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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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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您可以使用愉快
SHARKOON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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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裝內含物件

A – X-Tatic  PRO 5.1環繞耳機
B – 快拆式線材含音量控制器(G9接頭>G9接頭)
C – 快拆式麥克風
D – 杜比解碼音效控制器 (SCU)
E – 電源變壓器含旅行用轉接頭 (英規,美規,歐規)
F – 光纖數位傳輸線(S/PDIF)
G – PS3™ 和PC專用麥克風USB連接線
H – Xbox®360專用麥克風線(3.5mm公頭>2.5mm公頭)
I – 同軸數位傳輸線
J – 3.5mm類比傳輸線

備註：
如有缺漏以上任何物品，請立即與我們的客服部聯絡：
support@sharkoon.com (德國與歐洲)
support@sharkoon.com.tw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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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音量控制器介紹

a – LED狀態指示燈
b – 音量控制鈕
c –  聲道選擇鈕
d – 麥克風靜音/語音監控功能(MVM)  選擇鈕*
e – 麥克風音量控制
f – Xbox 360® 麥克風連接線孔

*啟用語音監控 功能(MVM), 可以讓您聽見自己說話的聲音,讓您即時監控自己
的音量大小,此功能可以隨時被關閉.

3. 解碼盒SCU 介紹:

1 – 電源  開/關
2 – Pro Logic® II 開/關
3 – 音量 增 (+) 
4 – 音量 减 (–)
5 – 光纖數位音源輸出 (S/PDIF)
6 – 光纖數位音源輸入(S/PDIF)
7 – 同軸數位音源輸入
8 – 音源輸入選擇切換開關(類比/同軸/光纖 輸入)
9 – 3.5 mm 類比音源輸入孔
10 – PS3™ 和PC專用麥克風USB連接線孔
11 – 類比輸出 (3x 3.5 mm 接頭>前置/環繞 和 中置/重低音 聲道 )
12 – 電源變壓器孔(直流)
13 – 類比輸出到  X-Tatic 耳機 (2x組G9 接頭)
14 – 狀態顯示燈(電源, Dolby® Digital 或 Pro Logic® 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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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ED 指示燈介紹

4.1 線上音量控制器 

主音量調至最低: LED 熄滅 

增加/降低主音量: LED 快速閃爍

輸入訊號為自動測為Dolby® 
Digital 音源

主音量調至最高: 白色LED 燈號恆亮

輸入訊號為非Dolby® Digital音
源,且 Pro Logic®II 關閉

主音量靜音: LED 慢速閃爍 

輸入訊號為非Dolby® Digital音
源,且 Pro Logic®II 開啟

4.2 解碼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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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當收到立體聲訊號時,解碼盒的預設聲音撥放是使用前聲道和重低音.此時Pro 
Logic® II 功能是被關閉 

的,如果您希望使用使Dolby® 
Pro Logic® II功能達到環繞音
場的效果,您可以按下解碼盒側
面的(PLII)按鈕開啟

1. 將解碼盒電源開啟:

2. 同時按押住 “Vol -”, 
 “Vol +” 和 “Power” 三
 個按鈕,直到 LED 閃爍三下.

4.3 重置成出廠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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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開始使用耳機

5.1 安裝麥克風 

1. 將麥克風的定位點對準耳機的定  
 位點

2. 將麥克風接頭插入耳機後,向前旋 
 轉麥克風至完全卡緊為止
 注意 : 未對準定位點強行安裝,將
 可能導致麥克風卡榫斷裂

5.2 安裝快拆式線材(含音量控制器)

1. 將線材上的G9接頭(公) (黃色箭頭!) 對接在耳機上的G9接頭(母) (黃色 
 箭頭!) . 

2. 將線材上的G9接頭(公)  (白色箭頭!) 插入解碼盒任一個G9 插槽(銀色三 
 角標誌!).

重要提醒:
請特別注意正確連接接頭 (黃色箭頭 對應 黃色箭頭 以及 白色箭頭 對應 
銀色三角標誌), 不正確的操作將可能導致線材或是解碼盒接頭損壞!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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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安裝/更換 電源變壓器的旅行用轉接頭:( 某些特定區域可能使用不同款 
  式的電源變壓器)

安裝:
1. 將轉接頭 置入變壓器本體 
 (注意底部形狀).
2. 順時針方向旋轉直到轉接頭卡入
 鎖定.

拆卸:
1. 按住轉接頭上的圓形按鈕不放
2. 逆時針方向旋轉直到轉接頭脫  
 離.

5.4 主音量調整

主音量可用兩種方式調整 :

1. 使用解碼盒上的主音量調整鈕:

2. 使用線上音量控制器:

1. 當白色LED燈 亮起時,主音量可
 以被調整

2. 音量調整中 ,白色LED 將會快速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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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獨立聲道音量個別調整 

1. 選擇你希望調整音量的聲道

2. LED燈會用燈號顏色不同來顯示
 目前的音量狀態 .

3. 調整所需的音量(紅色LED燈號
 = 最大音量; 綠色LED燈號 =
 最小音量). 

注意:
如果要繼續調整另一個獨立聲道音量 或是 主音量,請稍等至LED燈號轉換回
白色
 

6. 連接到 XBOX 360®

3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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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耳機連接到解碼盒 (將線材上的G9接頭(公)  (白色箭頭!) 插入解碼盒
 任一個G9 插槽(銀色三角標誌!).

2. 連接光纖傳輸線 (請先將兩邊接頭上的保護套移除!) 到Xbox 360®的光纖
 輸出孔和  解碼盒上的光纖輸入孔 (灰色).

3. 將音源輸入選擇切換開關切換到”OPTICAL”.

4. 將Xbox® 360 語音連接線連接到耳機線上控制器與遊戲手把上

5. 將電源變壓器接上解碼盒與插座

6. 將解碼盒和 Xbox®電源開啟

7. 從遊戲畫面控制選單中設定
   (“系統設定” > “主機設定” > “音效” > “數位輸出”) 輸出格式
 請選擇Dolby Digital 5.1





X-TATIC PRO 11

7. 連接到PLAYSTATION®3

1. 將耳機連接到解碼盒 (將線材上的G9接頭(公)  (白色箭頭!) 插入解碼盒
 任一個G9 插槽(銀色三角標誌!).

2. 連接光纖傳輸線 (請先將兩邊接頭上的保護套移除!) 到PS3™的光纖輸出
 孔和 解碼盒上的光纖輸入孔 (灰色).

3. 將音源輸入選擇切換開關切換到”OPTICAL”.

4. 將PS3™ 專用麥克風USB連接線接上解碼盒與PS3™主機上的USB接孔

5. 將電源變壓器接上解碼盒與插座

6. 將解碼盒和 遊戲機的電源開啟

7. 從遊戲畫面控制選單中設定(“設定” > “聲音設定” > “聲音輸出設
 定” > “ 光纖”) 輸出格式請選擇 Dolby Digital 5.1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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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設定” > “設定週邊機器 ” > “設定聲音裝置 ”選擇 “USB PnP  
 Sound Device” 為輸入裝置 和 輸出裝置.

注意: 
在此設定頁面中您也可以同時設定麥克風音量,預設值是”3”,一般來說如果
使用 X-Tatic PRO原廠麥克風,建議不用再做調整.調高音量以免對方無法清
楚的聽見您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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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連接到電腦

1. 將耳機連接到解碼盒 (將線材上的G9接頭(公)  (白色箭頭!) 插入解碼盒
 任一個G9 插槽(銀色三角標誌!).

2. 連接光纖傳輸線 (請先將兩邊接頭上的保護套移除!) 到電腦上的光纖輸
 出孔和 解碼盒上的光纖輸入孔 (灰色).

3. 將音源輸入選擇切換開關切換到”OPTICAL”.

4. 將電源變壓器接上解碼盒與插座

5. 將電腦專用麥克風USB連接線接上解碼盒與電腦上的USB接孔

6. 將解碼盒和 電腦的電源開啟

7. 設定電腦上的音效輸入裝置(以下的擷取示意畫面可能會因作業系統或是
 硬體週邊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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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台 > 聲音 > 錄製 > 選擇 麥克風“USB PnP Sound device” 按滑鼠右鍵
選取”設為預設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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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設定電腦上的音效輸出裝置(以下的擷取示意畫面可能會因作業系統或是
 硬體週邊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控制台 > 聲音 > 撥放 > 選擇 “數位輸出(光纖)” 按滑鼠右鍵選取”設為
預設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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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連接到平版電腦 (或使用3.5mm類比接頭的其它 撥放裝置) 
 

1. 將耳機連接到解碼盒 (將線材上的G9接頭(公)  (白色箭頭!) 插入解碼盒
 任一個G9 插槽(銀色三角標誌!).

2. 連接3.5mm類比傳輸線 到您的裝置的聲音輸出孔和 解碼盒上3.5 mm 類比
 音源輸入孔.

3. 將音源輸入選擇切換開關切換到”ANALOG”.

4. 將電源變壓器接上解碼盒與插座

5. 將解碼盒和撥放裝置的電源開啟即可使用

注意:  
在這個設定之下,解碼盒會接收到立體聲訊號,,解碼盒的預設聲音撥放是使
用前聲道和重低音.此時Pro Logic® II 功能是被關閉的,如果您希望使用使
Dolby® Pro Logic® II功能達到環繞音場的效果,您可以按下解碼盒側面的
(PLII)按鈕開啟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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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連接到 DVD 撥放機 (或使用同軸數位輸出的其它 撥放裝置)
 

1. 將耳機連接到解碼盒 (將線材上的G9接頭(公)  (白色箭頭!) 插入解碼盒
 任一個G9 插槽(銀色三角標誌!).

2. 連接同軸數位傳輸線 到DVD(或其它撥放裝置)上的同軸輸出孔和 解碼盒
 上的同軸輸入孔 (黃色).

3. 將電源變壓器接上解碼盒與插座

4. 將音源輸入選擇切換開關切換到”COAXIAL”.

5. 將解碼盒和聲音輸出 裝置的電源開啟即可使用

 
注意:  
某些製造商可能會使用其它顏色的同軸數位輸出接頭(如黑色或橘色…)請參
閱撥放裝置的指示說明或是詳閱其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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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連接5.1 環繞音響 (或耳機)到解碼盒
 

1. 將 3.5 mm類比傳輸線材組 (選購品) 連接到解碼盒側面的類比輸出孔與
 環繞音響(或耳機) 

2. 連接光纖傳輸線 (請先將兩邊接頭上的保護套移除!) 到聲音輸出裝置上
 的光纖輸出孔和 解碼盒上的光纖輸入孔 (灰色).  

3. 將電源變壓器接上解碼盒與插座

4. 將解碼盒和聲音輸出 裝置, 環繞音響(或耳機)的電源開啟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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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連接功率擴大機 (或其它使用光纖數位輸入的裝置)到解碼盒
 

1. 連接光纖傳輸線 (請先將兩邊接頭上的保護套移除!) 到聲音輸出裝置上
 的光纖輸出孔和 解碼盒上的光纖輸入孔 (灰色).

2. 連接第二條光纖傳輸線 (選購品) 到解碼盒上的光纖輸出孔(黑色)和功率
 擴大機 的光纖輸入孔.

3. 將電源變壓器接上解碼盒與插座

4. 將解碼盒, 聲音輸出 裝置和功率擴大機的電源開啟

注意:
使用本解碼盒提供的光纖輸出功能只提供原始音訊跨接功能.任何音訊格式的
解碼必須透過功率擴大機本身的解碼功能.
使用此功能解碼盒必須開啟
光纖輸出功能僅限於解碼盒接收到數位訊號音源時(同軸數位或光纖數位輸
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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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注意事項:
請不要長時間在高音量狀態下使用,可能導致聽力受損 

其它安全提醒及注意事項:

確認正確的線材及接頭連接 – 接頭皆有標記相對應的顏色（白色，黃色和銀色箭頭）!確保連
接時接頭不可扭曲,若連接時產生困難或阻礙,請先拔除並再次檢查以確定接頭的連接方式.不要
試圖強行連接! 
 
在播放/使用中, 
請防止因為人員或寵物走動或步行通過該地區時絆倒或意外拉扯電線.
在非使用狀態時,關閉所有電源和移除所有連接線並保存在兒童和寵物接觸不到的地方. 
 
小心不要摔落或是重壓內附的麥克風 
小心保護所有連接線材不要遭受重壓 
不要擠壓或過度折彎所有連接線材，特別是當他們連接到電源插座，電源變壓器和耳機/其他設
備時. 
不要拉扯，打結，過度彎曲或以其他方式濫用線材。 
不要將耳機,線材及其它配件接近高溫或陽光直射的區域 
不要將線材纏繞在變壓器上 
 
請讓兒童和寵物遠離耳機的所有配件和線材,防止玩耍,咬或吞食它們,因為這可能導致產品損壞
和窒息的危險 
當要移除連接線材時,請施力於連接頭上,不要直接拉扯線材,

重要注意事項
PlayStation, PlayStation 3, PS3含所有的圖像及商標是屬於已註冊公司或是屬於Sony Compu-
ter Entertainment Inc.公司所擁有之註冊商標.

Xbox, Xbox 360, Xbox Live, Microsoft含所有的圖像及商標是屬於已註冊公司或是屬於Sony 
Computer Entertainment Inc.公司所擁有之註冊商標.

Dolby, Pro Logic II, the double-D symbol含所有的圖像及商標是屬於已註冊公司或是屬於
Dolby Laboratories.公司所擁有之註冊商標.

所有本產品上提及之相關產品名稱和產品內容描述皆屬於其個別製造商所擁有之商標權或是註
冊商標，並接受法律保護.
為了隨時改進產品功能及外觀,本公司保有修正產品規格和外觀變更權力.將不另行通知 針對個
別國家或地區,實際產品規格可能會有不同.
敝司保留所有法律追訴權利。特別是經由拷貝或其他技術手段從事（同時適用於摘錄）翻譯，
轉載，再製，複製行為.請了解侵權行為將會導致高額賠償.
敝司保留所有法律追訴權利。特別是在一般專利或功能性專利授權或轉讓方面，敝司保留轉讓
方式和技術修改的權利.

如何處置廢棄產品
此產品使用高品質的材料和配件設計和生產，可再回收利用和重複使用
當您在產品上看到上述標誌時，該產品被歐盟指令2002/96/EC所規範
請了解您所在當地針對電器及電子產品的分類收集系統如何運作
請根據您所在當地法規，請勿將廢棄產品與一般垃圾一同處理。正確處理您的廢棄產品將有助
於防止對環境和健康產生潛在的負面影響.

© SHARKOON Technologies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