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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os智能家庭音响系统
Sonos是无线家庭智能音响系统，可根据您的需要在多个房间（ 多32个）内播放音乐、电影和电视节目。可在
任何或每个房间内播放；在客厅播放电影，在厨房播放播客，或在所有位置播放同一首歌曲。探索我们的产品
以了解更多信息。

• 免费的Sonos App可指导您完成设置，而且家中的每个人都可以在其设备（手机、平板电脑和计算机）上
用它来控制音乐。 

• 快速访问您喜爱的所有音乐：流媒体服务、播客和网络电台。

• 可将产品混合搭配，打造一个符合您的生活方式的家庭音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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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指南
您需要：

• Wi-Fi：请准备好您的网络名称和密码信息。 

• 移动设备：连接到同一Wi-Fi网络。设置时需要用到移动设备。

• Sonos S2 app： 您将用它来设置和控制Sonos系统——选择将要播放的内容、播放位置和音量。在您要
用于设置的移动设备上安装App。（如果您从Sonos S1 App升级，可以在升级后从设备中移除S1。） 。

• Sonos账户：如果您没有此账户，需要在设置期间创建一个。详细了解Sonos账户。 

注意：详细了解 新的Sonos系统要求。

Sonos的新用户？
使用您的移动设备，从App Store下载App。打开App，我们将指引您完成设置。 

在设置完Sonos系统后，您也可以使用计算机控制音乐。从以下网址获取适用于您的PC或Mac的应用程序：
www.sonos.com/support。 

详细了解 新的系统要求和兼容的音频格式。 

设置选项
大多数家庭都是在家庭Wi-Fi网络上设置Sonos。 

如果您的Wi-Fi信号差，无法覆盖您想要使用Sonos的房间，或者已经连接很多无线设备，您可以使用以太网电
缆将Sonos产品连接到路由器，为您的Sonos系统打造专属的无线网络。 

注意：您的Sonos产品和安装Sonos App的移动设备需要在同一个Wi-Fi网络上。 

如果您的家庭环境发生变化，您可以在有线与无线设置之间切换。详细了解如何设置Sonos产品。 

已经拥有Sonos设备？
您随时都可以轻松地添加Sonos产品：只需接通电源，在移动设备上打开Sonos App，然后点击  > 系统 >  

添加产品。

添加其他Sonos系统
Sonos可让您快速轻松地访问任何Sonos系统。当您在App中添加其他Sonos系统时，如果您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
一个位置，它将自动重新连接。因此，无论是在自己家中、朋友家中还是度假屋，您都可以畅享Sonos带来的美
妙声音，不漏掉一个细节。 

详细了解如何在不同地点连接到现有的Sonos系统。

详细了解如何在新地点设置新的Sonos系统。

https://
faq.sonos.com/accounts

https://faq.sonos.com/specs
https://www.sonos.com/support
https://www.sonos.com/support
https://faq.sonos.com/specs
https://faq.sonos.com/specs
https://faq.sonos.com/wiredsetup
https://www.sonos.com/en-us/support
https://faq.sonos.com/differentlocation
https://faq.sonos.com/new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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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os账户
在设置过程中，您会创建一个Sonos账户，通过该账户您可以在App内或者www.sonos.com站点管理和扩展您的
Sonos系统。

如果您需要验证您的用户ID、更改密码或将您的账户变更为其他电子邮件地址，请在您的移动设备上打开App

并点按  > 账户。

如未显示账户，则您需要更新系统。

详细了解Sonos账户。

家长控制
您可以控制对儿童不宜音乐的访问。 

在移动设备上打开App，并点按  > 系统 > 家长控制。

登录您的Sonos账户以设置过滤器选项。

注意：您还可以对房间的 大音量进行限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设置 大音量。

https://www.sonos.com
https://faq.sonos.com/accounts

https://faq.sonos.com/max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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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我们的产品
Sonos产品可无缝协同工作。当您的家焕然一新时，可通过添加扬声器轻松扩展您的系统。 

专为您聆听音乐打造的音响
功能完善的无线音响，让您在家里的任何房间里都可以享受美妙的音乐。您甚至可以在一个房间里将两个扬声
器（相同型号）组成立体声对；将每个扬声器转换为单独的左右声道，以获得更宽广、更浑厚的音效。

• Move 和 Roam SL：坚固耐用，适用于室内和室外聆听的智能音响。

• One：内置语音控制的智能音响。

• One SL：可以用作立体声对或家庭影院环绕声的紧凑型音响。

• Five：匠心之作，原音重现。

专为您的电视打造的音响
专为您的电视打造的Sonos产品可为您带来影院级音效，同时也可以播放音乐。通过添加一台Sub或一对环绕声
扬声器或同时添加这两者，可增强家庭影院体验。

• Arc：专为电视、电影、音乐和游戏等娱乐方式打造的高端智能条形音响。置于家具上或挂在墙上均
可。

• Beam 和 Beam（第2代）：配备语音控制功能的紧凑型条形音响，小到中型房间的理想之选。可摆放在
电视柜上，也可以挂于壁挂支架上。

• Playbase：既可呈现宽广音效又可播放流媒体音乐，专为放在支架或电视柜上的电视打造。采用低调的
设计，放在您的电视下方几乎可以视而不见。

• Playbar：功能强大的条形音响，可安放在壁挂式电视的上方或下方，也可平放在桌上或控制台上。 

• Sub：可为任意Sonos扬声器、家庭影院和音乐播放添加纯正浑厚的低音声效。 

立体声升级
利用功放将现有的音响、立体声和家庭影院转换为流媒体音乐系统。

• Amp：提升您娱乐体验的多功能功放。

• Port：适用于立体声或接收器的灵活流式播放组件。

配件
在我们的网站上查找适合您的Sonos系统的理想配件。 

• 如果您的现有Wi-Fi播放流媒体音乐时不够稳定，您可以购买Sonos Boost。 

• 为安放您的Sonos产品精心设计的墙壁安装套件或落地支架。

• 唱机，让您的Sonos系统可以播放唱片。

• 电缆及更多配件。

https://www.sonos.com/acces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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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os S2 app
在移动设备上下载App。您将用它来设置和控制Sonos系统。如果您从Sonos S1 App升级，可以在升级后从设备
中移除S1。 

注意：2020年5月之后发布的产品仅与S2兼容。如果您同时有旧产品和新产品，可以移除旧产品，升级它们，
或者创建两个单独的系统——一个包含兼容S2的产品并运行S2，另一个针对不兼容S2的产品运行S1。
了解详情。

您可以执行的操作：

• 发现并播放音乐：浏览网络电台，查看和搜索音乐。

• 添加音乐和语音服务：将音乐汇集到一起，添加语音以实现声控播放。

• Sonos播放列表：将歌曲保存到播放列表中以供随时播放。

• 在任何地方播放音乐：对房间进行分组以便向各个地方发送相同音乐，或在每个房间播放不同的音乐。

https://faq.sonos.com/guide/s2-info
https://faq.sonos.com/guide/s2-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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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App控件

注意：您可以通过点击  或    跳过内容（仅适用于某些服务）。

点击图标以查找和播放音乐。

我的Sonos 一个保存和播放您 喜爱的音乐及音乐集的空间，让您随时轻松找到自己喜欢的音乐。

浏览 在移动设备上浏览音乐服务、音乐库和音乐。当您找到喜欢的音乐时，便可在任意房间开始
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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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列控件
无论何时播放歌曲，它都会被自动添加到音乐队列中。您可以控制音乐在队列中的播放方式。

• 随机播放：改变歌曲播放顺序。

• 重复：重复全部歌曲，或再次点击重复正在播放的歌曲。

• 淡出淡入：淡出当前歌曲的同时淡入下一歌曲，在前后歌曲之间平滑过渡。

• 保存：将队列另存为Sonos播放列表，以便之后可以再次聆听此队列。 了解详情。

如果在浏览歌曲时将其添加到队列，您可以选择：

• 立即播放

• 下一首播放

• 添加到队列尾部

• 替换队列

详细了解如何使用队列。

系统 查看房间中播放的曲目。为房间分组，以便在不同的房间或各个地方播放相同的音乐。

搜索 在您的音乐源中进行搜索。

设置 添加音乐和语音服务，设置闹钟，转到“Sonos提示”以及“系统设置”。

https://faq.sonos.com/queuecontrols
https://faq.sonos.com/guide/s2-save-que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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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PC控件 

播放/暂停 在播放和暂停之间切换。 
Sonos扬声器始终处于开启状态；在没有播放音频时，它们
使用极少的电量。

下一首/快进 跳转到下一歌曲。 
单击并按住按钮可快进当前歌曲。

上一曲目/倒回 跳转到当前歌曲的起始处，双击可播放上一歌曲。 
单击并按住按钮可倒回当前歌曲。

向前跳过 向前跳过几秒（仅对特定的服务可用）。

向后跳过 向后跳过几秒（仅对特定的服务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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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 重复播放队列中的歌曲。
控件激活时，指示灯亮起。

随机播放 更改队列中歌曲的播放顺序。 
关闭该功能可恢复歌曲的原始播放顺序。如果重新打开该
功能，将会进入混合播放模式。
控件激活时，指示灯亮起。 

淡出淡入 淡出当前歌曲的同时淡入下一歌曲，在前后歌曲之间平滑
过渡。
控件激活时，指示灯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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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os S1 Controller
可以在您的移动设备上下载原来的Sonos App来控制旧产品。2020年5月之后发布的产品与S1 Controller App
不兼容。如果您同时有旧产品和新产品，可以移除旧产品，升级它们，或者创建两个单独的系统——一个包含
兼容S2的产品并运行S2，另一个针对不兼容S2的产品运行S1。了解详情。

您可以执行的操作：

• 发现并播放音乐：浏览网络电台，查看和搜索音乐。

• 添加音乐和语音服务：将音乐汇集到一起，添加语音以实现声控播放。

• Sonos播放列表：将歌曲保存到播放列表中以供随时播放。

• 在任何地方播放音乐：对房间进行分组以便向各个地方发送相同音乐，或在每个房间播放不同的音乐。

移动App控件

注意：您可以通过点击  或  跳过内容（仅适用于某些服务）。

https://faq.sonos.com/guide/s1-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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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图标以查找和播放音乐。

队列控件
无论何时播放歌曲，它都会被自动添加到音乐队列中。您可以控制音乐在队列中的播放方式。

• 随机播放：改变歌曲播放顺序。

• 重复：重复全部歌曲，或再次点击重复正在播放的歌曲。

• 淡出淡入：淡出当前歌曲的同时淡入下一歌曲，在前后歌曲之间平滑过渡。

• 保存：将队列另存为Sonos播放列表，以便之后可以再次聆听此队列。 了解详情。

如果在浏览歌曲时将其添加到队列，您可以选择：

• 立即播放

• 下一首播放

• 添加到队列尾部

• 替换队列

详细了解如何使用队列。

我的Sonos 一个保存和播放您 喜爱的音乐及音乐集的空间，让您随时轻松找到自己喜欢的音乐。

浏览 在移动设备上浏览音乐服务、音乐库和音乐。当您找到喜欢的音乐时，便可在任意房间开始
播放。

房间 查看房间中播放的曲目。为房间分组，以便在不同的房间或各个地方播放相同的音乐。

搜索 在您的音乐源中进行搜索。

设置 添加音乐和语音服务，设置闹钟，转到“帮助和提示”以及“系统设置”。

https://faq.sonos.com/queuecontrols
https://faq.sonos.com/guide/s1-save-que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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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PC控件 

播放/暂停 在播放和暂停之间切换。 
Sonos扬声器始终处于开启状态；在没有播放音频时，它们
使用极少的电量。

下一首/快进 跳转到下一歌曲。 
单击并按住按钮可快进当前歌曲。

上一曲目/倒回 跳转到当前歌曲的起始处，双击可播放上一歌曲。 
单击并按住按钮可倒回当前歌曲。

向前跳过 向前跳过几秒（仅对特定的服务可用）。

向后跳过 向后跳过几秒（仅对特定的服务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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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 重复播放队列中的歌曲。
控件激活时，指示灯亮起。

随机播放 更改队列中歌曲的播放顺序。 
关闭该功能可恢复歌曲的原始播放顺序。如果重新打开该
功能，将会进入混合播放模式。
控件激活时，指示灯亮起。 

淡出淡入 淡出当前歌曲的同时淡入下一歌曲，在前后歌曲之间平滑
过渡。
控件激活时，指示灯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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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m SL
Sonos Roam SL是一款便携式基础音响，适用于打造个性化的家庭和移动聆听体验。

• 一次充电即可享受长达10小时的连续播放——需要充电时，将随附的线缆连接到USB电源（ 低
7.5W； 
建议使用10W），将Roam SL放置到兼容的Qi无线充电器上，或将Roam SL磁性吸附到其定制无线充电
器上（单独出售）均可。

• 采用轻便、耐用、防风雨设计，非常适合海滩、泳池派对等场合。

• 在家通过Wi-Fi流式播放，出门时切换到蓝牙模式。 

• 使用Sonos App  进行设置和控制（适用于Android和iOS）。

• 与您的其他S2 Sonos音响兼容，可用于打造多房间聆听环境。

• 在准备好将Roam SL添加到Sonos系统后，请参阅入门指南。

状态指示灯

电量指示灯
（充电时熄灭）

播放/暂停

音量控制 音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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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件和指示灯

音量控制 增大音量（+）；减小音量（-）

注： 按住可快速更改音量。

播放控件 • 按一次可播放或暂停音频。

• 按住可与其他音响并为一组。

• 按两次可播放下一首。

• 按三次可播放上一首。

注： 收听电台时不能前进或后退。

USB-C端口

电源/蓝牙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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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指示灯 指示音响的状态。
• 白色常亮：开启。
• 蓝色闪烁：蓝牙配对模式。
• 蓝色常亮：已通过蓝牙与设备连接。
• 橙色闪烁：如果产品温度过高， 则 
状态指示灯将呈橙色闪烁，并且产品会鸣叫3次。 
请将产品移至凉爽位置，避免阳光直射。

了解详情

电量指示灯 指示电池状态。
• 橙色闪烁：电池电量低。
• 橙色常亮：正在充电。指示灯亮起状态可能会持续
几分钟，具体取决于电池电量不足的程度如何。当
指示灯熄灭时，电池将继续充电。  
了解详情

注： 可以随时在Sonos App中查看Roam的剩余电量。 
节电模式：要节省电池电量，您可以将Roam SL设置为
自动关机而非进入睡眠状态。前往  > 系统，然后选
择Roam SL。在重新开机之前，它将不会显示在 
Sonos App中。  
了解详情

https://faq.sonos.com/led
https://faq.sonos.com/chargerlight
https://faq.sonos.com/guide/battery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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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充电

位置和使用指南
您可以在任何位置使用音响。下面是一些注意事项：

• 为获得 佳性能，请将Roam SL靠墙放置或放在搁板上，音响背面留出至少2.5厘米（1英寸） 
的空间。

• Roam SL的耐用设计包括采用了硅胶端盖，可以在发生掉落或撞击时保护音响。 

• 为获得 佳性能，请避免将Roam SL置于阳光直射的位置。

• Roam SL既可以横放，也可以竖立。竖放时，Roam SL十分节省空间。如果在不平坦的表面上使用， 
横放可提高稳定性。

USB-C端口 将随附的线缆连接到兼容的 低7.5W（推荐使用10W） 
的USB-A电源。

电源/蓝牙按钮 开机/睡眠：按下（少于1秒）。要唤醒Roam SL，请
按下任意按钮或者从App中开始播放。
蓝牙：按住约2秒，直到听到配对提示音（第二声）
为止，然后松开。状态指示灯呈蓝色闪烁，Roam SL已
做好配对准备。
关机：长按（5秒）。

USB-C转USB-A 将随附的线缆连接到兼容的 低7.5W（推荐使用10W） 
的USB-A电源。（选配的Sonos 10W USB电源适配器单 
独销售）。

注： 可以在Sonos App中查看Roam SL的剩余电量。

Sonos无线充电器  
（单独销售）

只需将Roam SL放在充电器带磁性的光滑面上即可轻松 
充电，无需额外的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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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风雨设计
Roam SL具有IP67防水等级：防尘防水，可以在水下1米浸没30分钟。在Roam SL于水中浸泡后，您可以通
过以下方式将其干燥：

1. 用自来水冲洗Roam SL，然后快速摇晃。 

2. 将音响垂直放置几秒钟直到沥干水分为止，然后将其正面朝下（徽标侧朝下）在干毛巾上放置几分钟。

3. 开始播放一些音频以帮助排水。

?? 请勿在Roam SL浸于水中时播放音频。

蓝牙配对

1. 在您的设备设置中打开蓝牙。

2. 按住Roam SL上的电源按钮约2秒，直到听到配对提示音（第二声）为止，然后松开。

状态指示灯呈蓝色闪烁，Roam SL已做好配对准备。

3. 在蓝牙设置内，从可用设备列表中选择Roam SL。 

下一次，您的设备将自动连接到Roam SL。

配件
如需针对您的Roam SL量身定制的附加组件，请在我们网站上查看配件。 

规格

Sonos Roam SL

功能 说明

音频

放大器 两个H类数字放大器。

高音扬声器 一个高音扬声器可提供干净通透的高频。

中低音扬声器 一个中低音扬声器可确保您能够听到忠于原声的中频人声回放。

可调整EQ 使用Sonos S2 App调整低音、高音和响度。

软件

Sonos S2 使用 新一代Sonos App设置和控制Roam SL。

Apple AirPlay 2 支持在运行iOS 11.4及更高版本的Apple设备上使用AirPlay 2控制。

详细信息

IP等级 IP67（音响 长可以在水下1米浸没30分钟）

尺寸（高 x 宽 x 厚） 168 x 62 x 60毫米（6.61 x 2.44 x 2.36英寸）

重量 0.43千克（0.95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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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存 1GB SDRAM；4GB NV

CPU 四核；1.3 GHz A-53

工作温度 5℃到35℃（41℉到95℉）

存储温度 -20?C到63?C（-4?F到145?F）

包装清单 Sonos Roam SL、USB线缆（1.2米/3.9英尺）和快速入门指南

电源和连接

Wi-Fi 通过任何支持802.11b/g/n/ac 2.4或5 GHz频段的路由器连接到Wi-Fi网
络

蓝牙 蓝牙5.0支持从您的智能手机和其他设备流式传输音频

输入 使用USB-C充电

电池 18 Wh电池充一次电 长可连续播放10小时

充电 使用随附的USB-C线缆连接到USB电源适配器（ 低7.5W (5V/1.5A)；推
荐使用10W）、无线Qi充电器或Sonos Roam无线充电器充电。

充电时长 使用USB充电时，电量从0%至50%需要1小时；无线充电时需要2小时

功能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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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信息
请阅读以下说明并注意所有警告。请将说明放置在方便取阅的位置，并确保您家中所有人都了解这些信息。 

?????使用NFC标签时，请勿将USB线缆连接到Roam 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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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润湿或干燥的软布清洁。切勿使用家用清洁剂或溶剂，以免损坏Sonos产品的表面。 

6.  切勿堵塞任何通风口。按照制造商说明进行安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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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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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只使用厂家指定的附件/配件。

10. 雷雨天气或长期不使用本设备时，应拔出其电源插头。

11. 本设备的一切维修应由具有资质的Sonos维修人员执行。如果本设备受到任何损坏，需对其进行维修。
损坏情况包括：电源线或插头损坏；有液体渗入或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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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电源插头应能随时从插座拔出。

13. Roam SL满足IP67防水等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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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
Move是一款由电池供电的智能音响，坚固耐用，适用于室内和室外聆听。

• 可充电电池可持续使用长达10小时。只需将Move放在充电座上即可轻松充电，无需插头或额外的线缆。
要想随时随地充电，请使用兼容的USB-C充电器。

• 采用防水设计，非常适合烧烤和泳池派对等场合。

• 通过Wi-Fi或蓝牙流式播放内容。

• 使用内置的Amazon Alexa和Google Assistant轻松进行语音控制。

• 与您的所有其他 Sonos 音响兼容，助力打造多房间聆听体验。

• 适用于 Sonos S2  或 Sonos S1  （适用于 Android 和 iOS）。

• 在准备好将Move添加到Sonos系统后，请参阅入门指南。

状态指示灯

电量指示灯

麦克风指示灯

“连接”按钮

电源按钮
（开 /关）

模式按钮 
（Wi-Fi/ 蓝牙）

充电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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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件和指示灯

注意：如果您不希望其他人（例如孩子）使用音响触摸控件控制播放或更改音量，可以在房间设置中 
将其禁用。

音量控制 • 轻触并按住可以快速更改音量： 
• 增大音量（右）；减小音量（左）。

播放/暂停 • 按一次以播放或暂停音乐。
• 按住可以添加另一个房间正在播放的音乐。

下一首/上一首 • 在触摸控件上向右滑动即可跳到下一首歌曲。
• 向左滑动可转到上一首。

注意： 收听电台时不能前进或后退。

 
麦克风指示灯 触摸麦克风指示灯可打开或关闭麦克风。

• 当指示灯点亮时，自适应Trueplay调音处于启用状
态。如果您已设置语音服务，也会开启语音控制。

• 当指示灯熄灭时，语音控制和自适应Trueplay调音将
关闭。

状态指示灯 指示音响的状态。 ????
如果灯光对您产生干扰，您可以在房间设置中将其 
关闭。

电量指示灯 指示电池状态。
• 橙色闪烁：电池电量低。
• 橙色常亮：正在充电。指示灯亮起状态可能会持续
几分钟，具体取决于电池电量不足的程度如何。当
指示灯熄灭时，电池将继续充电。 
????

注意： 可以随时在 Sonos App 中查看 Move的剩余电量。

节电模式：要节省电池电量，您可以将Move设置为自动

关机而非进入睡眠状态。前往  > 系统，然后选择

Move。在重新开机之前，它将不会显示在Sonos App中。 

????

https://faq.sonos.com/led
https://faq.sonos.com/chargerlight
https://faq.sonos.com/guide/battery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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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充电

选择安放位置
您可以将音响放置在任何地方。下面是一些指导原则。

• Move 让您可以随时随地享受强劲音效 —— 无论您在什么地方，也无论您聆听什么，自适应 Trueplay
调音都会定期平衡音效。如果您不始终开启麦克风，则必须在自动调音期间将其打开，每次您移动音
响时也要将其打开，以便它可以自动为新环境调整音效。

• 即使紧靠墙壁放置或放在搁板上， Move 也能发出美妙的声音。不过，为了获得 佳性能，请在音响后
方至少留出 2.5 厘米（1 英寸）的空间。

• 此产品超级耐用。 Sonos Move 具有坚固的外壳并达到 IP56 防护等级，可以耐受掉落、碰撞、潮气、
紫外线和严寒酷暑天气。但暴雨时不要将其放在外面，并记住随附的充电座仅限室内使用。 

• 不要倒置使用或存放您的 Sonos Move。

“连接”按钮 按此按钮可以在设置期间连接到您的Sonos系统。

USB-C端口 使用兼容的USB-C充电器随时随地充电。 
• USB端口也可以用于诊断目的。（无法流式传输较大
的数据文件，例如一些音乐文件。）

注意： 不提供 USB-C 线缆。 

电源按钮 按下开机；短按进入睡眠模式；长按（5秒）关机。 
如果Move不在充电座中，它会在您不用时进入睡眠模式
以节省电池电量。只需按下电源按钮即可将其唤醒。

蓝牙/Wi-Fi切换按钮 在蓝牙与Wi-Fi之间切换。使用Wi-Fi进行设置；通过 
Wi-Fi或蓝牙流式播放内容。

手柄 便于轻松提起和携带，让您能够随身携带音响。

充电座（随附） • 只需将Move放在充电座上即可轻松充电，无需额外的
线缆。

• 确保将音响正确插入底座并接触充电触点。
• 充电座仅限室内使用，而且务必保持底座干燥。

注意： 可以随时在 Sonos App中查看 Move的剩余电量。

交流电源 100-240 VAC，约50/60 Hz，1.2 A。输出：18.0 VDC，
2.5 A，45.0W

USB-C端口，支持随时
随地充电

使用兼容的USB-C充电器（45W，20V/2.25A的Type-C  
PD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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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应Trueplay™调音
您可以将Sonos Move放在任何位置。无论您在什么地方，也无论您聆听什么，自适应Trueplay调音都可以优化
音效。音响的麦克风用于检测环境，以便自适应Trueplay调音功能可以定期进行调校，从而实现出色音效。 

如果您不想始终开启麦克风，则务必在您移动音响时将其打开。Sonos Move会在您拿起后重新调音，并在您将
它放到新位置后的几分钟内继续调整音效。

麦克风打开/关闭

麦克风用于语音控制和自适应Trueplay调音。触摸  可打开或关闭麦克风。 

当麦克风指示灯点亮时，

• 如果您有语音助手，则语音控制已开启，且您的语音助手已准备好响应语音命令。

• 自适应Trueplay调音功能处于启用状态，因此Move可以针对环境自动调整音效。

当麦克风指示灯熄灭时， 

• 如果您有语音助手，语音控制将关闭。 

• 自适应Trueplay调音将禁用。

切换模式
通过Wi-Fi网络设置Move，然后使用Move背面的模式切换按钮在蓝牙与Wi-Fi之间切换。首次使用蓝牙时， 
您需要将Move与您的设备配对。配对完成后，它们下一次将自动重新连接。

蓝牙配对

1. 在您的设备设置中打开蓝牙。

2. 按下Move背面的模式按钮，将其切换到蓝牙模式。 

3. 在蓝牙设置内，从可用设备列表中选择Move。如果Move未显示在列表中，请按住模式按钮，然后在其出现在

列表中之后从中选择Move。

当您的设备与Move配对成功时，您会听到确认提示音。下次您将Move切换到蓝牙模式时，它们会自动连接。

配件
如需针对您的Move定制的附加组件，请在我们网站上查看??。 

https://www.sonos.com/acces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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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Sonos Move

* 规格参数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功能 说明

音频

放大器 两个D类数字放大器。

高音扬声器 一个高音扬声器可以保证清晰、准确的高频响应。

中低音扬声器 一个中低音扬声器确保您能够听到忠于原声的中频回放以及深沉丰富 
的低音。 

麦克风 • 远场麦克风阵列。
• 麦克风LED，硬接线到语音麦克风，可以实现额外的隐私控制，您可以始
终了解麦克风是否打开。

语音控制 集成语音控制。 

网络连接 *

无线连接 通过任何支持802.11a/b/g/n 2.4或5 GHz频段的路由器连接到Wi-Fi网络

常规

电源 充电座：100-240 VAC，约50/60 Hz，1.2 A。输出：18.0 VDC，2.5 A，
45.0 W
USB端口：USB-C PD电源，45W，20V/2.25A。

电池组 容量：2420-2500maH
替换件：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sonos.com。
处置：与当地的废品或回收公司联系，确定所在地区的合适处置方式。

尺寸（高 x 宽 x 厚） 240 x 160 x 126毫米（9.44 x 6.29 x 4.96英寸）

重量 3.0千克（6.61磅）（包含电池）

工作温度 0℃到45℃（32℉到113℉）

存储温度 -25℃至70℃（-13℉至158℉）

防潮 Move满足IP56防水和防尘等级要求。但暴雨时不要将其放在外面。 

注意： Move随附的充电座仅适合在室内使用。

表面工艺 黑色外壳配有黑色格栅

包装清单 Sonos Move、充电座和快速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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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座

重要安全信息
请阅读以下说明并注意所有警告。请将说明放置在方便取阅的位置，并确保您家中所有人都了解这些信息。 

注意： 如果更换不正确，电池存在爆炸危险。仅使用相同或同等类型的电池替换。

充电座 • 将Move放置在充电座上即可轻松充电。
• 充电座仅限室内使用，而且务必保持底座干燥。

注意： 可以随时在 Sonos App 中查看 Move的剩余电量。

交流电源 100-240 VAC，约50/60 Hz，1.2A。输出：18.0 VDC，
2.5 A，45.0 W

平均工作效率 90.1%

低负载（10%）下的 
效率

85.3%

待机功耗 0.07W

充电触点 确保将音响正确插入底座并接触充电触点。

1. 阅读这些说明。

2. ???????

3. ???????

4. ???????

5. ?????????????????????????Sonos?????? 
?????????????????????????

6. ??????????????????????

7. ???????????????????????????????????????

8. ???????????????????????????????????

9.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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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12. ???????????????Sonos????????????????????????????????????????????????????????????
???????????????????????? 

13. ??????????????

14. 警告：Move 满足 IP56 防水等级要求。为降低火灾或触电风险，暴雨时不要将其放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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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Sonos One正好内置有语音助手，因此您可以使用语音在Sonos上开始播放并控制音乐：

• 可安放于隔板、柜台和宽敞的空间，或安装在墙上、天花板或扬声器落地支架上。

• 触控允许您调节音量、播放和暂停或跳过歌曲。

• 将两个Sonos One配对成左右立体声扬声器，或将这两个Sonos One作为家庭影院的后环绕音响。

• 适用于Sonos S2  或Sonos S1  兼容 （适用于Android和iOS）。

• 在准备好将Sonos One添加到您的系统后，请参见入门指南。

注意：以后，我们还将推出更多语音服务和功能。目前不是所有国家/地区都支持语音控制功能；Sonos和语
音服务同时在您所在地区推出后，我们将尽快提供此功能。

“连接”按钮

以太网端口

主交流电源输入接口

麦克风指示灯

状态指示灯

音量控制

播放/暂停

音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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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件和指示灯

注意：如果您不希望其他人（例如孩子）使用音响触摸控件控制播放或更改音量，可以在房间设置中将其禁
用。

接口面板

选择安放位置
您可以将扬声器放在任何位置。下面是几条指导原则：

• 即使紧靠墙壁放置或放在架子上，Sonos One也能发出完美的声音。为获得 佳性能，请在扬声器背面留
出至少2.5厘米（1英寸）的空间。

• Sonos One耐湿，因此可以在浴室中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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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量控制 • 触摸并按住此按钮可快速更改音量： 
• 增大音量（右）；减小音量（左）。

注意： 您还可以使用 Sonos App、语音服务或电视遥 
控器。

播放/暂停 • 按一次以播放或暂停音乐。
• 按住按钮添加在另一个房间中播放的音乐。

下一首/上一首 • 向右划动触控可跳至下一首歌曲。
• 向左划动可切换到上一首歌曲。

注意：收听电台时不能前进或后退。

 
麦克风指示灯 • 触摸麦克风指示灯可打开或关闭麦克风。

• 当指示灯点亮时，语音控制会打开，您可以使用语音
命令。

• 当指示灯关闭时，语音控制会关闭。

注意：如果您已安装语音服务并且麦克风已关闭，
您仍可以使用语音命令。只需按住  - 无
需以唤醒词开始。当您松开麦克风按钮时，
语音控制将再次关闭。

状态指示灯 指示状态。了解详情
如果灯光对您产生干扰，您可以在房间设置中将其关
闭。

“连接”按钮 按此按钮以在设置过程中建立连接。

以太网端口 您可以使用以太网电缆连接到路由器、计算机或附网存
储（NAS）设备（可选）。

主交流电源输入接口 仅可使用配备的电源线（使用第三方电源线将导致保修
单失效）。 

注意：将电源线牢牢插入，直至其与扬声器底部齐平。

https://faq.sonos.com/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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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响壁挂支架和落地支架
如需完全符合您的Sonos产品的墙壁安装套件或落地支架，请在我们网站上查看配件。 

麦克风打开/关闭

触摸  可打开和关闭麦克风。（如果您没有安装语音服务，则麦克风处于非活动状态。）

当麦克风指示灯点亮时，语音控制开启，您的语音助手可以随时响应。当麦克风指示灯熄灭时，语音控制将关
闭。 

注意：如果您已安装语音服务并且麦克风已关闭，您仍可以使用语音命令。只需按住  - 无需以唤醒词开
始。当您松开麦克风按钮时，语音控制将再次关闭。规格

功能 说明

音频

功放 两个D类数字放大器。

高音扬声器 一个高音扬声器可产生清晰准确的高频响应。

中低音扬声器 一个中低音扬声器可确保正确播放中档声频加浑厚的低音。 

立体声对 将两只音响变成分离的左右声道音响，打造更宽广、更深沉的音效。

家庭影院 添加两个扬声器作为环绕声，可打造逼真的环绕立体声效果。 

麦克风 • 远场麦克风阵列。
• 麦克风LED指示灯，硬连接到语音麦克风，提供额外的隐私控制，因此您
随时都能知道麦克风是否处于激活状态。

语音控制 集成语音控制。 

网络连接*

无线连接 使用Sonos S2：通过任何支持802.11a/b/g/n 2.4或5 GHz频段的路由器连接
到Wi-Fi网络。
使用Sonos S1：通过任何支持802.11b/g 2.4 GHz频段的路由器连接到Wi-Fi
网络。 不支持仅允许802.11n的网络配置。您可以将路由器设置更改为
802.11b/g/n，亦可将Sonos产品连接到路由器。

以太网端口 一个10/100Mbps以太网端口。如果Wi-Fi不够稳定，可将Sonos产品直接接入
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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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安全信息

常规

电源 自动切换100-240V，50-60 Hz，1A，交流通用插头

尺寸（高 x 宽 x 厚） 161.45 x 119.7 x 119.7毫米（6.36 x 4.69 x 4.69英寸）

重量 1.85千克（4.08磅）

工作温度 0ºC到40ºC （32ºF到104ºF）

存储温度 -20ºC到70ºC （-4ºF到158ºF）

防潮 采用耐高湿设计，可在装有淋浴器的浴室等环境中使用。（不具备防水或抗
水性能。） 

表面工艺 白色，带白色保护网；黑色，带黑色保护网

包装清单 Sonos One、电源线和快速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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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资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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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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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SL
用于立体声配对和家庭影院环绕声的音响。

• 设计小巧，几乎可以适合任何空间。

• 触控允许您调节音量、播放和暂停或跳过歌曲。

• 与Sonos One或另一只One SL配对成左右立体声音响，或将两只One SL作为家庭影院的后置环绕声。

• 使用Sonos App  进行设置和控制（适用于Android和iOS）。

• 在准备好将Sonos One SL添加到您的系统后，请参见入门指南。

“连接”按钮

以太网端口

主交流电源输入接口

状态指示灯

音量控制

播放/暂停

音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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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件和指示灯

注意：如果您不希望其他人（例如孩子）使用音响触摸控件控制播放或更改音量，可以在房间设置中将其禁
用。

接口面板

选择安放位置
您可以将扬声器放在任何位置。下面是几条指导原则：

• 即使紧靠墙壁放置或放在搁板上，Sonos One SL也能发出完美的声音。为获得 佳性能，请在扬声器背面
留出至少2.5厘米（1英寸）的空间。

• Sonos One SL耐湿，因此可以在浴室中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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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响壁挂支架和落地支架
如需完全符合您的Sonos产品的墙壁安装套件或音响壁挂支架和落地支架，请在我们网站上查看配件。 

音量控制 • 触摸并按住此按钮可快速更改音量： 
• 增大音量（右）；减小音量（左）。

播放/暂停 • 按一次以播放或暂停音乐。
• 按住按钮添加在另一个房间中播放的音乐。

下一首/上一首 • 向右划动触控可跳至下一首歌曲。
• 向左划动可切换到上一首歌曲。

注意： 收听电台时不能前进或后退。

状态指示灯 指示状态。了解详情
如果灯光对您产生干扰，您可以在房间设置中将其关
闭。

“连接”按钮 按此按钮以在设置过程中建立连接。

以太网端口 您可以使用以太网电缆连接到路由器、计算机或附网存
储（NAS）设备（可选）。

主交流电源输入接口 仅可使用配备的电源线（使用第三方电源线将导致保修
单失效）。 

注意： 将电源线牢牢插入，直至其与扬声器底部齐平。

https://www.sonos.com/accessories
https://faq.sonos.com/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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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 规格参数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功能 说明

音频

功放 两个D类数字放大器。

高音扬声器 一个高音扬声器可产生清晰准确的高频响应。

中低音扬声器 一个中低音扬声器可确保正确播放中档声频加浑厚的低音。 

立体声对 将两只音响变成分离的左右声道音响，打造更宽广、更深沉的音效。

家庭影院 添加两个扬声器作为环绕声，可打造逼真的环绕立体声效果。 

网络连接 *

无线连接 使用Sonos S2：通过任何支持802.11a/b/g/n 2.4或5 GHz频段的路由器连接
到Wi-Fi网络。
使用Sonos S1：通过任何支持802.11b/g 2.4 GHz频段的路由器连接到Wi-Fi
网络。 不支持仅允许802.11n的网络配置。您可以将路由器设置更改为
802.11b/g/n，亦可将Sonos产品连接到路由器。

以太网端口 一个10/100Mbps以太网端口。如果Wi-Fi不够稳定，可将Sonos产品直接接入
路由器。

常规

电源 自动切换100-240V，50-60 Hz，1A，交流通用插头

尺寸（高 x 宽 x 厚） 161.45 x 119.7 x 119.7毫米（6.36 x 4.69 x 4.69英寸）

重量 1.85千克（4.08磅）

工作温度 0ºC到40ºC （32ºF到104ºF）

存储温度 -20ºC到70ºC （-4ºF到158ºF）

防潮 采用耐高湿设计，可在装有淋浴器的浴室等环境中使用。（不具备防水或抗
水性能。） 

表面工艺 白色，带白色保护网；黑色，带黑色保护网

包装清单 Sonos One SL、电源线和快速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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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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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资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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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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高保真音响带来非凡音效 ：

• 采用全密封结构，消除了混响和回声，三个低音扬声器可以呈现浑厚低音。两个侧斜面高音扬声器可形
成超宽声场，而中央高音扬声器则可以优化人声播放。

• 使用线路输入端口连接您的唱机或其他设备，您可以通过Sonos S2 App或Apple AirPlay 2实现轻松 
控制。

• 多功能设计搭配智能方向感测。将两只音响水平放置，Five会自动分离左右声道，提供令人惊艳的立体
音效。竖直配对时，每只音响都会智能切换为单声道模式，呈现更加细腻的立体声分离和更宽的声场。

• 将两只Five配对成左右立体声音响，或将两只Five作为家庭影院的后置环绕声音响。 

• 使用Sonos App  进行设置和控制（适用于Android和iOS）。

• 在准备好将Five添加到您的Sonos系统后，请参见入门指南。

注意：前保护网不可拆卸。擅自改动保护网可能会损坏Five。

触控

向左滑动可播放上一首歌曲
（如果适用）

向右滑动可播放下一首歌曲 
（如果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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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件和指示灯

注意 ：如果您不希望其他人（例如孩子）使用音响触摸控件控制播放或更改音量，可以在房间设置中将其禁用。

音量控制 触摸并按住此按钮可快速更改音量： 
• 增大音量（右）
• 减小音量（左）

播放/暂停 • 按一次以播放或暂停音乐。
• 按住按钮添加在另一个房间中播放的音乐。

下一首/上一首歌曲 • 在触摸控件上向右滑动即可跳到下一首歌曲。
• 向左滑动可转到上一首。

注意 ：在收听电台时，您无法前进或后退。

状态指示灯 指示状态。了解详情
如果灯光对您产生干扰，您可以在房间设置中将其 
关闭。

https://faq.sonos.com/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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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器面板

选择安放位置
您可以将音响放在任何位置。为获得 佳性能，我们提供了以下几条指导原则 ：

• Five是一款结实并且功能强大的音响，应将其放置在能支持它的坚固耐用的平整表面。确保Five的橡胶
脚垫完全放在平整表面上。

• 在Five周围至少留出50毫米（2英寸）的空间，包括其电源线。

• 对于单只Five音响，我们建议将音响水平放置，以实现立体音效。

• 在室内，将F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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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效果）。

• 有关立体声对放置的信息，请参见立体声对。

“连接”按钮 按此按钮以在设置过程中建立连接。

以太网端口 您可以使用以太网电缆连接到路由器、计算机或附网存
储（NAS）设备（可选）。

交流电源（市电）输入接口 仅可使用配备的电源线（使用第三方电源线将导致保修
单失效）。 

注意 ：将电源线牢牢插入，直至其与扬声器底部齐平。

立体声音频输入接口（3.5毫米（1/8英寸）） 用于连接外部音乐播放器。

交流电源（市电）
输入接口

“连接”按钮以太网端口

立体声音频输入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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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ve防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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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响壁挂支架和落地支架
如需完全符合您的Sonos产品的墙壁安装套件或落地支架，请在我们网站上查看配件。按照套件中的说明操作。

线路输入
连接前置功放等外部源（您的唱机可能具有内置前置放大器）或其他音频设备。了解详情。

规格

功能 说明

音频 

功放 六个D类数字功放完美调音，以与六个专用扬声器单元和声学结构相匹配。

高音扬声器 三个高音扬声器可呈现出十分清脆响亮的高频响应。

中低音扬声器 三个中低音扬声器可确保您听到准确播放的中档声频加浑厚的低音，即使在
高音量时也不会失真。

相控扬声器阵列（顶部和底部各有 
三个扬声器单元）

可呈现宽阔的立体声音场，指示声音向左、向右和居中。

立体声对 将两只音响变成分离的左右声道音响，打造更宽广、更深沉的音效。

家庭影院 添加两个扬声器作为环绕声，可打造逼真的环绕立体声效果。

网络连接 *

无线连接 通过任何支持802.11a/b/g/n 2.4或5 GHz频段的路由器连接到Wi-Fi网络。

蓝牙低功耗（BLE） 暂时连接到您的移动设备以进行首次设置。

以太网端口 一个10/100Mbps以太网端口。如果Wi-Fi不够稳定，可将Sonos产品直接接入
路由器。

常规

电源 自动切换100-240 V，50-60 Hz，2.3A，交流电通用输入。

音频线路输入 自动识别3.5毫米音频线路输入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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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 6.36千克（14磅）

螺纹口 无

工作温度 0ºC到40ºC（32ºF到104ºF）

https://www.sonos.com/accessories
https://faq.sonos.com/vinyl
https://faq.sonos.com/lin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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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格参数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重要安全信息

存储温度 -20ºC到70ºC（-4ºF到158ºF）

防潮 采用耐高湿设计，可在装有淋浴器的浴室等环境中使用。（不具备防水或抗
水性能。） 

表面工艺 白色哑光面或黑色哑光面，石墨保护网

包装清单 Five、电源线和快速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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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在水附近使用本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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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资质的Sonos维修人员执行。如果本设备受到任何损坏，需对其进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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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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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
专为电视、电影和音乐等娱乐方式打造的高端智能条形音响 ：

• 支持杜比全景声的立体声效。 

• 拥有11个高性能扬声器单元，包括定制的椭圆形低音扬声器和侧斜面高音扬声器，实现饱满的低音和清
晰的对话。

• Arc先进的处理过程可创建五个相控阵列通道，从各个方向将声音传递到您的耳朵。 

• 设置轻松便捷，只需将一根电缆连接到电视上即可。优雅的设计支持以低调方式安装在墙上或置于电视
下方的书柜上。 

• 可扩展。添加一只Sub和一对Sonos音响（Sonos One或Sonos Five），即可呈现5.1环绕音效。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见Sonos家庭影院。

• 使用Sonos App  进行设置和控制（适用于Android和iOS）。

• 在准备好将Arc添加到Sonos系统后，请参见入门指南。

控件和指示灯
滑动、触摸、点击或语音控制 - 使用Sonos Arc，您可以选择以不同的方法来控制声音。

• 利用触控 ：触摸或在控件之间滑动。

• 语音控制 ：设置并利用语音打开或关闭电视，调整音量或播放音乐。

• 使用Sonos S2 App。

• 使用电视遥控器。



SONOS用户指南
 
 

音量控制 触摸进行一些小的调整，或者触摸并按住以快速调整 
音量：

• 增大音量（右）
• 减小音量（左）

注意： 您还可以使用 Sonos App、语音服务或电视遥 
控器。

播放/暂停 触摸可播放或暂停声音。

下一首/上一首
（仅限音乐）

• 在触摸控件上向右滑动即可跳到下一首歌曲。
• 向左滑动可转到上一首。

注意： 在收听电台时，您无法前进或后退。

减小音量 增大音量

播放/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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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器面板

 

 
麦克风指示灯 • 触摸麦克风指示灯可打开或关闭麦克风。

• 当指示灯点亮时，语音控制会打开，您可以使用语音
命令。

• 当指示灯关闭时，语音控制会关闭。

注意：如果您已安装语音服务并且麦克风已关闭，
您仍可以使用语音命令。只需按住  - 无
需以唤醒词开始。当您松开麦克风按钮时，
语音控制将再次关闭。

状态指示灯 指示状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https://faq.sonos.com/led。

交流电源（市电）输入接口 仅可使用配备的电源线（使用第三方电源线将导致保修
单失效）。 

注意： 将电源线牢牢插入，直至其与扬声器齐平。

“连接”按钮 按此按钮以在设置过程中建立连接。

HDMI端口 交流电源（市电）输入接口

以太网端口

“连接”按钮

https://faq.sonos.com/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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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安放位置
您可以将Sonos Arc安装到电视下方，或者放在书柜上。 

放在书柜上

• 横放在稳定且水平的表面上。

• 在Sonos Arc顶部和电视底部之间（如果将Arc放在电视下方），请保持4.0英寸（102毫米）（ 小）空间
（ 小）。

• 不要垂直放置或侧放。

• 确保触摸控件朝上。

壁挂支架

要将Sonos Arc安装到墙上，请参见壁挂支架。

连接电缆

开始操作之前

1. 断开电视与现有家庭影院或环绕立体声设备的连接。 

2. 将任何外部设备（例如有线电视盒或DVD播放机）直接连接到电视。

3. 打开电视。

以太网端口 您可以使用以太网电缆连接到路由器、计算机或附网 
存储（NAS）设备（可选）。

HDMI端口 用于将Sonos Arc连接到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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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电源线

1. 将电源线牢固插入Arc的电源端口，直至完全连接。

2. 将另一端插入电源插座。 

注意 ： 仅可使用配备的电源线（使用第三方电源线将导致保修单失效）。

电源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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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Sonos Arc连接到电视

使用HDMI电缆将条形音响连接到电视。如果您的电视没有ARC或eARC端口，则还需要使用光学适配器（App会指
导您完成设置操作）。

1. 将HDMI电缆完全插入Arc的HDMI端口。

2. 将HDMI电缆连接到电视 ： 

• 如果您的电视有HDMI ARC或eARC端口，则将HDMI电缆直接插入标有ARC、eARC或ARC/eARC的电视端口。

• 如果您的电视没有HDMI ARC端口，则需要将光纤音频适配器（随附）连接到电视的数字音频输出。

HDMI ARC或eARC

HDMI ARC是一个特殊端口，看起来像标准的HDMI端口 - 它可能位于电视的背面或侧面。这些端口看起来相似，
但ARC端口将标记为ARC、eARC或ARC/eARC。如果将Sonos Arc连接到标准HDMI端口，则不会听到任何声音。 

注意：如果电视没有ARC端口，则使用光纤音频适配器（随附）将Sonos Arc连接到电视的数字音频输出。 

数字音频输出

如果您的电视没有HDMI ARC或eARC端口，则使用光纤音频适配器（随附）连接到电视的数字音频输出端口。

1. 取下适配器上的保护盖。

HDMI电缆

HDMI ARC或eARC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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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HDMI电缆连接到光纤适配器。

3. 将光纤适配器连接到电视的数字光纤输出端口。

注意 ：光纤适配器的端口为“D形”：确保连接器与端口正确对准。适配器插入方式不当可能会损坏电缆。

如果您尚未安装Sonos App（免费），请从应用商店下载。您需要使用它设置和控制Sonos系统。请参见入门指

南。

麦克风开/关

触摸Sonos Arc上的  即可打开或关闭麦克风。（如果您没有安装语音服务，则麦克风处于非活动状态。）

当麦克风指示灯点亮时，语音控制开启，您的语音助手可以随时响应。当麦克风指示灯熄灭时，语音控制将 
关闭。 

注意：如果您已安装语音服务并且麦克风已关闭，您仍可以使用语音命令。只需按住  - 无需以唤醒词开
始。当您松开麦克风按钮时，语音控制将再次关闭。

壁挂支架

指导原则

• 使用Sonos Arc墙壁安装套件。您可以在www.sonos.com上购买。按照套件中的说明操作。

• Sonos Arc与电视之间至少留出102毫米（4.0英寸）的空间。 

• 确保触摸控件朝上。

• 为了获得 佳音质，Arc的两端与墙或其他障碍物之间至少要留出30厘米（1英尺）距离。

壁挂支架套件清单

光纤适配器

HDMI电缆

取下保护盖 

https://www.sonos.com


SONOS用户指南
• 壁挂支架

• 定位导轨（请勿丢弃 - 它看起来可能像包装材料）

• 2个旋钮

• 6个墙壁预埋件

• 6颗螺丝 

注意：请勿丢弃定位导轨。它容易与包装材料混淆。

1. 如果您的电视安装在墙上，请将定位导轨靠墙放置，并将上边缘与电视的底部对齐。壁挂支架的顶部和电

视之间应有5.5英寸（140毫米）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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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记螺丝位置并移除导轨。有关放置帮助，请参见墙壁安装信息。

3. 如果您使用随附的墙壁预埋件，请使用8毫米（5/16英寸）钻头钻出导孔，然后插入墙壁预埋件。如果您在

木头或塑料上钻孔，请勿使用预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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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墙壁安装支架对准标记的螺丝位置，并使用水平仪确认精度。使用十字头螺丝刀或电钻将支架固定到墙

上，并确保中心箭头朝上。 

5. 将两颗旋钮拧到条形音响的背面，直至完全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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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电源和HDMI电缆连接到条形音响的背面。

注意 ：如果您此时将电缆连接到电视，请务必将HDMI电缆插入电视上的HDMI ARC或eARC端口。

7. 将条形音响向下滑动，使旋钮落入壁挂支架上的插槽。确保触摸控件朝上，条形音响充分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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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壁安装信息

规格

墙体材料 预钻孔 是否使用墙壁预埋件 使用螺丝数量

栊骨 3毫米（1/8英寸）钻头 否 2

石膏板（无壁骨） 8毫米（5/16英寸）钻头 是 6

石膏 8毫米（5/16英寸）钻头 否，需要使用系墙螺栓
（未随附）

2-6

混凝土或砖块 8毫米（5/16英寸）钻头 是 2-6

功能 说明

音频

功放 十一个D类数字放大器。

椭圆形低音扬声器 八个全频低音扬声器确保您能够听到忠于原声的中频回放以及深沉丰富的 
低音。

高音扬声器 三个丝绸球顶高音扬声器可以保证清晰的高频响应。

麦克风 • 四个麦克风阵列。 
• LED指示灯硬连接到语音麦克风，提供隐私控制，因此您随时都能知道 
麦克风是否处于激活状态。

语音控制 集成语音控制。 

系统要求 包含HDMI ARC或光纤数字音频输出的电视、宽带网络和Sonos S2 App。

网络连接 *

无线连接 通过任何支持802.11b/g/n 2.4 GHz频段的路由器连接到Wi-Fi网络。

以太网端口 一个10/100 Mbps以太网端口。如果Wi-Fi不稳定，您可以使用以太网电缆直
接连接到路由器。

常规

电源 自动切换100-240 V，50-60 Hz，3.5A，交流电通用输入。 

尺寸（高 x 宽 x 厚） 87 x 1141.7 x 115.7毫米（3.4 x 45 x 4.5英寸） 

重量 6.25千克（13.78磅）

工作温度 0°C到40°C（32°F到104°F）

存储温度 -20°C到50°C（-4°F到122°F）

控制 使用遥控器、语音、触摸控件或Sonos S2 App。

可支持设备 用HDMI电缆连接到电视（随附或未随附光纤适配器）。播放电视所连接的来
源的内容，包括有线电视盒和游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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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格参数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重要安全信息

包装清单 Sonos Arc、交流电源线、HDMI电缆、光纤音频适配器、快速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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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的产品安装在墙上 ：
• 墙壁安装不当或不充分可能会导致设备掉落，造成人身伤害。
• 切勿在Sonos产品或墙壁安装支架上悬挂物品。
• 安装在墙壁上之后，请定期检查以确保螺丝保持牢固。

5.请勿在水附近使用本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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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在设备周围留出10厘米（4英寸）的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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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资质的Sonos维修人员执行。如果本设备受到任何损坏，需对其进行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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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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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m （第 2 代）
适用于电视、音乐等娱乐方式的紧凑型智能条形音响—

• 五个D类数字放大器经过调校，完美匹配扬声器单元以及条形音响独特的声学结构，可呈现动感十足的
低音、水晶般清晰的对话和全景声场。

• 在杜比全景声呈现的宽阔声场中，感受声音围绕全身的3D聆听体验。

• 在电视关闭时，通过Wi-Fi流式播放音乐、广播、播客和有声读物等内容。

• 只需两根线缆和智能Trueplay™调音功能即可轻松设置。 

• 随着时间的推移灵活扩展您的系统，享受真正的环绕声和多房间聆听。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Sonos家庭
影院。

• 使用Sonos App  进行设置和控制（适用于Android和iOS）。

• 在准备好将Beam（第2代）添加到Sonos系统后，请参阅入门指南。

控件和指示灯
滑动、触摸、点击或语音控制 - 使用Sonos Beam，您可以选择以不同的方法来控制声音。

• 您的现有电视遥控器

• Beam的触摸控件

• 您的语音（设置了语音服务时）

• Sonos S2 App

• 在搭载iOS 11.4及更高版本的Apple设备上使用AirPl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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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量控制 触摸以小幅调整或按住以快速调整音量：
• 增大音量（右）
• 减小音量（左）

注意： 您还可以使用 Sonos App、语音服务或电视遥 
控器。

播放/暂停 • 触摸可播放或暂停。按住可与Sonos系统中的其他房
间和产品并为一组。 

下一首/上一首
（仅限音乐）

• 在触摸控件上向右滑动即可跳到下一首歌曲。
• 向左滑动可播放上一首歌曲。

注意： 收听电台时不能前进或后退。

 
麦克风指示灯 触摸麦克风指示灯可打开或关闭麦克风。指示灯硬连接

到麦克风，提供隐私控制。 
• 当指示灯点亮时，语音控制会打开，您可以使用语音
命令。

• 当指示灯熄灭时，语音控制将关闭。

注意：如果您已安装语音服务并且麦克风已关闭，
您仍可以使用语音命令。只需按住  - 无
需以唤醒词开始。当您松开麦克风按钮时，
语音控制将再次关闭。

状态指示灯 指示状态。 了解详情

麦克风指示灯

减小音量 增大音量

状态指示灯
播放 /暂停

https://faq.sonos.com/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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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您想禁用Beam的触摸控件，从而无法通过音响控制播放和音量，请在Sonos App中转到设置 > 系
统，然后选择Beam。

连接器面板

 

交流电源（市电）输入接口 仅可使用配备的电源线（使用第三方电源线将导致保修
单失效）。 

注意： 将电源线牢牢插入，直至与条形音响齐平。

“连接”按钮 按此按钮以在设置过程中建立连接。

以太网端口 如果要将Beam连接到局域网（LAN），请使用以太网线
缆。

HDMI端口 用于将条形音响连接到电视。

HDMI端口

以太网端口

交流电源（市电）输入接口

“连接”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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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安放位置
您可以将Beam壁挂式安装到电视上方或下方，或者放在电视柜上。 

放在电视柜上

• 横放在稳定且水平的表面上，距离电视至少50毫米（2英寸）。

• 不要垂直放置或侧放。

• 不要阻挡电视的红外传感器。

• 如果放在电视柜上，则应放在前方，并要在两侧至少留出50毫米（2英寸）的间隙，以便获得 佳音质。 

• 在Beam上方至少留出25毫米（1英寸）的空间，以免妨碍使用触摸控件。 

• 为了获得 佳音质，Beam的两端与墙或其他障碍物之间至少要留出30厘米（1英尺）距离。

壁挂支架

您可以使用兼容的壁挂支架将条形音响固定在墙上。我们推荐使用定制设计的Sonos Beam壁挂支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壁挂支架。

连接线缆

准备工作

1. 断开电视与现有家庭影院或环绕立体声设备的连接。 

2. 将任何外部设备（例如有线电视盒或DVD播放机）直接连接到电视。

3. 打开电视。

连接电源线

1. 将电源线牢固插入Beam的电源端口，直至完全连接。

2. 将另一端插入电源插座。 

注意： 仅可使用配备的电源线（使用第三方电源线将导致保修单失效）。

将Beam连接到电视

使用HDMI线缆将条形音响连接到电视。如果您的电视没有ARC或eARC端口，则还需要使用光纤适配器 （App会指
导您完成设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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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HDMI线缆完全插入Beam的HDMI端口。

2. 将HDMI线缆连接到电视：

• 如果您的电视有HDMI ARC或eARC端口，则将HDMI线缆直接插入标有ARC、eARC或ARC/eARC的电视端口。

• 如果您的电视没有HDMI ARC端口，则需要将光纤音频适配器（随附）连接到电视的数字音频输出。

HDMI ARC或eARC

HDMI ARC是一个特殊端口，看起来像标准的HDMI端口；它可能位于电视的背面或侧面。这些端口看起来相似，
但ARC端口会标记为ARC、eARC或ARC/eARC。如果将Sonos Beam连接到标准HDMI端口，则不会听到任何声音。 

注意：如果电视没有ARC端口，则使用Sonos光纤音频适配器（随附）将Beam连接到电视的 
数字音频输出。 

数字音频输出

如果您的电视没有HDMI ARC或eARC端口，则使用Sonos光纤音频适配器（随附）连接到电视的数字音频输出端
口。

1. 取下适配器上的保护盖。

电视的HDMI ARC 或 eARC端口

Beam的 HDMI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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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HDMI线缆连接到光纤适配器。

3. 将光纤适配器连接到电视的数字光纤输出端口。

Sonos光纤音频适配器

HDMI线缆

取下保护盖

电视的光纤数字输出端口

Beam的 HDMI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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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光纤适配器的端口为“D形”：确保连接器与端口正确对准。适配器插入方式不当可能会损坏 
电缆。

如果您尚未安装Sonos App（免费），请从应用商店下载。您将用它来设置和控制Sonos系统。请参见入门指南。

麦克风打开/关闭

触摸Beam上的  即可打开或关闭麦克风。（如果您没有安装语音服务，则麦克风处于非活动状态。）

当麦克风指示灯点亮时，语音控制开启，您的语音助手可以随时响应。当麦克风指示灯熄灭时，语音控制将关
闭。 

注意：如果您已安装语音服务并且麦克风已关闭，您仍可以使用语音命令。只需按住  - 无需以唤醒词开
始。当您松开麦克风按钮时，语音控制将再次关闭。

壁挂支架

指南

• 使用Sonos Beam壁挂支架套件。您可以在www.sonos.com上购买。按照套件中的说明操作。

• 在Beam上方至少留出25毫米（1英寸）的空间，以免妨碍使用触摸控件。 

• 如果要安装在电视上方，请确保其高度不影响您使用触控功能。 

• 为了获得 佳音质， Beam 的两端与墙或其他障碍物之间至少要留出 30 厘米（1 英尺）距离。

壁挂支架套件清单

• 壁挂支架

• 4个墙壁预埋件

• 4颗墙壁膨胀螺丝

• 2颗螺丝

注意：请勿丢弃模板。它容易与包装材料混淆。

https://www.son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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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胶带将卡纸模板粘贴到电视上方或下方的墙上。使用水平仪。至少留出25毫米（1英寸）的空间， 

以免妨碍使用Beam的触摸控件。（请勿垂直安装Beam。） 

2. 在安装孔的中心做上标记，然后取走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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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8毫米（5/16英寸）钻头钻一个导孔（参见壁挂式安装信息）。

4. 插入并固定墙壁膨胀管（如果是在木头上钻孔，则不要使用膨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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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托架安放在墙上，然后稍稍拧紧墙壁膨胀螺丝以固定托架。用水平仪检查，然后拧紧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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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电源和HDMI线缆连接到Beam。

7. 将Beam安放到托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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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将Beam插入托架并用固定螺丝拧紧。

壁挂式安装信息

规格

墙体材料 预钻孔 是否使用墙壁预埋件 是否使用螺丝

栊骨 3毫米（1/8英寸）钻头 否 是

石膏板（无壁骨） 8毫米（5/16英寸）钻头 是 是

硬墙纸板或双层板 8毫米（5/16英寸）钻头 是 是

石膏 8毫米（5/16英寸）钻头 否，需要使用系墙螺栓 是

混凝土或砖块 8毫米（5/16英寸）钻头 是 是

功能 说明

音频

放大器 五个D类数字放大器。

低音扬声器 四个全频低音扬声器确保您能够听到忠于原声的中频人声回放以及深沉丰富
的低音。

高音扬声器 一个高音扬声器可呈现干净通透的高频和清晰的对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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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整EQ 使用Sonos App调节低音、高音和响度。

麦克风阵列 • 五个远场麦克风阵列使用高级波束赋形技术和多通道回波消除技术， 
因此您的语音助手可以随时激活。

• 麦克风指示灯硬连接到语音麦克风，提供隐私控制，因此您可得知麦克
风是否处于开启状态。

系统要求 包含HDMI ARC/eARC端口或者光纤数字音频输出的电视、宽带网络和Sonos 
App。

软件

Sonos S2 使用 新一代Sonos App （适用于Apple或Android设备）设置和控制。

Apple AirPlay 2 支持在运行iOS 11.4及更高版本的Apple设备上使用AirPlay 2控制。

语音 支持Amazon Alexa和Google Assistant。 

杜比全景声 在3D空间中投射特定声音效果以实现360°环绕音效。

Trueplay? 针对房间的独特声学特性，动态调整音响的声效（需要iOS设备）。

语音增强 在App中开启可使电视对话更加清晰。 

夜间音效 在App中开启可降低电视响亮音效的强度。 

常规

尺寸（高 x 宽 x 厚） 68.6 x 651 x 100毫米（2.70 x 25.63 x 3.94英寸） 

颜色 黑色、白色

饰面 哑光

重量 2.8千克（6.2磅）

音响状态指示灯 位于徽标上方；可显示音响的Wi-Fi连接状态，并在静音状态和信号出错时
提供指示。

麦克风指示灯 位于顶部面板上；硬连接到麦克风阵列，提供隐私控制，因此您始终可以得
知麦克风是否处于开启状态。当指示灯熄灭时，表示麦克风已关闭。

工作温度 0°C到40°C（32°F到104°F）

存储温度 -20°C到50°C（-4°F到122°F）

控制 使用电视遥控器、语音、触摸控件或Sonos App。

CPU 四核；1.4 GHz A-53

内存 1GB SDRAM；4GB NV

安装 螺纹安装12.7毫米（0.5英寸）/10-32螺纹安装插座

包装清单 Beam（第2代）、交流电源线（2米/6英尺）、HDMI线缆（1.5米/4.9英尺）、
Sonos光纤音频适配器、快速入门指南。

功能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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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格参数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电源和连接

电源 自动切换100-240 V，50-60 Hz 2.5A交流电源输入。

Wi-Fi 通过任何支持802.11b/g/n 2.4 GHz频段的路由器连接到Wi-Fi网络。不支持
仅允许802.11n的网络配置 - 您可以将路由器设置更改为802.11 b/g/n，或
者将Sonos产品连接到路由器。

HDMI ARC / eARC 使用随附的HDMI线缆连接到电视的HDMI eARC或HDMI ARC端口。

光纤 如果您的电视没有HDMI ARC端口，则需要使用随附的Sonos光纤音频适配器
将条形音响连接到电视。

以太网 一个用于以有线方式连接到路由器的端口（可选）。

红外接收器 与电视遥控器同步以简化控制。

可支持设备 用HDMI电缆连接到电视（使用或不使用随附的光纤适配器）。播放电视所连
接的来源的内容，包括有线电视盒和游戏机。 

功能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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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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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的产品安装在墙上：

• 墙壁安装不当或不充分可能会导致设备掉落，造成人身伤害。
• 切勿在Sonos产品或墙壁安装支架上悬挂物品。
• 安装到墙壁上之后，请定期检查以确保螺丝保持牢固。

6. 请勿在水附近使用本设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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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切勿堵塞任何通风口。按照制造商说明进行安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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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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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只使用厂家指定的附件 / 配件。

12. 雷雨天气或长期不使用本设备时，应拔出其电源插头。

13. 本设备的一切维修应由具有资质的 Sonos 维修人员执行。如果本设备受到任何损坏，需对其进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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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电源插头应能随时从插座拔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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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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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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m
专为您的电视打造的智能紧凑型条形音响：

• 随心播放：音乐、电视、电影、播客、电台、有声读物和视频游戏。

• 外形小巧，适合安装到电视上方或下方的墙上，或者放在书柜上。

• 小到中型房间的首选。 

• 麦克风打开/关闭，这样就能通过语音加以控制，解放双手。

• 设置轻松便捷，只需将一根电缆连接到电视上即可。 

• 可扩展。添加一个Sub及两个Sonos扬声器，例如两个Play:1，即可呈现5.1环绕音效。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见Sonos家庭影院。

• 适用于Sonos S2  或Sonos S1  兼容 （适用于Android和iOS）。

• 在准备好将Beam添加到您的Sonos系统后，请参见入门指南。

控件和指示灯
滑动、触摸、点击或语音控制：使用Beam，您可以选择以不同的方法来控制声音。

• 利用触控：触摸或在控件之间滑动。

• 语音控制：设置并利用语音打开或关闭电视，调整音量或播放音乐。

• 使用App。

• 使用电视遥控器。

麦克风指示灯

减小音量 增大音量

状态指示灯
播放/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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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您不希望其他人（例如孩子）使用音响触摸控件控制播放或更改音量，可以在房间设置中将其禁
用。

音量控制 触摸进行一些小的调整，或者触摸并按住以快速调整 
音量：

• 增大音量（右）
• 减小音量（左）

注意： 您还可以使用 Sonos App、语音服务或电视遥 
控器。

播放/暂停 触摸可播放或暂停声音。

下一首/上一首
（仅限音乐）

• 向右划动触控可跳至下一首歌曲。
• 向左划动可切换到上一首歌曲。

注意： 收听电台时不能前进或后退。

 
麦克风指示灯 • 触摸麦克风指示灯可打开或关闭麦克风。

• 当指示灯点亮时，语音控制会打开，您可以使用语音
命令。

• 当指示灯关闭时，语音控制会关闭。

注意：如果您已安装语音服务并且麦克风已关闭，
您仍可以使用语音命令。只需按住  - 无
需以唤醒词开始。当您松开麦克风按钮时，
语音控制将再次关闭。

状态指示灯 指示状态。了解详情
如果灯光对您产生干扰，您可以在房间设置中将其关
闭。

https://faq.sonos.com/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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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面板

 

选择安放位置
您可以将Beam安装到电视上方或下方的墙上，或者放在书柜上。 

放在书柜上

• 平放到一个稳定的水平面上，至少与电视相距50毫米（2英寸）。

• 不要垂直放置或侧放。

• 不要阻挡电视的红外传感器。

• 如果放在电视柜的隔板上，则应放在前方，并要在两侧至少留出50毫米（2英寸）的间隙，以便获得 佳
音质。 

• 在Beam上方至少留出25毫米（1英寸）的空间，以方便接触到触控。 

• 为了获得 佳音质，Beam的两端与墙或其他障碍物之间至少要留出30厘米（1英尺）距离。

主交流电源输入接口 仅可使用配备的电源线（使用第三方电源线将导致保修
单失效）。 

注意： 将电源线牢牢插入，直至其与扬声器齐平。

“连接”按钮 按此按钮以在设置过程中建立连接。

以太网端口 您可以使用以太网电缆连接到路由器、计算机或附网存
储（NAS）设备（可选）。

HDMI端口 用于将条形音响连接到电视。

“连接”按钮

HDMI端口

以太网端口

主交流电源输入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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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挂支架

要将Beam安装在墙上，请参见壁挂支架。

连接电缆

开始操作之前

1. 断开电视与现有家庭影院或环绕立体声设备的连接。 

2. 将任何外部设备（例如有线电视盒或DVD播放机）直接连接到电视。

连接电源线

1. 将电源线牢牢插入Beam的主交流电源端口，直至完全连接。

2. 将电源线的另一端插入主交流电源。 

注意：仅可使用配备的电源线（使用第三方电源线将导致保修单失效）。

将Beam连接到电视

使用HDMI电缆将条形音响连接到电视。您也可能需要使用光纤适配器（App会告诉您）。

1. 将HDMI电缆完全插入Beam的HDMI端口。

2. 将HDMI电缆连接到电视。您有两种选择：

• 如果您的电视带有HDMI ARC端口，将HDMI电缆直接连接到电视的HDMI ARC端口。

• 如果您的电视没有HDMI ARC端口，将光纤适配器连接到HDMI电缆，然后再将其连接到电视的数字光纤输
出端口。

如果您的电视带有HDMI ARC端口
HDMI ARC是类似标准HDMI端口的一种特殊端口。虽然它们外观相似，但是如果连接到标准HDMI端口，您会听不
到声音。 

1. 在电视的音频输出接口面板上，找到一个HDMI ARC端口。 

它可能位于电视的背面或侧面。

如果标签上带有“ARC”字样，您就能知道它是一个ARC端口。

HDMI端口

HDMI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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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HDMI电缆连接到电视的HDMI ARC端口。

注意：如果在标签上没有“ARC”字样，则表明它不是正确的端口。请参见如果您的电视没有HDMI ARC端口。

如果您的电视没有HDMI ARC端口
您需要使用光纤音频适配器。

1. 取下光纤适配器上的保护盖。

电视的HDMI ARC端口

Beam的HDMI端口

https://www.sonos.com/optical-adap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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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HDMI电缆连接到光纤适配器。

3. 将光纤适配器连接到电视的数字光纤输出端口。

注意：光纤适配器的端口为“D形”：确保连接器与端口正确对准。适配器插入方式不当可能会损坏 
电缆。

如果尚未安装App，请从App Store下载。您将用它来设置和控制Sonos系统。请参见入门指南。

光纤适配器

HDMI电缆

取下保护盖 

电视的数字光纤输出端口

Beam的HDMI端口

连接到HDMI电缆的光纤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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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风打开/关闭

触摸  可打开和关闭麦克风。（如果您没有安装语音服务，则麦克风处于非活动状态。）

当麦克风指示灯点亮时，语音控制开启，您的语音助手可以随时响应。当麦克风指示灯熄灭时，语音控制将关
闭。 

注意：如果您已安装语音服务并且麦克风已关闭，您仍可以使用语音命令。只需按住  - 无需以唤醒词开
始。当您松开麦克风按钮时，语音控制将再次关闭。

壁挂支架

指导原则

• 使用Beam墙壁安装套件。您可以在www.sonos.com上购买。按照套件中的说明操作。

• 在Beam上方至少留出25毫米（1英寸）的空间，以方便接触到触控。

• 如果要安装在电视上方，请确保其高度允许进行触控。 

• 为了获得 佳音质，Beam的两端与墙或其他障碍物之间至少要留出30厘米（1英尺）距离。

壁挂支架套件清单

• 壁挂支架

• 4个墙壁预埋件

• 4个墙螺栓

• 2个螺丝

注意：请勿丢弃模板。它容易与包装材料混淆。

https://www.son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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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胶带将纸板模板粘贴到电视上方或下方的墙上。使用水平仪。至少留出25毫米（1英寸）距离以方便接触

到Beam的触控。（请勿垂直安装Beam。） 

2. 在安装孔的中心做上标记，然后取走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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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8毫米（5/16英寸）钻头钻一个导孔（参见墙壁安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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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插入并固定墙壁预埋件（如果是在木头上钻孔，则不要使用预埋件）。

5. 将托架安放在墙上，然后稍稍拧紧墙螺栓以将其固定。用水平仪检查，然后拧紧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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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电源和HDMI电缆连接到Beam。

7. 将Beam安放到托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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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将Beam插入托架并用固定螺钉拧紧。

墙壁安装信息

墙体材料 预钻孔 是否使用墙壁预埋件 是否使用螺丝

栊骨 3毫米（1/8英寸）钻头 否 是

石膏板（无壁骨） 8毫米（5/16英寸）钻头 是 是

硬墙纸板或双层板 8毫米（5/16英寸）钻头 是 是

石膏 8毫米（5/16英寸）钻头 否，需要使用系墙螺栓 是

混凝土或砖块 8毫米（5/16英寸）钻头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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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 规格参数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功能 说明

音频

功放 五个D类数字功放。

椭圆形低音扬声器 四个全频低音扬声器可确保您听到准确播放的中档声频加浑厚的低音。

高音扬声器 一个高音扬声器可产生清脆响亮的高频响应。

麦克风 • 五个远场麦克风阵列用于高级波束形成和多通道回波消除。
• LED指示灯硬连接到语音麦克风，提供隐私控制，因此您随时都能知道麦
克风是否处于激活状态。

语音控制 集成语音控制。 

系统要求 包含HDMI ARC或光纤数字音频输出的电视、宽带网络和Sonos App。

网络连接*

无线连接 使用Sonos S2：通过任何支持802.11b/g/n 2.4 GHz频段的路由器连接到Wi-Fi
网络
使用Sonos S1：通过任何支持802.11b/g 2.4 GHz频段的路由器连接到Wi-Fi
网络。 不支持仅允许802.11n的网络配置。您可以将路由器设置更改为
802.11b/g/n，亦可将Sonos产品连接到路由器。

以太网端口 一个10/100 Mbps以太网端口。如果Wi-Fi不够稳定，可将Sonos产品直接接
入路由器。

常规

电源 自动切换100-240V，50-60 Hz，2.5A，交流通用插头。 

尺寸（高 x 宽 x 厚） 68 x 651 x 100毫米（2.68 x 25.63 x 3.94英寸） 

重量 2.8千克（6.2磅）

工作温度 0ºC到40ºC （32ºF到104ºF）

存储温度 -20ºC到50ºC （-4ºF到122ºF）

控制 使用遥控器、语音、触控或Sonos App。

可支持设备 用HDMI电缆连接到电视（随附或未随附光纤适配器）。播放电视所连接的来
源的内容，包括有线电视盒和游戏机。 

包装清单 Beam、交流电源线、HDMI电缆、光纤适配器、快速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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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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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的产品安装在墙上：
• 墙壁安装不当或不充分可能会导致设备掉落，造成人身伤害。
• 切勿在Sonos产品或墙壁安装支架上悬挂物品。
• 安装在墙壁上之后，请定期检查以确保螺丝保持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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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资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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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p
Amp带有一个可支持大型或小型扬声器的高级内置数字功放，使您在任何房间都能享受美妙音质。 

• 支持书架式、落地式、入墙式和吊顶式扬声器。

• 连接电视，打造终极娱乐系统。

• 使用Sonos App和AirPlay在线播放您喜爱的各种内容。

• 可插入任意音频设备（如唱机或手机），放声聆听。

• 适用于Sonos S2  或Sonos S1  兼容 （适用于Android和iOS）。

• 在准备好将Amp添加到Sonos系统后，请参见入门指南。

控件和指示灯
划动、触摸或点击：Amp让您可选择以不同的方式控制声音。

• 使用Amp上的触控件。

• 使用我们的App。

• 使用电视遥控器。

状态指示灯

状态指示灯
红外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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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您不希望其他人（例如孩子）使用音响触摸控件控制播放或更改音量，可以在房间设置中将其禁
用。

接口面板

状态指示灯 指示状态。了解详情
如果灯光对您产生干扰，您可以在房间设置中将其关
闭。

音量控制 触摸进行一些小的调整，或者触摸并按住以快速调整 
音量：

• 增大音量（右）
• 减小音量（左）

注意： 您也可以使用App和遥控器。

播放/暂停 触摸可播放或暂停声音。
• 电视 — 当电视打开时，触摸  可打开和关闭声
音。

• 音乐 — 当电视关闭时，触摸  可暂停或重新播
放音乐。 

下一首/上一首
（仅限音乐）

• 向右划动触控可跳至下一首歌曲。
• 向左划动可切换到上一首歌曲。

注意： 收听电台时不能向前跳过或后退。

红外传感器 红外传感器（IR）可接收遥控器发出的信号。 

HDMI ARC

“连接”按钮

交流电源
（主）端口

模拟音频输入接口

以太网端口

扬声器接线端

低音炮输出接口

https://faq.sonos.com/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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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用Amp做什么？

通过您喜爱的扬声器播放音乐

将您喜欢的书架式、落地式、入墙式或吊顶式扬声器连接到Amp，在线播放您喜爱的所有音乐。连接唱片机、立
体声唱机或便携式音乐播放器，并在任何Sonos扬声器上播放声音。

优化您的电视声音

将Amp连接到电视，打造终极娱乐系统。 

• 使用Amp和一对第三方扬声器创建两个前置声道。 

• 如果您已有一个Sonos家庭影院音响（Beam、Playbase、Playbar或其他Amp）连接到电视，则将Amp与第三
方扬声器配合使用以添加环绕立体声。

（如要获得更浑厚的音效，添加Sonos Sub或连接第三方低音炮。）

有关设置信息，请参见将Amp连接到电视。

选择安放位置
您可以将Amp放置在电子设备支架、搁板或电视柜等任何地方。

安装在支架上

• Amp可安装在任何电子设备支架上。

• 将两个Amp并排放置在一个2U支架上。

• 将四个Amp放置在一个3U支架上。

放在书柜上

• 平放到一个稳定的水平面上，至少与电视相距76毫米(3英寸)。

• 不要阻挡电视的红外传感器。

HDMI ARC 使用HDMI数据线将Amp连接到电视的HDMI ARC端口。

“连接”按钮 按此按钮以在设置过程中建立连接。

主交流电源端口 仅可使用配备的电源线（使用第三方电源线将导致保修
单失效）。 

注意： 将电源线牢牢插入。

模拟音频输入接口 使用标准RCA音频线将Amp的模拟音频输入接口连接到独
立音频组件（唱机或便携式音乐播放器）的音频输出接
口。

以太网端口（2） 您可以使用以太网电缆连接到路由器、计算机或附网存
储（NAS）设备（可选）。

低音炮输出接口

注意： 如果要断开低音炮，请确保从Amp输出接
口上断开低音炮线。

使用标准RCA线将已通电的低音炮连接到此输出接口上。
当电缆连接到低音炮输出接口时，系统将对其进行检测
并自动调整交叉频率。 

扬声器接线端 使用高质量音响线将扬声器连接到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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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放在电视柜的隔板上，则应放在前方，并要在四侧至少留出76毫米（3英寸）的间隙。

• Amp的前方不能有任何遮挡，以便接触到触控。 

连接电缆

连接所需的扬声器

8 ohm扬声器的额定功率至少为125W，4 ohm扬声器的额定功率至少为200W。请勿连接额定阻抗小于4 ohm的扬
声器。

注意：Amp可以驱动标称阻抗大于4 ohm的扬声器。同时还支持两对并联的8 ohm扬声器。请勿将扬声器进行串
联，以免导致音质不佳。

1. 从香蕉插头上取下保护盖，以露出连接孔。

2. 将音响线裸露端插入连接孔，然后将保护盖重新安装到香蕉插头上以固定连接。

注意：将每个扬声器的红色（+）和黑色（-）接线端连接到Amp上相应的香蕉插头和接线端。极性匹配错误
将导致主音微弱，声音方向感失真。 

3. 将香蕉插头插入Amp背面正确的扬声器接线端。 

4. 重复操作，安装其他音响线。

连接电源线

连接电源线并将Amp接通电源。

您将使用我们的APP来设置和控制Sonos系统。如果尚未安装Sonos App，请从App Store下载。请参见控件和指
示灯。

将Amp连接到电视

使用HDMI数据线将Amp连接到电视。完成连接后，Amp会创建两个前置声道，并通过您喜爱的非Sonos扬声器播放
电视声音。

注意：您也可能需要使用光纤适配器（App会告诉您）。

1. 将HDMI电缆完全插入Amp的HDMI端口。

2. 将HDMI电缆连接到电视。您有两种选择：

• 如果您的电视带有HDMI ARC端口，将HDMI电缆直接连接到电视的HDMI ARC端口。

• 如果您的电视没有HDMI ARC端口，将光纤适配器连接到HDMI电缆，然后再将其连接到电视的数字光纤输
出端口。

https://www.sonos.com/optical-adap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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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电视带有HDMI ARC端口

HDMI ARC是类似标准HDMI端口的一种特殊端口。虽然它们外观相似，但是如果连接到标准HDMI端口，您会听不
到声音。 

1. 在电视的音频输出接口面板上，找到HDMI ARC端口。 

它可能位于电视的背面或侧面。找到标签上标有“ARC”的端口。

2. 将HDMI电缆连接到电视的HDMI ARC端口。

注意：如果未能找到标签上标有“ARC”的端口，则您的电视没有HDMI ARC端口。请参见如果您的电视没有
HDMI ARC端口。

如果您的电视没有HDMI ARC端口

您需要使用光纤音频适配器。

1. 取下光纤适配器上的保护盖。

2. 将HDMI电缆连接到光纤适配器。

3. 将光纤适配器连接到电视的数字光纤输出端口。

注意：光纤适配器的端口为“D形”：确保连接器与端口正确对准。适配器插入方式不当可能会损坏 
电缆。

您将使用我们的APP来设置和控制Sonos系统。如果尚未安装Sonos App，请从App Store下载。请参见控件和指
示灯。

线路输入
连接前置功放等外部源（您的唱机可能具有内置前置放大器）或其他音频设备。了解详情。

光纤适配器

HDMI电缆

取下保护盖 

https://www.sonos.com/optical-adaptor
https://faq.sonos.com/vinyl

https://faq.sonos.com/lin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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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立体声改为单声道
Amp默认播放立体声音频。您可以更改与Amp相联的房间的声音设置，让Amp在播放音乐时使用两个单声道进行
播放。 了解详情。

规格

 
* 规格参数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功能 说明

音频

功放 D类数字功放

功放功率 每声道125W，8 ohm

音响连接 香蕉插头（2个） 

支持的线路输入源 带模拟RCA输出或光纤输出的音频设备（需要光纤适配器）。带HDMI ARC或
光纤输出的电视设备（需要光纤适配器）。

低音炮输出接口 自动检测RCA类型，可调交叉频率

网络连接

无线连接 使用Sonos S2：通过任何支持802.11b/g/n 2.4 GHz频段的路由器连接到Wi-Fi
网络
使用Sonos S1：通过任何支持802.11b/g 2.4 GHz频段的路由器连接到Wi-Fi
网络。 不支持仅允许802.11n的网络配置。您可以将路由器设置更改为
802.11b/g/n，亦可将Sonos产品连接到路由器。

以太网端口 双以太网端口可将Amp连接到有线家庭网络，并允许连接其他Sonos播放器。

常规

系统要求 带音响线的无源扬声器，宽带网络和Sonos App。

电源 自动切换100-240 V，50-60 Hz，交流通用插头。

控件 带音量加/减、上一首/下一首和播放/暂停的触摸界面。

状态指示灯 指示灯指示Amp的状态。

尺寸（高 x 宽 x 厚） 64 x 217 x 217毫米（2.52 x 8.54 x 8.54英寸）

重量 2.1千克（4.6磅）

工作温度 0 ºC到40 ºC （32 ºF到104 ºF）

存储温度 -20 ºC到50 ºC （-4 ºF到122ºF）

表面工艺 黑色

包装清单 Sonos Amp、Sonos香蕉插头（两个）、交流电源线和快速入门指南。


https://faq.sonos.com/guide/amp-dual-m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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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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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资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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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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
适用于立体声或接收器的多用途流式播放组件。

• 插入您已经拥有的音频设备，放声聆听。

• 使用Sonos App和AirPlay 2流式播放您喜爱的各种内容。

• 使用线路输入连接您的唱机，或者在您的立体声上直接播放朋友手机中的音乐。

• 12V触发器可自动打开和关闭您的功放。

• 适用于Sonos S2  或Sonos S1  兼容 （适用于Android和iOS）。

• 在准备好将Port添加到Sonos系统后，请参见入门指南。

控件和指示灯

接口面板

状态指示灯 指示产品的状态。了解详情
如果灯光对您产生干扰，您可以在房间设置中将其关
闭。

“连接”按钮 按此按钮以在设置过程中建立连接。

以太网端口（2） 使用以太网电缆连接到路由器、计算机或其他网络设
备，例如网络附加存储（NAS）设备。
LED指示灯：

• 呈绿色闪烁（网络活动）

• 呈黄色闪烁（链接连接）

12V触发器 使用立体声或3.5毫米转3.5毫米电缆在Sonos开始播放音
频时唤醒您的第三方功放。

注意： 阅读功放随附的指南，了解使用 12V触发器输入
的详细信息。

以太网端口 12V触发器

“连接”按钮

交流电源
（市电）输入

数字音频输出 音频输入 音频输出

https://faq.sonos.com/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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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安放位置
您可以将Port放置在电子设备支架、搁板或音频/视频接收器（AVR）柜等任何地方。

安装在支架上

使用第三方搁板可将Port安装在任何电子设备支架上。您可以在一个标准机架中安装3台设备，且在垂直方向
上仅会占用机架上一台设备的空间。

放在书柜上

• 平放到一个稳定的水平面上。

• 如果您将它放在搁板上，则为了获得 佳性能，请放在前方，并在四周留出至少50毫米（2英寸）的空
间。

连接电缆

连接电源线

连接电源线并将Port接通电源。

如果连接到有源音响

您需要用一根Y型适配器音频线（一个适用于双RCA公头接头的1/8英寸立体声小型插头）将有源音响连接到
Sonos产品的音频输出接口。如果您的扬声器有1/8英寸立体声凸形插头，您需要在扬声器插头和Y型适配器音
频线间连接一个双面凹形耦合器。

如果尚未安装Sonos App，请从移动设备上的应用商店下载。您将用它来设置和控制Sonos系统。 

如果您连接到音频/视频接收器（AVR）或功放

• 如果您的AVR或功放上有数字输入接口，您可以使用数字同轴电缆将Port的数字输出接口连接到接收器
的数字输入接口。

• 如果您的AVR或功放上有模拟输入接口，请使用标准的RCA音频线将Port的模拟音频输出接口连接至接收
器上的音频输入接口。

• 在接收器上选择正确的输入声道。请参见通过AVR或功放控制音量来调节音量设置。

如果尚未安装App，请从移动设备上的应用商店下载。您将用它来设置和控制Sonos系统。 

如果连接到计算机

您需要用一根立体声迷你转RCA Y型适配器音频线（一个适用于双RCA公头接头的1/8英寸立体声小型插头）将
Port的模拟音频输出接口连接到计算机的音频输入接口。 

主交流电源输入接口 仅可使用随附的电源（使用第三方电源将导致保修 
失效）。

模拟音频输入接口 使用标准RCA音频线（随附）将Port的模拟音频输入接
口连接到独立音频组件（例如前置功放唱机）的音频输
出接口。

模拟音频输出接口 使用标准RCA音频线（随附）将Port的模拟音频输出接
口连接到放大音频组件的音频输入接口。

数字音频输出接口 使用数字同轴电缆将Port的同轴数字音频输出接口连接
到放大音频组件的音频输入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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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尚未安装App，请从移动设备上的应用商店下载。您将用它来设置和控制Sonos系统。 

线路输入
连接前置功放等外部源（您的唱机可能具有内置前置放大器）或其他音频设备。了解详情。

线路输出

通过AVR或功放控制音量（固定线路输出等级）

如果您想只通过AVR或功放控制音量，可以将Port的线路输出等级设置为固定。您将无法使用Sonos App调节音
量或均衡设置。

前往“设置”，为线路输出等级选择固定。

通过Sonos控制音量（可变线路输出等级）

当Port的线路输出等级设置为可变时，您可以使用Sonos App调节音量。

1. 将AVR或功放的音量调整到标准收听音量。

2. 确保将线路输出等级设置为可变。如果未设置为“可变”，则您需要作出更改。 

• 前往“设置”，为线路输出等级选择可变。

3. 使用Sonos App调节音量，以便在您的Sonos系统上听到音乐。可能需要将音量调得非常高。

4. 重新调整AVR或功放的音量，使音量范围处于标准收听范围之内。

使用Sonos控制家庭影院或功放的音量

当Port的线路输出等级设置为穿透时，Port将停留在固定音量，并向您的功放发送音量命令。您可以使用
Sonos App、通用遥控器或您的语音（如果您已启用语音助手）来控制音量。

• 前往“设置”，为线路输出等级选择穿透。

注意：确保您的功放支持穿透。如果您将线路输出等级为穿透，但您的功放不支持此功能，您将无法控制 
音量。

从立体声改为单声道
Port默认播放立体声音频。您可以更改与Port相联的房间的声音设置，让Port在播放音乐时使用两个单声道进
行播放。 了解详情。

规格

功能 说明

音频

音质 THD+N<0.009%、20 Hz-20 kHz

线路输入 模拟（RCA），自动识别

线路输出 模拟（RCA）、数字（同轴）


https://faq.sonos.com/guide/port-dual-mono
https://faq.sonos.com/vinyl

https://faq.sonos.com/lin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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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格参数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重要安全信息

网络连接 *

无线连接 使用Sonos S2：通过任何支持802.11a/b/g/n 2.4或5 GHz频段的路由器连接
到Wi-Fi网络。
使用Sonos S1：通过任何支持802.11b/g 2.4 GHz频段的路由器连接到Wi-Fi
网络。 不支持仅允许802.11n的网络配置。您可以将路由器设置更改为
802.11b/g/n，亦可将Sonos产品连接到路由器。

以太网端口 两个10/100 Mbps以太网端口，用于连接到有线家庭网络。

常规

电源 自动切换，100-240 V，50-60 Hz交流电通用输入。  
输出：12.0 VDC，1.0 A，12.0 W
平均工作效率：84.2%
低负载（10%）下的效率：78.7%
无负载功耗：0.06 W

尺寸（高 x 宽 x 厚） 41 x 138 x 138毫米（1.6 x 5.4 x 5.4英寸）

重量 0.47千克（1磅）

工作温度 0ºC到40ºC （32ºF到104ºF）

存储温度 -20ºC到70ºC （-4ºF到158ºF）

表面工艺 黑色

包装清单 Port、电源、RCA电缆和快速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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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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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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资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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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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Sonos Sub会给您带来更高级别的音乐体验 ： 

• 立即给您的音频聆听体验添加浑厚低音效果。

• 将Sub（第3代）与任何其他Sub配对，感受充满房间每个角落的低音。

• 因为采用无线且紧凑的设计，所以可以放置在任何地方（在地面垂直或水平摆放均可）。 

• 声音插槽的顶部可用作把手，以便提起无线低音炮。 

• Sub（第3代）仅与  兼容 （适用于Android和iOS）。

• 在准备好将Sub添加到您的Sonos系统后，请参见入门指南。

注意：按照设计，Sonos Sub可以和大多数Sonos音响一起使用，Sonos Connect、Port和Move除外。在添加Sub
前，请确保您至少设置了一个音响。 

“连接”按钮

以太网端口

交流电源（市电）输入接口

声音插槽

状态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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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件和指示灯

连接器面板

选择安放位置
选择安放位置 ：无论您选择放在哪里，它都能提供完美音效。 

• 将声音插槽作为把手将Sub从箱中取出。每次提起重物时都应屈膝，以免后背压力过大。

• 请确保狭槽至少有一侧无遮挡。如果竖立靠墙放置，请勿遮挡正面的开口。如果将Sub水平放置在地面
上，请勿在上面放置任何物品。

• Sub应置于地面上。您可以将其置于角落、靠墙放置或者放置在任何家具后方、下方或旁边，可以放置在
任何类型的地面上。

• 可以将Sub垂直摆放，也可以水平布置。如果将其水平放置，可以安装永久性毛毡脚垫（可根据要求提
供，请联系Sonos支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毛毡脚垫（选配）。

注意：Sub中有磁力很强的磁铁。请勿将其放置在对磁场敏感的设备旁边。

“连接”按钮 按此按钮以在设置过程中建立连接。

状态指示灯 指示状态。了解详情
如果灯光对您产生干扰，您可以在房间设置中将其 
关闭。

以太网端口 使用以太网电缆将Sub连接到家庭网络。

交流电源（市电）输入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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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失效）。务必使用与您所在国家
（或地区）相符的电源适配器。将电源线插头牢固插入
Sub，直至与其表面齐平。

请确保矩形开口（声音插槽）至少有一面不 
被堵塞。

• 如果将Sub垂直靠墙放置，请勿遮
挡正面的声音插槽。

• 如果将Sub水平放置在地面上，请
勿在上面放置任何物品。如果将
Sub放在家具下方，请在Sub顶部留
出至少25毫米（1英寸）的空隙。

https://faq.sonos.com/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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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毡脚垫（选配）

如果将Sub水平放置在地板上，可以安装永久性毛毡脚垫（可根据要求提供，请联系Sonos支持）来保护您的地
板。如果您要将其放到地毯上或竖立放置，则无需安装毛毡脚垫。

注意：毛毡脚垫不可拆卸，强力胶会使其永久性连接在Sub上。

1. 将Sub倒放，这样Sonos徽标就会面朝下。确保将毛毡脚垫安装在没有Sonos徽标的一面。

2. 将随附提供的导板放在设备的一个角上，并将活动片沿边缘折叠。

3. 将一个脚垫背面的纸撕下。

4. 将毛毡脚垫（有胶一面朝下）贴到导板圆形部分中的设备上。

5. 以相同方式安装其他3个毛毡脚垫。

连接电缆
连接电源线并将Sub接通电源。一定要将电源线插头牢固插入Sub，直至与其表面齐平。 

如果尚未安装App，请从App Store下载。您将用它来设置和控制Sonos系统。请参见入门指南。在添加Sub前，请
确保您至少设置了一个音响。 

注意：将Sub与一个Sonos扬声器配对后，您就不会看到它单独显示在 里了。对Sonos扬声器所做的任何更改
（音量、静音、音乐选择）也会影响Sub。

用于安装毛毡 
脚垫的导板

毛毡脚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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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设置
Sub将在初始设置过程中完成设置，但您可以随时更改。

1. 前往与您的Sub相关联的房间的声音设置。 

它在房间列表中显示为房间（+Sub）。 

2. 点击Sub音频。

3.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 Sub ：选择开或关可打开和关闭Sub的声音。

• Sub级别 ：使用滑块增大或减小音量。（可以使用此设置确保低音炮与主扬声器音量一致。） 

• 相位控制 ：选择0°或180°来设置Sonos Sub或第三方低音炮的相位控制。这有助于将您的低音炮与房间
内的其他扬声器集成。（将Sonos Sub或第三方低音炮与Sonos Amp或Connect:Amp配对时，您就会看到此
设置。）

• 交叉频率 ：调整声音过渡到低音炮的频率。默认情况下，此频率为80 Hz。

出现以下情况时，您可能希望选择其他交叉频率 ：

• 主扬声器声音在高音量时失真，此时调小扬声器设定值可能会有所帮助。 

• 听音乐时注意力会集中到Sub的位置，此时调大扬声器设定值可能会有所帮助。

• 重新校准Sub。如果您将Sub移至其他位置，购置了新的音响或者是仅仅希望在初始设置后调整声音， 
您可以重新校准Sub（仅限Android设备）。 

• 选择立体声扬声器的设定值（仅限Connect:Amp）。 

• 按“播放”  按钮比较A和B两个测试声音的音量，然后选择无差别、 A声音更大或B声音更大。

• 按“播放”  按钮听一段测试音，然后选择所需的级别。 

将Sub与不同的音响配对
您可以轻松地将Sub与不同的Sonos音响配对（Sonos Connect除外）。

如果您将Sub移至新的房间，将其重新通电后请等待状态指示灯停止闪烁。

1 紧凑式 110 Hz

2 100 Hz

3 90 Hz

4 书架式/悬挂式 80 Hz

5 70 Hz

6 落地式 60 Hz

7 5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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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往与您的Sub相关联的房间的声音设置。

它在房间列表中显示为房间（+Sub）。

2. 移除Sub。

3. 您可以将Sub与不同的Sonos产品配对，或者选择目前不使用Sub。它将在 菜单中显示为Sub（未使用），
直至将其与另一个Sono扬声器配对。

规格

* 规格参数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功能 说明

音频

功放 两个D类数字放大器。

音响 将两个振动抵消扬声器相对而立，会提供更浑厚、更饱满的的音质，无箱体
异响或杂音。 

双声学端口 经过调整，可提高Sub的音效。

频率响应 播放可低至25 Hz。

全面数字化音乐 所有过滤器设置、主动均衡和时间对准均通过先进的DSP（数字信号处理）电
路实现数字化，从而避免音质和能耗损失。

自动均衡 系统会自动调节所有连接组件的音频设置。

网络连接 *

以太网端口 一个10/100 Mbps以太网端口。如果Wi-Fi不够稳定，可将Sonos产品直接接入
路由器。

无线连接 通过任何支持802.11a/b/g/n 2.4或5 GHz频段的路由器连接到Wi-Fi网络。

常规

电源 自动切换100-240V，50-60 Hz，2A，交流电通用输入。 

尺寸（高 x 厚 x 宽） 389 x 158 x 402毫米（15.3 x 6.2 x 15.8英寸）

重量 16千克（36.3磅）

工作温度 0°C到40°C（32°F到104°F）

存储温度 -20°C到70°C（-4°F到158°F）

多方位 可灵活地竖放或平放。

橡胶支点和毛毡脚垫 内置橡胶脚垫；可选毛毡脚垫。

可支持设备 按照设计，Sonos Sub可以和大多数Sonos音响一起使用，Sonos Connect、
Port和Move除外。

包装清单 Sonos Sub、电源线和快速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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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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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在水附近使用本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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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资质的Sonos维修人员执行。如果本设备受到任何损坏，需对其进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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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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st
可解决现有Wi-Fi播放流媒体音乐时不够稳定的问题：

• Boost全方位360度无死角传播信号，能穿透墙壁和天花板，可实现网络完美覆盖。

• 在 具挑战性的Wi-Fi环境下仍可流畅播放音乐而不受干扰。

• 可绕过您的Wi-Fi，单独为Sonos音响打造专属的高性能无线网络。

• 适用于Sonos S2  或Sonos S1  兼容 （适用于Android和iOS）。

何时使用Boost
• Wi-Fi网速慢或不稳定，或Wi-Fi网络因流媒体视频、玩游戏和上网而过于繁忙。

• Wi-Fi未能覆盖您想要使用Sonos的所有房间。将Boost放置在网络未覆盖的Sonos扬声器和Sonos系统其
余产品之间，即可扩大Sonos系统覆盖范围。

• 您的网络仅为5 GHz（不可切换至2.4 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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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按钮

状态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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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件和指示灯

接口面板

选择安放位置
如果您购买了Boost来取代已连接到路由器的Sonos产品，则首先将Boost添加到您的Sonos系统，然后，将其接
入路由器并移除原先通过线缆连接的产品。

如果您购买了Boost以扩大您的Sonos系统覆盖范围，则将Boost置于网络未覆盖的Sonos扬声器和Sonos系统其
余产品之间。

“连接”按钮 按此按钮以在设置过程中建立连接。

状态指示灯 指示状态。了解详情
如果灯光对您产生干扰，您可以在房间设置中将其关
闭。

以太网端口（2） 您可以使用以太网电缆连接到路由器、计算机或附网存
储（NAS）设备（可选）。

交流电源（市电）输入接口 仅可使用配备的电源线（使用第三方电源线将导致保修
单失效）。 

注意： 务必使用与您所在国家（或地区）相符的电源
适配器。

以太网端口

主交流电源输入接口

https://faq.sonos.com/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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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壁安装

1. 选择一个靠近插座（电源线长度为1.8米（6英尺））并远离热源、隐蔽线路和天然气管道等危险源的位置。

2. 将一枚美国标准#6圆头螺钉（公制M3.5圆头螺钉）钉入墙壁，在墙壁和螺帽之间留出一些距离（大约3.3毫

米（0.13英寸））。

注意： 也可以使用平头螺钉。

3. 将Boost放在墙上向下滑动，使螺帽从Boost背面的锁眼槽的较小端滑入。

规格

* 规格参数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功能 说明

以太网连接 2端口交换机，10/100 Mbps，自动MDI/MDIX

网络桥接 通过2端口交换机将其接入网络或其他Sonos音响。扩大SonosNet覆盖范围：
在不能连接到Sonos系统的区域使用Boost来扩大SonosNet信号。

无线连接 可以使用SonosNet™，这是一个用AES加密的对等无线网状网络，专用于您的
Sonos，降低Wi-Fi干扰

电源 自动切换100-240V，50-60 Hz，0.3A，交流通用插头。 

尺寸（高 x 宽 x 厚） 33 x 115 x 115毫米（1.3 x 4.5 x 4.5英寸） 

重量 0.191千克（0.42磅）

推荐使用的固定螺钉 美国标准#6圆头螺钉；公制M3.5圆头螺钉

工作温度 0°C到40°C（32°F到104°F）

工艺 白色/高品质聚碳酸酯材料

包装清单 Sonos Boost、电源线、以太网电缆和快速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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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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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资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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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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5
匠心之作，原音重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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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功放，已微调至与扬声器及声
学结构相匹配。 

• 将两个Play:5配对成左右立体声扬声器，或将这两个Play:5作为家庭影院的后环绕音响。

• 适用于Sonos S2  或Sonos S1  兼容 （适用于Android和iOS）。

• 在准备好将Play:5添加到您的Sonos系统后，请参见入门指南。

注意：前保护网不可拆卸。擅自改动保护网可能会损坏Play:5。

触控

向左滑动可播放上一首歌曲
（如果适用）

向右滑动可播放下一首歌曲 
（如果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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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件和指示灯

注意：如果您不希望其他人（例如孩子）使用音响触摸控件控制播放或更改音量，可以在房间设置中将其禁
用。

音量控制 触摸并按住此按钮可快速更改音量： 
• 增大音量（右）
• 减小音量（左）

播放/暂停 • 按一次以播放或暂停音乐。
• 按住按钮添加在另一个房间中播放的音乐。

下一首/上一首歌曲 • 向右滑动触控可跳至下一首歌曲。
• 向左划动可切换到上一首歌曲。

注意：收听电台时不能前进或后退。

状态指示灯 指示状态。了解详情
如果灯光对您产生干扰，您可以在房间设置中将其关
闭。

https://faq.sonos.com/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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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面板

“连接”按钮 按此按钮以在设置过程中建立连接。

以太网端口 您可以使用配备的以太网电缆连接到路由器、计算机或
附网存储（NAS）设备（可选）。

主交流电源输入接口 仅可使用配备的电源线（使用第三方电源线将导致保修
单失效）。 

注意：将电源线牢牢插入，直至其与扬声器底部齐平。

立体声音频输入接口（3.5毫米（1/8英寸）） 用于连接外部音乐播放器。

主交流电源输入接口“连接”按钮以太网端口

立体声音频输入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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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安放位置
您可以将扬声器放在任何位置。为获得 佳性能，我们提供了以下几条指导原则：

• Play:5是一个结实并且功能强大的扬声器，应将其放置在能支持它的坚固耐用的平整表面。确保Play:5
的橡胶脚垫完全放在平整表面上。

• 在Play:5周围至少留出50毫米（2英寸）的空间，包括其电源线。

• 对于单只Play:5音响，我们建议将音响水平放置，以在大的音场系统中实现立体音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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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效果）。

• 有关立体声对放置的信息，请参见立体声对。

• Play:5防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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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响壁挂支架和落地支架
如需完全符合您的Sonos产品的墙壁安装套件或落地支架，请在我们网站上查看配件。按照套件中的说明 
操作。

线路输入
连接前置功放等外部源（您的唱机可能具有内置前置放大器）或其他音频设备。了解详情。

规格

功能 说明

音频 

功放 六个D类数字功放完美调音，以与六个专用喇叭驱动和声学结构相匹配。

高音扬声器 三个高音扬声器可呈现出十分清脆响亮的高频响应。

中低音扬声器 三个中低音扬声器可确保您听到准确播放的中档声频加浑厚的低音，即使在
高音量时也不会失真。

相控扬声器阵列（顶部和底部各有三
个驱动器）

可呈现宽阔的立体声音场，指示声音向左、向右和居中。

立体声对 将两只音响变成分离的左右声道音响，打造更宽广、更深沉的音效。

家庭影院 添加两个扬声器作为环绕声，可打造逼真的环绕立体声效果。

网络连接 *

无线连接 使用任意802.11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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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将路由器设置更改为802.11b/
g/n，或者将Sonos产品连接至您的路由器。

以太网端口 一个10/100Mbps以太网端口。如果Wi-Fi不够稳定，可将Sonos产品直接接入
路由器。

https://www.sonos.com/accessories
https://faq.sonos.com/vinyl

https://faq.sonos.com/linein


SONOS 用户指南
* 规格参数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重要安全信息

常规

电源 自动切换100-240V，50-60 Hz，2.3A，交流通用插头。

音频线路输入 自动识别3.5毫米音频线路输入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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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 6.36千克（14磅）

螺纹口 无

工作温度 0ºC到40ºC （32ºF到104ºF）

存储温度 -20ºC到70ºC （-4ºF到158ºF）

防潮 采用耐高湿设计，可在装有淋浴器的浴室等环境中使用。（不具备防水或抗
水性能。） 

表面工艺 白色哑光面或黑色哑光面，石墨保护网

包装清单 Play:5、电源线、以太网电缆和快速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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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资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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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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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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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bar
集家庭影院条形音响与流媒体播放功能于一身。

• 尖端的9扬声器设计。

• 设置只需使用两根线缆。一根用于连接电源。一根用于连接电视。

• 可水平放在电视上方或下方，或平放在电视支架上。

• 可轻松扩展。添加一个Sub及两个Sonos扬声器，即可呈现5.1环绕音效。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Sonos家庭影院。

• 适用于Sonos S2  或Sonos S1  兼容 （适用于Android和iOS）。

• 在准备好将Playbar添加到您的Sonos系统后，请参见入门指南。

注意：保护网的布料不可拆卸。如果擅自拆卸，可能会损坏Playbar。

红外传感器信号灯

红外传感器信号灯

播放/暂停

状态指示灯

增大音量

减小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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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件和指示灯

接口面板

增大音量（+）
减小音量（-）

按下按钮可调节音量。

注意： 您也可以使用 App和遥控器。

播放/暂停 • 按一次以播放或暂停音乐。
• 按两次可跳转到下一首歌曲（如果对所选的音乐来
源适用）。

• 按三次可返回上一首歌曲。
• 按住按钮添加在另一个房间里播放的音乐。

注意： 收听电台时不能前进或后退。

状态指示灯 指示状态。了解详情
如果灯光对您产生干扰，您可以在房间设置中将其关
闭。

红外传感器信号灯 红外传感器（IR）可接收遥控器发出的信号。 
当Playbar接收到音量或静音命令时，红外信号灯会短
暂亮起。 您可以在房间设置中将此设置调整为信号灯
不再亮起。 

以太网端口（2） 您可以使用配备的以太网电缆连接到路由器、计算机或
附网存储（NAS）设备（可选）。

数字音频输入接口（光纤） 使用音频光缆将Playbar连接到电视。 

红外中继器

以太网端口

数字音频输入接口（光纤）

主交流电源输入接口

https://faq.sonos.com/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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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安放位置
您可以将Playbar安装到电视上方或下方的墙上，或者放在书柜上。 

放在书柜上

• 平放到一个稳定的水平面上，至少与电视相距50毫米（2英寸）。

• 不要垂直放置或侧放。

• 不要阻挡电视的红外传感器。

• 为获得 佳音质，可将接口面板面向电视放置（Sonos徽标靠近电视）。

• 请勿置于机柜内或电视柜隔板上。 

• 保证Playbar的两端离墙或其他障碍物的距离至少为30厘米（1英尺）。

•

墙壁安装

要将Playbar安装在墙上，请参见壁挂支架。

交流电源（市电）输入接口 仅可使用配备的电源线（使用第三方电源线将导致保修
单失效）。 

注意： 将电源线牢牢插入，直至其与音响齐平。

红外中继器 如果已将Playbar置于电视前面，该设备能够将遥控器发
出的命令传送给电视。 

此设置已默认启用，但您可以在房间设置中将其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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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电缆

开始操作之前

1. 断开电视与现有家庭影院或环绕立体声设备的连接。 

2. 将任何外部设备（例如有线电视盒或DVD播放机）直接连接到电视。

将条形音响连接到电视

1. 取下音频光缆两端的保护帽。

2. 将音频光缆从电视的数字音频输出接口（光纤）连接至Playbar的数字音频输入接口（光纤）。切勿扭转或

弯折电缆。 

注意：Playbar的数字音频输入端口和光缆为“D形”，确保接口与端口正确对准。

注意：

连接电源线

连接电源线并将Playbar接通电源。将电源线牢牢插入，直至其与音响齐平。 

如果尚未安装App，请从App Store下载。您将用它来设置和控制Sonos系统。请参见入门指南。

壁挂支架
您可以将Playbar安装在壁挂式电视上方或下方的墙上。使用Playbar墙壁安装套件。您可以在www.sonos.com
上购买。按照套件中的说明操作。

注意：请勿使用任何其他硬件来安装Playbar。

指导原则

• 安装在电视下方时，Playbar和电视之间留出25毫米（1英寸）的空间（ 少）。

• 安装在电视上方时，Playbar和电视之间留出50毫米（2英寸）的空间（ 少）。

重要说明：插入已配备的音频光缆之
前，确保已取下光缆两端的保护帽。

电视的数字音频输
出接口（光纤）

Playbar 的数字音频输
入接口（光纤）

https://www.son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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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音质：确保接口面板背向电视。

• Playbar的两端离墙或其他障碍物的距离至少为30厘米（1英尺）。

注意：执行墙壁安装之前，将电源线和音频线连接到Playbar。

所需物品

• 美纹纸胶带

• 尖头工具（例如锥子）

• 十字螺丝刀 

• 装有十字螺丝头的电钻

注意：套件中附带2两个备用螺丝（以及墙壁预埋件）。使用这些可起到额外加固的作用（如果需要）。 

1. 用胶带将模板粘贴到电视上方或下方的墙上。使用水平仪。

为获得 佳音频性能，应
确保接口面板背向电视。

25毫米 
（1英寸）

50毫米（2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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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尖头工具刺穿模板，然后标记安装孔。在靠近孔中心的地方做标记。

3. 移除模板。 

4. 钻导孔。 

墙壁安装信息

墙体材料 预钻孔 是否使用墙壁预埋件 是否使用螺丝

栊骨 3毫米（1/8英寸）钻头 否 是

石膏板（无壁骨） 4.5毫米（3/16英寸）钻头 是 是

硬墙纸板或双层板 4.5毫米（3/16英寸）钻头 是 是

石膏 6.5毫米（1/4英寸）钻头 是 是

混凝土或砖块 3毫米（1/8英寸）钻头 是 是



SONOS 用户指南
5. 插入并固定墙壁预埋件（如果是在木头上钻孔，则不要使用预埋件）。 

6. 将托架安放在墙上，然后稍稍拧紧墙螺栓以将其固定。用水平仪检查，然后拧紧螺栓。 

7. 将Playbar牢牢挂在支架挂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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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 规格参数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功能 说明

音频

功放 九个D类数字功放完美调音，以与九个专用喇叭驱动和声学结构相匹配。

高音扬声器 三个高音扬声器可呈现出十分清脆响亮的高频响应。

中低音扬声器 六个中低音扬声器可为您呈现全方位的震撼音效，左右声道播放音乐，中心
位置播放清晰的对话。中低音扬声器可共同组成一个相控扬声器阵列，从而
实现音画同步。

系统要求 包含光纤音频输出的电视、宽带连接和Sonos App。不需要网络电视。

网络连接*

无线连接 使用任意802.11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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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将路由器设置更改为 
802.11b/g/n，或者将Sonos产品连接至您的路由器。

以太网端口（2） 两个10/100 Mbps以太网端口。如果Wi-Fi不够稳定，可将Sonos产品直接接
入路由器。

常规

电源 自动切换100-240V，50-60 Hz，2A，交流通用插头。 

尺寸（高 x 宽 x 厚） 85 x 900 x 140毫米（3.35 x 35.43 x 5.51英寸）

重量 5.4千克（11.9磅）

工作温度 0°C到40°C（32°F到104°F）

存储温度 -20°C到70°C（-4°F到158°F）

多方位 Playbar可通过墙壁安装套件安装在电视上方或下方，或者平放在电视柜
上。

控制 使用遥控器、语音、触控或Sonos App。

可支持设备 只需一根光缆，即可将Playbar与电视相连并播放电视所连接的任何内容，
包括有线电视盒和游戏机。 

包装清单 Playbar、交流电源线、音频光缆和快速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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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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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的产品安装在墙上：
• 墙壁安装不当或不充分可能会导致设备掉落，造成人身伤害。
• 切勿在Sonos产品或墙壁安装支架上悬挂物品。
• 安装在墙壁上之后，请定期检查以确保螺丝保持牢固。

5. 切勿在近水的地方使用本设备。 

6. 对于非纤维表面部分，仅请使用干燥的软布进行清洁。家用清洁剂或溶剂可能会损坏 Sonos 产品的表
面。请确保产品远离灰尘、宠物毛发和其他细微颗粒物。请使用带软管或固定鬃毛附件的真空吸尘器清
洁纤维表面。请勿使用带旋转鬃毛附件的真空吸尘器进行清洁。可使用吸毛刷清扫纤维表面中的线头。
请勿使用撕纸式粘刷清洁纤维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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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资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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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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base
既可呈现影院音效又可播放流媒体音乐，专为放在底座和电视柜上的电视打造：

• 采用轻巧的桌面式设计，放在您的电视下方几乎可以视而不见。

• 可以安全地支撑重达34千克（75磅）的电视。

• 设置只需使用两根线缆。一根用于连接电源。一根用于连接电视。

• 可轻松扩展。添加一个Sub及两个Sonos扬声器，即可呈现5.1环绕音效。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Sonos家庭影院。

• 适用于Sonos S2  或Sonos S1  兼容 （适用于Android和iOS）。

• 在准备好将Playbase添加到您的Sonos系统后，请参见入门指南。

使用Sonos App或触控播放和控制您的音乐。

触控

减小音量 播放/暂停 增大音量

向右滑动可播放下一首歌曲（如果适用） 向左滑动可播放上一首歌曲（如果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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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件和指示灯

注意：如果您不希望其他人（例如孩子）使用音响触摸控件控制播放或更改音量，可以在房间设置中将其 
禁用。

音量控制 • 触摸并按住此按钮可快速更改音量： 
• 增大音量（右）；减小音量（左）。

播放/暂停 按下按钮可播放或暂停声音。

下一首/上一首歌曲 • 向右滑动触控可跳至下一首歌曲。
• 向左划动可切换到上一首歌曲。

注意： 收听电台时不能前进或后退。

状态指示灯 指示状态。了解详情
如果灯光对您产生干扰，您可以在房间设置中将其关
闭。

红外传感器信号灯 红外传感器（IR）可接收遥控器发出的信号。当
Playbase接收到音量或静音命令时，红外信号灯会短暂
亮起。

https://faq.sonos.com/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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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面板

以太网端口 您可以使用配备的以太网电缆连接到路由器、计算机或
附网存储（NAS）设备（可选）。只能使用此端口连接
Playbase、Sonos Bridge或Boost。

数字音频输入接口（光纤） 使用音频光缆将Playbase连接到电视。

交流电源（市电）输入接口 仅可使用配备的电源线（使用第三方电源线将导致保修
单失效）。 

注意： 将电源线牢牢插入，直至其与音响齐平。

“连接”按钮 按此按钮以在设置过程中建立连接。

主交流电源输入接口

数字音频输入接口（光纤）

以太网端口

“连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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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安放位置
您可以将Playbase安放在电视下方或电视柜隔板上。

注意：请勿在Playbase上放置重量小于2.3千克（5磅）的物体，否则扬声器的声音可能会将其震开。

连接电缆

1. 断开电视与现有家庭影院或环绕立体声设备的连接。 

• 抬起电视将Playbase  
放到它下面，Sonos徽标朝前。

• 确保将电视支架完全放置在
Playbase上，避免悬空。

• 电视的重量不应超过34千克 
（75磅）

• 在Playbase与其他表面（例如墙
壁或机柜）之间至少留出25毫米
（1英寸）的空隙。

安放在分足式支架电视的下方 安放在电视柜隔板上

• Playbase可适应安放在屏幕边缘
具有两个独立支脚的大多数电
视。可将其固定在屏幕下方的两
个支脚之间。

• 支脚的高度必须至少为58毫米
（2.3英寸），才能留出安放
Playbase的空隙。

• 如果两支脚之间的距离太近或者
高度不够，请不要强行将
Playbase安放在其中。

• 为了获得 好的音效，将
Playbase尽量放在电视柜的前
端，但切勿使其在边缘悬空。 

• 在Playbase周围至少留出50毫米
（2英寸）的空隙。

安放在单足式支架电视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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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任何外部设备（例如有线电视盒或DVD播放机）直接连接到电视。

将Playbase连接到电视

1. 取下音频光缆两端的保护帽。

2. 将音频光缆从电视的数字音频输出接口（光纤）连接至Playbase的数字音频输入接口（光纤）。切勿扭转或

弯折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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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Playbase 的数字音频输入端口和光缆为“D形”，确保接口与端口正确对准。

连接电源线

连接电源线并将Playbase接通电源。将电源线插头牢固插入Playbase，直至与其表面齐平。 

如果尚未安装App，请从App Store下载。您将用它来设置和控制Sonos系统。请参见入门指南。

规格

功能 说明

音频

功放 十个D类数字功放。

扬声器 十个功放喇叭驱动：六个中频扬声器、三个高音扬声器和一个低音扬声器。 

系统要求 包含光纤音频输出的电视、宽带连接和Sonos App。

网络连接*

无线连接 使用任意802.11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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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将路由器设置更改为 
802.11b/g/n，或者将Sonos产品连接至您的路由器。

以太网端口 一个10/100 Mbps以太网端口。如果Wi-Fi不够稳定，可将Sonos产品直接接
入路由器。

重要说明：取下音频光缆两端的保护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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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格参数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重要安全信息

常规

电源 自动切换100-240V，50-60 Hz，2.3A，交流通用插头。

尺寸（高 x 宽 x 厚） 56 x 720 x 380毫米（2.20 x 28.35 x 14.96英寸）

重量 9.8千克（21.5磅）

工作温度 0ºC到40ºC （32ºF到104ºF）

存储温度 -20ºC到70ºC （-4ºF到158ºF）

控制 使用遥控器、语音、触控或Sonos App。

可支持设备 只需一根光缆，即可将Playbase与电视相连，并播放电视所连接的所有来源
的内容，包括有线电视盒和游戏机。 

包装清单 Playbase、交流电源线、以太网电缆、音频光缆和快速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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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资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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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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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为您的Sonos系统寻找合适的配件——专为您的Sonos产品量身定制的配件。

• Sonos落地支架

• Sonos搁板

• Arc壁挂支架

• Beam壁挂支架

• Playbar壁挂支架

• Sonos Architectural by Sonance音响

要查看完整的Sonos兼容落地支架、壁挂支架和电缆，请参阅我们网站上的配件页面。

Sonos落地支架

一组针对Sonos One和PLAY:1定制设计的落地支架，可以在稳固安放您的家庭影院环绕声音响的同时尽显优雅
品味。 

• 支架立杆中的缺口可以隐藏音响电源线，简化电缆管理。 

• 结构稳固。底座增强了结构稳定性，避免摇晃，减震器则可让您的音响牢牢固定到位。

• 高度非常适合家庭影院环绕声音响。

• 尺寸（高 x 宽 x 深）：837.8 x 300 x 300毫米（32.98 x 11.81 x 11.81英寸）

• 重量：一对音响共5.58千克（12.3磅）；单只2.8千克（6.15磅） 

包装清单

此套件包含一对Sonos落地支架。每个落地支架都包括：

• 底座

• 立杆

• 音响平台

• 音响平台底盖

• 立杆顶盖

• 壁挂套件，包含4个螺丝（2个银色，2个黑色）

注意：Sonos音响单独销售。

所需物品

• 十字头螺丝刀

https://www.sonos.com/acces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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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您的Sonos落地支架

1. 从箱子中取出所有东西，并将底座放在包装槽中进行固定，以便用于后续步骤。拔下Sonos音响的电源线，

并将电源线的音响端穿过底座中的开孔。

2. 将立杆稳定地插入底座，使用定位销将电源线槽固定在正面或背面。使用十字头螺丝刀和两颗黑色螺丝连

接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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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音响的电源线穿过音响平台。

4. 使用两颗银色螺丝将音响平台连接到立杆顶部，同时小心地穿过电源线。装上底板（电源线槽在后），然后

将平台安装到立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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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电源线重新插入音响，放在顶部支撑台上，并将多余的电源线从顶部拉下。拧紧螺丝，连接顶盖，并将凹

口朝向音响。

6. 从上到下将电源线压到立杆中。将多余的电源线从底座中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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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向前稍微倾斜支架，将多余的电源线盘在底座底部。将音响的电源线插入墙上的插座，尽情享受音乐的魅

力吧！

Sonos搁板

这款针对Sonos One和PLAY:1设计的搁板易于安装，能够可靠地固定您的音响，并采用节省空间的设计，可为您
的音响打造专享空间。 

• 设计的 大支撑重量为3.6千克（8磅）

• 尺寸（高 x 宽 x 深）：22.7 x 260 x 160毫米（0.89 x 10.23 x 6.29英寸）

• 重量：1磅（0.45千克） 

包装清单

• 顶部搁板

• 墙装托架

• 底盖

• 安装套件

注意：Sonos音响单独销售。

所需物品

• 铅笔

• 十字头螺丝刀

• 电钻（如果安装位置需要）

• 水平仪

组装您的Sonos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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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壁挂支架靠在墙上并标记螺丝孔的位置。（确保将黑色支架泡沫环朝上。）

2. 如果使用墙壁预埋件，请使用8毫米（5/16英寸）钻头钻两个导孔，然后将墙壁预埋件插入其中。请参见下

面的墙壁安装信息了解指导原则。否则，请跳过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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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十字头螺丝刀或电钻将支架固定到墙上。

墙体材料 预钻孔 使用墙壁预埋件 使用螺丝

栊骨 3毫米（1/8英寸）钻头 否 是

石膏板（无壁骨） 8毫米（5/16英寸）钻头 是 是

硬墙纸板或双层板 8毫米（5/16英寸）钻头 是 是

石膏 8毫米（5/16英寸）钻头 是 是

混凝土或砖块 8毫米（5/16英寸）钻头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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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需要放置搁板（支持将音响放置在左侧或右侧）。将搁板用力压到壁挂支架上，直到正面和背面均卡

入到位。

5. 将音响的电源线穿过搁板开孔。（组装完成后，您需要将电源线盘在搁板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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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底部盖板用力压到搁板上，直到卡入到位，同时小心地将定位销对齐。将电源线插入音响，并将音响放

在搁板上。

7. 将多余的电源线盘在搁板底部。

8. 搁板组装已经完成，开始尽情享受音乐的魅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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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壁挂支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壁挂支架。

Beam壁挂支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壁挂支架。

Playbar壁挂支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壁挂支架。

Sonos Architectural by Sonance音响

Sonos Architectural by Sonance音响经过特别设计，在搭配Sonos Amp使用时，可以提供多种音频增强模式。
这些音频增强模式包括：

• Trueplay调音（不适用于户外音响）

• 自定义EQ设置

• 增益调节

• 动态低音扩展

• 信号抑制/扩音器保护

解锁Sonos音频增强功能

在安装Sonos Architectural音响并设置Amp之后，转到与这些音响关联的房间的设置并选择检测Sonos 
Architectural。

其他配件

如需完全符合您的Sonos产品的壁挂支架、落地支架和电缆的全部选择，请在我们网站上查看配件。

https://www.sonos.com/acces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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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
家中的每个人都可以聆听不同的内容，您也可以将Sonos产品组合在一起，播放相同的音乐。如果您有家庭影
院音响，也可以向其他房间发送电视声音。

在移动设备上点按  可查看每个房间中播放的曲目。要更改正在播放的内容，请点击房间，然后通过浏

览、搜索或我的Sonos选择不同的内容。 如果任何房间缺失，请转到  >“支持”>“查找缺失产品”，我们

将帮助您查找。 了解详情

选择 ，在多个房间内播放相同音乐。借助Sonos S2 App，您还可以保存房间组，便于稍后轻松选择。 

如果您就在音响附近，按住  按钮可以轻松地从其他房间添加音乐。如果不同的房间正在播放不同的内容，

只用按住  直到听到您想要的曲目。

房间设置
您可以针对自己的环境定制Sonos产品。

Trueplay Trueplay可以分析房间中的环境，然后调整每个低音
扬声器和高音扬声器，为该房间提供出色的音效。 
了解详情

EQ设置 Sonos产品发货时已进行均衡预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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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详情

房间名称 如果将音响移到了一个新的房间，您可以在房间设置
中更改它的名称。

状态指示灯 每个产品上都有一个状态指示灯。如果灯光对您产生
干扰，您可以在房间设置中将其关闭。如果此指示灯
出现橙色闪烁，您可以详细了解LED指示灯状态。

音响触摸控件 您可以在音响上禁用触控按钮。有时您需要禁用此功
能，以防小朋友或宠物意外播放或调整音量。了解详情

设置 大音量 您可以为每个房间设置 大音量。了解详情

高度音频 通过Sonos Arc或Sonos Arc SL收听杜比全景声音频
时，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调整高度音频通道的音量。 
了解详情

关闭Wi-Fi 使用以太网电缆将音响连接到您的网络时，您可以关
闭音响的Wi-Fi。这可减少耗电，并可改善一些有线音
响的连接性。
对于Amp、Connect和Connect:Amp等产品，将其置于机
架内或叠放时，关闭Wi-Fi可降低内部温度。了解详情

线路输入 您可以将唱机、立体声播放器或MP3播放器等音频设备
连接到Play:5、Amp、Connect或Connect:Amp，并将音
频流式传输到Sonos。了解详情

https://faq.sonos.com/tunetrueplay
https://faq.sonos.com/eqsettings
https://faq.sonos.com/touchcontrols
https://faq.sonos.com/maxvol
https://faq.sonos.com/togglewifi
https://faq.sonos.com/linein
https://faq.sonos.com/guide/products-missing
https://faq.sonos.com/guide/products-missing
https://faq.sonos.com/led
https://faq.sonos.com/guide/products-mi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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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声对
可以在同一房间里配对两个Sonos扬声器来获取更广的立体声体验。一个扬声器用作左声道，另一个用作 
右声道。

注意：立体声对中的Sonos扬声器必须相同。

详细了解立体声对。 


https://faq.sonos.com/stereop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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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os家庭影院
专为您的电视打造的Sonos产品可为您带来完整影院级音效，同时也可以播放音乐。添加一对后置环绕声音响
和Sub，打造家庭影院系统。

• Arc：专为电视、电影、音乐和游戏等娱乐方式打造的高端智能条形音响。置于家具上或挂在墙上均
可。

• Beam 和 Beam（第2代）：配备语音控制功能的紧凑型条形音响，小到中型房间的理想之选。可摆放在
电视柜上，也可以挂于壁挂支架上。

• Playbase：既可呈现宽广音效又可播放流媒体音乐，专为放在支架或电视柜上的电视打造。采用低调的设
计，放在您的电视下方几乎可以视而不见。

• Playbar：功能强大的条形音响，可安放在壁挂式电视的上方或下方，也可平放在桌上或控制台上。

• Amp：提升您娱乐体验的多功能功放。

• Sub：可为任意Sonos扬声器、家庭影院和音乐播放添加纯正浑厚的低音声效。

环绕声音响
可轻而易举地将两个Sonos扬声器（同一型号）组合或将两个您喜爱的非Sonos扬声器与Amp或Connect:Amp组
合，分别用作家庭影院的左声道和右声道。详细了解环绕声。

环绕声设置

当您将扬声器添加为环绕声扬声器时，会针对您的房间进行环绕立体声优化。您可以调整以下设置:

环绕声 打开或关闭环绕立体声。

电视级别 调整电视音频的环绕声音量。

音乐级别 调整音乐的环绕声音量。

音乐播放 氛围音乐（轻柔）或全频（响亮、全频）。  
不适用于杜比全景声音乐播放。

平衡环绕声音响 手动平衡您的环绕声扬声器。

https://faq.sonos.com/tvsur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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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影院设置
使用Sonos App调整声音设置，或者更改家庭影院音响与电视配合使用的方式。 

电视对话设置 如果电视音频与视频不同步，您可以在房间设置中调整音频延迟（影
音同步）。了解详情

群组音频延迟 如果您在组中播放时注意到音频问题，可以调整以下设置。了解详情

自动播放电视声音 自动播放电视声音 ：如果打开电视时正在播放音乐或其他内容，将自
动切换到电视音频（默认）。如果您不希望执行此操作，请在房间设置
中关闭“自动播放电视声音”。
自动播放时取消分组 ：如果您的家庭影院音响与其他产品组合在一
起，则在您打开电视时它将自动从组中脱离出来（默认）。如果您不希
望执行此操作，请在房间设置中关闭“自动播放时取消分组”。

语音增强 让电视上对话的声音听得更清楚。了解详情

夜间音效 增强轻音并降低重音强度。打开此设置可在降低音量的同时保证音频
平衡和频率范围。了解详情

遥控器设置 在设置期间，您将对遥控器编程。您可以随时对不同的遥控器编程。
了解详情

https://faq.sonos.com/tvgroupdelay
https://faq.sonos.com/nightsound
https://faq.sonos.com/tvaudiosync
https://faq.sonos.com/tvspeech

https://faq.sonos.com/remotectrl
https://faq.sonos.com/remotect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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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音乐
您可通过多种方式在Sonos上播放音乐：随时选择效果 佳的方式播放音乐。

• Sonos App。可通过免费的Sonos App在Sonos上轻松播放任何内容。只需打开App，点击 ，然后从音乐

源列表中进行选择。

• 语音命令。如果您拥有支持语音的Sonos音响，可以使用语音来播放和控制音乐。

• 音响上的控件。如果您在扬声器附近，可使用扬声器上的控件调节音量、停止音乐播放或切换歌曲。

• 其他流媒体App。直接从其他App（例如Spotify、Pandora或Pocket Casts）控制Sonos。只需打开App并将
其连接到Sonos房间或房间组，便可以开始播放音乐。

• Airplay 2。直接使用您喜爱的App通过AirPlay 2将音乐、电影、播客等更多内容流式传输到Sonos音响。
在Sonos One上欣赏Apple Music。观看YouTube或Netflix视频并尽享Sonos的美妙音质。

当您发现喜欢的音乐时，在移动App中将它添加到我的Sonos，以便轻松重放。您可以在一个位置统一保存、播
放和管理自己 喜爱的音乐和播放列表。了解详情。

音乐来源

Sonos让您可以快速访问您喜爱的所有音乐：从Spotify播放您喜爱的艺术家的 新单曲，用Android手机聆听您
喜爱的播放列表，收听当地新闻电台，以及更多精彩内容。

• Sonos Radio HD：独家高清内容，任您选择。了解详情。

• 音乐服务：浏览和管理您的音乐服务，既可添加您自己的音乐服务，亦可尝试新的音乐服务。了解详情。

• 存储在您移动设备上的音乐：播放您下载到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的音乐（仅限Android）。了解详情。

• 存储在您的计算机上的音乐：播放存储在计算机内或附网存储（NAS）设备中的音乐。了解详情。

• 导入的播放列表：Sonos与iTunes播放列表以及使用第三方软件创建的M3U、WPL和PLS播放列表文件兼容。
了解详情。

• 其他音频设备：播放来自唱机或其他外部音频设备的音乐。了解详情。

https://faq.sonos.com/sonosradio

https://faq.sonos.com/musicservices
https://faq.sonos.com/onmyandroid
https://faq.sonos.com/onmycomputer
https://faq.sonos.com/importedplaylists
https://faq.sonos.com/importedplaylists
https://faq.sonos.com/vinyl
https://faq.sonos.com/linein
https://faq.sonos.com/favor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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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量控制
使用多种不同的方式控制Sonos系统上的音量——您可以根据环境自由选择。

• 音响触摸控件：如果您在音响附近，可使用音响上的触摸控件调节音量或停止音乐播放。

• App：上下滑动音量控件。如果已将产品分组，既可调整整个组的音量，也可调整单个音响的音量。

• 语音：如果您拥有支持语音的Sonos产品，可以使用语音调节音量或停止音乐播放。

• 移动设备上的按钮：在设置中打开硬件音量控制，这样即使没有打开App，您也可以使用移动设备上的
按钮控制Sonos上的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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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服务
您可以使用语音播放和控制歌曲、播放列表、电台等。

• Amazon Alexa：您需要使用Sonos App和已启用Sonos技能的Alexa App。设置期间，您将需要在两款App
中进行一些更改。了解详情。

• Google Assistant：您需要使用Sonos App与Google Assistant App。设置期间，您将需要在两款App中
进行一些更改。了解详情。

• Siri：您需要使用Apple Home App。将兼容AirPlay 2的Sonos音响添加到Apple Home App，然后即可使
用iPhone、iPad或Apple TV要求Siri播放音乐（目前仅限Apple Music）。了解详情。

注意：目前不是所有国家/地区都支持语音控制功能；Sonos和语音服务同时在您所在地区推出后，我们将尽
快提供此功能。

https://faq.sonos.com/settingupalexa
https://faq.sonos.com/thegoogleassistant
https://faq.sonos.com/s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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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钟和睡眠定时器
将闹钟设置为自己喜欢的歌曲、电台或播放列表，用喜爱的音乐来唤醒自己。了解详情。

• 在不同日期播放不同的唤醒歌曲、电台或播放列表。 

• 下班回家时，您 喜欢的歌曲就会响起。

• 休假时，每晚安排Sonos播放数个小时。

想再多睡一会？在设置闹钟时开启暂停闹钟功能。

睡眠定时器
喜欢听着音乐入眠？Sonos会自动关闭。点击“正在播放”屏幕上的歌曲标题可设置睡眠定时器。了解详情。

https://faq.sonos.com/timedmusic
https://faq.sonos.com/timed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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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os系统更新
Sonos会定期添加新的功能，以持续改善您的聆听体验。您可以将Sonos音响设置为在后台自动更新，这样您始
终都能在不中断聆听的情况下获得 新功能。了解详情。

https://faq.sonos.com/auto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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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的路由器或更改了网络密码？
如为无线设置（您的路由器未连接任何Sonos产品）：

安装新的路由器或更改网络密码之后，使用新的网络信息更新Sonos系统。只需打开Sonos App，我们将引导您
完成相关操作。

如为有线设置（您的路由器连接有Sonos产品）：

安装新的路由器（只需将Sonos产品连接到该路由器即可）或更改密码时，您无需执行任何操作。您的Sonos产
品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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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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onos.com/support

需要更多帮助？
获取有关充分利用音响的一些简单提示。 

• 使用Sonos S2，请点击“ ”>“支持”。 

• 使用Sonos S1，请点击“ ”>“帮助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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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docfeedback@sonos.com
mailto:docfeedback@sonos.com
https://www.sonos.com/support
https://www.sonos.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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