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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信息

请参阅您的系统安装指南以了解“重要安全信息”。请仔细阅读本指南，并留作日后

查阅之用。

重要美国和加拿大合规信息
• 本设备符合 FCC 规则第 15 部分规定和加拿大工业免许可证 RSS 标准。本设备的工作情况可能出现下列两种
情形： (1) 本设备不会造成有害干扰 (2) 本设备必须承受任何接收到的干扰，包括造成设备工作不正常的干扰。

• 本设备符合为公众阐明的 FCC 和加拿大工业 RF 辐射限制。

• 本设备不能与其他天线或发射器位于同一地点或与这些设备一起使用。

对于 SoundTouch 无线适配器： 

• 您在安装和操作本设备时，身体应距离本设备至少 20 厘米。

CAN ICES-3 (B)/NMB-3(B)
此 B 类数字设备符合加拿大 ICES-003 规范。

有关可产生电子噪音的产品的信息
本设备已经过测试，符合 FCC 规则第 15 部分有关 B 类数字设备的各项限制。这些限制性规定旨在防范安装
在住宅中的设备产生有害干扰。本设备产生、使用并可能辐射无线电频率能量，如果不按照指示安装和使用，
则可能会对无线电通讯造成有害干扰。然而，按照指示安装也不能保证某些安装不会发生干扰。如果本设备
确实对无线电或电视接收造成有害干扰（可通过关闭和打开本设备来确定），用户可尝试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
措施来纠正干扰：

• 调整接收天线的方向或位置。

• 增大本设备和接收器的间距。

• 将本设备和接收器电源线插入不同线路上的插座中。

• 请咨询经销商或有经验的无线电/电视技术人员以获得帮助。

仅适用于 Lifestyle® SoundTouch® 535 和 525 家庭娱乐系统
有关 DTS 专利，请浏览 http://patents.dts.com。根据 DTS Licensing Limited 授权制
造。DTS 和 & DTS 都是注册商标。DTS Digital Surround 是 DTS, Inc. 的商标。© DTS, 
Inc. 保留所有权利。

蓝牙® 文字标记和徽标是由 Bluetooth SIG, Inc. 所拥有的注册商标，Bose Corporation 对上述标记的任何使
用都遵守许可规定。

Blu-Ray Disc™ 和 Blu-ray 是 Blu-ray Disc Association 的商标。

经 Dolby Laboratories 许可制造。Dolby 和双 D 符号是 Dolby Laboratories 的商标。

经 Universal Electronics Inc. 许可，采用 UEI Technology™ 进行设计。©UEI 2000-2015。

HDMI、HDMI 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 和 HDMI 徽标是 HDMI Licensing, LLC 在美国及其他国
家/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此产品受 Microsoft 特定知识产权的保护。未经 Microsoft 许可，禁止使用或传播此技术。

Xbox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的商标。

TiVo 是 Tivo, Inc. 或其子公司的商标。

其他商标是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SoundTouch 和无线符号设计是 Bose Corporation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

Wi-Fi 是 Wi-Fi Alliance® 的注册商标。

©2015 Bose Corporation。未经书面许可，不得复制、修改、发行或以其它方式使用本资料的任何部分。



简体中文 - 3

目录

关于 Lifestyle® SoundTouch® 系统
系统优点 ..............................................................................................................  6
硬件特性 ..............................................................................................................  6
SoundTouch® 应用程序 ....................................................................................  6

遥控器
使用遥控器 ..........................................................................................................  7
功能按钮 ..............................................................................................................  8
显示器  .................................................................................................................  8
遥控器发光按钮 ..................................................................................................  8
要调整显示屏的发光亮度 ..........................................................................  8

MORE（更多）按钮
激活 MORE（更多）按钮 ..................................................................................  9
常见 MORE（更多）按钮 ..................................................................................  9

启动系统
开启系统 ..............................................................................................................  11
打开系统并打开 SOURCE（信号源）菜单 ..............................................  11
打开系统并打开 UNIFY® 菜单 ....................................................................  11

打开电视 ..............................................................................................................  11
关闭系统 ..............................................................................................................  11

使用 SOURCE （信号源）菜单
选择信号源 ..........................................................................................................  12

看电视
使用有线/卫星机顶盒 ........................................................................................  13
使用电视调谐器 ..................................................................................................  13
返回其他信号源 ...........................................................................................  13

调至某电视台 ......................................................................................................  13

使用 SoundTouch®

访问 SoundTouch® .............................................................................................  14
使用 SoundTouch® 应用程序 ....................................................................  14
使用 SoundTouch® 信号源 ........................................................................  14
获取帮助 .......................................................................................................  14



4 - 简体中文

蓝牙®

使用蓝牙® 无线技术 ...........................................................................................  15
使用蓝牙信号源 ...........................................................................................  15

使用无线电
选择无线广播 ......................................................................................................  16
调至某电台 ..........................................................................................................  16
设置预设电台 ......................................................................................................  16
调用预设电台 ...............................................................................................  16
删除预设电台 ...............................................................................................  16

可选的无线电调谐器设置 ..................................................................................  16

使用其他连接的设备
播放音频/视频源 ................................................................................................  17
使用前部控制台输入端 ......................................................................................  17
前部 USB 输入端 .........................................................................................  17
前部模拟 A/V 输入端 ..................................................................................  17
前部 HDMI™ 输入端 .....................................................................................  17

更改系统选项
使用系统选项菜单 ..............................................................................................  18
OPTIONS（选项）菜单 .....................................................................................  18

更改系统设置
UNIFY® 系统概述 ................................................................................................  21
使用 UNIFY 菜单 .................................................................................................  21
更改图像视图 ......................................................................................................  22

系统状态指示灯
控制台 ..................................................................................................................  23
Lifestyle® SoundTouch® 135 系统 ....................................................................  24
条形音响 .......................................................................................................  24
Acoustimass® 低音箱 .................................................................................  24

目录



简体中文 - 5

维护与保养
故障诊断 ..............................................................................................................  25
重设系统 .......................................................................................................  28
将遥控器与控制台配对 ..............................................................................  28
执行软件更新 ...............................................................................................  28

更换遥控器电池 ..................................................................................................  29
清洁 ......................................................................................................................  30
客户服务处 ..........................................................................................................  30
有限质保 ..............................................................................................................  30
技术信息 ..............................................................................................................  30
许可信息 ..............................................................................................................  31

附录： 信号源遥控器功能 
功能定义 ..............................................................................................................  32

目录



6 - 简体中文

Lifestyle® SoundTouch® 娱乐系统提供高质量的 Bose® 视频音频源、SoundTouch® 和
蓝牙® 技术。它是一种通过家庭 Wi-Fi® 网络以无线的方式将清晰的高品质音效传播到
任何房间的高级方式。使用 SoundTouch®，您可以传输 Internet 电台、音乐服务和
音乐库。

关于如何设置系统的说明，请参见系统设置指南。

系统优点
• UNIFY® 智能集成系统引导您为系统添加设备。

• ADAPTiQ® 音频校准系统优化音质。

• 享受以无线方式访问 Internet 电台、音乐服务和音乐库。

• 使用个性化预设轻松地访问自己喜欢的音乐。

• 使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进行无线设置。

• 使用现有的家庭 Wi-Fi 网络。

• 从启用蓝牙的设备传输音乐（见第 15 页）。

• 给您的计算机、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提供免费 SoundTouch® 应用程序。

• 可随时而便捷地增加其它系统以获得多房间收听体验。

• 多样化的 Bose 音频系统使您可为任何房间选择适合的解决方案。

硬件特性
• SoundTouch® 系列 II 无线适配器用于 SoundTouch® 和蓝牙无线技术。

• 以太网连接器有线接入家庭网络。

• 3D 视频功能（需要 3D TV 和信号源）

• 无线电频率 (RF) 遥控器。

• HDMI™ 连接易于安装并可保证所连接信号源的音频实现高品质。

• 视频向上转换至 1080p。

• 使用 U 盘查看照片。

• AM/FM 无线广播。

SoundTouch® 应用程序
• 从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计算机上设置并控制 SoundTouch® 信号源。

• 使用 SoundTouch® 应用程序可以轻松地个性化预设您喜爱的音乐。

• 浏览 Internet电台、音乐服务和音乐库。

• 使用蓝牙设备配对、连接和播放音频。

• 管理 SoundTouch® 系统设置。

关于 Lifestyle® SoundTouch®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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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器

使用遥控器
先进的 RF 遥控器无需指向控制台即可在整个房间使用。

访问连接的信号源

打开/关闭 Bose® 系统

TV 宽高比（见第 22 页）

显示屏（见第 8 页）

打开/关闭电视

显示其他设备特定控制和
信息（见第 9 页）

上一个频道、预设、
章节或曲目

播放控件

更换电视输入

在第三方设备上
激活网络接入

图文模式

功能按钮 
（见第 8 页）

导航板

数字键 
（1-6 编号可以播放 
SoundTouch® 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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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器

功能按钮
遥控器上的红、绿、黄和蓝色按钮与有线/卫星机顶盒上颜色编码的功能按钮或图文
功能对应。

• 有线/卫星机顶盒：参阅有线/卫星机顶盒用户指南。

• 图文功能：对应图文显示器上颜色编码的页码、标题或快捷方式。

显示器 
该显示器提供了有关操作和系统状态方面的信息。

示例：

信号源识别

有线

音量

有线 
43

无线电台调谐器

FM 
90.9 - WXYZ90.9

P1

SoundTouch®

操作提示

按住数字键 
设置预设

蓝牙®

遥控器发光按钮
按下遥控器后部的  可点亮遥控器上的按钮和显示屏。

要调整显示屏的发光亮度：
1. 同时按住  和 OK（确定）五秒钟。

2. 按  或  选择“亮度”或“对比度”。

3. 按  或  降低或增加发光亮度。

4. 按 OK（确定）或  返回正常操作。

注意： 如果当前选择的信号源为 AM 或 FM，请切换到 
其他信号源以避免删除音频预设。

SoundTouch 
预设

蓝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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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更多）按钮

激活 MORE（更多）按钮
按  在电视屏幕上显示适用于当前信号源的其他按钮。

左侧按钮 右侧按钮

1. 按下 。

2. 按  或  选中功能。

3. 按 OK（确定）。

常见 MORE（更多）按钮
并非所有信号源均可使用所有按钮。

打开/关闭设备。 将电视切换至实况节目。

显示收藏的频道或为某些音乐
服务“点赞”。

在组合设备中的主要功能（如从 DVD 
到 VCR）之间切换。

显示后一天的节目指南。 移到设备的“主页”状态。

显示前一天的节目指南。 对当前信号源重复选项。

显示录制节目的播放列表。 切换多调谐器设备中的调谐器。

画中画模式。 在有线/卫星机顶盒上切换电视和无
线电。

随选视频。 切换多调谐器设备中的调谐器。

用于输入三位数字（日本）。 显示 OPTIONS（选项）菜单（见第 
18 页）。

显示有线/卫星机顶盒的系统
菜单。

显示 Blu-ray Disc™ 播放器上的顶级
菜单（或标题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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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更多）按钮

交互节目指南中的 A、B、C 或 D 功能。

Xbox® 功能。

调谐设备的数据广播（日本）。

PlayStation® 功能。

选择不同类型的视频广播（欧盟）。

对播放的节目“顶一下”/“踩一下”， 
如 TiVo® 节目。

Blu-ray Disc™ 播放器或有线/卫星机顶盒上
的专用工具

清空蓝牙® 配对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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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系统

开启系统
按遥控器或控制台上的 Power （电源） 。

控制台上的系统指示灯从闪烁变为稳定的绿色。系统可以使用了。

注意： 系统关闭时在省电模式下运行以保持低能耗，所以启动时可能需要几秒钟的时
间。控制台上的状态指示灯从闪烁的绿色变为稳定的绿色时，该系统就可以使
用了。

打开系统并打开 SOURCE（信号源）菜单：
按遥控器或控制台上的 SOURCE（信号源）。

打开系统并打开 UNIFY® 菜单：
按下控制台上的 Setup（设置）。

打开电视
按下 。

注意： 如果您未在初次设置时使用 UNIFY® 编程遥控器，请使用电视自带的遥控器。

关闭系统
按遥控器或控制台上的 。

系统在几秒钟后关闭。

注意： 如果您在关闭系统时决定使用所连接设备的电源控件，则将会停止自动关机，
此时您必须使用屏幕上的控件完成关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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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OURCE （信号源）菜单

选择信号源
从 SOURCE（信号源）菜单中可选择您的信号源和连接的设备。

1. 按遥控器上的  显示已连接设备的列表。

有线

蓝光

游戏控制台

FM
AM

SoundTouch
蓝牙®

USB
HDMI（正面）
A/V（正面）

表示更多选项。

表示更多选项。

2. 按  将选中状态下移。

• 您也可使用  或  在列表中移动。

• 未命名的设备以常规输入形式显示，如 Input 1 (HDMI)。

3. 按 OK（确定）。

注意： UNIFY® 智能集成系统可对 Bose® 遥控器进行设置以控制各个设备。如果其中
某个或多个设备对 Bose 遥控器没有反应，请参阅第 25 页上的“故障诊断”。

屏幕保护模式

当收听音频源时，系统会自动进入屏幕保护模式以避免屏幕老化的风险。按 Bose 遥
控器上的任何按钮可恢复画面。要禁用屏幕保护，请参见第 18 页上的“OPTIONS
（选项）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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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视

使用有线/卫星机顶盒
您的电视可以通过有线/卫星机顶盒接收节目内容。电视连接的有线/卫星机顶盒显示
在 SOURCE（信号源）菜单中。

1. 按  并选择提供电视节目的设备。

2. 调至某电视台。请参阅“调至某电视台”。

使用电视调谐器
如果您使用电视中的调谐器接收电视节目：

1. 按  并选择电视。

2. 按  选择电视中的内部调谐器。

3. 调至某电视台。请参阅“调至某电视台”。

返回其他信号源：
1. 按  并为 Bose® 系统选择输入。

2. 按下 。

3. 选择信号源。

调至某电视台
您可以通过以下任意方式调至某电视台：

输入频道编号并按 OK。使用短划线按钮作为短划线或句号。

按下  或  可更换频道。

按  调至上一次选择的频道。

按下 GUIDE。使用导航、上/下翻页和 OK 按钮从节目指南中选择一
个电视台。

注意： 由于多数电视均配备 IR（红外）遥控器，因此在操作电视时，需将 Bose 遥控
器指向该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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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oundTouch®

访问 SoundTouch®

您可通过 SoundTouch® 应用或通过系统上的 SOURCE（信号源）菜单访问 
SoundTouch®。

使用 SoundTouch® 应用程序
SoundTouch® 应用是软件应用程序，可完全控制 SoundTouch®，让您能够从智能手
机、平板或计算机设置和控制 SoundTouch®。使用此应用程序，您的智能设备就像
是 SoundTouch® 信号源的一个功能强大的遥控器。

• 按照您的偏好对音乐进行个性化预设。

• 浏览 Internet电台、音乐服务和音乐库。

• 管理系统设置。

使用 SoundTouch® 信号源
SoundTouch® 信号源提供部分 SoundTouch® 功能。安装 SoundTouch® 后， 
从 SOURCE（信号源）菜单中选择 SoundTouch®。

使用遥控器访问 SoundTouch® 信号源并控制系统的部分功能：

• 个性化设置预设和播放预设。

• 播放“最近播放”。

• 在“正在播放”面板查看可用的艺术家信息。

• 控制回放（播放、暂停、停止、跳至下一首等）。

• 在“正在播放”面板查看内容的音频源。

获取帮助
 SoundTouch.com 

您可以访问用户支持中心，其中包括用户手册、文章、提示、教程、视频库以及用户
社区，您可以在其中贴出问题和回答。

打开浏览器并转到： SoundTouch.com

应用程序中的“帮助”

提供使用 SoundTouch® 的帮助文档。

1. 在您的设备上，选择  打开应用程序。

2. 选择浏览 > 帮助。

注意： 若需关于使用 SoundTouch® 的更多信息，请从 SoundTouch.com 下载 
SoundTouch® 系列 II 无线适配器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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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牙®

使用蓝牙® 无线技术
使用蓝牙® 无线技术可以从启用蓝牙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计算机或其他音频设备
向您的 SoundTouch™ 系统传输音乐。您可通过 SoundTouch® 应用或通过系统上的 
SOURCE（信号源）菜单访问蓝牙无线技术。

注意： 若需关于使用蓝牙无线技术的更多信息，请从 SoundTouch.com 下载 
SoundTouch® 系列 II 无线适配器用户指南

使用蓝牙信号源
从 SOURCE（信号源）菜单选择蓝牙。

您可使用遥控器控制系统上的部分蓝牙功能：

• 配对并连接您的蓝牙设备。

• 在“正在播放”面板查看可用的艺术家信息。

• 控制回放（播放、暂停、停止、跳至下一首等）。

• 清空配对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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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无线电

选择无线广播
1. 按下 。

2. 从 SOURCE（信号源）菜单选择 FM 或 AM。

调至某电台
• 按下  或  上下调节频段。

• 按  或  查找下一个/上一个强电台。

设置预设电台
内置音频调谐器可储存最高 25 个 FM 和 25 个 AM 预设电台。

1. 调至某无线电台。

2. 若预设值为 1-9，按住数字键即可。若为 10-25，则按住 OK（确定）按钮将电
台存储为下一个可用预设值。

FM 
90.9 - WXYZ90.9

P1 预设编号

调用预设电台

按  或  转到下一个或上一个预设。 按预设 1-9 的数字键。

删除预设电台
1. 调谐至要删除的预设电台。

2. 按住 OK（确定），直到预设数字从显示屏中消失。

可选的无线电调谐器设置
1. 按  并选择 。

2. 可用操作请见第 18 页上的“OPTIONS（选项）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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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其他连接的设备

播放音频/视频源
在交互安装过程中，您可能连接了 CD、DVD、DVR、Blu-ray Disc™ 播放器或其他信
号源。

如果您为信号源编程了 Bose® 遥控器，按钮功能请见第 32 页上的“附录： 信号源
遥控器功能”。

使用前部控制台输入端
在控制台的前部有模拟 A/V 输入端以及 USB 和 HDMI™ 输入端。在连接设备之后，
这些输入端在 SOURCE（信号源）菜单中显示为 A/V (Front) [A/V（前部）]、USB 和 
HDMI (Front) [HDMI（前部）]。它们可用于连接数字相机和视频相机。

前部 USB 输入端
Lifestyle® SoundTouch® 系统可以显示 USB 存储设备中的照片文件（仅限 .jpg 或 
.jpeg 格式）。

当使用了 USB 信号源后，在左侧列表的顶部会显示文件夹，并显示单个图像文件。
选择文件夹显示其中的内容。

可用控件请见第 32 页。

前部模拟 A/V 输入端
您可以使用此输入端连接要输出复合视频和左/右音频的设备。Bose 遥控器不能对此
输入端中连接的设备进行控制。您需要使用设备自身配备的控件或附随设备提供的遥
控器对其进行控制。

前部 HDMI™ 输入端
您可以使用此输入端连接配备 HDMI 输出端的设备。Bose 遥控器不能对此输入端中
连接的设备进行控制。您需要使用设备自身配备的控件或附随设备提供的遥控器对其
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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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系统选项

使用系统选项菜单
显示于 OPTIONS（选项）菜单中的条目数具体取决于当前所选择的信号源。

1. 按遥控器上的 。

2. 突出显示 。

3. 按 OK （确定）按钮显示当前信号源的 OPTIONS（选项）菜单。

扬声器

电源中断

屏幕保护

电视上的音量 
切换电视上的音量显示

打开

电视扬声器

视频输出

自动关闭

4. 按  或  突出显示您想要更改的选项。

5. 按  或  选择设置。

6. 完成后按 EXIT（退出）。

OPTIONS（选项）菜单

选项： 可用设置

音频源
（Lifestyle® 
SoundTouch® 
535/525 系统）

原有：播放从信号源接收的立体声音频

推荐：(默认）不管是否收到信号源中发出的 2 或 5 声道音频，均播放 
5 声道音频

备用：当收到信号源中发出的立体声或 5 声道音频时，播放 5 声道音频

增强型单声道：当收到信号源中发出的单声道音频时，播放模拟环绕声

当前电台 开启立体声：（默认）播放 FM 电台的立体声

关闭立体声：将电台更改为单声道（电台信号弱时有用）

RDS 打开：（默认） 显示遥控器上的 RDS 信息 

关闭：不显示遥控器上的 RDS 信息

游戏模式 打开：缩短音频处理和延迟

关闭：（默认）正常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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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系统选项

选项： 可用设置

音频压缩 关闭：不改变音轨

加强对话：（默认）增强声音输出，更清晰地收听电影对话

智能音量：缩小电影声道中的音量范围，以使高音与轻柔声音之间的差异
不是特别明显

音轨 曲目 1：（默认）从外部音频流中选择曲目 1

曲目 2：从外部音频流中选择曲目 2

两个声道：从外部音频流中选择曲目 1 和 2

不可用：若仅有一个曲目，则自动选择

音量抵消 提高所选信号源相对于其他信号源的音量（0 至 10）

来源全画面 
（仅限 2D）

打开：对当前视频源应用视频全画面

关闭：（默认）视频源不受影响

注意： 播放 3D 源时，信号源全页面不可用。

系统低音 调节低音水平： –9 到正常到 +6（ADAPTiQ® 调校之后）
 –14 到正常到 +14（无 ADAPTiQ 调校）

系统高音 调节高音水平： –9 到正常到 +6（ADAPTiQ® 调校之后）
 –14 到正常到 +14（无 ADAPTiQ 调校）

2D AV 同步 
（仅限 2D）

调整音频延迟使其与 2D 视频同步：
–2 到正常到 +8

3D（仅限 3D） 使用合适的 3D 眼镜设置 3D 图像，使其正确显示

自动：(默认）自动设置正确的 3D 图像格式

并排：选择并排格式

上和下：选择上/下格式

3D AV 同步 
（仅限 3D）

调整音频延迟使其与 3D 视频同步
–2 到正常到 +10

电源中断 正常：(默认）系统关闭，未出现电源中断菜单

电源中断菜单：关闭时查看电源中断菜单

屏幕保护 打开：（默认）仅播放音频源且用户 20 分钟没有进行任何操作时，将显示屏
幕保护

关闭：禁用屏幕保护模式

后扬声器
（Lifestyle® 
SoundTouch® 
535/525 系统）

调整后置扬声器相对于前置扬声器的音量：
(–10 到正常到 +6)

注意： 当扬声器选项设置为立体声 (2) 或前置 (3) 时不可用

中置扬声
器（Lifestyle® 
SoundTouch® 
535/525 系统）

调整中置前扬声器相对于其他扬声器的音量： 
–8 到正常到 +8

注意： 当扬声器选项设置为立体声 (2) 时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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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系统选项

选项： 可用设置

扬声器
（Lifestyle® 
SoundTouch® 
535/525 系统）

立体声 (2)：仅激活左前侧和右侧扬声器

正面 (3)：仅激活左前侧、中置和右侧扬声器

环绕声 (5)：（默认） 激活前后所有扬声器

电视音量 打开：（默认）使系统在电视上显示音量计和静音指示器

关闭：禁止显示音量计和静音指示器

电视扬声器 打开：将 HDMI™ 音频发送至电视（将耳机插入控制台中或按下遥控器上的 
Mute（静音）或 Volume（音量）按钮不会对电视音频产生任何影响）

关闭：（默认）将 HDMI 音频发送到 Lifestyle® SoundTouch® 系统扬声器

视频输出 更改发送至电视的视频信号的分辨率（标准清晰度/720p/1080i/1080p）（仅
显示电视支持的设置选项）

注意： 当播放 3D 源时，输出分辨率总是与连接的 3D 源的分辨率匹配。您
不能在播放 3D 源时更改分辨率。

自动关闭 已启用：（默认）系统自动关闭：

• 四小时无活动后。

• 15 分钟无视频源或音频源的音频或视频。

已禁用：系统将不会自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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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系统设置

UNIFY® 系统概述
UNIFY 智能集成系统将带您完成初始系统安装和配置。它可以帮助您选择正确的连接
线和输入端，并设置 Bose® 遥控器以操作所连接的设备。

完成初始设置之后，您可以随时用 UNIFY 系统更改系统设置和配置。

使用 UNIFY 菜单
要在电视中显示 UNIFY 菜单，则按下控制台前部的 Setup（设置）按钮。使用遥控
器上的导航按钮，选择您想要的功能，并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菜单项 可以进行的操作

继续初始设置 即使初次设置未完成，返回 UNIFY 设置流程中最后完成的活动。

重新启动初始设置 如果初次设置未完成，从头开始 UNIFY 设置流程。

重新连接 
Acoustimass®

（Lifestyle® 
SoundTouch® 135 
系统）

重新连接条形音箱和 Acoustimass 低音箱。

语言 更改屏幕显示语言。

ADAPTiQ® 启动 ADAPTiQ 音场调校过程。运行 ADAPTiQ 后，此菜单用于禁用或
启用 ADAPTiQ。

电视设置 电视与控制台连接之后：

• 对 Bose 遥控器进行设置以控制电视。

• 手动输入遥控器 IR 设备代码。

• 更换电视。

• 增设、更改或删除电视音频连接。

信号源设置 对于已连接至控制台输入端 1-5 的信号源：

• 重命名设备。

• 对设备遥控器进行设置，以控制设备或添加 IR 发射器。

• 手动输入遥控器 IR 设备代码。

• 移去此设备。

• 添加或更改音频或视频连接。

添加新设备 在系统中增加其他设备或配件。

网络设置 将 SoundTouch® 无线适配器连接至系统。

更新 执行系统软件更新（见第 28 页）。

示教模式 发送 IR 代码以设置学习型遥控器。

退出 UNIFY 关闭 UNIFY 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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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系统设置

更改图像视图
按  显示视频格式化选项菜单。继续按下此按钮可突出显示您的选择。

注意： 观看 3D 视频时图像视图无法更改。

正常 不更改原始视频图像。

自动加宽 填充屏幕宽度而不剪切任何内容。

伸展 1 从中心均匀拉伸视频图像。

伸展 2 视频图像边缘部分的拉伸程度比图像中央部分大得多。

缩放 放大视频图像（按  或  在屏幕上垂直偏移图像）。

灰条 将垂直灰条置于标准清晰度的视频图像左右侧。



简体中文 - 23

系统状态指示灯

控制台

1

2
3

4

5
6

1  系统状态指示灯

关闭 系统关闭

红色 网络待机

闪烁绿色 系统启动

稳定的绿色 系统打开电源

琥珀色 系统正在关闭

2  前部 A/V 输入端
临时连接一个音频/视频设备，如摄像机。

3  耳机输出端
适用于立体声插头为 3.5 毫米的立体声耳机。

4  控制按钮

SOURCE

打开/关
闭电源

信号源选择 静音/取
消静音

音量下调 音量上调 UNIFY® 菜单 
(第 21 页 )

5  前部 USB 输入端
查看 USB 设备（包括数字相机）上的照片文件或更新系统软件。

6  前部 HDMI™ 输入端
临时连接一个 HDMI 设备，如视频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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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状态指示灯

Lifestyle® SoundTouch® 135 系统

条形音响
状态

指示灯活动 条形音箱状态

关闭 连接到 Acoustimass® 低音箱。

闪烁的琥珀色 与 Acoustimass 低音箱断开连接。

慢速闪烁琥珀色 可与 Acoustimass 低音箱建立无线连接。

红色 系统错误 (请致电 Bose® 客户服务处 )。

Acoustimass® 低音箱
状态

指示灯活动 Acoustimass 音箱状态

稳定的琥珀色 连接到条形音箱。

闪烁的琥珀色 与条形音箱断开连接。

慢速闪烁琥珀色 可与条形音箱建立无线连接。

红色 系统错误（请致电 Bose 客户服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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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诊断

问题 措施

系统对我的 Bose® 
遥控器的初始操作
没有响应

• 打开控制台。

• 确定遥控器电池安装正确且不需要更换（见第 29 页）。

• 重置系统（请参见第 28 页）。

• 按任意遥控键。每次按键时，控制台上的系统状态指示灯都会闪烁。
如果没有，请参阅第 28 页上的“将遥控器与控制台配对”

Bose 遥控器不能
控制我在初始设置
过程中增加的设备

• 尝试重新设置设备。按下控制台上的 Setup（设置）按钮。选择设备
选项并根据屏幕上的说明重新设置该设备。

• 您的系统可能需要软件更新（见第 28 页）。

与信号源的视频连
接不佳。

按控制台上的 Setup（设置）按钮并选择设备设置选项。根据屏幕说明
更改视频连接。

系统不执行任何
操作

• 将系统所有组件连接至交流（市电）电源插座。

• 从 SOURCE（信号源）菜单中选择连接的设备。

• 重置系统（请参见第 28 页）。

没有声音 • 将系统所有组件连接至交流（市电）电源插座。

• 增大音量。

• 按静音按钮以确保系统未静音。

• 确保您已选择正确的信号源（检查控制台上的输入连接）。

• 将音频输入线缆牢固地连接到控制台上的 Audio Out（音频输出）连
接器中（非 Bose link），另一端连接到 Acoustimass 低音箱上的 
Media Center（媒体中心）连接器中。

• （135 系列 IV 系统）将音频输入线缆牢固地连接到控制台上的 Audio 
Out（音频输出）连接器中（非 Bose link），另一端连接到条形音箱上
的 Audio In （音频输入）连接器中。

• （135 系列 IV 系统）移动系统以远离可能的干扰，如无线路由器、无
绳电话、电视、微波炉等。

• 连接 FM 和 AM 天线以进行无线操作。

• 重置系统（请参见第 28 页）。

音质已变化/条
形音箱状态指
示灯闪烁琥珀
色（Lifestyle® 
SoundTouch® 135 
系统）

请按下控制台上的 Setup（设置）按钮，选择重新连接 Acoustimass菜
单项目。请按照屏幕上的说明执行操作。

电视对遥控命令无
响应（Lifestyle® 
SoundTouch® 135 
系统）

• 确保条形音箱未挡住电视上的 IR 传感器。

• 有关电视的 IR 传感器的位置详情，请参阅电视用户指南。



26 - 简体中文

维护与保养

问题 措施

间歇低音  
（Lifestyle® 
SoundTouch® 135 
系统）

• 查看 Acoustimass® 低音箱的状态指示灯是否为稳定的琥珀色（见第 
24 页）。

• 如果条形音箱状态指示灯闪烁琥珀色：

 - 将 Acoustimass 低音箱连接到交流电源（状态指示灯发出琥珀色）。

 - 按 下 控 制 台 上 的 Setup（ 设 置 ） 按 钮。 选 择“Reconnect 
Acoustimass”（重新连接 Acoustimass）。根据屏幕上的说明操作。

 - 移动系统以远离可能的干扰，如无线路由器、无绳电话、电视、微
波炉等。

声音被巨大的嘈杂
声或嗡嗡声淹没，
这些噪音属于电子
干扰声

请联系 Bose® 客户服务处，以确定房间内的其他电子设备是否会产生干
扰信号，并询问可能的补救措施。

收音机无法工作 • 连接天线。

• 移动 AM 天线，使天线与控制台和 Acoustimass 低音箱至少相距 
50 厘米。

• 调整天线位置。

• 确保 AM 天线朝向正上。

• 移动天线，使天线远离控制台、电视或其他电子设备。

• 选择另一个电台。

FM 声音失真 • 调整天线位置。

• 将天线完全抽出。

观看 3D 内容时图
像模糊

• 确保 3D 眼镜已打开（如果有需要）。

• 将 3D 系统选项更改为不同的设置。

• 确保条形音箱未挡住电视上的 IR 传感器。

声音失真 • 确定音频输入线已连接且未损坏。

• 降低与控制台所连外部设备的输出音量。

• （Lifestyle® SoundTouch® 135 系统）从系统上除下所有保护膜。

连接的设备没有
声音

• 检查连接。

• 切勿在控制台上的同一输入端上进行同轴或光纤音频连接。

• 开启设备。

• 请参阅附随设备提供的用户指南。

无电视图像，但能
听到声音

• 确定为视频源选择了正确的电视视频输入选项。

• 确定线缆已牢固连接。

所连接的设备对遥
控器命令的反应不
一致

将附随设备提供的外部 IR 发射器连接到控制台。有关说明，请按下控制
台上的 Setup（设置）按钮。选择设备的设置选项并根据屏幕上的说明
操作。

同轴数字音频输入
端上的声音间歇性
中断

联系 Bose 客户服务处，获取可用于同轴数字音频连接的复合视频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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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措施

无法完成网络设置 • 将系统连接至交流电源插座。

• 选择正确的网络名称并输入密码。

• 连接设备和 SoundTouch® 系统到同一 Wi-Fi® 网络。

• 将无线适配器放置在路由器范围内。

• 开启所设置设备（手机或电脑）上的 Wi-Fi。

• 如果网络名称未显示或被隐藏，在连接到家庭 WI-FI 网络界面中选择
手动连接至其他网络。

• 关闭其他打开的应用程序。

• 如果使用电脑进行设置，请检查防火墙设置以确保 SoundTouch® 应
用程序和 SoundTouch® 音乐服务器是允许的程序。

• 通过加载 www.SoundTouch.com 测试 Internet连接。

• 重启移动设备、或计算机和路由器。

• 卸载应用程序，重置系统并重新设置。

• 取消隐藏网络（如果已隐藏）以完成设置。

• 将 SoundTouch® 无线适配器插入控制台上 Bose® link 连接器中。

• 用 USB 线缆连接无线适配器和控制台。此连接线必须与系统保持连
接才能正常工作。

无法连接到网络 • 如果您的网络信息有所变更，或者要将系统连接至另一网络，请参见
在线帮助。

• 使用以太网线缆连接网络。

SOURCE（信号
源）菜单中没有 
“SoundTouch®” 
或“蓝牙®”

• 更新控制台。

• 确保 Bose link 连接线完全连接至无线适配器和控制台。

• 确保 USB 连接线完全连接至无线适配器和控制台。

• 完成 UNIFY 中的网络设置流程。参见 Lifestyle® SoundTouch® 设置指南。

无法播放蓝牙音频 在系统中：

• 先设置 SoundTouch®，然后执行所有系统更新。

• 使用蓝牙“信号源”屏幕配对设备。

• 使用 SoundTouch® 应用程序清空系统的配对列表：

 - 在蓝牙信号源中，按遥控器上的 。

 - 选择 CLEAR LIST（清空列表）。

• 尝试配对其他设备。

在您的移动设备上：

• 禁用并重新启用蓝牙功能。

• 在蓝牙菜单中删除系统。再次配对。

• 请参考启用蓝牙设备的文档。

• 见“无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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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设系统
1. 按住控制台上的  五秒钟，或者直到控制台上的系统状态指示灯变为红色。

2. 松开控制台上的  重启系统。  
系统开启后，系统状态指示灯变为稳定的绿色。

注意： 如果仍无法使用遥控器对系统进行操作，请尝试使遥控器与控制台配对。

将遥控器与控制台配对
如果正在更换遥控器，或故障诊断说明推荐这样做的话，可能需要执行此程序。

1. 打开系统电源。

2. 将遥控器靠近控制台。

3. 按住控制台上的  和遥控器上的 OK（确定）五秒钟。

当完成配对后，系统状态指示灯会不断闪烁。

4. 按下遥控器上的任意按钮，检查控制台上的系统状态指示灯是否在按下各个按钮
后都会闪烁。

执行软件更新
若要手动更新系统，请从 Bose® 网站将软件下载到系统自带的 U 盘上。

1. 按控制台上的 Setup（设置）显示 UNIFY® 菜单。

2. 选择 Update（更新）。

3. 请按照屏幕上的说明执行操作。

注意： 执行更新时，请将 Bose 遥控器放到靠近控制台的位置，使其也能得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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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遥控器电池
当发现电量范围显著降低、遥控器发出电量降低的提示或遥控器显示屏上的电池电量
图标表明电量低时，请将四个电池全部更换掉。

The Beatles
iPod 3:20

The B
iP 0
Beatles
Pod 3:2Cable

电池电量低
图标

1. 滑动打开遥控器背面的电池舱盖。

2. 安装四节 AA (IEC LR6) 1.5V 电池。电池的 + 和 –符号应与电池舱内的 + 和 – 标
记保持一致。

3. 滑上电池舱盖，确保卡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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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
可以使用柔软、干燥的抹布擦拭外表面。也可以轻轻地使用真空吸尘器清除扬声器栅
格中的灰尘。

• 请勿使用溶剂、化学品或喷雾剂进行清洁。

• 请勿使液体溅入或者物体落入任何开口中。

客户服务处
有关使用系统的其他帮助：

• 请访问 SoundTouch.com

• 请联系 Bose® 客户服务处。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包装箱中随附的联系人列表。

有限质保
SoundTouch® 系统受有限质保保护。包装箱中随附的产品登记卡上提供了有限质保
的详细内容。有关如何登记的说明，请参见产品注册卡。没有完成这一过程并不影响
您的有限保修权利。

此产品的质保信息不适用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保修信息，
请浏览 www.bose.com.au/warranty 或 www.bose.co.nz/warranty。

技术信息
遥控器
频率： 2.4 GHz 
范围： 10 米

控制台电源额定值
交流输入端： 100-240V  50/60 Hz, 1.0A (1,0A) 
直流输入端： 最大 12V  35W。

Acoustimass® 低音箱额定值，Lifestyle® SoundTouch® 535、525 和 235 系统

美国/加拿大： 100-120V  50/60 Hz 350W 
国际： 220-240V  50/60 Hz 350W 
双电压： 100-120/220-240V  50/60 Hz 350W

Acoustimass® 低音箱额定值（Lifestyle® SoundTouch® 135 系统）
交流输入电源： 100-240V  50/60 Hz 150W

Lifestyle® SoundTouch® 135 系统条形音箱额定值
交流输入电源： 100-240V  50/60 Hz 60W

Lifestyle® SoundTouch® 135 系统无线连接额定值
输出功率： 5 mW @ 2400-2480 MHz 
范围： 6.1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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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信息
本产品包含源自第三方的一种或多种免费或公开源软件程序，作为 STLinux 软件包的
一部分发布。详情请访问：www.stlinux.com/download。该免费和公开源软件遵守
《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GNU 程序库/宽松通用公共许可证》或其他不同和/或附
加版权许可、声明和免责声明之规定。要了解您在这些许可条件下所拥有的权限，请
参阅许可、声明和免责声明中的特定条款，这些文件以电子文件的形式提供，位于产
品控制台中的名为“licenses.pdf”的文件中。要阅读此文件，您需要拥有一台配备 
USB 端口的计算机以及可以查看 .pdf 文件的软件程序。

要从产品控制台中下载“licenses.pdf”文件：

1. 按住控制台前部的 Setup（设置）按钮显示 System Information（系统信息）屏幕。

2. 将 U 盘（在系统包装内应提供该 U 盘）插入控制台前部的 USB 输入端中。

3. 按下遥控器上的 OK（确定）按钮，将文件复制到 U 盘中。此下载过程应可在 
30 秒内完成。之后可将 U 盘移除。

4. 要阅读文件“licenses.pdf”，将 U 盘插入电脑的 USB 端口，导航至 USB 根目
录，然后使用可以查看 .pdf 文件的软件程序打开“licenses.pdf”。

要接收附随本产品提供的开放源文件程序的源代码，请将您的书面请求邮寄
至： Licensing Manager，Mailstop 6A2，Bose Corporation，The Mountain，
Framingham，MA 01701-9168。Bose Corporation 会将此光盘上的源代码分发给您，
同时会收取执行此分发所需成本的费用，如介质成本、装运费等。在此类源代码中将
复制和带有上述所有许可、声明和免责声明。此服务自 Bose Corporation 发布本产
品之日起三 (3) 年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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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信号源遥控器功能 

功能定义
遥控器有针对音频/视频设备以及数字照片的特定控制。

遥控器按钮 音频/视频设备 数字照片

菜单 设备菜单（如有）或系统设置菜单
上移一个文件夹级别，或退出幻灯片
并返回至浏览文件夹

指南 Blu-ray Disc 播放器弹出菜单 N/A

信息 设备信息 N/A

退出 退出菜单 退出幻灯片并返回浏览文件夹

上移一个条目 向上一个菜单项（按住可重复向上）

下移一个条目 向下一个菜单项（按住可重复向下）

左移
上移一个文件夹级别，或退出幻灯片
并返回至浏览文件夹

右移 播放幻灯片或选中的文件夹

选择
下移一个文件夹级别，或播放幻灯片
（若已选中）

下一页面、频道或光盘 向上九项

上一页面、频道或光盘 向下九项

播放 播放选中文件夹的幻灯片

暂停 暂停幻灯片

停止 从幻灯片返回浏览文件夹

录制 N/A

快进或向前搜索 N/A

快退或向后搜索 N/A

快速跳过或向前跳过 下一图像

快速回放或向后跳过 上一图像

随机模式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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