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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ak – life is on www.phonak.com

1. 歡迎

恭喜您選擇了TV connector 電視音訊串流器。 通
過電視音訊串流器，您的助聽器將可以直接無線
接收電視或其他娛樂/通信設備的音訊。

請仔細閱讀本使用手冊，以了解如何從電視音訊
串流器的功能中受益。

如有任何疑問，請諮詢您的聽力保健專家或瀏覽
www.phonak.com/tvconnector

CE 認證通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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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認識您的電視音訊串流器
TV Connector

電視音訊串流器的用途是在將助聽器和電視
（或任何其他音頻源）之間建立無線的聲音傳
輸。 它以無線方式將半徑15公尺（50英尺）
內的音訊發送到助聽器。

TV Connector 與所有Phonak具備無線傳輸功能
助聽器相容。.

Toslink 光纖音源線

USB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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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 Connector 
電視音訊串流器

助聽器

最遠至15公尺
(50 ft) 

 助聽器和電視音訊串流器之間不需要是直
 線。 但是，諸如牆壁或家具之類的環境干
 擾可能會縮短傳輸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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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機器外觀

1 配對鈕
2 指示燈 (LED)
3 microUSB 電源插孔
4 音源輸入適用光纖音源線 (Toslink) 
  或 類比 (3.5mm 插頭)線 
5  電源按鈕 
6  音量增加或降低按鈕 (校準)

2 4 5

1

6 6

3



8

2. 將USB線較小的一端插入TV Connector電源插座上

1. 將電源插頭插入電源插座上

3.開始使用

3.1 安裝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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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可以透過電視上的USB插孔提供TV 
Connector供電。 將USB電線較大的一端插入電
視的USB插孔。

 TV Connector在首次連接電源時會自動開
機。 如果在連接電源後未自動打開，請按住電
源按鈕2秒鐘以上以打開機器電源。

 首次為設備供電時，將自動啟動與助聽器
 的配對，並且助聽器將播放確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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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支援的音訊連接方式

TV Connector可以連接到各種音源，例如電視
，電腦或HiFi音響系統。 它支援兩種不同的音源電
纜輸入：光纖（Toslink）或類比（3.5 mm插孔）。 
兩種音頻電纜都可以插入電視連接器上的專用音
頻插座。

Toslink光纖音源線

(標準配件)
類比音源線
3.5 mm 插頭  
(選購配件)

注意要將 TV Connector 音源線連接到電視或
其他音源設備的音源" 輸出" 的插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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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連接到音源設備

將光纖（TOSLINK）電纜的任一端連接到電視
（或音源）的光纖數位音源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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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選購：使用以下方式連接到音源設備
使用類比（3.5毫米插孔）音源線替換TV 
Connector隨附的光纖（Toslink）音源線。 將類比
音源線的任一端插入電視連接器，然後將類比音源
線的另一端連接到電視的音源輸出插孔（或其他音
源）。

 若將音源線插入耳機插孔時，某些電視會關
閉電視喇叭–其他人會聽不到電視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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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將TV Connector與助聽器配對

要將新的助聽器連接到電視連接器，請按照以下
步驟操作：

• 按壓主機後方            連接
鈕, 指示燈將持續開始閃藍
燈

• 確定助聽器已開機且距離
TV Connector 1公尺內

 當TV Connector在安裝時第一次插入電
 源時，將自動啟動與助聽器的配對，助
 聽器將發出確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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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成功與助聽器連接完成時
助聽器內會聽到嗶嗶聲確認連接。
最多可能需要10秒

• 假如在連接過程中沒有音訊播放，
嗶聲會在確認聲5秒鐘後左/右助聽

器發出

TV Connector可以連接到任何相容的助聽
器，此助聽器在連接過程中處於允許範圍之
內。 在初始連接過程之後，以後每次使用時
會自動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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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常使用TV Connector

 TV Connector可以接收和傳輸杜比音效Dolby 
Audio™，立體聲或單聲道的音源訊號。 請不要
將電視（或其他音頻源）設定中開啟DTS(數位
影院系統)功能。
如果開啟DTS功能，則TV Connector上將會
出現紅色LED指示燈閃爍。 此時請將電視設
定選單中的音頻設定更改為PCM功能。 或者
更換使用類比3.5mm音源線。

打開電視（或其他音頻設備）。 如果電視連接器
已打開電源，它將自動將音頻信號傳輸到所連接
的助聽器。



16

您將直接在助聽器中聽到電視/音頻設備的聲音。

如果助聽器超出TV Connector的傳輸範圍，則音
頻傳輸將終止。 一旦助聽器回到TV Connector的
傳輸範圍內，音頻信號將自動恢復傳輸。

您可能需要透過按下助聽器
上的按鈕，已開始接收音源
訊號。

 確定電視/音頻設備已打開。

 如果沒有可用的音頻訊號輸入，則TV 
Connector會自動停止將音頻傳輸到助聽器。 
指示燈將會顯示白色恆亮（待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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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在TV Connector上調整音訊傳輸的音量 

調整電視連接器的音頻音量:
• 按下TV Connector 主機上方的音量增加的
按鈕（+）。

• 按下TV Connector 主機上方的音量降低的
按鈕（-）。

任何連接的助聽器都會播放一個提示音，以提

示音量已經改變。

 Toslink光纖音源或類比音源可以獨立調整

音量。即使關閉TV Connector的電源，獨立

設定的音量仍會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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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TV Connector 及電話來電

如果助聽器已連接至行動電話，即使您在使用TV 

Connector，您仍然可以接聽電話。

如果電話來電，助聽器會自動停止播放來自於TV 

Connector的音頻信號，並會播放提示音提示您

有來電。 通話結束後，助聽器會自動切換回TV 

Connector的音頻信號。

4.3 關閉音訊傳輸

要結束音頻信號的傳輸，只需關閉電視或其他連

接的音源設備。 TV Connector將自動進入待機

模式。或者，使用機器上方的電源按鈕關閉TV 

Connector。

在這種情況下，下次使用電視連接器時，請使用

電源按鈕打開TV Conn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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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認識指示燈號 (LED)

綠燈恆亮 開機但沒有音訊傳輸

白燈恆亮 已開機但沒有音訊傳輸 
(待機模式)

藍燈閃爍 連接模式

紅燈閃爍 輸入錯誤格式的音源訊號(DTS)

沒有燈號 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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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故障排除

5.1 測試音訊傳輸

如果您聽不到來自音源（例如電視）的聲音，請

檢查以下選項：

• 確定所有電線均正確插入TV Connector和音頻
設備（例如電視）

• 確定音源線正確插入音源(例如:電視)的"音源
輸出"插孔

• 將音源設備及TV Connector開機
• 測試TV Connector與助聽器已經連接

• 執行第3.5章所述的步驟

• 測試TV Connector音源設備（例如電視）的連
接

• 檢查指示燈是否為綠燈恆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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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問題與解答

常見問題和答案的摘要:

原因                                  該怎麼辦

雖然電視已打開並連接到TV Connector，但我仍然聽不
到聲音

TV Connector上沒有
可用的音頻訊號輸入
（指示燈呈白色恆亮
或紅色閃爍）。

• 檢查光纖音源線（Toslink）或類
比（3.5mm插孔）音源線是否正確
插入TV Connector。

• 檢查音源線是否插入音源設備
（例如電視）的"音頻輸出"插孔。

• 若主機指示燈顯示紅色閃爍則代
表選擇錯誤的音頻輸入格式
（DTS）。 在電視的設定選單中
將音頻更改為為Dolby Audio™或
立體聲（PCM）音頻格式。 如果
無法做到這一點，請改用類比
（3.5毫米插孔）音源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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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該怎麼辦

無法聽到來自音頻源的聲音，LED指示燈熄滅

TV Connector已插上但
是電源是關閉的。

按住TV Connector上方的電源按鈕
2秒鐘，直到LED點亮。

指示燈為綠色恆亮，但我聽不到電視

TV Connector未連接
到助聽器。

如第3章所述連接
助聽器。

音訊串流傳輸期間音量不舒服（太低或太高）

不同的電視音頻源
具有不同的輸出音
量。

如果將TV Connector連接到電視的
（Toslink）光纖音源輸出插座，
請使用助聽器的按鈕調節音量。 
或者，使用主機上方的音量按鈕調
節TV Connector的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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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該怎麼辦

連接TV Connector後，電視喇叭變沒有聲音

您已選擇電視機的
耳機輸出。

• 檢查電視喇叭設定。讓電視喇叭
及音源輸出可以同時使用。

• 請使用光纖音源線（Toslink）而
不是類比（3.5mm插孔）音源線將
TV Connector連接到音頻源（例
如電視）。 請參閱第3.4章。

與我的助聽器中其他音訊串流的音訊相比，電視喇叭的聲音
有延遲

電視喇叭的延遲設定
過高。

在電視的聲音設定的選單中調整
電視喇叭的聲音延遲時間（減少
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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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服務及保固

6.1  本地保固

請向您的設備購買地的聽力保健專家諮詢當地保固
及維修條款。

6.2  全球保固

峰力提供為期一年的有限條件的全球保固服務，自

購買之日起有效。 此有限保固涵蓋製造和材料有

問題。 保固需提供原始購買證明時才有效。

全球保固不影響您在您國家中適用於商品銷售法規

擁有的任何合法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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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保固限制

此保固不包括由於人為不當操作或保養，接觸化學

藥品，浸入水中或承受過大壓力而造成的損壞。 

由第三方或未經授權的服務中心造成的損壞會造成

保固服務無效。 該保固內容不包括聽力保健專業

人員在其辦公室提供的任何服務費用。

序號: 

購買日期: 

授權的聽力保健專

家 (蓋章/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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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合規資訊

歐洲:
符合性聲明

Sonova AG特此聲明，該產品符合無線電設備指令

2014/53 / EU的基本要求。 符合性聲明的全文可

從製造商或當地代表處獲取，其地址可從

www.phonak.com獲得。

工作頻率: 2400 - 2483.5 MHz

功率: <20 mW 傳輸功率

澳大利亞/紐西蘭:

表示設備符合適用於紐西蘭和澳大利亞合法

銷售的適用無線電頻譜管理（RSM）和澳大

利亞通信與媒體管理局（ACMA）的監管安

排。

合格標籤R-NZ適用於在紐西蘭市場提供的合

格等級為A1的無線電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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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

此設備符合FCC規則第15部分的規定，並符合

加拿大工業部的許可-豁免RSS。 操作必須符
合以下兩個條件： 

1) 此設備不會造成有害干擾，並且

2) 此設備必須接受收到的任何干擾，包括可能導

致意外操作的干擾。

備註 2:

未經Sonova AG明確許可，對本設備進行的更改

或修改可能會使FCC授權操作該設備。

備註 3:

根據FCC規則第15部分和加拿大工業部ICES-003

的規定，本設備已經過測試，並符合B類數字設

備的限制。 這些限制旨在為住宅安裝中的有害

干擾提供合理的保護。



28

本設備會產生，使用並傳送無線射頻能量，如果未

按照說明進行安裝和使用，可能會對無線電通信造

成有害干擾。 但是，不能保證在特定環境中不會

發生干擾。 如果此設備確實對無線電或電視接收

造成有害干擾（可以透過開啟和關閉設備來確

定），則建議使用者可以嘗試透過以下一種或多種

措施來消除干擾：

• 重新調整或擺放接收天線

• 增加設備與接收設備之間的距離

• 將設備連接到與接收器不同電路的插座上

• 向經銷商或有經驗的無線電/電視技術人員諮詢

以獲得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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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4:

日本無線電法法規

此設備是根據日本電波法授予的。 請勿修改該設

備（否則，授予的指定編號將無效）。

可以從數據表中找到更多詳細信息，該數據表可以

從www.phonak.com下載。

備註 5:

FCC /加拿大工業部射頻輻射暴露聲明 

此設備符合FCC /加拿大工業部針對不受控制的環

境規定的RF輻射限制。

該發射器不得與其他任何天線或發射器放在一起放

置或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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