准，可能使用户无权
操作该设备。

7.用手，顺时针方向慢慢旋转盘子十次，如下图所示

将其中一个开口对准黄铜色马达的位置。

故障排除
故障
唱盘不转

解决办法

唱片机发出
奇怪的声音

·AC适配器连接到插座了吗？
-将AC适配器连接到插座。

·产品是否会从地板、墙面或附近的扬声器中拾取过度振动？
-减少振动或将产品安装在不受振动影响的表面上。
·产品是否安装在不稳定的表面？
-检查安装产品的表面是否合适。

·指示灯的状况如何？
-红色指示灯将指示转台模式。
·皮带从转盘里滑下来了吗？
-正确地把皮带放在盘子上。

当你要移动唱机

·皮带放在滑轮上吗？
-检查皮带是否放置在马达上(黄铜色)。

使用产品的原始包装材料，以与打开时相反的顺序包装唱片机。
如果您没有包装材料，请采取以下措施:

·皮带坏了吗？
-换一条新皮带。

·将交流适配器从电源插座上断开后，取下防滑垫和转盘，然后将其包装起来，以免损坏。
·装上唱针保护罩。

·AUX电缆插进去了吗？
-AUX功能是第一优先功能。在使用PH/BT功能之前，请拔掉AUX-IN电缆。

·用一根绳子或类似的东西把音臂绑在锁扣位置，这样它就不会移位。
·用纸或软布包裹唱片机，以免损坏。
6.将皮带装在黄铜色马达上
抓住步骤4中连接的皮带，在拉动皮带的同时，

规格参数
唱片机
电源
功率
转速
音响规格

播放唱片时有噪音

播放唱片时

·唱针上有灰尘吗？
-如果唱针上有灰尘，请用清洁工具清洁。

声音太快或太慢

·唱片机的速度设置正确吗？
-将速度选择设置为与唱片一致。

播放速度变慢

·皮带被拉长了吗？
-更换新皮带。

或旋转不规则

·皮带安装正确吗？
-检查并正确安装皮带。

（合盖）

尺寸

（开盖）

净重

唱针
型号
频响范围
信道平衡
信道分离
输出电压
负载电阻
放大器连接
建议针压

将其放在马达上。

净重
唱盘旋转，
但是没有声音

·唱针坏了吗？
-检查唱针，必要时更换，建议使用400小时会后更换。
·唱针是否正确放置在唱头上？
-检查唱头并调整它。

出现跳针

·唱片扭曲了吗？
-检查唱片。
·唱片被划伤了吗？
-检查唱片。
·针压正确吗？
-调节至合适针压。

如果您想使用您自己的功放机或扬声器，请按照以下说明操作：

中轴

·RCA音频电缆的红色插孔用于右(R)通道，白色插孔用于左(L)通道。

带唱机输入
图2

标志面向上(图2)。

处置
产品处置
在任何情况下，您都不应在正常的生活垃圾中处理本产品。
本产品符合欧洲指令2012/19/EU的规定。
请通过经批准的处理公司或市政当局处理本产品垃圾处理厂。请遵守现行适用法规。
如果您需要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废物处理中心。
本产品的包装采用环保材料制成，可在当地回收厂进行处理。

1.电源插口
2.输出模式调节
3.AUX输入插口
4.RCA输出插口
5.盖子卡扣
6.针压配重
7.配重刻度盘
8.唱臂锁扣
9.唱臂升降杆
10.唱臂
11.音色控制
12.转速微调

13.音量调节
14.模式切换
15.33转速调节
16.暂停/开始
17.45转速调节
18.耳机插口
19.指示灯
20.唱头
21.转盘
22.中轴

不带唱机输入

连接电源
1.将AC适配器线的DC插头插入唱片机背面的DC输入接口。
2.将交流适配器插入正常电源插座。
注意：在唱片机配完成之前，不要将交流电源适配器插入电源插座。在打开
唱片机电源之前，请重新检查所有连接，以确保它们是否正确和安全。在连
接或断开电源之前，始终关闭唱片机电源。

有源音箱
或

调整，使唱臂保持水平平衡。

6.如果唱臂平衡，就把唱臂放回原处。保持配重不动，轻轻转动刻度盘，直到
零与中线对齐。
调整针压

3.把皮带放在电机滑轮上。把转盘的开口与电机马达对齐，同时拉着连接在皮
带上的红丝带的两端，将皮带放在滑轮上，如图所示。当这样做时，小心不要
扭动皮带。

所提供的配重可调节范围在3.0-6.0g

1.设置前置放大器选择开关
本产品具有内置的均衡器功能，即使您没有音效放大器或连接设备，也可以使
用该产品。
使用前置放大器选择开关设置输出，如下所示.

刻度盘
中线

1.轻轻旋转并推动配重，将其安装到唱臂上
(刻度盘朝向转盘的前方)。

功放机

7.最后，逆时针旋转配重和刻度盘(如图所示)，根据唱机的建议调整刻度。
可连接设备

播放唱片

开关位置

1.播放唱片之前
1.1 拆下唱针保护罩

注意：施加向下的力量可能会导致唱针
从唱头上脱落。如果唱针已经脱落，或
即将脱落，请参考“替换唱针”重新安
装唱针。

插在插座上

2.1 将包含的电源适配器连接到唱片机上，按下并按住“MODE”按钮3秒。

1.将电源适配器连接到唱片机上，长时间按下“MODE”按钮，指示灯变红。

唱片机会开机，指示灯会变红。

2.再按一次“MODE”，指示灯变成蓝色快速闪烁，你会听到唱片机发出的蓝牙开启声。

2.2 把唱针保护罩摘下。

3.打开媒体设备的蓝牙功能，搜索并选择连接“syitren-PARON”。

2.3 将唱片放在防滑垫上。

4.连接成功后，唱机会发出提示音。

2.4 根据唱片类型，选择33或45转速按钮。

5.播放媒体设备的音乐，指示灯将变为常亮。

2.5 按下“开始/停止”按钮，唱盘开始转动。

注：蓝牙版本为5.0

2.向上抬唱针，听到“咔”一声。

维护

带唱机输入的设备

·当唱片机变脏或有灰尘时，首先断开交流适配器，然后用柔软的干布擦去灰尘。
·不要使用苯、稀释剂等。
·长时间存放本产品时，请将交流适配器从插座上断开，并用塑料包装本产品；不要让它受潮；
应该拆下传动带，以防止不均匀拉伸。
3.确保顶盖和唱头之间没有间隙。

2.6 打开唱臂锁扣，抬起唱臂升降杆。

唱针

2.7 将唱臂放在唱片上所需位置。

·如果唱针上有灰尘和污垢，用市售刷子清洁。

2.8 放下唱臂升降杆。

·如果触针尖端相当脏，我们建议使用触针清洁器(不包含)。

3.拆下转盘，并摘下皮带

这个唱片机带有一个AUX输入插孔，用于连接MP3播放器、CD播放器和iPods等外部音频设备，
以便您可以通过唱片机的扬声器收听外部信号源。

更换皮带

更换唱针
建议使用400小时后更换唱针。

·皮带是消耗品。如果播放速度变慢或出现不规则旋转，请更换皮带。

2.将一端插入唱片机得到AUX输入插孔，另一端插入音频设备的线路输出插孔。

拆下唱针
·除了声音质量的恶化之外，唱片也可能因为唱针尖端磨损而损坏。

根据经验，我们建议每年更换一次皮带。

3.在唱片机和音频设备上供电。唱片机的指示灯是红色的。

·请确保将产品的交流适配器从插座上断开。

4.音量可以通过唱片机控制，播放设备的所有的功能都可以像往常一样操作。

·更换唱针时，请紧紧握住唱头和唱针盒体。

5.请注意，AUX-IN功能是一种第一优先功能。即使PHONO/BT的指示灯亮着，

向下按唱针前端，并向前拆下

1.使用电缆两端都有一个3.5毫米立体声连接的音频电缆(不包括)。

这些功能在使用AUX-IN功能时也不能工作。请在使用PHONO/BT功能之前拔掉AUX音频线。

安装防尘盖
把盖子的插口插入到唱片机的卡扣上。

4.将红丝带撤下。

不带唱机输入的设备

4.安装新的皮带，并确定皮带安装在圆环中间

1.2 将唱片放在防滑垫上，使中心孔与主轴对齐。

音频输入接口

3.打开唱臂锁扣
4.放下唱臂升降杆，将唱臂放置在托架与转盘之间的间隙中。

可连接设备的线路输入插孔

注意：
带唱机输入

注意：刻度上的每一个标记代表0.1g。唱机的建议针压为
3.5g±0.5g。请小心地旋转配重。当“3.5”在唱臂顶部的黑线上居中时，请停
止。

注:RCA插孔不是设计为在线路模式下直接连接到无电源扬声器。如果
连接到无源扬声器，将不会有声音。

不带唱机输入

·更换皮带前，请确保将产品的交流适配器从输出端断开。
1.拿下防滑垫

插在插座上

注意：施加向下的力量可能会导致唱针从唱头
上脱落。如果唱针已经脱落，或即将脱落，
请参考“替换唱针”重新安装唱针。

2.将皮带从马达上摘下

唱机主体

连接RCA音频线的位置
连接插口

2.摘下唱针保护罩。

蓝牙模式

AUX IN模式

注：为了达到最佳的声音，建议将唱片机音量降到最低。
然后唱片机的音频将通过你自己的放大器、扬声器等播放。

配重

2.操作唱片机
首先充分降低放大器和扬声器的音量。

将刷子从唱针后面移到唱针前端，清洁唱针。

皮带

8.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私自改装或维修唱片机，可能会不予售后。

10.请放在平坦、坚固的桌子上，或者架子上使用。

配重

RCA连接

马达

马达

他危险。将所有服务移交给合格的服务人员。

9.不要使用制造商不推荐的附件，因为它们可能会造成危险。

该唱片机内置4个扬声器并内置均衡器。

唱臂

转盘

丝带

·重新放置位置或者重新定位接收天线。
·增加设备与接收器之间的距离。
·将设备连接到与收发器所连接的电路不同的电路上的插座上。
·向交易商或有经验的电台/电视技术员寻求协助。

恢复到这个平衡的位置。这种调整必须小心进行。

2.连接设备
对照前置放大器选择器开关的设置，并将RCA音频电缆连接到与您正在使用的
可连接设备(放大器、有源扬声器等)兼容的输入插孔

地沿着转转盘下沿运行。

安装唱片机
1.将转盘安装在水平表面上。
2.为避免振动及声压的影响，切勿将转盘安装在扬声器等物体上。
3.如果放置在收音机旁边，唱片机可以接收收音机的讯号。因此，尽量让唱片
机远离收音机。
4.如果唱片机靠近手机等设备发出强烈的无线电波，可能会产生噪音。

旋转唱盘10次(图1)。

图1

使用RCA接口连接音箱设备

2.此步骤用于确保皮带平稳

3.如果插头不能完全装进插座，请更换插座。如果它仍然不适合，请联系合格
的电工，或官方售后。不要试图以任何方式修改插头。

1.用手慢慢地按顺时针方向

5.小心转动配重，直到平衡力达到平衡为止。如果配重向上或向下移动，则应

1.确保唱臂被安全锁定，以避免任何损坏。
2.当你完成的时候，别忘了关掉唱片机和你播放设备的电源。

安装新唱针
1.将新的替换唱针安装到唱头上。

先插入唱头

说明
感谢您购买这款唱片机，本说明书包含有关安全、使用和处置的重要信息。使
用所描述的产品，并保留此手册以供日后参考。如果你出售或转让它，也把这
个手册交给新主人。

安全提示

使用说明

包含项目

产品描述
11.箱体上的开口用于通风，不要阻塞这些开口，以免过热造成设备损坏。

安装转盘前，检查包装内容，确保以下所有部件均无可见损伤。请保留原包装
材料，以供交换或退货之用。

12.在雷暴期间或长时间未使用时拔掉产品电源。

1.唱机主体
2.电源适配器
3.防尘盖
4.防滑垫
5.配重
6.说明书
7.转盘
8.RPM转换器
9.角度校准器

遵守FCC法规

在使用本产品之前，请阅读并理解本手册。保留这些指示，以供日后参考。
1.不要在水边使用。
2.使用原厂电源，或者完全相同规格的电源。

该设备符合FCC规则第15部分。使用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1)本装置不得造成有害干扰，
(2)本装置必须接受所收到的任何干扰，包括可能导致不理想操作的干扰。

安装转盘

安装转盘
1.把转盘翻过来，检查皮带的位置。确保传动带在圆环中间，在这个圆环内，
传动带太高或太低，可能会导致传动带脱落或速度不稳。

4.保护电源线不被移动或夹住，特别是在电源插头、插头与插座之间的连接点
以及电缆与扬声器之间的连接点。
5.不要使墙壁出口或延长线过载，因为这会造成火灾危险，并可能引起电击。
6.切勿通过开口将任何种类的物体推入转盘，因为它们可能触碰危险的电压点
导致部件短路，引起火灾。不要将任何种类的液体洒在产品上。
7.不要试图自行维修唱片机，因为打开或拆下零件可能会使你面临危险电压或其

这种设备产生、使用和可以发射无线电。可能会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的干扰
。但是，不能保证干扰会影响到某一特定装置。如果该设备确实对无线电或电
视接收造成有害干扰，而这种干扰可以通过关闭或打开设备来确定，则可尝试
以下措施：

3.把防滑垫放在转盘上，确保防滑垫的
2.把盘放在主轴上,确保转盘完全安装在主轴上。
开口

5.安装转盘

警告：对本装置的更改或修改未经负责遵守的一方明确批准，可能使用户无权
操作该设备。

7.用手，顺时针方向慢慢旋转盘子十次，如下图所示

将其中一个开口对准黄铜色马达的位置。

故障排除
故障
唱盘不转

解决办法

唱片机发出
奇怪的声音

·AC适配器连接到插座了吗？
-将AC适配器连接到插座。

·产品是否会从地板、墙面或附近的扬声器中拾取过度振动？
-减少振动或将产品安装在不受振动影响的表面上。
·产品是否安装在不稳定的表面？
-检查安装产品的表面是否合适。

·指示灯的状况如何？
-红色指示灯将指示转台模式。
·皮带从转盘里滑下来了吗？
-正确地把皮带放在盘子上。

当你要移动唱机

·皮带放在滑轮上吗？
-检查皮带是否放置在马达上(黄铜色)。

使用产品的原始包装材料，以与打开时相反的顺序包装唱片机。
如果您没有包装材料，请采取以下措施:

·皮带坏了吗？
-换一条新皮带。

·将交流适配器从电源插座上断开后，取下防滑垫和转盘，然后将其包装起来，以免损坏。
·装上唱针保护罩。

·AUX电缆插进去了吗？
-AUX功能是第一优先功能。在使用PH/BT功能之前，请拔掉AUX-IN电缆。

·用一根绳子或类似的东西把音臂绑在锁扣位置，这样它就不会移位。
·用纸或软布包裹唱片机，以免损坏。
6.将皮带装在黄铜色马达上
抓住步骤4中连接的皮带，在拉动皮带的同时，

规格参数
唱片机
电源
功率
转速
音响规格

播放唱片时有噪音

播放唱片时

·唱针上有灰尘吗？
-如果唱针上有灰尘，请用清洁工具清洁。

声音太快或太慢

·唱片机的速度设置正确吗？
-将速度选择设置为与唱片一致。

播放速度变慢

·皮带被拉长了吗？
-更换新皮带。

或旋转不规则

·皮带安装正确吗？
-检查并正确安装皮带。

（合盖）

尺寸

（开盖）

净重

唱针
型号
频响范围
信道平衡
信道分离
输出电压
负载电阻
放大器连接
建议针压

将其放在马达上。

净重
唱盘旋转，
但是没有声音

·唱针坏了吗？
-检查唱针，必要时更换，建议使用400小时会后更换。
·唱针是否正确放置在唱头上？
-检查唱头并调整它。

出现跳针

·唱片扭曲了吗？
-检查唱片。
·唱片被划伤了吗？
-检查唱片。
·针压正确吗？
-调节至合适针压。

如果您想使用您自己的功放机或扬声器，请按照以下说明操作：

中轴

·RCA音频电缆的红色插孔用于右(R)通道，白色插孔用于左(L)通道。

带唱机输入
图2

标志面向上(图2)。

处置
产品处置
在任何情况下，您都不应在正常的生活垃圾中处理本产品。
本产品符合欧洲指令2012/19/EU的规定。
请通过经批准的处理公司或市政当局处理本产品垃圾处理厂。请遵守现行适用法规。
如果您需要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废物处理中心。
本产品的包装采用环保材料制成，可在当地回收厂进行处理。

1.电源插口
2.输出模式调节
3.AUX输入插口
4.RCA输出插口
5.盖子卡扣
6.针压配重
7.配重刻度盘
8.唱臂锁扣
9.唱臂升降杆
10.唱臂
11.音色控制
12.转速微调

13.音量调节
14.模式切换
15.33转速调节
16.暂停/开始
17.45转速调节
18.耳机插口
19.指示灯
20.唱头
21.转盘
22.中轴

不带唱机输入

连接电源
1.将AC适配器线的DC插头插入唱片机背面的DC输入接口。
2.将交流适配器插入正常电源插座。
注意：在唱片机配完成之前，不要将交流电源适配器插入电源插座。在打开
唱片机电源之前，请重新检查所有连接，以确保它们是否正确和安全。在连
接或断开电源之前，始终关闭唱片机电源。

有源音箱
或

调整，使唱臂保持水平平衡。

6.如果唱臂平衡，就把唱臂放回原处。保持配重不动，轻轻转动刻度盘，直到
零与中线对齐。
调整针压

3.把皮带放在电机滑轮上。把转盘的开口与电机马达对齐，同时拉着连接在皮
带上的红丝带的两端，将皮带放在滑轮上，如图所示。当这样做时，小心不要
扭动皮带。

所提供的配重可调节范围在3.0-6.0g

1.设置前置放大器选择开关
本产品具有内置的均衡器功能，即使您没有音效放大器或连接设备，也可以使
用该产品。
使用前置放大器选择开关设置输出，如下所示.

刻度盘
中线

1.轻轻旋转并推动配重，将其安装到唱臂上
(刻度盘朝向转盘的前方)。

功放机

7.最后，逆时针旋转配重和刻度盘(如图所示)，根据唱机的建议调整刻度。
可连接设备

播放唱片

开关位置

1.播放唱片之前
1.1 拆下唱针保护罩

注意：施加向下的力量可能会导致唱针
从唱头上脱落。如果唱针已经脱落，或
即将脱落，请参考“替换唱针”重新安
装唱针。

插在插座上

2.1 将包含的电源适配器连接到唱片机上，按下并按住“MODE”按钮3秒。

1.将电源适配器连接到唱片机上，长时间按下“MODE”按钮，指示灯变红。

唱片机会开机，指示灯会变红。

2.再按一次“MODE”，指示灯变成蓝色快速闪烁，你会听到唱片机发出的蓝牙开启声。

2.2 把唱针保护罩摘下。

3.打开媒体设备的蓝牙功能，搜索并选择连接“syitren-PARON”。

2.3 将唱片放在防滑垫上。

4.连接成功后，唱机会发出提示音。

2.4 根据唱片类型，选择33或45转速按钮。

5.播放媒体设备的音乐，指示灯将变为常亮。

2.5 按下“开始/停止”按钮，唱盘开始转动。

注：蓝牙版本为5.0

2.向上抬唱针，听到“咔”一声。

维护

带唱机输入的设备

·当唱片机变脏或有灰尘时，首先断开交流适配器，然后用柔软的干布擦去灰尘。
·不要使用苯、稀释剂等。
·长时间存放本产品时，请将交流适配器从插座上断开，并用塑料包装本产品；不要让它受潮；
应该拆下传动带，以防止不均匀拉伸。
3.确保顶盖和唱头之间没有间隙。

2.6 打开唱臂锁扣，抬起唱臂升降杆。

唱针

2.7 将唱臂放在唱片上所需位置。

·如果唱针上有灰尘和污垢，用市售刷子清洁。

2.8 放下唱臂升降杆。

·如果触针尖端相当脏，我们建议使用触针清洁器(不包含)。

3.拆下转盘，并摘下皮带

这个唱片机带有一个AUX输入插孔，用于连接MP3播放器、CD播放器和iPods等外部音频设备，
以便您可以通过唱片机的扬声器收听外部信号源。

更换皮带

更换唱针
建议使用400小时后更换唱针。

·皮带是消耗品。如果播放速度变慢或出现不规则旋转，请更换皮带。

2.将一端插入唱片机得到AUX输入插孔，另一端插入音频设备的线路输出插孔。

拆下唱针
·除了声音质量的恶化之外，唱片也可能因为唱针尖端磨损而损坏。

根据经验，我们建议每年更换一次皮带。

3.在唱片机和音频设备上供电。唱片机的指示灯是红色的。

·请确保将产品的交流适配器从插座上断开。

4.音量可以通过唱片机控制，播放设备的所有的功能都可以像往常一样操作。

·更换唱针时，请紧紧握住唱头和唱针盒体。

5.请注意，AUX-IN功能是一种第一优先功能。即使PHONO/BT的指示灯亮着，

向下按唱针前端，并向前拆下

1.使用电缆两端都有一个3.5毫米立体声连接的音频电缆(不包括)。

这些功能在使用AUX-IN功能时也不能工作。请在使用PHONO/BT功能之前拔掉AUX音频线。

安装防尘盖
把盖子的插口插入到唱片机的卡扣上。

4.将红丝带撤下。

不带唱机输入的设备

4.安装新的皮带，并确定皮带安装在圆环中间

1.2 将唱片放在防滑垫上，使中心孔与主轴对齐。

音频输入接口

3.打开唱臂锁扣
4.放下唱臂升降杆，将唱臂放置在托架与转盘之间的间隙中。

可连接设备的线路输入插孔

注意：
带唱机输入

注意：刻度上的每一个标记代表0.1g。唱机的建议针压为
3.5g±0.5g。请小心地旋转配重。当“3.5”在唱臂顶部的黑线上居中时，请停
止。

注:RCA插孔不是设计为在线路模式下直接连接到无电源扬声器。如果
连接到无源扬声器，将不会有声音。

不带唱机输入

·更换皮带前，请确保将产品的交流适配器从输出端断开。
1.拿下防滑垫

插在插座上

注意：施加向下的力量可能会导致唱针从唱头
上脱落。如果唱针已经脱落，或即将脱落，
请参考“替换唱针”重新安装唱针。

2.将皮带从马达上摘下

唱机主体

连接RCA音频线的位置
连接插口

2.摘下唱针保护罩。

蓝牙模式

AUX IN模式

注：为了达到最佳的声音，建议将唱片机音量降到最低。
然后唱片机的音频将通过你自己的放大器、扬声器等播放。

配重

2.操作唱片机
首先充分降低放大器和扬声器的音量。

将刷子从唱针后面移到唱针前端，清洁唱针。

皮带

8.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私自改装或维修唱片机，可能会不予售后。

10.请放在平坦、坚固的桌子上，或者架子上使用。

配重

RCA连接

马达

马达

他危险。将所有服务移交给合格的服务人员。

9.不要使用制造商不推荐的附件，因为它们可能会造成危险。

该唱片机内置4个扬声器并内置均衡器。

唱臂

转盘

丝带

·重新放置位置或者重新定位接收天线。
·增加设备与接收器之间的距离。
·将设备连接到与收发器所连接的电路不同的电路上的插座上。
·向交易商或有经验的电台/电视技术员寻求协助。

恢复到这个平衡的位置。这种调整必须小心进行。

2.连接设备
对照前置放大器选择器开关的设置，并将RCA音频电缆连接到与您正在使用的
可连接设备(放大器、有源扬声器等)兼容的输入插孔

地沿着转转盘下沿运行。

安装唱片机
1.将转盘安装在水平表面上。
2.为避免振动及声压的影响，切勿将转盘安装在扬声器等物体上。
3.如果放置在收音机旁边，唱片机可以接收收音机的讯号。因此，尽量让唱片
机远离收音机。
4.如果唱片机靠近手机等设备发出强烈的无线电波，可能会产生噪音。

旋转唱盘10次(图1)。

图1

使用RCA接口连接音箱设备

2.此步骤用于确保皮带平稳

3.如果插头不能完全装进插座，请更换插座。如果它仍然不适合，请联系合格
的电工，或官方售后。不要试图以任何方式修改插头。

1.用手慢慢地按顺时针方向

5.小心转动配重，直到平衡力达到平衡为止。如果配重向上或向下移动，则应

1.确保唱臂被安全锁定，以避免任何损坏。
2.当你完成的时候，别忘了关掉唱片机和你播放设备的电源。

安装新唱针
1.将新的替换唱针安装到唱头上。

先插入唱头

说明
感谢您购买这款唱片机，本说明书包含有关安全、使用和处置的重要信息。使
用所描述的产品，并保留此手册以供日后参考。如果你出售或转让它，也把这
个手册交给新主人。

安全提示

使用说明

包含项目

产品描述
11.箱体上的开口用于通风，不要阻塞这些开口，以免过热造成设备损坏。

安装转盘前，检查包装内容，确保以下所有部件均无可见损伤。请保留原包装
材料，以供交换或退货之用。

12.在雷暴期间或长时间未使用时拔掉产品电源。

1.唱机主体
2.电源适配器
3.防尘盖
4.防滑垫
5.配重
6.说明书
7.转盘
8.RPM转换器
9.角度校准器

遵守FCC法规

在使用本产品之前，请阅读并理解本手册。保留这些指示，以供日后参考。
1.不要在水边使用。
2.使用原厂电源，或者完全相同规格的电源。

该设备符合FCC规则第15部分。使用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1)本装置不得造成有害干扰，
(2)本装置必须接受所收到的任何干扰，包括可能导致不理想操作的干扰。

安装转盘

安装转盘
1.把转盘翻过来，检查皮带的位置。确保传动带在圆环中间，在这个圆环内，
传动带太高或太低，可能会导致传动带脱落或速度不稳。

4.保护电源线不被移动或夹住，特别是在电源插头、插头与插座之间的连接点
以及电缆与扬声器之间的连接点。
5.不要使墙壁出口或延长线过载，因为这会造成火灾危险，并可能引起电击。
6.切勿通过开口将任何种类的物体推入转盘，因为它们可能触碰危险的电压点
导致部件短路，引起火灾。不要将任何种类的液体洒在产品上。
7.不要试图自行维修唱片机，因为打开或拆下零件可能会使你面临危险电压或其

这种设备产生、使用和可以发射无线电。可能会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的干扰
。但是，不能保证干扰会影响到某一特定装置。如果该设备确实对无线电或电
视接收造成有害干扰，而这种干扰可以通过关闭或打开设备来确定，则可尝试
以下措施：

3.把防滑垫放在转盘上，确保防滑垫的
2.把盘放在主轴上,确保转盘完全安装在主轴上。
开口

5.安装转盘

警告：对本装置的更改或修改未经负责遵守的一方明确批准，可能使用户无权
操作该设备。

7.用手，顺时针方向慢慢旋转盘子十次，如下图所示

将其中一个开口对准黄铜色马达的位置。

故障排除
故障
唱盘不转

解决办法

唱片机发出
奇怪的声音

·AC适配器连接到插座了吗？
-将AC适配器连接到插座。

·产品是否会从地板、墙面或附近的扬声器中拾取过度振动？
-减少振动或将产品安装在不受振动影响的表面上。
·产品是否安装在不稳定的表面？
-检查安装产品的表面是否合适。

·指示灯的状况如何？
-红色指示灯将指示转台模式。
·皮带从转盘里滑下来了吗？
-正确地把皮带放在盘子上。

当你要移动唱机

·皮带放在滑轮上吗？
-检查皮带是否放置在马达上(黄铜色)。

使用产品的原始包装材料，以与打开时相反的顺序包装唱片机。
如果您没有包装材料，请采取以下措施:

·皮带坏了吗？
-换一条新皮带。

·将交流适配器从电源插座上断开后，取下防滑垫和转盘，然后将其包装起来，以免损坏。
·装上唱针保护罩。

·AUX电缆插进去了吗？
-AUX功能是第一优先功能。在使用PH/BT功能之前，请拔掉AUX-IN电缆。

·用一根绳子或类似的东西把音臂绑在锁扣位置，这样它就不会移位。
·用纸或软布包裹唱片机，以免损坏。
6.将皮带装在黄铜色马达上
抓住步骤4中连接的皮带，在拉动皮带的同时，

规格参数
唱片机
电源
功率
转速
音响规格

播放唱片时有噪音

播放唱片时

·唱针上有灰尘吗？
-如果唱针上有灰尘，请用清洁工具清洁。

声音太快或太慢

·唱片机的速度设置正确吗？
-将速度选择设置为与唱片一致。

播放速度变慢

·皮带被拉长了吗？
-更换新皮带。

或旋转不规则

·皮带安装正确吗？
-检查并正确安装皮带。

（合盖）

尺寸

（开盖）

净重

唱针
型号
频响范围
信道平衡
信道分离
输出电压
负载电阻
放大器连接
建议针压

将其放在马达上。

净重
唱盘旋转，
但是没有声音

·唱针坏了吗？
-检查唱针，必要时更换，建议使用400小时会后更换。
·唱针是否正确放置在唱头上？
-检查唱头并调整它。

出现跳针

·唱片扭曲了吗？
-检查唱片。
·唱片被划伤了吗？
-检查唱片。
·针压正确吗？
-调节至合适针压。

如果您想使用您自己的功放机或扬声器，请按照以下说明操作：

中轴

·RCA音频电缆的红色插孔用于右(R)通道，白色插孔用于左(L)通道。

带唱机输入
图2

标志面向上(图2)。

处置
产品处置
在任何情况下，您都不应在正常的生活垃圾中处理本产品。
本产品符合欧洲指令2012/19/EU的规定。
请通过经批准的处理公司或市政当局处理本产品垃圾处理厂。请遵守现行适用法规。
如果您需要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废物处理中心。
本产品的包装采用环保材料制成，可在当地回收厂进行处理。

1.电源插口
2.输出模式调节
3.AUX输入插口
4.RCA输出插口
5.盖子卡扣
6.针压配重
7.配重刻度盘
8.唱臂锁扣
9.唱臂升降杆
10.唱臂
11.音色控制
12.转速微调

13.音量调节
14.模式切换
15.33转速调节
16.暂停/开始
17.45转速调节
18.耳机插口
19.指示灯
20.唱头
21.转盘
22.中轴

不带唱机输入

连接电源
1.将AC适配器线的DC插头插入唱片机背面的DC输入接口。
2.将交流适配器插入正常电源插座。
注意：在唱片机配完成之前，不要将交流电源适配器插入电源插座。在打开
唱片机电源之前，请重新检查所有连接，以确保它们是否正确和安全。在连
接或断开电源之前，始终关闭唱片机电源。

有源音箱
或

调整，使唱臂保持水平平衡。

6.如果唱臂平衡，就把唱臂放回原处。保持配重不动，轻轻转动刻度盘，直到
零与中线对齐。
调整针压

3.把皮带放在电机滑轮上。把转盘的开口与电机马达对齐，同时拉着连接在皮
带上的红丝带的两端，将皮带放在滑轮上，如图所示。当这样做时，小心不要
扭动皮带。

所提供的配重可调节范围在3.0-6.0g

1.设置前置放大器选择开关
本产品具有内置的均衡器功能，即使您没有音效放大器或连接设备，也可以使
用该产品。
使用前置放大器选择开关设置输出，如下所示.

刻度盘
中线

1.轻轻旋转并推动配重，将其安装到唱臂上
(刻度盘朝向转盘的前方)。

功放机

7.最后，逆时针旋转配重和刻度盘(如图所示)，根据唱机的建议调整刻度。
可连接设备

播放唱片

开关位置

1.播放唱片之前
1.1 拆下唱针保护罩

注意：施加向下的力量可能会导致唱针
从唱头上脱落。如果唱针已经脱落，或
即将脱落，请参考“替换唱针”重新安
装唱针。

插在插座上

2.1 将包含的电源适配器连接到唱片机上，按下并按住“MODE”按钮3秒。

1.将电源适配器连接到唱片机上，长时间按下“MODE”按钮，指示灯变红。

唱片机会开机，指示灯会变红。

2.再按一次“MODE”，指示灯变成蓝色快速闪烁，你会听到唱片机发出的蓝牙开启声。

2.2 把唱针保护罩摘下。

3.打开媒体设备的蓝牙功能，搜索并选择连接“syitren-PARON”。

2.3 将唱片放在防滑垫上。

4.连接成功后，唱机会发出提示音。

2.4 根据唱片类型，选择33或45转速按钮。

5.播放媒体设备的音乐，指示灯将变为常亮。

2.5 按下“开始/停止”按钮，唱盘开始转动。

注：蓝牙版本为5.0

2.向上抬唱针，听到“咔”一声。

维护

带唱机输入的设备

·当唱片机变脏或有灰尘时，首先断开交流适配器，然后用柔软的干布擦去灰尘。
·不要使用苯、稀释剂等。
·长时间存放本产品时，请将交流适配器从插座上断开，并用塑料包装本产品；不要让它受潮；
应该拆下传动带，以防止不均匀拉伸。
3.确保顶盖和唱头之间没有间隙。

2.6 打开唱臂锁扣，抬起唱臂升降杆。

唱针

2.7 将唱臂放在唱片上所需位置。

·如果唱针上有灰尘和污垢，用市售刷子清洁。

2.8 放下唱臂升降杆。

·如果触针尖端相当脏，我们建议使用触针清洁器(不包含)。

3.拆下转盘，并摘下皮带

这个唱片机带有一个AUX输入插孔，用于连接MP3播放器、CD播放器和iPods等外部音频设备，
以便您可以通过唱片机的扬声器收听外部信号源。

更换皮带

更换唱针
建议使用400小时后更换唱针。

·皮带是消耗品。如果播放速度变慢或出现不规则旋转，请更换皮带。

2.将一端插入唱片机得到AUX输入插孔，另一端插入音频设备的线路输出插孔。

拆下唱针
·除了声音质量的恶化之外，唱片也可能因为唱针尖端磨损而损坏。

根据经验，我们建议每年更换一次皮带。

3.在唱片机和音频设备上供电。唱片机的指示灯是红色的。

·请确保将产品的交流适配器从插座上断开。

4.音量可以通过唱片机控制，播放设备的所有的功能都可以像往常一样操作。

·更换唱针时，请紧紧握住唱头和唱针盒体。

5.请注意，AUX-IN功能是一种第一优先功能。即使PHONO/BT的指示灯亮着，

向下按唱针前端，并向前拆下

1.使用电缆两端都有一个3.5毫米立体声连接的音频电缆(不包括)。

这些功能在使用AUX-IN功能时也不能工作。请在使用PHONO/BT功能之前拔掉AUX音频线。

安装防尘盖
把盖子的插口插入到唱片机的卡扣上。

4.将红丝带撤下。

不带唱机输入的设备

4.安装新的皮带，并确定皮带安装在圆环中间

1.2 将唱片放在防滑垫上，使中心孔与主轴对齐。

音频输入接口

3.打开唱臂锁扣
4.放下唱臂升降杆，将唱臂放置在托架与转盘之间的间隙中。

可连接设备的线路输入插孔

注意：
带唱机输入

注意：刻度上的每一个标记代表0.1g。唱机的建议针压为
3.5g±0.5g。请小心地旋转配重。当“3.5”在唱臂顶部的黑线上居中时，请停
止。

注:RCA插孔不是设计为在线路模式下直接连接到无电源扬声器。如果
连接到无源扬声器，将不会有声音。

不带唱机输入

·更换皮带前，请确保将产品的交流适配器从输出端断开。
1.拿下防滑垫

插在插座上

注意：施加向下的力量可能会导致唱针从唱头
上脱落。如果唱针已经脱落，或即将脱落，
请参考“替换唱针”重新安装唱针。

2.将皮带从马达上摘下

唱机主体

连接RCA音频线的位置
连接插口

2.摘下唱针保护罩。

蓝牙模式

AUX IN模式

注：为了达到最佳的声音，建议将唱片机音量降到最低。
然后唱片机的音频将通过你自己的放大器、扬声器等播放。

配重

2.操作唱片机
首先充分降低放大器和扬声器的音量。

将刷子从唱针后面移到唱针前端，清洁唱针。

皮带

8.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私自改装或维修唱片机，可能会不予售后。

10.请放在平坦、坚固的桌子上，或者架子上使用。

配重

RCA连接

马达

马达

他危险。将所有服务移交给合格的服务人员。

9.不要使用制造商不推荐的附件，因为它们可能会造成危险。

该唱片机内置4个扬声器并内置均衡器。

唱臂

转盘

丝带

·重新放置位置或者重新定位接收天线。
·增加设备与接收器之间的距离。
·将设备连接到与收发器所连接的电路不同的电路上的插座上。
·向交易商或有经验的电台/电视技术员寻求协助。

恢复到这个平衡的位置。这种调整必须小心进行。

2.连接设备
对照前置放大器选择器开关的设置，并将RCA音频电缆连接到与您正在使用的
可连接设备(放大器、有源扬声器等)兼容的输入插孔

地沿着转转盘下沿运行。

安装唱片机
1.将转盘安装在水平表面上。
2.为避免振动及声压的影响，切勿将转盘安装在扬声器等物体上。
3.如果放置在收音机旁边，唱片机可以接收收音机的讯号。因此，尽量让唱片
机远离收音机。
4.如果唱片机靠近手机等设备发出强烈的无线电波，可能会产生噪音。

旋转唱盘10次(图1)。

图1

使用RCA接口连接音箱设备

2.此步骤用于确保皮带平稳

3.如果插头不能完全装进插座，请更换插座。如果它仍然不适合，请联系合格
的电工，或官方售后。不要试图以任何方式修改插头。

1.用手慢慢地按顺时针方向

5.小心转动配重，直到平衡力达到平衡为止。如果配重向上或向下移动，则应

1.确保唱臂被安全锁定，以避免任何损坏。
2.当你完成的时候，别忘了关掉唱片机和你播放设备的电源。

安装新唱针
1.将新的替换唱针安装到唱头上。

先插入唱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