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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左旋鈕】
   下按開啟/關閉收放機，左右旋轉音量調整。
2.【右旋鈕】
   下按開啟設定功能（BASS、TREBLE、
      Loudness、Balance、Fader、EQ、TIME、
      BT、ANS），左右旋轉RADIO頻率調整，
      CD/MP3選擇曲目，SET為數值調整。
3.【數字鍵1/RPT】
      FM/AM機能此鍵為電臺記憶，（長按2秒存入 / 
   短按取出），CD/ MP3模式短按為重複播放功
   能。
4.【數字鍵2】
     FM/AM機能此鍵為電臺記憶（長按2秒存入 / 短
   按取出）。
5.【數字鍵3         】
     FM/AM機能此鍵為電臺記憶，（長按2秒存入 /
     短按取出），電話來電時短按此鍵為接聽功能
   ，通話中短按此鍵為免持擴音/手機密話切換功 
   能（迴圈）。

  6.【數字鍵4/RDM】
       FM/AM機能此鍵為電臺記憶，（長按2秒存入 / 短按
    取出），CD / MP3模式短按為隨機播放功能。
  7.【數字鍵5】
       FM/AM機能此鍵為電臺記憶，（長按2秒存入 / 短按
    取出）。  
  8.【數字鍵6          】
       FM/AM機能此鍵為電臺記憶，（長按2秒存入 / 短按
    取出），電話來電時短按此鍵為拒接聽功能，通話中
    短按此鍵為掛斷電話功能。
  9.【SRC】鍵
    切換RADIO/CD/SD等機能選擇。
10.【<<】鍵
    在RADIO內短按為自動向前（數字減少）尋找電臺，
    在CD、MP3時，短按為曲目後退；長按為加速後退
    播放。
11.【>>】鍵
    在RADIO內短按為自動向後（數位增加）尋找電臺，
    在CD、MP3時，短按為曲目前進；長按為加速前進
    播放。
12.【SCN】鍵
    開啟掃瞄功能。
13.【BAND】鍵
       RADIO模式下短按為切換RADIO儲存平臺AM1/AM2
       /FM1/FM2/FM3，CD/SD模式短按為切換至RADIO
    機能。
14.【     】鍵
       MP3模式短按為資料夾向下選擇。



15.【     】鍵
       MP3模式短按為資料夾向上選擇。
16.【AS】
       RADIO模式下短按為自動搜尋電臺並儲存。
17.【光碟退片】鍵
    按下此鍵，自動退出光碟片，當光碟片為退出
    狀態時按下此鍵為進片。
18.【MUTE】鍵
       RADIO機能按下此鍵為靜音，CD/SD機能按
    下此鍵為暫停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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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D符號：此符號顯示表示SD卡已串接；且可進入
                      SD卡撥放模式。
  2. 狀態顯示符號：播放曲目/播放狀態/時間顯示/設定狀
            態顯示。
  3. 電台頻率偵測符號：此符號顯示表示收到電台；且偵
            測到的電台為立體聲時會顯示ST字樣。
  4. 光碟片符號：此符號顯示表示CD已插入；且可進入
                     CD撥放模式。
  5. 記憶電台顯示：此符號顯示表示此數字按鍵儲存此記
           憶電台。
  6. 操作功能顯示：AS功能表示自動搜尋電台功能；
                    SCN表示掃描功能；RPT表示重覆播放功能
           ；RDM表示隨機播放功能。
  7. 音場狀態顯示：JAZZ(爵士)/ROCK(搖滾)/ POP(流行
                     ) / VOCAL(聲樂)/ CLASSIC(古典)。
  8. 響度狀態顯示：此符號顯示表示響度設定開啟。
  9. 設定狀態顯示：此符號顯示表示進入設定模式；可設
           定BAS (低音)/ TRE(高音) / LOUD(響度) /
                    BAL(左右平衡) / FAD(前後平衡)/ EQ(音場設
           定) / TIME(時間設定) /BT(藍芽開啟設定) 
                    /ANS(來電自動接聽開啟設定/BT藍牙連線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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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幕顯示說明

10. 頻率單位顯示：此符號表示顯示電台頻率單位。





11

2



●  撥放 CD/MP3/WMA/AM/FM 汽車立體音響

●  

●  可預設18/12台記憶之FM/AM立體聲調頻器

●   背光性功能按鍵方便夜間操作

●   支援原車CAN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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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建藍芽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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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ON / OFF操作..........................................
系統設定 

  音量調整 .....................................................
  音量MUTE ................................................... 
  開啟聲音與藍牙設定.....................................
打開收音機

   FM/AM模式 ...............................................
  存儲平台 .....................................................
  電台存儲 .....................................................
  FM/(AM)搜索 ..............................................
  FM/(AM)掃描 ..............................................
  FM/(AM)手動調台 .......................................
  FM/(AM)自動存儲 .......................................
開啟CD模式

  播放曲目 .....................................................
  曲目與資料夾向上/向下 ...............................
  快進 / 快退 ..................................................
  掃描 ............................................................
  隨機播放 .....................................................
 

 循環播放 ......................................................
  退出CD/MP3光碟 ........................................
MP3 / SD 
  播放MP3 / SD ..............................................
  曲目與資料夾向上/向下 ...............................
  快進 / 快退 ..................................................
 曲目播放 .....................................................
  隨機播放 .....................................................
  循環播放曲目 ..............................................
藍牙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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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點火開關轉到ACC或ON的位置；音響LCM顯示時
    間訊息。

電源鍵

1. 順時針方向旋轉左旋鈕為音量增加，逆時針方
  向旋轉左旋鈕為音量減小。

※音響開啟狀態

1. FM/AM模式時為靜音，螢幕顯示MUTE。
2. CD/SD模式時為暫停撥放，螢幕顯示PAUSE

 ▓ 音量調整

 ▓ 音量 MUTE

設  定

2. 接下來短按左旋鈕（POWER鍵）即可開機；且顯示
  上次關機前的狀態。 Radio模式

CD/SD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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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開啟聲音與藍芽設定
1. 按右旋鈕開啟相關設定依序為： 
    (1) BAS(低音設定) ；-7至+7變化。
    (2) TRE BL(高音設定)；-7至+7變化。
    (3) LOUD (響度設定)；ON/OFF變化。
    (4) BALAN(音量平衡設定-左右)；L9至0再至
          R9變化。
    (5) FADER(音量平衡設定-前後)；F9至0再至
          R9變化。
    (6) EQ (音場設定)；JAZZ / VOCAL / POP / 
          CLASSIC / ROCK。
    (7) TIME(時間設定)；時鐘顯示時制為24小時制。
    (8) BT(藍芽免持設定)；ON/OFF變化，設定成
          ON時會自動對未配對過之手機進行配對後並
     連結，若是已配對過之手機則進行連結。
    (9) ANS (自動接聽設定)；ON時會自動接聽來電
     ，設定為OFF則需手動接聽（短按數字鍵3）。
    (10) PAIR(電話配對設定) ；ON/OFF變化，ON時
      會自動配對
    (11) BT(藍芽連線狀態)；CON/DIS變化，BT CON
      代表藍芽啟動成功，BT DIS代表未開啟藍芽
      設定。
2. 旋轉右旋鈕調整數值，右旋為加，左旋為減。

● 時間超出5秒後沒有按任何按鍵將自動退出設定

● 在靜音開啟時也能進入聲音設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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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定

 ▓ F M  /  A M 模式

 ▓ 存儲平台

 ▓ 電台存儲

1. 按壓” SRC “鍵切換至FM/AM模式；且音響會自

  動播放上次收聽到之頻率

1. 重覆按壓” BAND “鍵即可選擇FM1/FM2/FM3/
     AM1/AM2。

1. 執行電台儲存，可長按數位鍵（1～6）2秒來

  執行一個電臺的儲存，爾後即可直接按壓數字

  鍵快速搜聽此電台。

2. 而如果當前收聽的頻率就被儲存在被壓下的數

  位鍵內,同時螢幕左側顯示儲存位置（如下圖顯

  示M6為儲存於數位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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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定

 ▓ F M ( A M ) 掃描

 ▓ F M ( A M ) 手動調台
1. 短按鍵向後搜索（數字遞增）,按鍵向前

  搜索（數字遞減）.每次動作搜索一個電臺後停

  止。

 ▓ F M ( A M ) 搜索

1. 短按SCN鍵開始掃描所有電台功能。過程中，

掃瞄到的每一個電臺會被播放10 秒.，並於掃到的

最後一個電臺或頻段後，直接撥放當下電台。

1. 手動旋轉右邊旋鈕來執行微調搜尋電台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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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定

 ▓ F M ( A M ) 自動存儲

● 在FM(AM)撥放中退出CD不會中斷FM(AM)撥放，若10秒

  鐘未移除光碟，光碟又將回到音響並且畫面返回到FM(AM)

  當前播放頁面的顯示. 

● 每一個存儲平臺都有記憶最後一次使用過的電臺，例如:

  當一個存儲平臺已從FM(AM)1到FM(AM)2時，那麼

   FM(AM)工作方式下FM(AM)2存儲平臺裏最近播放過的頻

  率就被收聽。 

● 如果一個電臺是要存在一個已經有存儲電臺的上面,那麼

  之前存儲的電臺就被現在的電臺覆蓋掉.

1. 短按按AS鍵開始自動搜尋儲存功能。

2. 其自動掃過所有電臺，並把信號最強的六個電

   臺，依序存儲到M1～Ｍ6。
3. 且於蒐描過全部電台後，將自動播放第一個預

  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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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CD模式

開啟CD模式

 ▓ 播放曲目

 ▓ 曲目與資料夾向上/向下

1. 按壓” SRC “鍵切換至CD/CD MP3模式(倘若有一張

    CD/CD MP3在機器內)。
2. 處於 FM/AM/SD工作模式時，在播放機裏插入一張

    CD/CD MP3,那麼此工作模式將切換為CD/CD MP3。
3. 當收放機是處於 FM/AM/SD模式時，短按” SRC “
   鍵開啟CD/CD MP3播放。

4.進入模式下，系統自動讀取光碟，並允以撥放。(顯
  示畫面如下所示。)

1.播放CD/CD MP3時，PLAY顯示字樣消失後，

系統自動顯示播放時間與顯示曲目編號。(顯示畫

面如下所示。)

2. 撥放若為MP3格式之曲目，會短暫顯示MP3字
  樣與資料夾編號，再顯示曲目編號與其執行撥

  放時間。

1.曲目向上/向下

(1) 旋轉右旋鈕.順時針旋轉向後一首曲目，逆時

   針旋轉向前一首曲目(快速選曲)。
(2) 短按按鍵向後選曲；短按按鍵向前選曲。

(3) 如果按鍵，往前一曲目播放時間是小於2秒，

   它將跳到前一曲目；若當大於2秒則自當前曲

   目重新播放。

(4) 當執行向後一首曲目時，順時針方向旋轉右旋

   鈕或短按收放機面版鍵，它將跳到下一曲目

   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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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CD模式

2. 資料夾選擇(當CD/MP3片中含有多個數據夾時才能

  驅動)
    (1) 按一下         數據夾向前翻，按            資料夾向

     後翻(如下圖所示)。且撥放數據夾內的第一首曲

     目。

(2) 不過，於隨機播放模式下，將無法執行資料夾向

   上或向下切換，只能對於曲目進行隨機播放。

(3) 撥放若為MP3格式之曲目，會短暫顯示MP3字樣

   與資料夾編號，再顯示曲目編號與其執行撥放時

   間。

(4) CD片內載音樂格式需為AAC、WMA、MP3，如

   此於操作執行資料夾上下選擇才會作動。如果CD
   片為純CD(CDDA)格式，則短按資料夾選擇功能

   是無法作動。



23

開啟CD模式

 ▓ 快進/快退

 ▓ 掃描

 ▓ 隨機播放

 ▓ 循環播放

長按  鍵為快進 /   鍵為快退鍵，曲目播放時

間隨之改變。

1. 短按SCN鍵開始掃描功能。

2. 掃描功能會自動將全部曲目掃描一次；並且對

  於每一首曲目進行播放10秒。

1. 按下數位鍵4/ RDM鍵，啟動隨機播放功能(如下

  圖所示)。
2. 於RDM模式下，執行曲目上/下、資料夾上/下、

  快進/快退動作，仍然按照隨機順序播放曲目。

1. 按下數位鍵1 /RPT鍵啟動迴圈播放功能(如下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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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CD模式

 ▓ 退出 C D / C D  M P 3 光碟
1. 按下逸出鍵，直至完成退出，並且顯示”EJECT”
  字樣(如下圖所示)。

1. 曲目和資料夾支援的最大容量如下：
    (1)最多251個資料夾
    (2)在一個資料夾裏最多255個曲目
    (3)資料夾加檔的數量最多為511個
2. 曲目編號超出99時，代表TRACK之”T”將不顯示而直接顯
  示曲目編號。
3. 當資料夾編號超出99時代表FOLDER之”F”將不顯示而直
  接顯示資料夾編號。
4. 本機亦能播放WMA格式聲頻，但統一以MP3顯示。
5. 執行退出CD/CD MP3片時，如果在5秒內沒有拿出光碟片
     ,  那麼機器會自動吸進光碟片，但工作模式不會再回到
    CD/CD MP3模式.。
6. 短按MUTE鍵進入暫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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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MP3 / SD模式

MP3/SD
 ▓ 播放 M P 3  / S D

1. 按壓” SRC “鍵切換至模式(倘若有一張SD卡在機

  器內)。
2. 處於 FM/AM/CD/CD MP3工作模式時,在播放機 

  裏插入一張SD卡，那麼此工作模式將切換為SD
。

3. 當收放機是處於FM/AM/CD/CD MP3模式時，短 

  按” SRC “鍵開啟SD播放。

4. 開始播放SD卡內MP3曲目之初將會在螢幕上顯

  示”MP3” 字樣與資料夾資訊.(顯示畫面如下所示

  。)

 ▓ 曲目向上 / 向下與資料夾

 

    (1) 旋轉右旋鈕，順時針旋轉向下一首曲目，逆

     時針旋轉向上一首曲目。（快速選曲）

    (2) 短按鍵為向後選曲，短按鍵為向前選曲

    (3) 如果按鍵，往前一曲目播放時間是小於2
     秒，它將跳到前一曲目；若當大於2秒則自

     當前曲目重新播放。

    (4) 當執行向後一首曲目時，順時針方向旋轉右

     旋鈕或短按收放機面版鍵，它將跳到下一

     曲目播放。

 2. 資料夾選擇(當CD/MP3片中含有多個數據夾時

   才能驅動)
    (1) 按一下           數據夾向前翻，按           資
     料夾向後翻(如下圖所示)。且撥放數據夾內

     的第一首曲目

1.曲目向上/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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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3/SD

 ▓ 快進 /  快退 

(2) 不過，於隨機播放模式下，將無法執行資料夾
   向上或向下切換，只能對於曲目進行隨機播放
   。
(3) 撥放若為MP3格式之曲目，會短暫顯示MP3
   字樣與資料夾編號，再顯示曲目編號與其執行
   撥放時間。

1. 按住 鍵為快進/ 鍵為快退鍵，曲目播放時間隨
  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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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3/SD

 ▓ 曲目掃描  
1. 短按SCN鍵啟動曲目掃描功能(對所有曲目進行
  掃描)，並在螢幕上方顯示“SCN”。
2. 每個曲目被播放10秒.如果比10秒還短則將其播
  放完。

 ▓ 隨機播放  

1. 短按” RDM “鍵,啟動隨機播放功能.(對所有曲目
  進行隨機撥放)，並在螢幕上方顯示“RND”。
2. 於RDM模式下，執行曲目上/下、資料夾上/下、
  快進/快退動作，仍然按照隨機順序播放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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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3/SD

 ▓ 循 環 播 放 曲目  
1. 短按面版” RPT “鍵,啟動迴圈播放功能.(對撥放
   中曲目進行迴圈撥放) ，並在螢幕上方顯示
     “RPT”。

2. 循環播放中長按快進/退,到該曲目起點時,會跳
  到當前曲目終點,繼續在當前曲目快退。

1. 曲目和資料夾支援的最大容量如下：
    (1) 最多251個資料夾
    (2) 在一個資料夾裏最多255個曲目
    (3) 資料夾加檔的數量最多為511個
2. 曲目編號超出99時，代表TRACK之”T”將不顯示而直接顯
  示曲目編號。
3. 當資料夾編號超出99時代表FOLDER之”F”將不顯示而直
  接顯示資料夾編號。
4. 本機亦能播放WMA格式聲頻，但統一以MP3顯示。
5. 短按MUTE鍵進入暫停模式。



藍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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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牙

藍牙啟動

 ▓ 來電 
1. 當手機已與機台藍牙配對並連結時，即進入BT
  通訊待機狀態。
2. 當手機有來電時不管收音機開機或關機均會於 
    LCM上顯示來電電話號碼，並以滾動方式顯示
  完整電話號碼。(如下圖顯示所示。)

 ▓ 來電接聽與拒接
1. 來電時短按數位鍵3即可接聽電話。(如
下圖所示。)

2. 來電時短按數位鍵 即可拒接聽電話（
  掛斷）。

▓ 藍牙設定

1. 
，請參照P17所述。2. 

請打開手機藍牙裝置。

3. 

基本設定

藍牙自動配對完成後，請於手機端找尋

「EL-540-CON2」藍牙裝置名稱，並且點選、
讓其啟動連線。

4. 連線後手機端會出現輸入密碼視窗，請再輸入
密碼：「0000」，即可完成手機與音響藍牙的
連線動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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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牙

 ▓ 免持與密話 
1. 免持通話中，可短按數位鍵3，來切換成「免
  持擴音」或者「手機密話」狀態。(如下圖所
  示。)

免持擴音

手機密話

 ▓ 掛斷通話 
1. 通話中，短按數位鍵6為掛斷通話。掛斷後，
    LCM回復收音機播放顯示。

1.本機台雖具備來電號碼顯示，但能需來電者與電信業者支
  援方能顯示。



31

藍牙





34
36
37

33

CD/MP3播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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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P3
CD/MP3

CD/MP3播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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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ERROR
字串,無法操作

此CD光碟片為一張無法相容的CD光
碟片，或者無法識別此CD光碟片裡
面的曲目類型。

此CD光碟片聲頻CD/CDROM被損壞
，並超出播放機的識別能力。

CD插入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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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P3 無法播放時產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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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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