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XT

型號：CQ-5250T

使用說明書

¡使用本產品之前，請仔細閱讀本說明書，並妥善保管本使用說明書以備將來使用。

汽車音響

MP3 CD播放機／收音機

CQ-5250T_OI.indd   1 2010/2/22   下午 02:52:54



CQ-5250T_OI.indd   2 2010/2/22   下午 02:52:55



CQ-5250T_OI.indd   3 2010/2/22   下午 02:52:56



CQ-5250T_OI.indd   4 2010/2/22   下午 02:52:57



CQ-5250T_OI.indd   5 2010/2/22   下午 02:52:57



�

 注意
此產品為 I 級雷射產品。

使用時，不遵照在此所規定的程序，而進行控制，調整或操作，會造成輻射

外洩，很危險。不可打開機殼，也不可自行修理。請有資格維護的人員，進

行維修服務。

 注意
因各車輛的汽車音響接續／安裝與支援系統皆有所不同，汽車音響與選購的

裝置在搭配系統使用時可能會發生無法順利搭配使用情形（例如：功能無法

使用／系統不支援等等……），為了避免此問題發生，請於購買汽車音響主

機及搭配選購件前先確實與經銷商洽詢有關升級配備或系統搭配接續使用的

相關事宜以確保其選購件與汽車音響可以正常搭配操作使用。

 安全注意事項及緊急處理方法 (請務必遵守) (續)

CQ-5250T_OI.indd   6 2010/2/22   下午 02:52:57



�

 目錄 
安全注意事項及緊急處理方法  .........2

目錄  ................................................7

特點  ................................................8
前端的 AUX 輸入端子， 
聲音控制，USB 插孔

準備  ................................................9
第一次開啟電源，時鐘調整

控制功能位置佈局  .........................10

共通部份  .......................................11
訊源選擇，顯示切換， 
電源，靜音，音量

聲音控制  .......................................12
SQ（音質），音頻模式（低音

/高音 /左右平衡 /前後平衡）

收音機  ...........................................13
BAND（波段），頻率調整，自

動預設記憶（APM），預設電台

選擇，手動電台預設

CD/MP3/WMA 播放  ......................14
暫停，音軌／檔案選擇，檔案

夾選擇（MP3/WMA），光碟放

入 / 退出，切換顯示，

掃描播放，重複播放，

隨機播放

USB (MP3/WMA) 播放  .................17
暫停，檔案選擇，USB 設備連

接，檔案夾選擇，切換顯示，

掃描播放，重複播放，

隨機播放

故障排除  .......................................20
如果您懷疑有某些不正常現

象，共通部份，收音機部份，

光碟，MP3/WMA，USB，
產品服務

錯誤顯示信息  ................................24
CD/MP3/WMA，USB

維修保養  .......................................26
關於清潔的注意事項

關於 MP3/WMA  ............................27
壓縮音頻訊號時的注意事項，

本機顯示相關信息，

一般，製作壓縮音頻檔案的注

意事項

關於光碟  .......................................30
如何拿光碟，不能使用的光

碟，放入光碟，光碟清潔，

關於 CD-R/RW 的說明

安裝  ..............................................32

電氣連接  .......................................36

規格  ..............................................37
通用部份，FM 調頻立體聲收音

機，AM 調幅收音機，光碟播

放器

CQ-5250T_OI.indd   7 2010/2/22   下午 02:52:57



�

 特點 
前端的 AUX 輸入端子

可容易連接隨身音樂播放器或其他音

樂設備。

聲音控制

SQ (Sound Quality) 音樂品質

備有四種預設的模式（FLAT, ROCK, 
POP, VOCAL）。

USB 插孔

本機在前面板備有 USB 插口。應使

用選購的標準 USB 延長接線來連接

USB 記憶體（USB 標準規格，非附屬

品），可讓您在車內享受儲存在 USB
記憶體上的 MP3/WMA 音樂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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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 
第一次開啟電源

1  將車鑰匙轉至發動位置，直到指示
燈亮起。

2 按下音響主機的 [SRC] (PWR) 鍵。

時鐘調整

時鐘是使用 24 小時制系統。

1  按下 [DISP] (CLK)。

 
 ( 時鐘顯示 )

2 按住 [DISP] (CLK) 2 秒鐘以上。

 
 小時閃爍

3 調整小時。

[d] ：向前。

[s] ：向後。

 
 輸入小時

4 按下 [DISP] (CLK)。

 
 分鐘閃爍

5 調整分鐘。

[d] ：向前。

[s] ：向後。

 
 輸入分鐘

6 按 [DISP](CLK)。

 
 完成時鐘設定

註：

¡	 “ADJUST”字樣會在未調整時鐘

之前先顯示出來（表示尚未設定時

鐘）。

¡	 按住 [s] 或 [d] 來快速變更數

字。

¡	 當你想要重新調整時間，請重複第

2 至 6 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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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功能位置佈局 

u 光碟退出

(a第 14 頁 )

DISP 顯示

(a第 11,15,19 頁 )
CLK 時鐘 (a第 9 頁 )

USB 連接插口

(a第 17 頁 )

AUX
連接外部音

頻 / 聲音裝置

之輸出導線

( 例：數位音

頻播放器等 )

光碟插入口

SRC 訊源選擇 (a第 11 頁 )
PWR 電源開 / 關
(a第 11 頁 )

BAND 波段選擇 (a第 13 頁 )
5y播放 / 暫停

(a第 14,17 頁 )
APM 自動預設記憶

(a第 13 頁 )

MUTE 靜音

(a第 11 頁 )
SQ 音質 (a第 12 頁 )

VOLUME 音量調整

(a第 11 頁 )
PUSH SEL 音頻模式選擇

(a第 12 頁 )

預設電台 [1] 至 [6](a第 13 頁 )
SCROLL 文字滾動 (a第 14,17 頁 )
SCAN/REPEAT/RANDOM 掃描 / 重複

/ 隨機播放 (a第 16,19 頁 )
FOLDER }/{檔案夾選擇

(a第 14,17 頁 )

TUNE/SEEK s/d頻率調整

(a第 13 頁 )
FILE s/d檔案 ( 音軌 ) 選擇

(a第 14,17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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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播放，重複播放，隨機播放
掃描播放

依照順序播放每首歌曲（音軌 / 檔案）

的前 10 秒鐘內容。

按下 [4] (SCAN)。音軌 / 檔案編號閃

爍。

再按一次便可取消。

檔案夾掃描播放（MP3/WMA）

從下一個檔案夾開始，依照順序播放

每個檔案夾中第一個檔案的前 10 秒鐘

內容。

按住 [4] (SCAN) 2 秒鐘以上。

指示燈亮起及檔案夾編號閃爍。

再按住一次便可取消。

重複播放

重複播放目前播放的歌曲（音軌 / 檔
案）。

按下 [5] (REPEAT)。 指示燈亮起。

再按一次便可取消。

檔案夾重複播放（MP3/WMA）

重複播放目前的檔案夾。

按住 [5] (REPEAT) 2 秒鐘以上。

指示燈及 指示燈亮起。

再按住一次便可取消。

隨機播放

所有可播放的歌曲（音軌 / 檔案）皆

會以隨機的方式來播放。

按下 [6] (RANDOM)。 指示燈亮

起。

再按一次便可取消。

檔案夾隨機播放（MP3/WMA）

目前檔案夾中所有可播放的檔案皆會

以隨機的方式來播放。

按住 [6] (RANDOM) 2 秒鐘以上。

指示燈及 指示燈亮起。

再按住一次便可取消。

 CD/MP3/WMA播放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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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B (MP3/WMA) 播放 (續) 

 注意

¡	參閱“關於 MP3/WMA”(a第 27 頁 )。
¡	請勿將 USB 設備長時間留置在車內溫度會升至很高的地方。

¡	若不使用標準的連接纜線，本機也許會無法正常動作。

¡	為避免 USB 接頭插孔遭到污損或灰塵，不使用時請將保護蓋子蓋上。

¡	操作前先備份重要資料，對於資料的損失我們並不負責。

¡	 USB 設備內建議除了 MP3/WMA 的檔案外，不要存放其他的資料。

¡	 依 USB 設備或錄音時的狀況，也許不能顯示或播放。

¡	 依據所連結的 USB 記憶體，播放音樂的順序和儲存的順序也許是不同

的。

¡	本主機的 USB 插孔並不支援 iPod 設備的連接與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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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障排除 
如果您懷疑有某些不正常現象

檢查並且採取下述步驟。

如果所建議的方法不能解決問題，建議將設

備送到附近的授權 Panasonic 維修中心。本

產品只能由有資格的人員進行維修。請託專

業人員進行檢查和修理。對於因不注意檢查

或自我檢查後的擅自修理而導致的事故，

Panasonic 一概不負責任。

由於對用戶自行操作非常危險，絕對不要自

行嘗試除了下列“可能的解決方法”中用斜

體字指出的方法以外的方法（正體字指示之

可能的解決方法請由專業人員進行維修）。

¡	 不要在無聲、冒煙、發出

異味等異常條件下，使用

本設備，以免造成火災或

電擊。立即停止使用本

機，並逕洽經銷店。

¡	 切勿嘗試自行維修本裝

置。因這會給裝置帶來損

傷。

 警告

共通部份

問題 可能的原因a可能的解決方法

設備上沒有電源

電源線（電池，電源和地線）連接不正確。

a檢查接線是否正確。

保險絲燒斷。

a除去造成保險絲燒斷的原因並且用新的保險絲更換

燒斷的保險絲。向經銷商諮詢。

沒有聲音

靜音 (MUTE) 設置為 ON ( 開 )。
a將靜音 (MUTE) 設置為 OFF ( 關 )。

外部靜音導線與車體間有所接觸。

a正確地連接外部靜音導線 , 如果不使用此導線 , 請
將導線做絕緣處理。

揚聲器的連接不正確、斷線、或者接觸不良。

a根據電路圖檢查線路。

噪音

本設備及其電線附近有行動電話等發出的電磁波。

a將行動電話等發出電磁波的設備遠離本設備及本設
備的接線。在由於汽車接線問題造成噪聲仍然不能
消除的情況下，向經銷商諮詢。

地線接觸不良。

a確認地線端與汽車底盤未塗油漆的部份牢固連接。

雜訊隨引擎變化而

變化

雜訊係來自車子的引擎。

a改變接地端的接線位置。

a在電源上安裝噪聲過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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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障排除 

問題 可能的原因a可能的解決方法

有些操作不能 
執行

在音頻模式等特定模式下有些操作的確不能執行。

a仔細閱讀使用說明書並且取消該模式。在本設備仍
然有故障的情況下，向經銷商諮詢。

揚聲器發不出 
聲音

平衡／音量控制設置不當。

a調整平衡／音量控制。

揚聲器接線可能有斷路、短路、接觸不良、或者接線

錯誤。

a檢查揚聲器接線。

揚聲器左右聲道 
倒置

揚聲器左右聲道接線混淆。

a根據電路圖進行揚聲器接線。

在立體聲模式下，

聲場不清晰。 
未設置中置聲道

揚聲器左右聲道正負端子接反。

a根據電路圖進行揚聲器接線。

本機電源無預期

斷電

安全設備啟動。

a請逕洽經銷店或就近 Panasonic 維修中心。

收音機部份

接收不良或者 
噪聲

天線安裝或者天線電纜有問題。

a檢查天線安裝位置和接線是否正確。另外，還要檢

查天線的接地線是否與汽車底盤牢固連接。

天線放大器沒有電源（使用薄膜天線等。）

a檢查天線電池端的接線。

自動預設電台 
的數目少於 6

可接收的電台的數目少於 6。
a到能夠接收電台最多的地方，然後進行電台預設。

預設電台 
不能保存

電池端接觸不良，或者電池端並非永遠有電。

a確認電池端連接牢固，然後重新預設電台。

CQ-5250T_OI.indd   21 2010/2/22   下午 02:53:14



22

光碟

問題 可能的原因a可能的解決方法

不能播放或者 
光碟退出

光碟放反了。

a正確放入光碟。

光碟上有裂紋或者異物。

a除去異物或者使用沒有裂紋的光碟。

聲音斷斷續續 
或者有噪聲

光碟上有裂紋或者異物。

a除去異物或者使用沒有裂紋的光碟。

由於振動引起

聲音斷斷續續

設備安裝不夠牢固。

a將本機裝牢於控制箱上。

設備前後方向上傾斜超過 30º。
a使該角度小於 30º。

光碟不能退出

脫落的標籤等物體阻塞了光碟退出。

a向經銷商諮詢。

由於噪聲或者其他原因設備內的微型處理器工作異

常。

a將電源線插頭拔出，再重新插入。在本設備仍然有
故障的情況下，向經銷商諮詢。

MP3/WMA

無法播放或者

光碟退出

光碟上面的資料格式不能播放。

a確認檔案格式。

在其他設備上能夠

播放的 CD-R/RW
不能在本設備上

播放

儘管有些 CD-R/RW 能夠在 PC 機等其他設備上播

放，其可播放性取決於媒體、燒錄軟體、以及燒錄機

的組合。

a參考壓縮音頻播放器後，將光碟、燒錄軟體、燒錄
器以不同的組合方式重新燒錄。

聲音斷斷續續

或者有噪聲

光碟上有裂紋或者異物。

a除去異物或者使用沒有裂紋的光碟。

播放 VBR（可變位元率）檔案會導致跳音。

a播放非 VBR 檔案。

註：參見“關於 MP3/WMA”。(a第 27 頁 )

 故障排除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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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障排除 (續) 
USB

問題 可能的原因a可能的解決方法

連接 USB 設備後 
不能播放

USB 設備或 USB 連接線沒有正確地連接。

a正確地連接 USB 設備和 USB 連接線。

本機無法辨識儲存的格式。

a檢查 USB 設備上是否有可供播放的音樂資料。

USB 設備上的檔案系統不相容於本機。

a使用 FAT12/16/32 為檔案系統的 USB 設備。

USB 設備的耗電量超過 500 mA。

a使用耗電量低於 500 mA 的 USB 設備。

顯示讀取中

“READING”

但沒有播放

連接了 USB 集線器。

a不可使用 USB 集線器。

儲存了太多的檔案夾／檔案。

a當有很多儲存的檔案夾 / 檔案時，要花費很長的時
間才能讀取全部的檔案。

產品服務

如果表格中的建議不能解決問題，我們建議將設備送到附近 Panasonic 維修中

心。本產品只能由合格的人員進行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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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誤顯示信息 
CD/MP3/WMA

顯示 可能的原因a可能的解決方法

光碟太髒或上下裝反。

a檢查光碟是否正確。

光碟上有劃痕。

a檢查光碟是否正確。

由於某些原因無法操作。

a將電源線插頭拔出，再重新插入。在本設備
仍然有故障的情況下，向經銷商諮詢。

由於某種原因播放器不能讀取準備播放的檔案。 
（檔案以不能支援的檔案系統、壓縮方式、資料

格式、檔案副檔名記錄，或者資料損壞等。）

a選擇播放器能夠讀取的檔案。檢查光碟上記
錄的檔案種類。如果必要就重新製作一張新
的光碟。

WMA 的檔案可能有防拷貝保護。

a有版權保護的檔案也許無法播放。

播放器中沒有光碟。

a將光碟放入播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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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誤顯示信息 
USB

顯示 可能的原因a可能的解決方法

沒有連接 USB 的設備或連接的 USB 設備無法

辨識。

a連接相容於本機的 USB 記憶體 / 設備。

你的 USB 設備沒有可播放的檔案。

a下載可播放的檔案至 USB 設備。

連接 USB 設備的容量超過本機可辨識範圍。

基於某些原因，檢測到過量電流。

a使用耗電量低於 500 mA 的 USB 設備。
a切換訊源，然後再次選擇 USB 模式。
a檢查 USB 連接插孔是否髒污，而且沒有異

物。

因某些原因無法操作。

a切斷電源並重新啟動，或將車鑰匙轉到 ACC 
OFF 後，再一次轉到 ACC ON 的位置。拔除

電源線後再次插入，如果本機仍然故障，請
洽詢供應商。

因某些原因本機無法讀取要播放的檔案。（不支

援目前的檔案系統，壓縮方法、資料格式，副

檔名或資料損毀等）

a確定 USB 延長連接纜線是很牢固地連接，如
果沒有，請重新連接。選擇本機可讀取的檔
案，檢查在 USB 記憶體內的資料形態。如果
需要，要重新格式化 USB 記憶體 / 設備。

WMA 的檔案可能有防拷貝保護。

a有版權保護的檔案也許無法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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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修保養 
關於清潔的注意事項

本產品是按照最低維護原則設計和製

造的。日常外部清潔只需用乾軟布擦

拭即可。絕對不要使用汽油，稀釋

劑，或者其他溶劑。

消除頑固髒污

q  將軟布浸入用水稀

釋過的清潔劑，然

後絞乾。

w  輕擦，用乾布再擦

一遍。

註：

¡	 由於有水滴進入設備的可能，不要

將清潔劑直接加到表面上。

¡	 不要使用指甲或者其他硬物刮螢

幕。會影響圖像。

Alcohol

Benzine

Thinner

酒精

殺蟲劑

蠟

汽油

稀釋劑

¡	 如果水滴或者類似的潮濕物體落

入顯示器內部，會造成故障。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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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MP3/WMA 
MP3 (MPEG Audio Layer-3) 和 WMA (Windows MediaTM Audio) 均為用來壓縮音

訊檔案的格式，這些格式允許使用者將差不多 10 張音樂光碟的檔案內容存在一

片光碟上。

註：本機並不含任一的編碼軟體程式。

*MPEG Layer-3 audio coding technology licensed from Fraunhofer IIS and Thomson.

壓縮音頻訊號時的注意事項

共通部份

¡	 建議採用高位元率和高採樣率以便

得到高質量的聲音。

¡	 由於 VBR（可變位元率）可能使播

放時間顯示不正常，而且可能造成

聲音間斷，所以不建議採用。

¡	 播放聲音的質量隨編碼情況會有所

不同。詳情參見編碼軟體和燒錄軟

體的使用說明書。

¡	 請確認該檔案之相容副檔名名稱。

MP3
¡	 建議將位元率設置為“128 kbps 以

上”及“固定”。

WMA
¡	 建議將位元率設定為“64 kbps 以

上”及“固定”。

¡	 請勿設定 WMA 檔案上的複製保護

屬性來讓此裝置能夠播放其檔案。

壓縮格式

壓縮方法 位元率 CBR 取樣頻率

MPEG 1 Audio Layer 3 (MP3) 32 k – 320 kbps 是 32, 44.1, 48 kHz
MPEG 2 Audio Layer 3 (MP3) 8 k – 160 kbps 是 16, 22.05, 24 kHz
MPEG 2.5 Audio Layer 3 (MP3) 8 k – 160 kbps 是 8, 11.025, 12 kHz
Windows Media Audio Ver. 2,7,8,9* 64 k – 160 kbps 是 32, 44.1, 48 kHz

* 不支援 WMA 9 Professional/LossLess/Voice。
CBR：固定位元率。

請切勿指定“.mp3”或“.wma”副檔名給非 MP3/WMA 格式的檔案。這可

能不只會因為產生雜音而造成揚聲器損壞，也可能會損壞您的聽力。

 注意

CQ-5250T_OI.indd   27 2010/2/22   下午 02:53:18



2�

本機顯示相關信息

顯示項目

¡ CD-TEXT
光碟標題

歌曲標題

¡ MP3 (ID3 標籤 )
專輯名稱

標題或演唱者姓名

¡ MP3/WMA
檔案夾名稱

檔案名稱

¡ WMA (WMA 標籤 )
專輯名稱

標題或演唱者姓名

可顯示字符

¡	 檔案名資料夾名的可顯示長度：30
個字符以內（通用碼編碼的檔案和

檔案夾名稱的可顯示字符數減少一

半）。

¡	 按照各個檔案系統的標準為檔案和

檔案夾命名。詳情參見燒錄軟體的

說明書。

¡	 能夠顯示 ASCII 字符集和各種語言

的特殊字符。

ASCII 字符集

A 到 Z，a 到 z，數字 0 到 9，和以下

符號：

( 空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ˆ _ ` { | } ~

註：

¡	 某些字符可能因編碼軟體的原因而

無法使用。

¡	 不能顯示的字符和符號會轉換成星

號 (*)。

 關於MP3/WMA (續) 

一般

版權

版權法禁止在未取得版權所有人允許

的情況下除了個人欣賞外複製，分發

和提供音樂等版權資料。

不保證

上述與 2010 年 2 月的調查一致。

不保證 MP3/WMA 的可播放性和可顯

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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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MP3/WMA (續) 
製作壓縮音頻檔案時的注意事項

有關於壓縮音頻檔案的寫入

¡	 勿將音頻檔案 (CA-DA 檔案 ) 和壓縮

音頻檔案，放在同一張光碟，不遵

守此規定會造成播放的困難。

¡	 建議勿將二種以上的音頻壓縮檔案

放在同一張光碟，每一種格式應放

在不同的檔案夾。

¡	 不要寫入壓縮音頻以外的檔案。

¡	 檔案能不能播放取決於燒錄軟體和

燒錄機。

¡	 本機不支援播放清單功能。

¡	 除非確實有其他需求，將檔案一次

寫入光碟。

¡	 降低檔案樹狀階層或減少檔案夾和

檔案的數量，可減少讀取和搜尋的

時間。

可支援的檔案系統

■ CD 媒體

ISO 9660 1 級 /2 級，Apple Extension 
至 ISO 9660, Joliet, Romeo
註： 不支援 Apple HFS, UDF 1.50, Mix 

CD 和 CD Extra。
■ USB 設備

檔案系統為 FAT 12/16/32。

檔案夾選擇次序 / 檔案播放次序

■ CD 媒體 / USB 設備

檔案 / 檔案夾的最大數目

¡	檔案的最大數目：

	 CD 媒體：999
	 USB 設備：65535
¡	一個資料夾中檔案的最大數目

	 CD 媒體：255
	 USB 設備：999
¡	最大樹狀層數：8
¡	 資料夾的最大數目：255 ( 包括根資

料夾在內 )

註：

¡	 顯示根資料夾的資料夾名稱時，出

現“ROOT”字樣。

¡	 本設備計算資料夾的數目而不管壓

縮音頻檔案是否存在。

¡	 如果所選擇的資料夾中沒有壓縮音

頻檔案，將按照播放順序播放最靠

近的壓縮音頻檔案。

¡	 即使是同一張光碟，在本設備中的

播放次序可能與其他壓縮音頻播放

器不同。

2

1

3

4

q

q

w

e

r

t

y

y
5

6

8

1 8

7

–

–

( )

8
( )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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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光碟 
如何拿光碟

¡	不要接觸光碟的下面。

¡	不要刮傷光碟。

¡	不要彎折光碟。

¡	 不使用時，將光碟 
放在封套裡。

不能使用的光碟

不要使用符合以下描述的光碟。使用

這些光碟會損傷光碟或者造成設備故

障。

¡ 不圓的特殊形狀的光碟

 

¡ 全部或部份透明的光碟

 
全部透明的光碟 * 部份透明的光碟

* 不能播放全部半透明的光碟

¡ 貼有粘性標籤等的光碟

 
粘性標籤或者膠帶 使用打印機製作的

的光碟 標籤

 
保護膜或者保護片 光碟附件

  (穩定器等 )

¡ 破損或者變形的光碟

 
劣質光碟 有裂紋，劃痕或者

 缺損的光碟

有毛刺的光碟

請在使用前除去毛刺。

放入光碟

新光碟的表面較滑。因此，第一次使

用這種光碟時即使將其放入設備，也

可能無法到位。

在這種情況下，盡量向內放入光碟直

到光碟到位。

¡	 放入或者退出和取出光碟時將其與

設備平行地直進直出。否則，光碟

會在放入取出的過程中刮傷。

¡	 當放入光碟時不可將其放在別片之

上。不遵守此規定將會夾傷光碟。

不要將光碟放在下列地方：

¡	有直接日照處。

¡	靠近汽車暖器出口處。

¡	骯髒、灰塵多或潮濕處。

¡	座位上或儀表板處。

印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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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光碟 
光碟清潔

用乾燥柔軟的布從內向外擦拭。

不要在光碟上貼封條或者標籤。

不要使用圓珠筆或者用力在光碟標籤

上書寫。

 < 正確 > < 錯誤 >

關於 CD-R/RW 的說明

¡	 在播放使用光碟燒錄機 (CD-R/RW)
記錄的 CD-R/RW 光碟時可能會因

為燒錄特點，或者表面上的污漬、

指紋、劃痕等而出現問題。

¡	 CD-R/RW 光碟與普通音樂光碟相

比，抵抗高溫和高濕度的能力較

低。將他們過長時間放在汽車內可

能造成損壞以致不能播放。

¡	 設備可能不能成功地播放使用互

不相容的燒錄軟體，光碟燒錄機

(CD-R/RW 燒錄機 ) 和光碟的組合

製作的 CD-R/RW。

¡	 本設備不能播放燒錄動作沒有作終

結化的 CD-R/RW 光碟。

¡	 本播放器不能播放含有 CD-DA
或 MP3/WMA 資料以外的檔案的

CD-R/RW 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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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裝 

❐ 安裝前須知
請洽詢專業人員來安裝
¡�在進行安裝程序之前，請先完成收音機
的天線以及揚聲器測試。

¡�安裝時，強烈建議配戴手套保護自己以
免受傷。

注意
本機使用負極接地的 12 V 直流電源。不

要嘗試在別的電源系統下使用本機，如此

會導致本機嚴重的損壞。

警告

❐ 本安裝說明是設定給有汽車電子安全系統知識的專業安裝者使用，不適用於
非專業或要自行安裝。本說明書並未包含電子安裝的說明和安裝本產品時如何避
免潛在傷害及安全氣囊、防盜系統和ABS煞車系統或其它系統。任何非專業人員
嘗試要在車內安裝本產品可能會導致電子安全系統的損壞或個人嚴重的受傷或死
亡。

❐ 如果您的車子配有安全氣囊和防盜系統，要連接或拆除電瓶連線時必須依照特
定的程序來安裝本產品，裝載電子設備前先諮詢車商或製造廠商，以決定所需之
程序並嚴格遵照使用說明。

❐ 若不按照程序安裝可能使安全氣囊或防盜系統損壞，這將造成車子損壞或人的
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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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裝 

編號 項　　目 圖　示 數量

1
安裝框架*

<FX0214C079YA> 1

2
平滑墊圈 (5 mm ø)

<XWG5FN> 2

3
彈性墊圈 (5 mm ø)

<XWA5BFN> 2

4
六角螺母 (5 mm ø)

<XNG5AFN> 2

5
後支援條

<YFG044C002ZA> 1

6
六角螺栓
(5 mm ø × 25 mm)

<XVG5C25FN>
1

7
齒輪鎖墊圈
(5 mm ø)

<XWC5CFN>
1

8
拆卸工具
(U 型 )

<YEFX9994C007>
2

9
電源端子

<YGAJ021012> 1

*出廠時安裝框架1己安裝在本機上。

註：
¡ 附件品名稱右下方的編號是維修和服

務時的部品編號。
¡ 由於改進，附件及其零件編號均可能

修訂，恕不另行通知。

182�mm

53�mm

❐ 安裝孔
儀表板安裝

本設備可以安裝在任何帶有下圖所示開
孔的儀表板上。儀表板需要有 4.75 mm – 
5.56 mm 厚度以便承受本設備。

0 – 30°

¡ 本設備要安裝在水平位置上，前端適當

提高，但不大於 30°。

注意
當解除電池端子連接時，車子其它設備 
( 如車用導航等 ) 所存在記憶體的設定值
也許會消失。

因此我們建議在解除電池連接前先將此
設定值做一記錄或備份。

在完成本機安裝後依據記錄來重新設定
數值。

¡ 將電池負極 (–) 端子上的電纜取下。( 見
下述注意事項 )。

¡ �從主機上暫時卸下安裝框架 1。安裝
框架在本機出廠運送時已經裝上。

❐ 準備

警告
如果車輛裝配有安全氣囊或防盜系
統，在安裝本產品時，也許需要特定
的程序來連結或解除電池接頭。

在嘗試安裝電子配件前先洽詢車輛供
應商或製造商來知悉此特定的程序並
嚴格遵守指導。

不遵守此一程序也許會導致不預期的
展開安全氣囊或啟動防盜系統而使車
輛和個人受到損傷。

❐ 安裝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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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裝 (續) 

安裝和拆卸主機

❏ 安裝過程 (使用安裝框架 1)

    

1

2

3

所附的安裝框架1是專為本機所設計使用，請勿使用於別的機型。

將安裝框架 1 插入儀表板，然後
用螺絲刀將安裝框架的固定調整
片向外彎折。

建立設備的後連接
固定好電源端子後，按照下頁所示的

方法 (a) 或者 (b) 將設備的後部固定到

車體上。

安裝完成後，將電池負極 (–) 重新
連接好。

固定調整片的彎曲程度依車輛而

定。為確定穩固的安裝本機，將

所有調整片都適當彎曲使本機安

裝後無異音。

例：

1  安裝框架

安裝孔
安裝螺絲 (5 mm ø)

電源端子9

安裝彈片 (※)

將安裝彈片 (※ )牢
固地嵌入安裝框架
1的安裝孔。

安裝彈片

安裝孔

調整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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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裝 (續) 

❐ 從儀表板將主機拆卸

插入每個拆卸工具 8 並且拉出主機。

註 : 不要遺失拆卸工具。在將本機從儀表板上卸除時將需使用此工具。

i��拆卸工具�
(U型 )

固定設備後部的方法

(b) 使用橡皮封套 (選購件)(a) 用後支援條 t

1 安裝框架

安裝螺絲 (5 mm ø)

橡皮封套 
(選購件) 後支架  

(在汽車上)

汽車防火牆
2 平滑墊圈
3 彈性墊圈

4 六角螺母 7 齒輪鎖墊圈

6�六角螺母�
(5 mm ø × 25 mm)

2 平滑墊圈

3 彈性墊圈

4�六角螺母 
 (5 mm ø)

5 後支援條

1 安裝框架

安裝螺絲 (5 mm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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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氣連接 

注意
¡�本接線圖是供有經驗的技術人員使用為了安全起見請洽供應商來安裝。
¡本設備的設計是用於備有 12 V 負極接地電池系統的汽車中。
¡為了防止設備損傷，應按照下述接線圖進行連接。
¡直到線路連接完畢再接上電源。
¡ 為避免從車架上短路，請確實將所有外露的電線絕緣好，將纜線固定好並避免纜線
接頭碰觸到任何金屬部件。

¡ 注意若您的車輛有車用電腦或導航電腦，儲存在記憶體內的資料也許會在拔除連接
時消失。

CQ-5250T

ACC

BATTERY 15A

REAR SPFRONT SP

❐接線圖

保險絲 (Fuse: 15 A)
 有關保險絲 (15 A) 的更換請洽

詢就近合格的 Panasonic 維修

中心，請勿自行更換保險絲。

外接放大器控制電源線 (藍/白條紋)
天線控制線

電池線 (黃色)
連接車子電池，連續發電 +12 V DC。

電源線 (紅色)
(ACC 或 IGN) 接到 ACC 電源，+12 V DC。

接地線 (黑色)
連接車子底盤乾淨，裸露的金屬部份。

(後方)天線

9電源端子

*此連接線不使用。

(紫色/黑色)
(紫色)(綠色)

(綠色/黑色)
(灰色)

(灰色/黑色)

(白色)

(白色/黑色)

左揚聲器

(前)
右揚聲器

(前)
左揚聲器

(後)
右揚聲器

(後)

前揚聲器連線 後揚聲器連線

*

本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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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部份

電源： 12 V DC
  測試電壓 14.4 V，負極接地 ( 動作電壓範圍：11 V - 16 V)
電流消耗： 小於 2.5 A (CD 模式，0.5 W x 4 聲道 )
最大功率輸出： 45 W x 4 聲道

音頻調整範圍：

　重低音： ±12 dB at 100 Hz
　高音： ±12 dB at 10 kHz
功率輸出： 18 W x 4 聲道

匹配揚聲器阻抗： 4 - 8 Ω
尺寸 ( 寬 x 高 x 深 )： 178 x 50 x 155 mm
重量： 1.2 kg
USB 插孔

　USB 標準相容性： 1.1 / 2.0 全速

　檔案系統： FAT 12/16/32
　最大供應電流： 500 mA
　可播放音訊格式： MP3/WMA
　建議容量： 小於 4 GB (1 個分割 )
前置 AUX 輸入

　輸入阻抗： 10 kΩ
　可允許外接輸入： 2.0 V
　音頻入力感度： 200 mVrms
　接頭： 3.5 mm φ 立體聲迷你插頭

FM 調頻立體聲收音機

頻率範圍： 87.5 MHz - 108.0 MHz
可用感度： 12 dBf (1.1 µV/75 Ω, S/N 30 dB)
聲道分離： 35 dB at 1 kHz
信噪比： 70 dB (Mono)

AM 調幅收音機

頻率範圍： 531 kHz - 1 602 kHz
可用感度： 28 dB/µV (S/N 20 dB)

 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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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碟播放器

取樣頻率： 8 倍取樣頻率

光源： 半導體雷射

波長： 790 nm
頻率響應： 20 - 20,000 Hz (±1 dB)
信噪比： 85 dB
聲道分離： 75 dB

註：規格和設計因改進而改變時，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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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商：台郁電聲器材(深圳)有限公司
生產地：中國
進口商：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員山路579號
電話：(02)2223-5121
http://www.panasonic.com.tw
（維修服務時，請出示本公司保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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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 ) 8 3 2 3 8 4 1 153 (04)25266091 487
( 0 8 9 ) 3 2 3 1 8 4 184 (04)7266511 208
(02)24292958 1 272 (049)2351291 1 300
(02)27457390 233 (05)6323428 214
(02)28850435 4 22 (05)2852710 70
(02)23091008 229 (06)6322970 1 339
( 0 8 2 ) 3 2 4 9 6 3 231 (06)2228681 6
(02)82267500 57 (06)9273051 377
(02)22802579 37 (07)5559839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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