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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os PLAY:5
全新的 PLAY:5® 是为当今流世界打造的终极智能扬声器—高度智能、声音可微调以再现原始录音中的原声，
让您体验艺术家的激情和力量。

• Sonos 专门定制的硬件和软件能够输出纯粹、身临其境的声音，以任何音量播放都清晰无比。 

• 由 3 个高音扬声器及 3 个中低音扬声器驱动，每一个扬声器都配有一个专门的放大器，已微调至与扬
声器及播放环境相匹配。 

• 能与整个系列的 Sonos 产品无缝配合使用。

Sonos 的新用户？
您只需执行几个步骤就可以启动并运行 Sonos 系统– 按照 PLAY:5 随附的设置说明即可完成设置。设置了
音乐系统后，您可以随时添加其他 Sonos 产品。

添加到现有 Sonos 系统？
您可以轻松地将 Sonos 从一个房间扩展到另一个房间。如果要将 PLAY:5 添加到现有 Sonos 系统，请参阅 
添加到现有 Sonos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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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家庭网络

您的 Sonos 扬声器和安装有 Sonos 应用程序的移动设备必须位于同一网络上。

无线网络

• 高速互联网连接

• 高速 DSL/电缆调制解调器（或光纤到户宽带连接）

• 2.4GHz 家庭网络 

• 802.11 b/g/n 无线技术 

如果您的网络不满足这些要求，请参见有线家庭网络。

备注：卫星互联网访问可能会导致播放问题。

有线家庭网络

在以下情况下，使用以太网电缆将 Sonos Boost 或扬声器连接到您的路由器：

• 您的网速慢、不可靠，或未能覆盖您想要使用 Sonos 的所有房间

• 流媒体视频和互联网对您的网络使用需求高，您希望为 Sonos 扬声器创建一个单独的无线网络

• 您的网络仅为 5GHz（不可切换至 2.4GHz）

• 您的路由器只支持 802.11n（您无法更改设置使其支持 802.11 b/g/n）

备注：使用以太网电缆将包含音乐库文件的计算机或 NAS 驱动器连接到路由器以进行连续播放。

Sonos 应用程序

如果您是 Sonos 的新用户，请从移动设备上的 App Store 获取应用程序，然后我们会指导您完成设置。如果

您正在使用计算机，请登录 www.sonos.com/support/downloads 获取应用程序。

有关最新的系统要求和兼容的音频文件格式，请转到 http://faq.sonos.com/specs。

http://www.sonos.com/support/downloads
http://faq.sonos.com/spe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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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5 正面

注意：Sonos PLAY:5 的前保护网不可拆卸。擅自改动保护网可能会损坏 PLAY:5。 

开/关 Sonos 设计为始终开启状态；当它不播放音乐时系统的耗电量极小。要
停止一个房间的流音乐，按扬声器上的播放/暂停按钮。

播放/暂停 轻按一次进行播放或暂停。按住按钮添加在另一个房间里播放的音乐。
按下按钮时，除非选择了其他音乐源，否则重新播放相同的音乐源。

状态指示灯 指示当前的状态。在正常工作期间，白色指示灯微亮，一旦触摸按键被
激活，则变亮。您可以从更多 -> 设置 -> 房间设置中关掉白色指示
灯。 
请参阅 状态指示灯 查看完整列表。

增大音量 (+)  

减小音量 (-)

当 水平放置时， 增大音量 触摸控制按钮位于右边。 
当 竖直放置时， 增大音量 触摸控制按钮位于商标的上方。

当 水平放置时， 减小音量 触摸控制按钮位于左边。
当 竖直放置时， 减小音量 触摸控制按钮位于商标的下方。

(触摸并按住按钮可以快速改变音量。)

下一曲目

上一曲目

当 水平放置时，在控制按钮之间从左至右滑切换到下一曲目。 
当 竖直放置时，向上滑动切换到下一曲目。

当 水平放置时，在触摸控制按钮之间从右至左滑动切换到前一曲目。
当 竖直放置时，向下滑动切换到前一曲目。

(当收听广播电台时，下一首/前一首触摸控制按钮不起作用。)

触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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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5 背面

选择安放位置
PLAY:5 旨在输出完美的声音，无论被放置在任何位置。为获得最佳性能，我们提供了以下几条指引：

• PLAY:5 是一个结实并且功能强大的扬声器，应被放置在能支持它的坚固耐用的平整表面。确保 PLAY:5 
的橡胶脚完全的放在平整表面上。

• 在 PLAY:5 周围至少留出 2” 的空间，包括其电源线。 

• 对于单个 PLAY:5 扬声器，Sonos 建议将扬声器水平放置，以在大的片场系统中实现立体声。（一个竖
直放置的 PLAY:5 扬声器是一个单声道扬声器 - 没有立体声分离。）

• 在室内，将 PLAY:5 放在您所在位置的另一头（高度与您的耳朵等高或差不多高以获得最佳效果）。

• 有关立体声放置的信息，请参阅 最佳立体声对放置信息.

“连接”按钮 按圆形的 连接 按钮可将 PLAY:5 连接到您的系统。

以太网端口 可使用以太网电缆将 PLAY:5 连接到家庭网络。

主交流电源输入接口 
（100-240 V，50-60 Hz）

仅可使用配备的电源线将其连接到电源插座（使用第三方电源线将导
致保修失效）。

3.5mm (1/8 英寸) 立体声音频输入接口 
(2V)

使用线路输入： 
如果要连接到便携式音乐播放器，用一条 3.5mm - 3.5mm 的立体声连
接线将播放器上的音频输出与 PLAY:5 的音频输入连接。 
如果要连接音频组件（例如 CD 播放机），请使用 3.5mm (1/8 英寸) 
迷你立体声转 RCA 音频线。（将迷你立体声连线末端插入 PLAY:5 的音
频输入接口，然后将 RCA 末端插入到音频组件的音频输出接口。）

注意： PLAY:5 耐湿，因此可以在浴室使用；但它不防水，因此切勿将其放在近
水的地方或让它淋到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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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到现有 Sonos 系统
安装完 Sonos 系统后，您就可以随时轻松地添加更多 Sonos 产品（最多可添加 32 个）。 

1. 选择 PLAY:5 的放置位置。(参阅 选择安放位置 最佳安装位置指南。)

2. 将电源线连接到 PLAY:5 并通电。请务必将电源线牢固插入设备中。

3.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使用移动设备时，选择更多 -> 设置 -> 添加播放器或 SUB 并根据提示操作。

• 使用 Mac 或电脑上时，选择管理 -> 添加播放器或 SUB 并根据提示操作。

厚墙壁、2.4 GHz 无绳电话或其他无线设备的存在会干扰或阻断 Sonos 系统的无线网络信号。如果您定位 
Sonos 产品后出现困难，请尝试以下一个或多个解决方案 — 重新定位 Sonos 产品；更改您的音乐系统运行
的无线通道；如果您的设置目前为无线，将 Sonos 产品连接至路由器。 

使用 Trueplay™ 定制房间音效
将您的 Sonos 扬声器放置到喜欢的位置。Trueplay 聆听房间内的音效并对您的扬声器进行校音，对您房间
内的音效进行定制，使您能享受到自己喜欢的效果。（适用于运行 iOS 8 或更新版本的移动设备）。

1. 选择更多 -> 设置 -> 房间设置。 

2. 选择要校音的房间，然后触摸 Trueplay 校音开始校音。

创建一个立体声对
您可以在同一房间里放置两个 Sonos 扬声器来获取更广的立体声体验，比如两个 PLAY:5®。在此配置中，一
个播扬声器用作左声道，其他用作右声道。

最佳立体声对放置信息
• 在创建立体声对时，两个 Sonos 扬声器的间距最好在 8 到 10 英尺之间。

• 您选定的收听位置与这些配对的 Sonos 产品之间的距离应当为 8 到 12 英尺。距离较近会增强低音效
果，较远则能增强立体声场。

• 您可以将它们水平或竖直放置 - 如果您坐在两个扬声器之间的中心点的最佳位置时，竖直放置最好；
如果您想要在更大的收听区域（比如一张长沙发）体验时，水平放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两个扬声
器的放置方向应相同。）

注意：如果喜欢采用有线连接，请从路由器（如果您有内建布线，也可以从带电
的网络墙板）将标准的以太网电缆连接到 Sonos 产品背面的以太网端口。

注意：如果在 iOS 设备上启用了 VoiceOver，Trueplay 校音功能将不可用。如果
您想调节扬声器，先关掉设备上的 VoiceOver。

注意：立体声对中的 Sonos 扬声器必须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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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设备上使用 Sonos 应用程序

1. 选择更多 -> 设置 -> 房间设置。

2. 选择要配对的 PLAY:5。

3. 选择创建立体声对，然后按提示设置立体声对。

分离立体声对：

1. 选择更多 -> 设置 -> 房间设置。

2. 选择希望分离的立体声对（此时会显示立体声对，且房间名称中带有 左+右。）

3. 选择分离立体声对。

在 Mac 或电脑上使用 Sonos 应用程序

1.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使用电脑时，从管理菜单中选择设置。

• 使用 Mac 时，从 Sonos 菜单中选择偏好 -> 房间设置。 

2. 从房间设置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与之配对的 PLAY:5。 

3. 单击创建立体声对，然后按照提示设置立体声对。

• 当竖直放置时，音量增加 位于商标的上方
； 音量键小 位于商标的下方。

• 当垂直放置时，向上滑动切换到下一曲目
；向下滑动切换到前一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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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立体声对：

1.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使用电脑时，从 管理菜单中选择设置。

• 使用 Mac 时，从 Sonos 菜单中选择偏好 -> 房间设置。 

2. 从房间设置下拉列表中选择希望分离的 Sonos 立体声对（此时会显示立体声对，且房间名称中带有 左+
右）。 

3. 在基本选项卡上，单击分离立体声对。

环绕声扬声器 

添加环绕声扬声器

您可以轻松将两个扬声器,例如两个 PLAY:5 与 Sonos家庭影院产品进行配对，将其作为 Sonos 环绕声系统
的左右环绕声声道。您可以在设置过程中配置环绕声扬声器，也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添加。

• 确保两个 Sonos 产品相同 - 不能将 PLAY:1 和 PLAY:3 作为环绕声扬声器。

• 确保按照以下说明设置环绕声扬声器。请勿创建房间组或立体声对，它们都不能实现左右环绕声声道
的功能。 

在移动设备上使用 Sonos 应用程序

1. 选择更多 -> 设置 -> 房间设置。

2. 选择 Sonos 家庭影院产品所在的房间。 

3. 选择添加环绕声。

4. 按照提示先添加左环绕声扬声器，然后添加右环绕声扬声器。

移除环绕声扬声器

1. 选择更多 -> 设置 -> 房间设置。

2. 选择环绕声扬声器所在的房间。在 房间设置中房间名称显示为 房间 （+左+右）。 

3. 选择移除环绕声。

4. 选择下一步可使环绕声扬声器退出环绕声系统。如果这些是新买的 PLAY:5s，它们在房间上将显示为未使
用。如果这些 PLAY:5 是您屋内原来就有的，它们会恢复之前的状态。 

您现在可将其移到另一个房间供专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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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环绕声设置
默认设置由校准过程确定。如果您要进行更改，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选择更多 -> 设置 -> 房间设置。

2. 选择环绕声扬声器所在的房间。它在房间设置菜单中显示为房间（+左+右）。 

3. 选择高级音频 -> 环绕声设置。 

4.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环绕声:选择打开或关闭来打开或关闭环绕声扬声器的声音。

• TV 级别：在滑块上拖动手指来增大或减小播放 TV 音频时环绕声扬声器的音量。

• 音乐级别：在滑块上拖动手指来增大或减小播放音乐时环绕声扬声器的音量。

• 音乐播放：选择氛围音乐（默认；清晰，氛围音乐）或全频音乐（启用大声、全量程声音）。该设置
仅适用于音乐播放，而非电视音频。

• 平衡环绕声扬声器 (iOS)：选择平衡环绕声扬声器，然后根据提示对您的环绕声扬声器级别进行手动平
衡。

在 Mac 或电脑上使用 Sonos 应用程序

1. 选择管理 -> 设置(电脑)或 Sonos -> 偏好(Mac)。

2. 如果左侧未突出显示房间设置，请将其选中。

3. 从房间设置下拉列表中选择 Sonos 家庭影院所在的房间。

4. 从基本选项卡中选择添加环绕声。

5. 按照提示先添加左环绕声扬声器，然后添加右环绕声扬声器。

移除环绕声扬声器

1. 选择管理 -> 设置(电脑)或 Sonos -> 偏好(Mac)。

2. 如果左侧未突出显示房间设置，请将其选中。

3. 从房间设置下拉列表中选择放置环绕声扬声器所在的房间。房间名称显示为房间（+左+右）。 

4. 从基本选项卡中单击移除环绕声。如果这些是新买的 PLAY:5，它们在房间窗格中将显示为未使用。如果
这些 PLAY:5 是您屋内原来就有的，它们会恢复之前的状态。 

更改环绕声设置

默认设置由校准过程确定。如果您要进行更改，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选择管理 -> 设置(电脑)或 Sonos -> 偏好(Mac)。

2. 如果左侧未突出显示房间设置，请将其选中。

3. 从房间设置下拉列表中选择放置环绕声扬声器所在的房间。

4. 选择环绕声选项卡。

5.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环绕声:选中将打开环绕声扬声器的声音；取消选中将关闭环绕声扬声器的声音。

• TV 级别：点击并拖动滑块来增大或减小播放 TV 音频时环绕声扬声器的音量。

• 音乐级别：单击并拖动滑块来增大或减小播放音乐时环绕声扬声器的音量。

• 音乐播放：选择氛围音乐（默认；清晰，氛围音乐）或全频音乐（启用大声、全量程声音）。该设置
仅适用于音乐播放，而非电视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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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音乐
使用移动设备时点击浏览选择一个音乐源，当使用 Mac 或电脑，则从音乐窗格中进行选择。

电台

Sonos 含有一个电台指南，提供来自各大洲 100,000 多个免费、预先加载的本地和国际广播电台、节目以及
播客的即刻接入。

如果要选择某个广播电台，只需选择浏览 -> Radio by TuneIn并选择某个电台。

音乐服务

音乐服务是一种在线音乐商店或在线服务，以订阅为基础出售音频。Sonos 与多种音乐服务兼容，您可以访
问我们的网站 www.sonos.com/music 以获取最新的音乐服务列表。（有些音乐服务在您所在的国家/地区可
能不可用。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各音乐服务网站。） 

如果当前已订阅与 Sonos 兼容的音乐服务，则只需将所需的音乐服务用户名和密码信息添加到 Sonos，即可
通过 Sonos 系统即时访问该音乐服务。 

1. 添加音乐服务，点击 更多 -> 添加音乐服务。

2. 选择音乐服务。 

3. 选择添加到 Sonos，然后按照提示操作。系统将使用您订阅的音乐服务验证您的登录帐户和密码。当您的
凭证被识别后，您就能够从浏览（在移动设备上）或音乐窗格（Mac 或电脑上）选择音乐服务。

本地音乐库

Sonos 可以播放家庭网络内任何计算机或网络连接存储 (NAS) 中的音乐，前提是您在其中设置了共享音乐文
件夹（可多达 65,000 首歌曲）。在设置过程中，系统会引导您完成访问本地音乐库（例如 iTunes 库）的
过程。一段时间后，您可能想要向该列表添加文件夹或从其中移除文件夹。

要通过移动设备对您的本地音乐库进行更改，请前往更多 -> 设置，从以下选项中选择其中一项：

• 要添加音乐文件夹，请选择管理音乐库 -> 音乐库设置，以及；

• 触摸  -> 添加 新共享(iOS)。

• 触摸添加 新共享 (Android)。

• 要移除音乐文件夹，请选择管理音乐库 -> 音乐库设置，以及； 

• 触摸要删除的文件夹旁边的  (iOS)。

• 触摸文件夹然后选择移除共享 (Android)。

Sonos 会创建本地音乐索引，因此您可以按类别（例如表演者、专辑、作曲者、流派或歌曲）查看音乐集。
如果要添加新音乐，只需更新该音乐索引便可将新音乐添加到 Sonos 音乐库。

• 要更新您的音乐库，请选择管理音乐库 -> 立即更新音乐索引。如果希望音乐库每天自动更新，选择预

定音乐索引更新，然后选择更新时间。

注意：我们建议使用 Sonos Mac 或电脑专用应用程序来添加共享文件夹。有关更
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faq.sonos.com/manage。

http://faq.sonos.com/manage
http://www.sonos.com/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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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移动设备播放音乐

您可以播放与 Sonos 位于同一网络中的任意移动设备上存储的音乐和播客。只需点击浏览 -> 在此[移动设
备]上。

Google Play Music（Android 设备）

您可以直接通过任何 Android 设备上的 Google Play Music 应用程序在 Sonos 上播放音乐。此功能适用于
标准客户和 All Access Google Play Music 客户。 

要直接通过 Google Play Music 应用程序在 Sonos 系统上播放音乐，您必须在移动设备上安装 Google Play 
Music 应用程序和 Sonos 应用程序。 

只需打开 Google Play Music 应用程序，并连接到 Sonos 房间或房间分组开始播放音乐。 

从 Spotify 应用程序控制 Sonos

您可以随时从 Sonos 应用程序播放 Spotify 音乐。现在您也可以从 Spotify 应用程序直接控制 Sonos（仅
对 Spotify 高级订阅者可用）。 

当您通过 Spotify 应用程序聆听音乐时，请选择可用设备连接至 Sonos 房间或者房间组。 

要使用此功能，你首先要拥有一个 Sonos 账户。如果尚未拥有，请选择以下一项操作：

• 使用移动设备时，选择更多 -> 设置 -> 高级设置，然后选择从 Spotify 控制 Sonos。

• 使用电脑时，选择管理->设置，然后选择高级。从音乐源选项卡中选择从 Spotify 控制 Sonos。

• 使用 Mac 时，选择Sonos -> 偏好，然后选择高级。从音乐源选项卡中选择从 Spotify 控制 Sonos。

使用线路输入
您无法将外部源（如便携式音乐播放器）连接到已通过线路输入方式连接了输入源的任何 Sonos 播放器。线
路输入接通后，会立即自动检测输入源。

对于便携式音乐播放器：将一根“3.5mm 到 3.5mm”的立体声音频电缆从便携式设备的音频输出端口连接到 
PLAY:5 的音频输入端口。 

对于如 CD 播放器这样的外部源：使用一根“1/8 英寸 (3.5mm) 的迷你立体声到 RCA”的音频电缆，将迷你
立体声一端插入 PLAY:5，将 RCA 端插入外部源的音频输出端口。

播放音乐
• 使用移动设备时，选择浏览 -> 线路输入 然后选择线路输入设备。

• 使用 Mac 或电脑时，从音乐窗格中选择线路输入。点击音乐源旁边的 ，然后选择现在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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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设置

1.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使用移动设备时，选择更多 -> 设置 -> 房间设置。选择与线路输入源连接的 Sonos 扬声器，然后触摸 
线路输入。 

• 使用 Mac 或电脑时，选择管理 -> 设置(电脑)或 Sonos -> 偏好 -> 房间设置(Mac)。从房间设置下
拉列表中选择与线路输入源连接的 Sonos 扬声器，然后点击线路输入选项卡。 

2. 您可以更改以下设置：

• 线路输入源名称：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名称。

• 线路输入源等级：系统会自动为每个源指定默认（典型）的线路输入源等级。如果音量太低，您可以
选择更高的线路输入等级。（如果将等级设得过高，采用高音量收听时可能会出现破音失真情况。）

• 自动播放房间：选择当线路输入源连接到 Sonos 时要在哪些房间播放音乐。 

• 包括分组房间：如果希望线路输入源在与自动播放的房间所在同一组中的其他房间内播放，请开启此
选项。

• 使用自动播放音量：如果要使用外部源来调节自动播放房间中的音量，则点击使用自动播放音量复选
框。使用滑条设置默认的音量。

线路输入编码设置

当您将线路输入音乐源与 Sonos 产品连接时，线路输入编码将确定 Sonos 对来自这些源的数据的编码方式。
Sonos 系统的默认设置为自动，可以提供最佳播放体验。Sonos 建议您不要更改此默认设置。但是，如果您
决定进行更改，建议您遵循以下使用原则：

对于以下情况，请使用未压缩：

• 希望获得最佳的家庭影院效果。 

• 希望 Sonos 系统提供最佳音质（与已压缩音频相比，此选项需要更多网络带宽。）

对于以下情况，请使用已压缩：

• 您正在以无线方式连接 4 个以上房间。

• 您所处的环境存在严重的无线干扰，并且面临中断的影响。

要更改线路输入编码设置，请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使用移动设备时，选择更多 -> 设置-> 高级设置 -> 音频压缩。

• 使用电脑时，选择管理 -> 设置 -> 高级。

• 使用 Mac 时，选择Sonos -> 偏好 -> 高级。

均衡设置
所有 Sonos PLAY:5 在出厂时都设置了均衡预设，以提供最佳播放体验。如果需要，您可以更改声音设置
（低音、高音、声道平衡或响度），使其符合您的个人偏好。

1. 使用移动设备时，选择更多 -> 设置 -> 房间设置。

2. 选择一个房间。

3. 选择音乐均衡，然后用手指在滑块上拖移以进行调整。

4. 要更改“响度”设置，请触摸开或关。（“响度”设置会提高某些频率—包括低音—以改善低音时
的音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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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新路由器
如果您购买了新路由器或更改了您的 ISP（网络服务提供商），就需要在安装路由器之后重新启动所有 
Sonos 产品。 

1. 断开所有 Sonos 产品的电源线并等待至少 5 秒钟。

2. 重新连接这些 Sonos 产品，每次连接一个，首先是与路由器相连的 Sonos 产品（如果有某个 Sonos 产
品平时都与路由器相连接）。 

等待 Sonos 产品重新启动。重新启动后，每个产品上的状态指示灯将变为稳定白色灯光。

如果您的 Sonos 设置完全是无线的 （您并未将 Sonos 产品与您的路由器保持连接），您仍需更改您的无线
网络密码。执行以下步骤：

1. 先将一个 Sonos 播放器通过一根以太网电缆暂时连接至新路由器。

2. 选择更多 -> 设置 -> 高级设置 -> 无线设置。

Sonos 将检测您的网络。 

3. 输入您的无线网络密码。

4. 一旦密码被接受，拔下您路由器上的播放器，并将其移回其原始位置。

我希望更改我的无线网络密码
如果您的 Sonos 系统为无线设置且您已更改您的无线网络密码，则还需更改您 Sonos 系统上的密码。

1. 先将一个 Sonos 播放器通过一根以太网电缆连接至您的路由器。

2.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如果是在移动设备上使用 Sonos 应用程序，选择更多 -> 设置 -> 高级设置 -> 无线设置。

• 如果是在电脑上使用 Sonos 应用程序，则在管理菜单中选择设置 -> 高级。在常规选项卡上选择无线设
置。

• 如果是在 Mac 上使用 Sonos 应用程序，则从 Sonos 菜单中选择偏好 -> 高级。在常规选项卡上选择无
线设置。

3. 提示输入密码时，请输入新的无线网络密码。

4. 一旦密码被接受，拔下您路由器上的播放器，并将其移回其原始位置。

注意： 如果 ISP 技术人员将 Sonos 产品连接到新路由器，您只需重新启动无线 
Sonos 产品。



Sonos PLAY:5 13
状态指示灯

指示灯 状态 Sonos 产品 其他信息

闪烁白色 正在通电 桥接器、BOOST、
CONNECT、SUB、
CONNECT:AMP、
DOCK、PLAY:1、
PLAY:3、PLAY:5、
PLAYBAR、
PLAYBASE

呈白色稳定亮起
(微亮)

已通电并与 Sonos 系统关联
（正常工作）

桥接器、BOOST、
CONNECT、SUB、
CONNECT:AMP、
DOCK、PLAY:1、
PLAY:3、PLAY:5、
PLAYBAR、
PLAYBASE

您可以从“更多” -> “设置” -> “
房间设置”中开启或关闭白色状态指示
灯。（配对提供的 Sonos 产品共用相同的
设置。）

呈白色稳定亮起
(明亮)

触摸控制按钮处于被激活状
态

全能音乐播放器 
PLAY:5（第 2 
代）、PLAYBASE

触摸控制按钮处于激活状态时亮起。

闪烁绿色 已通电但未与 Sonos 系统关
联
或者，
WAC（无线接入配置）加入就
绪

桥接器、BOOST、
CONNECT、SUB、
CONNECT:AMP、
DOCK、PLAY:1、
PLAY:3、PLAY:5、
PLAYBAR、
PLAYBASE

对于 SUB，这可能指示 SUB 尚未与音响配
对。

缓慢闪烁绿色 环绕声音频关闭或 
 SUB 音频关闭

全能播放器 
PLAY:1、全能播放
器 PLAY:3、全能
播放器 PLAY:5
（第 2 代）、SUB

适用于配置为环绕声音响的播放器或与 
PLAYBAR 配对的 SUB。

呈绿色稳定亮起 音量设置为零或已静音 CONNECT、
CONNECT:AMP、
PLAY:1、PLAY:3、
PLAY:5、
PLAYBAR、
PLAYBASE

闪烁显示橙色 在 SonosNet 设置下，当产
品正在搜索待联接家用系统
时会发生此现象。

桥接器、BOOST、
CONNECT、SUB、
CONNECT:AMP、
DOCK、PLAY:1、
PLAY:3、PLAY:5、
PLAYBAR、
PLAY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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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闪烁显示橙色 播放/跳至下一歌曲失败 CONNECT、
CONNECT:AMP、
PLAY:1、PLAY:3、
PLAY:5、
PLAYBAR、
PLAYBASE

表示无法播放或跳至下一歌曲

呈橙色稳定亮起 在无线设置过程中，当 
Sonos 开放接入点暂时启用
时这种情况会发生。 
如果您尚未设置 Sonos，这
可能表示报警模式。

CONNECT、SUB、
CONNECT:AMP、
PLAY:1、PLAY:3、
PLAY:5、
PLAYBAR、
PLAYBASE

如果橙色灯亮起且音响的音量自动降低，
这表示音响处于报警模式。

• 按下暂停按钮，停止音频。
• 对于有通气口的 Sonos 产品（SUB、
CONNECT:AMP），请检查并确保通气口
未被堵塞。

• 检查室温并确保低于 104°F/40°C。
• 如果音响受到阳光直射，请为其遮
阴。

• 允许音响冷却几分钟，然后按下播放
重新启动音频。

• 如果问题没有解决，请联系客服中
心。

闪烁显示绿色和白
色

音响正在与您的 Sonos 帐户
进行连接。

桥接器、BOOST、
CONNECT、SUB、
CONNECT:AMP、
DOCK、PLAY:1、
PLAY:3、PLAY:5、
PLAYBAR、
PLAYBASE

将音响连接到您的帐户。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faq.sonos.com/accountlink.

闪烁显示红色和白
色

音响重新分区失败。 桥接器、BOOST、
CONNECT、SUB、
CONNECT:AMP、
DOCK、PLAY:1、
PLAY:3、PLAY:5、
PLAYBAR、
PLAYBASE

请联系客服中心。

闪烁红色 音响设置超时。接入音响 30 
分钟内未对其进行设置便会
发生这种情况。

CONNECT, SUB, 
CONNECT:AMP, 
PLAY:1, PLAY:3, 
PLAY5, PLAYBAR, 
PLAYBASE

拔下音响，等待 10 秒钟然后将其重新插
回，进行配置。

指示灯 状态 Sonos 产品 其他信息

http://faq.sonos.com/accoun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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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说明

1. 阅读这些说明。

2. 保留这些说明。

3. 注意所有警告。

4. 遵循所有说明。

5. 切勿在近水的地方使用本设备。 

6. 只能用软干布清洁本设备。家用清洁剂或溶剂可能会损坏 Sonos 组件的表面。 

7. 切勿堵塞任何通风口。按照制造商说明进行安装。

8. 切勿将本设备安装在热源（例如散热器、热暂存器、炉子）或其他会产生热的装置附近。

9. 防止电源线被踩到或夹到，尤其要小心保护插头、电源插座及其在本设备上的出口点。 

10. 只使用厂家指定的附件/配件。

11. 雷雨天气或长期不使用本设备时，应拔出其电源插头。

12. 本设备的一切维修应由合格的 Sonos 维修人员执行。一旦本设备受到任何损坏，就需要进行维修。
损坏情况包括：电源线或插头损坏；有液体渗入或异物落入到本设备中；本设备接触到雨水或湿气，不
能正常工作，或被摔落。 

13. 电源插头应能随时从插座拔出。

14. 警告:为降低火灾或触电风险，切勿让本设备接触到雨水或湿气。 

15. 不要让本设备接触到滴落物或溅出物，不要将装有液体的物体（例如花瓶）放在本设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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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功能 说明

音频 Sonos 专门定制的硬件和软件能够输出纯粹、身临其境的声音，以任何音量
播放都清晰无比。

扬声器 六驱动器扬声器系统 - 三个 10cm 中低音扬声器、两个 20mm 高音扬声器以
及一个 23mm 中央高音扬声器，每个扬声器都有一个专用放大器，内部设计
且已微调至与扬声器及播放环境相匹配。

立体声对 将两个 PLAY:5 变成分离的左右两个声道扬声器以播出更宽、更大且更低沉
的声音。

5.1 家庭影院 将两个 PLAY:5 扬声器添加到 Sonos 家庭影院产品和 SUB 上，可打造真实
的环绕立体声效果。

音乐

支持的音频格式 支持压缩的 MP3、AAC（无DRM）、无 DRM 的 WMA（包括购买的 Windows 
Media 下载曲目）、AAC (MPEG4)、AAC+、Ogg Vorbis、Apple Lossless、
FLAC（无损）音乐文件以及未经压缩的 WAV 和 AIFF 文件。
原生支持 44.1kHz 的采样速率。另支持 48kHz、32kHz、24kHz、22kHz、
16kHz、11kHz 和 8kHz 的采样速率。MP3 支持除 11Hz 和 8Hz 外的所有码
率。
注意：目前不支持 Apple "Fairplay"、WMA DRM 和 WMA 无损格式。先前购
买的 Apple "Fairplay" 受 DRM 保护的歌曲可能需要进行升级。 

支持的音乐服务 Sonos 可以无缝使用大多数音乐服务，包括 Apple Music™、Deezer、Google 
Play Music、Pandora、Spotify 和 TuneIn 电台，还支持从任何提供无数字
版权管理保护的曲目的服务下载音乐。所提供的服务因地区而异。完整列表
请参阅  
http://www.sonos.com/music。 

支持的网络电台 流 MP3，HLS/AAC,WMA

支持的专辑封面 JPEG、PNG、BMP、GIF

支持的播放列表 Napster、iTunes、WinAmp、Windows Media Player（.m3u、.pls、.wpl）

网络*

无线连接 使用任意 802.11 b/g/n 路由器连接到您的家庭 Wi-Fi 网络。 
不支持“仅限 802.11n”的网络配置 — 您可以或者将路由器设置更改为 
802.11 b/g/n，或者将 Sonos 产品连接至您的路由器。

SonosNet™ 扩展器 为扩展并提升 SonosNet 的功能，一个安全的、用 AES 加密的点对点无线
网状网络专用于您的 Sonos，为其减小 Wi-Fi 干扰。

以太网端口 通过 10/100 Mbps 以太网端口将其接入网络或其它 Sonos 扬声器

互联网连接 访问网络电台、在线音乐服务和软件更新所需的互联网连接。（需要 DSL 调
制解调器/电缆调制解调器或基于 LAN 的高速互联网连接。）使用互联网功
能可能需要向服务提供商额外支付相应的费用（本地和/或长途电话费
用）。

http://www.sonos.com/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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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参数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对产品指南有反馈意见？ 
我们期望得到您的反馈！我们会仔细研读您的反馈，努力提高我们的产品指南质量。请将您的反馈发送至：
docfeedback@sonos.com 

如果您在使用 Sonos 系统时遇到问题，请联系我们的客服中心寻求帮助。可以通过以下网址给他们发送电子
邮件 http://www.sonos.com/emailsupport。

需要更多帮助？
• 点击  > 帮助和提示获取简单提示，发挥扬声器的最佳音效。

• 请访问我们的常见问题 (FAQ) 页面，网址是：www.sonos.com/support。

• 在 http://www.sonos.com/emailsupport 页面上直接向我们提问。

常规

电源 AC 100 - 240 V~, 50/60 Hz, 2.3A, 通用输入

控制控制 音量+/-，播放/暂停，下一曲目，前一曲目；在控制按钮之间水平滑动切
换到下一曲目或前一曲目。

状态指示灯 指示灯指示 PLAY:5 的状态

音频线输入 自动识别 3.5 毫米音频线路输入接口

麦克风 扬声器内置的两个麦克风的序号起始数字为 1703 或更低。这些麦克风未启
用且无法使用。序号起始数字为 1704 或更高的扬声器不含麦克风。如有任
何问题，请访问  
sonos.com/support。

尺寸（高 x 宽 x 厚） 14.33 x 8.03 x 6.06（英寸）/364 x 203 X 154（毫米）

重量 6.36 千克 / 14 磅

螺纹安装 无

工作温度 0º C 到 40º C（32º F 到 104º F）

存储温度 -20º C 到 70º C（4º F 到 158º F）

耐湿 耐高湿度（比如在有淋浴的浴室中），但 PLAY:5 不防水。 

产品外观 白色哑光面或黑色哑光面，石墨格栅

包装清单 PLAY:5、电源线、以太网连接线、快速入门指南，以及法律手册

功能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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