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避免给使用者或他人带来人身伤害或造成财产损失，必须遵守以下所述的内容。在准确地理解了所述的标识、图示的内容后再阅读正文并遵

守其内容。

无视标识的内容而进行错误的操作时，所发生的危害后果，将标识
作如下分类并予以说明。

表示可能即刻就会出现人员的重伤或死亡。

表示可能会导致人员受到伤害或导致财产损失。

表示可能会导致人员的死亡或重伤。

表示要避免端子短路。勿与金属质地的项链和硬币等金
属小物品放在一起保管或携带。

勿将其放入火中，也不要加热；勿在高温下进行充电、
放置及使用；否则会导致故障、发热、触电及火灾。

危险

警告

注意

危险

● ●

© 2020 B5A-3518-10

※ 非常感谢购买此商品。

● 使用前请认真阅读使用说明书并正确地使用。

阅读后请谨慎保存此说明书。

XP-EXT1

使用说明书
使用指南

无线影院系统
型
号

其他信息

有毒或有害物质、元素

许可证

请勿自行拆卸充电电池。

本机内置的充电电池可以再利用。 

耳机等产品是直接和皮肤接触的，如果耳机及肌肤感到异常时，请立即停
止使用。如果继续使用可能会产生炎症及疹子。
类似冬季等干燥的季节，可能会由于静电而产生对耳朵的刺激。
使用耳机时，要注意耳机可以转动的部分可能会夹住头发等。
拔除耳机的插头时，不要直接拽耳机线，而是握住插头部分一起拔。
请勿将线缆缠绕到 AV 设备主体，以免插头部位的线缆断开。
请勿将本产品掉落、将其撞击其他物体或使其受到强烈撞击。
避免将耳机存放在高温或高湿的地方，否则会导致故障。
耳机套和头垫为消耗品。即便在正常使用和正常保存状态下，时间久了也
会自然老化。
耳机本身很脏时，可以用拧干的湿布擦拭表面。
安装有心脏起搏器的人请勿使用。本产品的电波可能会对心脏起搏器产生
影响。
如果在本机附近使用手机的话，可能会产生噪音。

※通信距离为估计值。取决于周围环境，声音可能会断断续续，并且通信
距离可能会缩短。

• 因本产品的改进, 规格及外观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请予以谅解。

• 处理器的机型标示牌在主体底部。

由于用户或第三者的错误使用及使用中出现的故障、其他不良或由于使用
此产品而产生的损害除了法律上要求赔偿的部分以外，本公司不负担任何
责任，请予谅解。

●

●
●
●
●
●
●
●

●
●

●

万一不慎发生以下异常情况，请立即停止使用本产品。
• 冒烟或散发异味
• 水和异物进入设备内部
• 掉落或破损
• 电源线损伤（芯线暴露或断线等）
请立即断开电源并务必将电源插头从插座拔出。若在此
类异常状态下继续使用本产品，则可能引发火灾和触电。
请确认不再冒烟，然后委托销售店维修。自行维修十分
危险，切勿擅自进行。

警告

注意

使用本机时，勿将音量调得过大。 
如果长时间大音量的刺激耳朵，会对听力产生不良的影
响。 
一开始就将声音调的过大的话，会使耳朵因突然接收到
很大的声音而出现疼痛。音量要慢慢的调大。

在充电和使用时，勿用毛毯及衣物覆盖在本机上。
否则会导致发热、起火。 

在使用质量不好的 USB 线、插头未插入到位时，请不
要使用。 
否则会导致发热、起火。 

请勿将本产品放置在不稳定的场所，如摇晃的台面和倾
斜的地方等， 
否则可能因失去平衡而倒塌或掉落，从而导致受伤。

勿在火边、取暖炉旁，车内及浴室等高温高湿的场所内
使用、放置。 
否则会导致发热、起火及破裂。  

https://manual3.jvckenwood.com/home/theater/
contents/xp-ext1/cs/

＜使用说明书－Web 手册＞
本说明书只对基本操作进行说明。
关于详细使用方法和“故障排除”等内容，请参阅 Web 手册。

请勿在本产品上放置装有水等液体的容器， 
请勿在本产品上放置花瓶、花盆、杯子、化妆品、药品
等装有液体的容器。液体溢出或进入其内部时可能会引
发火灾和触电。

请勿在本产品上放置点燃的物品， 
本产品上放置点燃的蜡烛等物品可能会引发火灾。

请勿在浴池和淋浴室内使用本产品， 
水进入本产品内后可能会引发火灾和触电。

打雷时请勿触摸电源插头， 
否则可能导致触电。

请勿拆卸和改装、去掉保护罩， 
否则可能引发火灾和触电。请委托购买本产品的销售店
进行内部检查和维修。

请定期清洁电源线， 
若电源插头和插座之间积满垃圾和灰尘后吸入潮气，则
会造成绝缘功能下降，从而引发火灾，故请定期将电源
插头从插座拔出，并用干布擦拭掉垃圾和灰尘。

请切实将电源插头插到底， 
若插入不完全，会发热或吸附灰尘，从而引发火灾和触
电。此外，还会导致排插线发热，十分危险，因此请务
必插到底。

注意放置场所， 
置于以下场所可能会引发火灾和触电：
• 有油烟和热气的场所，如烹饪台和加湿器旁边等
• 潮湿和灰尘多的地方
• 发热器具附近等高温场所
• 窗边等容易滴水滴的场所

清洁保养时请拔出电源插头， 
即使电源断开，本产品也会有少许电流，若电源插头与
插座处于连接状态，可能导致触电。

移动时请拔出连接的线缆和电源插头， 
连接状态下移动可能会引发受伤、火灾和触电。

设置可轻松插拔电源插头的空间。 
• 仅断开电源开关无法完全断开设备的电源。请拔出电
源插头，以完全断开电源。

• 请将设备设置在手可以轻松够到插座的位置，并在异
常发生时可立即将电源插头从插座拔出。

希望遵守的内容，用下述的标识来分类并予以说明。

请勿缠绕或用力拉拽线缆，对线缆施加强力， 
否则可能导致线缆断开、发生故障。

请勿在本产品上放置重物， 
若放置电视机等重物或体积大于本产品的较大物品，会
因失去平衡而倒塌或掉落，从而导致受伤。

请小心使用 AC 适配器， 
因可能会引发火灾和触电，所以
• 请勿使用非附带的 AC 适配器。
• 请勿将附带的 AC 适配器用于本产品以外的设备。

请勿将附带的电源线用于本产品以外的设备， 
否则可能会引发火灾和触电。

请勿使用非附带的电源线， 
否则可能会引发火灾和触电。

请切实插入线缆， 
若插入不完全，会导致着火和触电。

请勿用湿手触摸主体和线缆， 
否则可能导致着火和触电。

勿放置在幼儿及儿童能触及的地方， 
如果耳机线误缠上儿童的脖子可能会导致窒息。 

请将本产品的包装塑料袋放在婴幼儿接触不到的地方， 
否则套在头上可能导致窒息。

勿施与强烈的冲击或投掷， 
否则会导致火灾、烧伤或受伤。 

对应蓝牙协议 SPP  

最大通信距离

20Hz～20,000Hz

 
电源 内置锂离子聚合物充电电池

电池持续时间

重量

电源 附带AC适配器（JD1038-000A）
输入：AC100V-240V, 50/60Hz 0.8A
输出：DC12V, 2A

输入端子
 

外形尺寸 长 266mm × 高 30mm × 
宽 154mm

重量 约530g

• 使用说明书（本说明书）×1
• AC适配器 ×1
• AC适配器 专用电源线 ×1
• 充电专用USB数据线 ×1
• 个人测定用线 ×1
• 包装袋 ×1

 

频率响应

约10米（33英尺）※

约12小时
（根据使用条件的不同而异）

约330g
（包含内置锂离子聚合物
充电电池）

HDMI 3 系统、光（方形）1 系统、
立体声接触插孔 1 系统

HDMI 1 系统输出端子

使用温度范围

充电温度范围

5℃～40℃

5℃～40℃

请在湿气及灰尘少的地方使用、保管， 
否则会导致发热、起火或触电。 

拔出电源插头时请勿拉拽电源线， 
拉拽电源线可能会损伤线缆，引发火灾和触电。请手握
住电源插头拔出电源线。

请勿用湿手插拔电源插头， 
否则可能会引发触电。

长期不使用时请拔出电源插头， 
即使电源断开，本产品也会有少许电流，故请将电源插
头从插座拔出，以确保安全和省电。

耳机（XP-EXT1H）

处理器（XP-EXT1P）

附带品及附件

蓝牙

注意避免接触水或汗水，否则可能会损坏产品。

－在下雨或下雪天、湿度高的地方、出汗的情况下使用时，请务必小心。

－当产品接触水或汗水时，请立即用干燥的软布擦掉。

－请充分注意避免水和汗水进入充电端子内。

本产品没有防滴和防水功能。

本产品的防滴漏和防水功能

请勿使用未指定的电源电压， 
使用未指定的电源电压可能会引发火灾或触电。

请勿损伤电源线， 
损伤电源线可能会引发火灾和触电。请特别注意以下事
项：
• 请勿加工电源线
• 请勿强行折弯电源线
• 请勿强拧电源线
• 请勿拉拽电源线
• 请勿使电源线靠近发热器具
• 请勿在电源线上放置家具等重物或用门夹住电源线

使用上的注意事项

主要规格 安全方面的注意事项

• Bluetooth® 的文字标识和标志是 Bluetooth SIG,Inc. 所拥有的注册商标，JVC 建伍株

式会社是在得到了许可的基础上使用这些标志。其他的商标及名称也是归各自的公司

所有。

• 本产品经过杜比实验室的许可而制造。Dolby、Dolby Atmos、Dolby Audio 和双 D 

符号是杜比实验室的商标。

• 有关 DTS 专利，请参阅 http://patents.dts.com。经 DTS, Inc. 许可制造。DTS、符号、

DTS 与符号组合、DTS:X 和 DTS:X 标识是 DTS, Inc. 在美国和 / 或其他国家的注册

商标和 /或商标。© DTS, Inc. 保留所有权利。

• HDMI、HDMI 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以及 HDMI 标志是 HDMI Licensing Administrator, 
Inc.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 Google Play 和 Google Play 标志是 Google LLC 的注册商标。

• App Store 是 Apple Inc. 的注册商标。Apple 和 Apple 标志是 Apple Inc. 在美国和其他

国家的注册商标。

（             ）处理器
耳机

XP-EXT1P
XP-EXT1H

•
•
•

•

在售后服务中得到的客户个人信息，JVCKENWOOD 及其相关公司（下文

中称为本公司），按照下述规定使用。

客户个人信息只使用在咨询、修理及确认客户中。

本公司保证会妥善的管理并在规定的时间内保管好客户的个人信息。

除下述情况外，本公司不会向第三者泄漏客户的个人信息。

有关客户个人信息的使用

1. 为了实现上述的目的，将业务委托给相关合作公司时，而且此公司也采

取了不会将客户的个人信息用于使用目的以外情况的措施。

２.基于法令法规，司法、行政或与此类似的机构提出要求时。

关于客户个人信息的咨询、商谈请联络咨询窗口。

制造商　:
原产国　:中国制造

型号核准代码是印在铭牌上的

促使注意的记号 禁止行为的记号 指示强制行为的记号

此图标表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所规定的环保使用期限。
只要用户在使用本产品时遵守注意事项中的各项规定 , 从制造
日期开始到此图标标出的期限为止 ( 环保使用期限 ) 既不会污
染环境也不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制品品质检验

合格

零件名称

耳机单元

处理器单元

有毒或有害物质、元素

铅
(Pb)

水银
(Hg)

镉
(Cd)

多溴二苯醚
(PBDE)

多溴联苯
(PBB)

六价铬
(Cr6+)

缆线

其他附属品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GB/T26572-2011 标准
  规定的限量要求。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GB/T26572-2011 标准规定的
  限量要求以下。

保修和售后服务

杰伟世建伍（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JVC 公用）在中国大地区销售的

JVC 耳机享有自购买之曰（以正式购货凭证曰期为准）起一年保修服务。产品外

包装上的中文保修卡、防伪贴以及外包装本身作为享有保修服务的共同保障，请

妥善保管。

在此保供卡上明示的时期、条件下可以免费修理。由于出现的故障及其他情况，

有可能无法修理而必须更换产品，请予以谅解。

客户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可能会用在保修期内及以后的检査、售后服努中，请予

以谅解。

1. 保修期内，送修的耳机产品经由 JVC 公司或 JVC 公司授权人员检验认定故障属

于正常使用下发生，将提供免费修理，所有更换之零件归属本公司所有。保修

服务不包括运输费用和不提供上门服务。进行维修时，要到购买此产品的商店

中出示此保修卡。

2. 对于保修期间的修理及售后服务有什么不明之处，请联系购买此产品的商店或

JVC 建伍的售后服务中心。

3. 产品附件及其他装饰物、外包装不属于保修范围。当出现下列情况将不能享有

杰伟世建伍（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免费保修服务，可给予有偿服务：

(1）不能完全提供有效购买凭证、保修卡正本、防伪贴及产品外包装的；保修

卡记载内容与产品不符的；保修卡有涂改或内容模糊无法辨认的；伪造防

伪贴的。 

(2）用户未按照说明书要求滥用、误用引起的产品故障或损坏。

(3）非 JVC 公司或 JVC 授权人员拆卸、修理而引起的故障或损坏。

(4）超出质保期的产品（有保修卡）。

(5）火灾、地震、洪水、雷电及其他的自然灾害、虫害、盐害、公害及异常电压、 

使用指定外的电源（电压、频率）等造成的损伤货损害。

(6）除产品本机以外的故障原因（外部因素）。

(7）在家庭（例如用作专业产品、长时间使用或搭载在汽车、船舶上）以外使用。

(8）消耗品（电池等）的消耗。

(9）将要修理的产品直接寄到公司的邮费是由客户负担的。

4. 对于 JVC 建伍株式会社及其他的公司来说，此保证书并不是限制客户所拥有法

律上的权利。对于保期过后的修理有不明之处，请联系购买此产品的商店或

JVC 建伍的售后服务中心。

5. 产品保修解释权归 JVC 公司所有。JVC 公司在保修范围内有选择修理或更换产

品的权利。

6. 此保证书只适用于中国国内。

保修卡

保修卡样稿

可查询真伪

https://manual3.jvckenwood.com/home/theater/contents/xp-ext1/cs/
http://patents.dts.com


EXOFIELD matching

START

Wear headphones in a quiet room. Measurement starts
when the start button is pressed. lt takes about 3 
minutes for measurement.

Home

INPUT

Decode:  Dolby Atmos

SOUND MODE CINEMA

EXOFIELD

80%HDMI1

Bluetooth

Device

JVC XP-EXT1P

Bluetooth

ON

Home

INPUT

Decode:  LPCM 2.0 ch

SOUND MODE CINEMA

START MATCHING

80%HDMI1

亮红灯 熄灭

为头戴式
耳机充电

•

•

请务必使用输出电压为DC 5V的USB转换AC适配器，以免导致故障和异
常发热。
充电时请务必使用附带的充电专用USB数据线。

• 充电时间约为 4 小时。

• 充电完成后会红灯熄灭。

• 充电期间无法操作。

请连接电视的 HDMI 输入（eARC/ARC）端子和处理器的输出端子。

• 支持 eARC 的 TV：请使用市售支持 eARC 的 HDMI 线进行连接。

• 支持 ARC 的 TV：请使用市售支持 ARC 的 HDMI 线进行连接。

蓝光光盘 /DVD 播放器 游戏机

处理器的

[INPUT] 按钮

长按 • 也可通过应用程序调节音量。

电视

安装应用程序

连接

执行
EXOFIELD 
matching

观看

调节音量

断开电源

为体验 EXOFIELD 效果，需要专用的应用程序进行个人特点检测

（EXOFIELD matching）。
请通过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或 JVC 官网下载。

关于应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Web 手册篇。

eARC/ARC

声音信号

影像信号

影像和声音信号

HDMI 输出

HDMI 输入

注意事项

准备（连接和检测）

观看

• 在安静的环境中进行测量。保持头部静止，并且在测量过程中不要说话。
• 检测可能需要几分钟时间。
• 因为 HDMI CEC 的功能可能会与处理器联动，为 HDMI 输入端子所连接的设备供电，但这
对检测没有影响。

使用附带的个人测定用线将头戴式耳机的 SETUP 端子连接至处理器1 

接通处理器和头戴式耳机的电源2 

通过 Bluetooth（蓝牙）连接处理器和智能手机3 
①长按处理器的 [SOUND MODE / PAIRING] 按钮约 3 秒，直到 [BT CONNECTION] 指示灯闪烁白灯

②将智能手机的 Bluetooth（蓝牙）设为“ON”，并从设备列表中选择“JVC XP-EXT1P”

AC 适配器

（附带品）

AC 适配器专用电源线

（附带品）

戴上头戴式耳机4 

通过智能手机启动应用程序，开始检测5 

6 将个人测定用线从处理器和头戴式耳机上卸下

用指尖轻抚 [VOLUME]
即可调节音量。

• 若处理器的 [BT CONNECTION] 指示灯亮白灯，则连接完成。

• 根据您所使用的智能手机，当启动步骤 5 中的应用程序后，[BT CONNECTION] 指示灯亮白灯，则连接完
成。

点击主界面的 [START MATCHING] 按钮

5V 型

L 侧

R 侧

调低音量

[STAND BY] 指示灯熄灭且电源接通。 亮白灯。

个人测定用线（附带品）

• 关于 eARC/ARC，请参阅 Web 手册篇。

• 若您所使用的电视无支持 eARC 或 ARC 的 HDMI 输入端子，请参阅 Web 手册篇。

• 关于与 AV 功放的连接、光数字连接、模拟连接等其他连接方法，请参阅 Web 手册。

应用程序名称：EXOFIELD THEATER

充电专用 USB 数据线

（附带品）

调高音量

请根据应用程序的指引进行检测。
• 检测结束后显示“检测结束”。
• 关于第 2 次之后的检测，请参阅 Web 手册篇。

背面

接通头戴式耳机、处理器和已连接的观看设备电源

短按处理器的 [INPUT] 按钮，切换为观看设备２

播放观看设备3

1

• 调整耳机，使耳垫完全遮住您的耳朵，并且头部和耳垫之间没有间隙。
• 在进行测量时，请将头朝前。

R 侧

L 侧

• 也可利用头戴式耳机的 [INPUT] 按钮进行切换。

短按

长按

长按头戴式耳机的电源按钮，即可接通电源，同时
处理器的电源也会联动接通。

长按头戴式耳机的电源按钮，即可断开电源，同时处理器的
电源也会联动断开。

L 侧

长按

L 侧

请将各种播放设备的 HDMI 输出端子

连接至处理器的各输入端子。

• 请使用市售的 HDMI 线进行连接。

网址：www.jvc.com.cn

www.jv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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