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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意

合规性

本产品符合指令 2006/95/EC（低
电压）、2004/108/EC (EMC) 的
基本要求及其它相关规定。
Philips Consumer Lifestyle 特
此声明，此无线后置音响系统
RWSS5510, RWSS9500 符合指
令 1999/5/EC 的基本要求及其它
相关规定。
注
•• 经测试，
此设备符合根据

FCC
规则第 15 章规定对 B、C 类
数字设备作出的限制。 这些
限制旨在合理地防止住宅安装
中的有害干扰。 此设备生成、
使用并可辐射射频能量，如果
不根据说明进行安装和使用，
可能对无线电通信引起有害的
干扰。 但是，并不能保证在特
定安装中不出现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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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此设备对无线电或电视接收
产生了有害干扰（可通过打开和
关闭设备来判断），建议用户尝试
采取下列一种或多种措施来消除
干扰：
• 重新调谐或重新定位接收天
线。
• 拉开设备与接收器之间的间
距。
• 将设备连接至与接收器所连
接到的电路不同的电路中的
插座。
• 如需帮助，
请咨询经销商或有
经验的无线电/电视技术员。

重要信息
请在使用本产品之前阅读并理解
所有说明。 如果由于未遵循说
明而造成损害，则将不能享受保
修。
安全
小心触电或发生火灾！
• 切勿让本产品及附件与雨或
水接触。 切勿将液体容器
（如花瓶）置于产品旁边。 如
果有液体溅到本产品表面或内
部，请立即断开其电源。 请与
Philips 客户服务中心联系，对
产品进行检查后再行使用。

弃置旧产品

本产品采用可回收利用的高性能
材料和组件制造而成。
简体中文

切勿将本产品和附件放置在靠
近明火或其它热源的地方，包
括阳光直射处。
•• 切勿将物体插入本产品的通
风槽或其它开口。
•• 将电源插头或设备耦合器用作
断电设备时，该断电设备应可
以随时使用。
•• 在雷电天气之前，应断开本产
品的电源。
•• 断开电源线时，应始终握住插
头，而不能拉电缆。
小心短路或起火！
•• 在将本产品连接到电源插座
上之前，请确保电源电压与产
品背面或底部印刷的电压值相
匹配。 如果电压不同，切勿将
产品连接到电源插座上。
小心受伤或损坏本产品！
•• 切勿将本产品或任何物体放
在电源线或其它电子设备上
面。
•• 如果在低于 5°C 的温度下运
送了本产品，请先拆开产品的
包装并等待其温度达到室温，
再将其连接至电源插座。
小心过热！
•• 切勿将本产品安装在封闭的
空间内。 务必在产品周围留
出至少 4 英寸的空间以便通
风。 确保窗帘或其它物体不
会遮挡产品上的通风槽。

•

如果产品上贴有带叉的轮式垃圾
桶符号，则表示此产品符合欧盟
指令 2002/96/EC。 请熟悉当地
针对电子和电器产品制订的分门
别类的收集机制。
请遵循当地的规章制度，不要将旧
产品与一般的生活垃圾一同弃置。
正确弃置旧产品有助于避免对环
境和人类健康造成潜在的负面影
响。

ZH-CN

3

2

连接

放置无线接收器
将无线接收器放在交流电插座附
近、后置扬声器之间。 将无线接
收器与家庭影院对准，使 Philips
徽标面向家庭影院。

将无线传输器连接到家庭影院背
面的 WIRELESS REAR AUDIO
接口。

将后置扬声器连接至无线接
收器
注
•• 图片中所示的后置扬声器可能

有所不同。
对于 RWSS5510
REAR
RIGHT

REAR
LEFT

WIRELESS
RECEIVER
~AC MAINS

注
•• 若要获得最佳的接收效果，
请

确保无线接收器与家庭影院
之间的直线对传不受家具、墙
壁或其他物体阻隔。

REAR
LEFT
REAR
RIGHT

连接无线传输器
将扬声器适配器、后置左和后置
右扬声器连接到无线接收器底部
的对应插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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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R
LEFT

3

REAR
RIGHT

~AC MAINS

REAR RIGHT REAR LEFT

将后置左和后置右扬声器连接到
无线接收器背面的对应插孔。

连接电源线
警告
•• 存在损坏产品的风险！

请确
保电源电压与印在产品背面或
底部的电压相符。

建立起所有其他连接后，连接
家庭影院、无线接收器及其他
设备的电源线。
»»无线指示灯和无线接收器
现在可以使用了。

故障种类和处理方
法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请执行这
些步骤：
• 后置扬声器没有声音，
以及
• 无线接收器上的指示灯持续闪
烁超过一分钟。
对于可播放蓝光光盘的家庭影
院
1 从无线接收器断开电源线和
扬声器线缆一分钟，并将无线
接收器靠近家庭影院。
2 关闭家庭影院，然后重新打
开。
3 将家庭影院切换到 AUX 来源
或 MP3 link 来源。
4 连接无线接收器的电源线。
»»无线接收器上的指示符闪
烁。
5 按住导航按钮 （右），直
至“PAIRING”在家庭影院显
示面板上闪烁。
»» 将显示“PAIRED”。
6 将扬声器线缆连接至无线接
收器。
»»无线接收器可以再次使用
了。
7 如果显示“FAILED”，请重复
步骤 1 至 6。

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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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中文

对于 RWSS9500

对于其他家庭影院

1 从无线接收器断开电源线的
2
3
4

5

连接几秒钟，然后再将其接
回。
按 。
按 INFO。
»»将显示一个屏幕。
按 1，然后在五秒内按
SURR。
»»将显示“PAIRING
SUCCESS”（配对成
功）。
如果显示“PAIRING FAIL”
（
配对失败），请重复步骤 1 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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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注

•• 规格和设计如有更改，
恕不另

行通知。
无线接收器
对于 RWSS5510
•• 电源功率：110-240 伏；约
50-60 赫兹
•• 总输出功率：250 瓦 (RMS)
•• 功耗：50 瓦
•• 待机功耗：≤ 0.45 瓦
•• 频率响应：150 Hz 至 20 kHz
•• 信噪比：65 dB（A 加权）
•• 失真度：1%
•• 尺寸（宽x高x厚）：126 x 131
x 126（毫米）
•• 重量：1.1 千克
对于 RWSS9500
•• 电源功率：110-240 伏；约
50-60 赫兹
•• 总输出功率：300 瓦 (RMS)
•• 功耗：40 瓦
•• 待机功耗：≤ 0.45 瓦
•• 频率响应：150 Hz 至 20 kHz
•• 信噪比：65 dB（A 加权）
•• 失真度：1%
•• 尺寸（宽x高x厚）：265 x 116
x 106（毫米）
•• 重量：1.4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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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中文

无线传输器
•• 频率响应：5.8 千兆赫
•• 尺寸（宽x高x厚）：55 x 53 x
33（毫米）
•• 重量：0.05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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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2010

..............................................................
(Report No. / Numéro du Rapport)

........................................................................................
(Year in which the CE mark is affixed / Année au cours
de laquelle le marquage CE a été apposé)

EC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DECLARATION DE CONFORMITE CE)

We / Nous, PHILIPS CONSUMER LIFESTYLE B.V.
(Name / Nom de l’entreprise)

TUSSENDIEPEN 4, 9206 AD DRACHTEN, THE NETHERLANDS
(address / adresse)

Declare under our responsibility that the electrical product(s):
(Déclarons sous notre propre responsabilité que le(s) produit(s) électrique(s):)

PHILIPS

.......................................................................
(brand name, nom de la marque)

RWSS5510/00

...........................................................
(Type version or model, référence ou modèle)

Wireless Rear Audio

..............................................................................................
(product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du produit)

_

To which this declaration relates is in confirmity with the following harmonized standards:
(Auquel cette déclaration se rapporte, est conforme aux normes harmonisées suivantes)

(title, number and date of issue of the standard / titre, numéro et date de parution de la norme)

EN60065:2002, A1:2006, A11:2008
EN55022:2006
EN61000-3-2:2006
EN61000-3-3:2008
EN62311:2008
IEC62087:2008
IEC62301:2005
EN300 440-1 V1.5.1:2009
EN300 440-2 V1.3.1:2009
EN301 489-1 V1.8.1:2008
EN301 489-3 V1.4.1:2002

_

Following the provisions of :

(Conformément aux exigences essentielles et autres dispositions pertinentes de:)

2006/95/EC (Low Voltage Directive / Directive Basse Tension 2006/95/CE)
2004/108/EC (EMC Directive / Directive EMC 2004/108/CE)
1999/5/EC (R&TTE Directive / Directive R&TTE 1999/5/CE)
2009/125/EC (ErP Directive / Directive ErP 2009/125/CE)
EC1275/2008 (Regulation for ErP Directive / Reglement pour les ErP Directive)

And are produced under a quality scheme at least in conformity with ISO 9001 or CENELEC
Permanent Documents

(Et sont fabriqués conformément à une qualité au moins conforme à la norme ISO 9001 ou aux Documents Permanents CENELEC)

Safety
EMC
EMF
RTTE

: N056364
: NEI-ETSE-1-0912C212
: NEI-EMF-1-1003C075
: NEI-ETSP-1-0912C212

Remarks:

(Remarques:)

Leuven, April 30, 2010

Frank Dethier
Development Manager
Innovation Lab Leuven
Philips Consumer Lifestyle

...........................................................
(place,date / lieu, date)

.....................................................................................................
(signature, name and function / signature, nom et fonction)

_

© 2011 Koninkl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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