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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迄今为止 E65 中的几乎所有组件和功能只能由驾驶员和前乘客操

作。 
由于客户对后座区舒适性要求不断提高，在此为 E65 和 E66 提供

了选装配置组件“后座区配置”。 
 
 
- 为客户带来的好处 

 
– 面向未来的显示和操作方案，前部区域和后座区方案相同 

– 统一操作 

– 后座区内的操作选项与前部区域相同 

– 前部区域和后座区的功能可以彼此独立使用 

– 车内可同时使用两种不同的音频源（扬声器 / 耳机） 

– 系统可以随时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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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系统的新装备 
 
后座区娱乐系统包括以下新装备，这些装备自 2002 年 3 月起开始

投入使用： 

 
– 后座区显示屏 6.5"（FD） 

– 后座区显示屏控制单元（SG FD） 

– 后座区控制器（FCON） 

– 后座区中间扶手操作中心（BZMF） 

– DVD 换碟机（DVD） 

– 耳机接口（KHI） 

– 耳机连接模块（KHA） 

– 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VM 5 Drive） 

 
- 系统优点 
 
后座区娱乐系统具有以下优点： 
 
– 附加娱乐功能（例如 DVD 视频） 

– 在后座区操作收音机 

– 在后座区操作 CD 换碟机 

– 通过车辆扬声器和耳机同时输出不同的音频源 

– 行驶期间看电视（仅限后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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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概览 
 
- 系统方框图 
 

 
插图 1：后座区娱乐系统概览 KT-9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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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说明 

ZGM  中央网关模块 
Kombi  组合仪表 
CD  控制显示 
CDC  音频 CD 换碟机 
BZM  中控台操作中心 
CON  控制器 
FCON  后座区控制器 
BZMF  后座区中间扶手操作中心 
FD  后座区显示屏 
SG FD  后座区显示屏控制单元 
ASK  音频系统控制器 
FS  快速擦写编程插头 
AM/FM ANT. 收音机天线 
TV ANT.  电视天线 
TEL. ANT.  电话天线 
GPS. ANT.  GPS 天线 
TEL  电话 
KHI  耳机接口 
KHA  耳机连接模块 
AVT  天线放大器 / 调谐器 
DVD  DVD 换碟机 
VM5 Drive  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 
NAV  导航计算机 
SVS  语音识别系统模块 
Kl. 30  总线端 30 正极供电 
Kl. 58g  总线端 58g 仪表照明 
ABS  车轮转速 ABS 信号 
RGB IN  连接导航计算机至视频模块的视频信号电缆 
RGB out 1  连接控制显示屏的视频信号电缆 
RGB out 2  连接后座区显示屏的视频信号电缆 
FBAS  视频信号导线 
LVDS  数字视频信号电缆 
K-CAN S  K-CAN 系统 
MOST  多媒体传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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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 
后座区娱乐系统的新增配置 

– 后座区显示屏 6.5" 

– 后座区显示屏控制单元 

– 后座区控制器 

– 后座区中间扶手操作中心 

– DVD 换碟机 

– 耳机接口 

– 耳机连接模块 

– 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 

 
- 后座区显示屏 6.5" 

后座区显示屏（FD）是后座区娱乐系统的中央显示单元。 

可翻折后座区显示屏居中安装在中控台上，因此它可以在不更改的情

况下在左侧和右侧驾驶型车辆中使用。使用滑雪板袋时可以将其向下

翻折。 

 
安装位置 
 

 
插图 2：位于中控台上的后座区显示屏 KT-9602 

 



E65/E66 后座区娱乐系统 

- 6 - 

后座区显示屏的结构 

后座区显示屏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 

– 翻转臂 

– 显示屏 

 

 
插图 3：后座区显示屏部件 KT-9774 
 
索引 说明 索引 说明 

1  显示屏壳体 6  RGB 电缆输入端 
2  翻转臂 7  MOST 插头 
3  锁止模块 8  后座区显示屏控制单元 
4  供电 9  光电传感器 
5  LVDS 数据线 10  显示屏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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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臂 
 

 
插图 4：翻转臂及显示屏处于静止位置 KT-9791 
 
机械式翻转臂以旋转形式固定在锁止模块上。手动实现上下翻折。按

压显示屏顶端可使锁止模块开锁。然后可将其向下翻折。锁止模块在

振动条件下（路况较差）以及发生碰撞时也可以有效锁止。 
 
在旋转接头中通过一个霍尔传感器识别上下翻折的位置。 
 
后座区显示屏的供电导线经过锁止模块和翻转臂。 
 
后座区显示屏壳体调整元件固定轴安装在翻转臂上。此外后座区显示

屏可倾斜或旋转 +/- 2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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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屏 
 
后座区显示屏是图片格式为 16:9 的 6.5" 高级 TFT 显示屏。可视

面积为 144 mm x 79.5 mm，分辨率为 400 x 240 像素。 
 
TFT 显示屏安装在一个塑料壳体中。一个用于测量环境亮度的光电

传感器也位于该塑料壳体中，以便相应调节显示屏亮度。 
 
显示屏的物理结构和功能参见手册 E65“iDrive / 联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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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座区显示屏控制单元（SG FD） 
 
后座区显示屏有一个独立的控制单元。该控制单元位于中控台上的后

座区显示屏下方。 
 
后座区显示屏控制单元集成在 MOST 网络内。 
 
安装位置 
 

 
插图 5：后座区显示屏控制单元的安装位置 KT-9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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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 
 
后座区显示屏控制单元处理多种数据格式。 
它有一个 MOST 接头，用于接收数字数据包，例如旅行指南。 
该控制单元通过一个 RGB 输入端（红绿蓝）接收来自视频模块的模

拟视频信号。 
通过 K-CAN 系统传输控制信号。 
 
后座区显示屏控制单元产生数字图像数据，并通过 LVDS* 电缆（数

字 RGB 电缆）将其传输到后座区显示屏。后座区显示屏通过图像数

据显示图像。通过其它电缆为后座区显示屏供电并传输 K-CAN 系统

的控制数据。 
 
 
 
*LVDS = 用于传输数字图像数据的低压差分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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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座区控制器（FCON） 
 
后座区控制器是控制后座区娱乐系统的操作部件。 
 
后座区控制器的构造和操作与前座区控制器完全相同。 
 
安装位置 
 

 
插图 6：后座区控制器位于后部中间扶手内 KT-9792 
 
后座区控制器安装在后部中间扶手操作中心易于操作的位置上。 
 
控制器的物理结构和功能参见手册 E65“iDrive / 联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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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座区中间扶手操作中心（BZMF） 
 
后座区中间扶手操作中心基本上与前座区中间扶手操作中心功能相

同。 
 
它用于安放后座区控制器及座椅调节开关。耳机连接模块位于中间扶

手端面上。 
 
安装位置 
 

 
插图 7：后座区中间扶手操作中心 KT-9786 
 
结构 
 
与前座区中间扶手操作中心相比，后座区中间扶手操作中心（BZMF）
增加了以下部件： 
 
– 用于左 / 右耳机的两个连接插孔 

– 用于调节耳机音量的两个旋转式调节器 

– 用于切换 CD 曲目或广播电台的搜索翘板开关 

 
 
操作中心的物理结构和功能参见手册 E65“iDrive / 联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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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VD 换碟机（DVD） 
 
E66 是全球首款装有 DVD 换碟机的车型。客户可以在车上感受到

交互式光盘的最佳数字图像质量。装有选装配置顶级高保真音响系统

（Logic 7）时，客户可享受到数字环绕立体声。 
 
DVD 换碟机同时兼具 DVD 和音频 CD 播放器的功能，其光盘匣内

最多可装入六张不同的 DVD 或 CD 光盘。DVD 换碟机具有以下优

点： 
 
– 最多可装入六张不同的 DVD 或音频 CD 光盘 

– 高存储量（一张 DVD 光盘上的影片时长最多可达 8 h） 

– 突出的图像和声音质量（Logic 7 环绕立体声音效） 

– 不像录像带那样播放质量不佳 

– 舒适性增强（例如章节跳转、顶级质量的静止画面、快进） 

– 多视角功能（如果相关 DVD 光盘支持的话，可从不同视角观看） 

– 易于操作的交互式功能 

– 一张 DVD 光盘最多支持 8 个语言版本和 32 种字幕语言 

– 使用统一标准的全球通用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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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位置 
 

 
插图 8：行李箱内 DVD 换碟机的安装位置 KT-9788 
 
DVD 换碟机位于行李箱内左后侧导航计算机的上方。 
 
只能从行李箱装入和取出光盘匣。 
 
结构 
 
DVD 换碟机与 CD 换碟机的结构基本一样。DVD 换碟机是 CD 换
碟机的后继开发产品。但 DVD 换碟机不仅能够播放 DVD 光盘而且

也能播放所有音频 CD 光盘，因此具有多媒体功能。 
 
DVD 换碟机有一个 MOST 接口，用于传输数字音频数据。图象数

据通过一个 FBAS 电缆（彩色图象同步消隐信号）传输到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上。数据在那里经过复制并通过 RGB 电缆（红绿蓝）

继续传送到两个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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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图像 
 
与录像机的磁带和激光影碟不同，视频 DVD 光盘存储分辨率非常高

的数字全格式图像。虽然按照 MPEG-2 标准进行了数据压缩，但在

车上的显示效果非常令人满意。 
 
DVD 光盘的水平分辨率为 540 行，比 VHS 视频（250 行）的两

倍还要多。垂直分辨率能支持最宽为 16:9 的图片格式。 
 
DVD 光盘不仅能够呈现无画面噪声的最佳静止画面，而且能够展现

完美的画面色彩。通过非接触方式的激光扫描，即使反复播放也不会

影响总体质量。 
 
声音 
 
除图像数据外，一张 DVD 光盘上最多可包括八个声轨。因此可支持

多种语言。此外还可存储最多 32 种字幕用于附加信息（翻译、字幕、

自动伴奏等）。 
 
音频数据通过数字方式以线性 PCM 信号（脉冲码调制）形式经光

学 MOST 总线输出。 
 
装有 Logic7 音响放大器时可实现真正的环绕立体声音效，该放大器

可根据 5.1 多通道技术分配接收到的 PCM 信号。 
 
其中包括 5 个声道（左前、中前、右前、左后、右后），覆盖 50 - 
20.000 Hz 整个频率特性范围。第六个通道为 Dolby Digital“.1”
低音扬声器提供 20 - 120 Hz 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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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功能 
 
如果 DVD 光盘支持的话，可通过控制器设置各种交互式功能，例如： 
 
– 将一部影片的情节划分为不间断的各个情节段落（选择情节） 

– 天衣无缝地更换摄像机视角（多视角） 

 
 
区域代码 
 
根据美国电影行业的要求采用了所谓的区域代码（1 至 6）。为此将

全球划分为 6 个区域。 
 
电影行业可以通过区域代码控制何时、以哪个版本、在哪些国家上映

一部影片。 
 
播放 DVD 光盘时，播放器首先会检查该光盘的区域代码。该代码必

须与播放器的代码完全一样。否则就会弹出 DVD 光盘，无法播放。 
 
欧洲仅使用区域代码为 2 的 DVD 播放器和 DVD 光盘。因此可能

无法在一款欧规车型上播放美国（代码 1）的 DVD 光盘。只能播放

代码 2 或无代码（代码 0）的 DVD 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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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9：区域代码分布图 KT-9621 
 
代码 国家或地区 

0  无设码，可在任何播放器上播放 
1  美国、加拿大、美国准州地区  
2  欧洲、日本、南非、中东、埃及 
3  东南亚、东亚、香港 
4  澳大利亚、新西兰、太平洋岛屿、中美洲和南美洲、加勒比地区 
5  前苏联、印度次大陆、非洲、朝鲜、蒙古 
6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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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机接口 
 
耳机接口是光学 MOST 总线与耳机之间的接口。 
 
安装位置 
 

 
插图 10：行李箱内耳机接口的安装位置 KT-9789 
 
耳机接口位于行李箱内左后侧的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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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接口的工作原理 
 
音频和控制数据通过 MOST 总线传输至耳机接口。由不同控制单元

（例如调谐器、CD、DVD 等）产生的音频数据以 44.1 kHz 的扫描

速度传输至耳机接口。 
 
耳机接口通过 MOST 总线接收到音频数据并分别针对各个耳机插

孔进行数据处理。 
 
每个耳机的音频数据都以模拟方式通过立体声导线传输至中间扶手

处的耳机连接模块并输出。 
 
以下功能可由用户自行设置（这些功能在耳机接口处配置）： 
 
– 音量 

– 音量左右分配 

– 高音 / 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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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 
 
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后座区在行驶期间也能看到图像）是 DVD 
换碟机和导航计算机视频信号的中央处理单元。 
此外，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还包括多个电视调谐器，以便确保行

驶期间也能获得最佳电视接收效果。 
 
 
安装位置 
 

 
插图 11：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的安装位置 KT-9239 
 
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位于行李箱内左后侧的导航计算机下方。如

果订购了选装配置 SA 603 后座区娱乐系统，则用视频模块 5（行

驶模式）取代视频模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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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插图 12：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的插头视图 KT-9215 
 
索引 说明 索引 说明 

1  天线 1 的天线插头 3  插头 ELO，18 芯，设码 B（米黄色）

2  天线 2 的天线插头 4  组合插头，20+2 芯，连接 MOST，
设码 C（蓝色） 

 
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由一个金属 DIN 壳体构成。这种结构具有

以下优点： 
 
– 最佳电磁兼容性（EMV） 

– 较好的散热能力 

– 较高的机械强度 

 
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包括以下部件： 
 
– 三个电视调谐器 

– 彩色解码器 

– 模块主体 

– 快速擦写存储器 

– 故障代码存储器 

– MOST 总线连接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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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 
 

 
插图 13：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的电路原理图 KT-9672 
 
索引 说明 索引 说明 
TV ANT.1  电视天线 1 DEC  彩色解码器 
TV ANT.2  电视天线 2 Matrix 用于复制和分配视频数据的部件 
TV Tuner1  主调谐器 1  CD  控制显示 
TV Tuner2  主调谐器 2  FD  后座区显示屏 
TV Tuner3  后台调谐器 RGB  红绿蓝数据线 
Video.AUX  附加视频输入端 FBAS  彩色图像同步消隐信号 
DVD  DVD 换碟机 NAV  导航系统 
 
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具有以下功能： 
 
– 在行驶期间也可以接收电视节目（仅限于后座区） 

– 复制数据并在两个监视器上输出 

– 在两个监视器上输出不同的播放源 

– 对 FBAS 信号进行颜色解码 

– 可提供用于摄像机信号的接口 
（例如用于 BMW Individual 特殊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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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端 
 
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通过以下输入端实现相应功能。 
 
 
外部播放源 信号 备注 
DVD 换碟机 FBAS  PAL 50 Hz，NTSC 60 Hz 
导航系统 RGB  红绿蓝信号同步发送到绿色信道上 
日本导航系统 RGBC  带有外部同步信号的 RGB 信号 
视频 AUX FBAS  PAL/SECAM 50 Hz 可转换，NTSC 60 Hz 针对 BMW 

Individual 特殊解决方案 
内部播放源 信号 备注 
电视 FBAS  在颜色解码器中转换为一个 RGB 信号 
 
说明：DVD 换碟机通过 MOST 总线传输标准（PAL 50 Hz / NTSC 
60 Hz）和控制数据。带有视频 AUX 输入端时，根据国家规格将标

准设置为 PAL/SECAM 50 Hz 和 NTSC 60 Hz。可在经销商处通过 
DISplus 更改标准。 
 
 
输出端 
 
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有两个输出端。因此可以在两个输出端同时

输出任意播放源或在各个输出端输出不同播放源。E66 批量投产时

（2002 年 3 月），在后座区显示屏上只能输出 DVD 视频和电视

信号。 
 
接收器 信号 备注 
控制显示 RGB  所有功能 
后座区显示屏 RGB  仅限于 DVD 视频和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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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能 
以下系统功能为新增加的系统功能： 

– 后座区显示屏 

– 后座区控制器 

– DVD 换碟机 

– 耳机连接模块 

– 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 

下面将介绍一般系统功能。 
 
 
- 后座区显示屏系统说明 
 
后座区显示和操作方案的结构和功能与控制显示相同。后座区显示屏

采用了相同的操作界面。只有通过后座区控制器才能操作后座区显示

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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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和关闭 
 
为了接通后座区显示屏，必须首先启用总线端 R 并用手把后座区显

示屏从中间通道上的静止位置处翻开。一个霍尔传感器识别显示屏的

翻转方向，并相应接通或关闭显示屏。 
 
显示屏通电时，如果选择了娱乐菜单，就会出现和控制显示上一样的

内容。否则就会恢复后座区娱乐系统菜单的最后一个设置。现在可以

使用后座区控制器选择一项功能。 
 

 
插图 14：后座区显示屏可能的登录菜单 KT-9866 
 
也可通过总线端 30 接通后座区显示屏。为此必须要通过音频系统控

制器的接通 / 关闭开关启用系统。 
 
在蓄电池容量低于规定值时，电源模块就会关闭后座娱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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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度调节 
 
通过一个内置光电传感器测量显示屏的环境亮度，并与设定的亮度值

进行比较。根据环境亮度使显示屏相应调亮或调暗。因此随时都能保

证画面的视觉效果。 
 
功能范围 
 
在后座区显示屏上可调出的功能范围基于车辆总体配置和集成在后

座区的配置范围。 
 
驾驶员在行驶期间使用电视功能或一些电话功能时不仅非常危险，而

且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受到法律禁止。后座区乘员可以在行驶过程中使

用这些功能。因此除许多相同功能外，后座区还有一些不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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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批量投产 E66（2002 年 3月）时的后座区娱乐功能： 
 
– 收音机（FM，AM） 

– 音频系统控制器驱动器（CC，CD，MD） 

– CD 换碟机 

– 车辆扬声器和耳机的声音设置 

– 在行驶期间看电视 

– 电视设置 

– DVD 换碟机 

– DVD 视频设置 

 
后座区不显示或无法显示以下功能： 
 
– 设置 

（驻车制动器，驻车距离监控装置，电子减振器控制系统，主动

定速巡航控制系统，轮胎压力监控系统，轮胎压力警告系统，语

言） 

– 空调 

– 车载数据（车载计算机设置，秒表，限速，保养） 

– 辅助窗口（没有显示） 

– 语音识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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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用户调节 
 
车辆各功能由不同控制单元来提供。后座区乘员可以像前座区乘员一

样使用相同的控制单元（收音机，电话，DVD 等）。由于在使用过

程中可能会出现冲突，因此规定了以下原则： 
 
 
没有插入耳机 
没有插入耳机时，通过车辆扬声器发出声音。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使用

一种播放源（例如收音机，CD，电视等）。如果两个用户使用同一

播放源，那么第一个用户的最后设置值就会被覆盖（例如更换广播电

台、音量等；“后来后得”）。 
 
如果一个用户想要更换播放源（例如由收音机切换到 CD 光盘），

系统就会切换到最后选择的播放源并通过车辆扬声器发出声音。显示

屏上的相应状态指示灯会随之变化。 
 
 
插入耳机 
至少插入一个耳机时，可以使用两种不同的音频源。在车辆前部控制

显示上选择的音频源（例如收音机）通过车辆扬声器发出声音。在后

座区显示屏上选择的音频源（例如 CD）通过后部耳机发出声音。因

此可以同时使用两种不同的音频源。 
 
 
例外情况 
在后座区显示屏上播放一张 DVD 光盘并用耳机收听的同时无法通

过车辆扬声器收听 DVD 换碟机内一张音频 CD 光盘的内容。DVD 
换碟机一次只能播放一张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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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座区禁用 
 
为了防止后座区乘员更换播放源，可在控制显示上启用“后座区禁用”

功能。在主菜单“设置”处通过菜单项“后座区”接通或关闭“后座

区禁用”功能。前座区仍然可以更改播放源。此后后座区乘员将不能

改变播放源。 
 

 
插图 15：显示菜单项“后座区”的控制显示窗口 KT-9868 
 
索引 说明 

1  用于启用“后座区禁用”功能的菜单项“后座区” 
 
 
快速擦写存储器 
 
后座区显示屏控制单元配有一个快速擦写存储器，用来完成可能的软

件更新。后座区显示屏控制单元还配有一个 EEPROM 用来存储故

障代码以便进行诊断。 
 



E65/E66 后座区娱乐系统 

- 30 - 

控制显示的不同显示 
 
如果 E65/E66 没有安装后座区娱乐系统，可以在控制显示上同时显

示电视和导航画面。 
 
视频模块的电视数据传给导航计算机并与导航数据相混合。导航系统

通过 RGB 电缆将数据发送至控制显示，后者重新进行数据分离并分

成两个画面显示。 
 

 
插图 16：没有安装 SA 603，同时显示电视和导航画面 KT-9778 
 
在配有后座区娱乐系统的 E65/E66 车型中没有此功能。其导航数据

通过一个 RGB 电缆发送至视频模块。 
 
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不能混合这些数据。只能复制导航系统及 
DVD 换碟机的信号并分配给前部和后部。因此显示屏每次只能显示

一项功能。 
 

 
插图 17：配有 SA 603 时只能显示一项功能 KT-9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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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座区控制器系统说明 
 
后座区控制器的操作与前座区控制器的操作一样。后座区控制器只负

责执行后座区显示屏的功能。 
 
控制器的物理结构和功能参见手册 E65“iDrive / 联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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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VD 换碟机系统说明 
 
DVD 换碟机可以播放以下光盘： 
 
– 音频 CD 光盘（音乐 CD 光盘） 

– DVD 视频（例如故事片） 

 
DVD 换碟机识别出所装光盘是 CD 光盘还是 DVD 光盘，并在控制

显示和后座区显示屏上（CD 换碟机和 DVD 菜单）显示出来。CD 换
碟机菜单显示 CD 光盘的方式如下： 
 
CD 01 至 CD 06 表示 CD 换碟机中所放入的 CD，CD 07 至 CD 
12 表示 DVD 换碟机中所放入的 CD。视频 DVD 光盘在菜单“视

频”中显示。 
 
 

 
插图 18：所装音频 CD 光盘的显示 KT-9857 
 
索引 说明 索引 说明 

1  CD 换碟机中的音频 CD 光盘 4  DVD 换碟机中的音频 CD 光盘 
2  CD 换碟机中的音频 CD 光盘 5  DVD 换碟机中的音频 CD 光盘 
3  刚才选择的 CD 光盘 6  CD 换碟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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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 换碟机通过 MOST 总线接收控制指令。相应状态也通过 
MOST 总线传输回相关控制单元。 
 
音频信号以数字信号形式经 MOST 总线传输。ASK、耳机接口和 
LOGIC7 音响放大器对信号进行处理并将其发送至扬声器。 
 
视频信号以模拟信号形式通过 FBAS 电缆传输至视频模块。数据在

此经过复制并通过 RGB 电缆同时发送给两个显示屏。通过此种方式

就能同时在前座区和后座区看到图像。但是由于法规和安全方面的原

因，控制显示中的图像会在行驶期间中断。 
 
 
快速擦写存储器 
 
DVD 换碟机配有一个快速擦写存储器，用来完成可能的软件更新。

DVD 换碟机还配有一个 EEPROM 用来存储故障代码以便进行诊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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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机接口系统说明 
 
以下功能可由用户自行设置（这些功能在耳机接口处配置）： 
 
– 高音 

– 低音 

– 音量左右分配 

– 音量 

– 提高音量（自动） 

 
通过音频菜单项“声音”进行设置。 
菜单项“声音”设置在菜单项“记忆”下。 
 

 
插图 19：可能对耳机进行的声音设置 KT-9862 
 
索引 说明 索引 说明 

1  高音按钮 3  音量左右分配按钮 
2  低音按钮 4  声音设置按钮 
 
插入耳机后可进行高音、低音、音量左右分配功能的设置，两个耳机

的效果相同。通过插孔附近的调节器只能单独调节每个耳机的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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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音 
 

 
插图 20：耳机菜单中的高音设置 KT-9817 
 
进行高音和低音设置时，可在 +/- 10 dB 的范围内以每增加或减少  
1 dB 的方式调节声音。借助于后座区控制器在菜单项“声音”处进

行此设置。 
 
低音 
 

 
插图 21：耳机菜单中的低音设置 KT-9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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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量左右分配 
 

 
插图 22：耳机菜单中的音量左右分配设置 KT-9823 
 
通过改变耳机左右通道的音量进行音量左右分配调节。把设置调到最

大值时（例如左侧最高音），另一侧耳机（例如右侧）就会切换到静

音状态。 
借助于后座区控制器在菜单项“声音”处进行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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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量 
 

 
插图 23：耳机连接模块中的音量设置 KT-9783 
 
索引 说明 

1  右后侧耳机插孔 
2  右后侧耳机的音量调节钮 
3  搜索翘板开关 
4  左后侧耳机的音量调节钮 
5  左后侧耳机插孔 
 
客户可通过中间扶手操作中心上的音量调节钮调节音量。每个耳机可

分别调节音量。 
 
 
提高音量（自动） 
 
提高音量功能是不可调节的，自动进行调节。为了达到更好的音效，

在音量较小时会稍稍提高低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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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音频数据 
 
耳机连接模块有两个耳机插孔。插入一个耳机时，音频数据就会通过

耳机输出。两个耳机始终都收听同一个音频源。 
 
后座区用户可以选择不同于前座区乘员的另一个播放源，因为前座区

和后座区可以同时输出两个不同的播放源。此时车辆扬声器仅用于前

座区所选播放源，后部耳机用于后座区所选播放源。 
 
 
耳机 
 
耳机不在供货范围之列。所有阻抗为 8 – 600 欧姆的普通耳机都可

接通使用。连接插头的直径为 3.5 mm。耳机接口的输出功率为 200 
mW（32 Ohm）。 
 
 
耗电量 
 
 
模式 耗电量 备注 
休眠模式 <100 µA MOST 总线休眠状态 
音频模式 约 300 mA  连接耳机时的平均值，取决于 RF 信号和音量 
 
 
 
快速擦写存储器 
 
耳机接口配有一个快速擦写存储器，用于进行可能的软件更新。此外

耳机接口还配有一个 EEPROM 用于存储故障代码以便进行诊断。 



E65/E66 后座区娱乐系统 

- 39 - 

- 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系统说明 
 
电视接收 
 
使用以前的视频模块 5 时，只有在车辆静止状态下才能接收电视信

号。全球的法律规定和安全规定都不允许在行驶期间使用电视功能

（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 
 
随着 2002 年 3 月将带有附加后座区显示屏的后座区娱乐装置引

入 E66，现在法律规定也允许在行驶期间接收电视信号，因为驾驶

员无法看到自己身后的后座区显示屏。 
 
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用于接收全球范围内所有电视标准和电视频

率的节目。但是由于发射原因且受工作原理所限，模拟电视系统

（PAL、NTSC、SECAM）不适于在行驶期间接收信号。 
因此必须找到细致全面的技术解决方案，以尽可能减少因车辆以及接

收天线位置不断变化而造成的接收干扰。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可

在行驶期间也确保图像清晰稳定。 
 
所用技术包括： 
 
– 三调谐器方案 

– 调谐器和频率多相择优 

– 图像稳定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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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谐器方案 
 
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由三个调谐器组成。两个调谐器用作主调谐

器，另外一个调谐器用作后台调谐器。 
 
 

 
插图 24：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的三调谐器方案 KT-9876 
 
索引 说明 索引 说明 
TV ANT.1  电视天线 1 4  天线接口已占用 
TV ANT.2  电视天线 2 Tuner 1  主调谐器 1  

1  天线接口已占用 Tuner 2  主调谐器 1  
2  天线接口未占用 Tuner 3  后台调谐器 
3  天线接口未占用 VM 5 Drive 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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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调谐器 
 
每个主调谐器的硬件部分都包括两个天线接口。在 E65/E66 上仅占

用各调谐器的一个接口，因为车辆总共只有两个电视天线。 
 

 
插图 25：E65/E66 的电视天线 KT-8678 
 
索引 说明 
1  天线调谐器 
2  天线多相择优装置 
3  天线放大器 
4  同轴电缆 
5  阻塞扼流圈集成在连接导线内 
6  带阻滤波器 
Kl. 30  蓄电池正极供电 
Kl. 31  连接接地 
MOST  多媒体传输系统 
TV 1  用于接收全球电视信号的电视天线 
TV 2  用于接收全球电视信号的电视天线 
U ANT  天线总成供电 
FBD  远程操作服务 
VICS  日本的交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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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视频模块 5 时，两根天线各与一个调谐器相连。出于技术原因，

只能每隔 20 ms 由一根天线切换到另一根天线。 
 
每个主调谐器都有一根独立天线。因此可以根据需要迅速、频繁地切

换天线。只有这样才能在车速超过 80 km/h 的情况下确保电视接收

不受干扰。 
 
 
后台调谐器 
 
后台调谐器没有独立天线，由一个主调谐器为其提供。 
 
后台调谐器不断搜索当前所接收电视信号的备选频率并通过节目标

志（例如“ZDF”）识别出发射电台。 
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的另一项优点在于自动更新可接收电台。无

需通过按压“自动存台”手动更新电台列表。 
 
 
多相择优 
 
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的多相择优包括两个功能：调谐器多相择优

和频率多相择优。 
 
为了确保最佳接收频率，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会相应选择出最适

宜天线和最佳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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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谐器多相择优 
 
两个主调谐器各有一根天线。通过连接相应调谐器来选择最佳天线。 
 
使用调谐器多相择优功能时可以随时迅速切换天线。这是为了在较高

车速下以及接收效果受到干扰时也可以使用最佳天线。 
 
 
频率多相择优 
 
如果希望收听的节目有多个频率，频率多相择优功能就会选择出该节

目的最佳频率。 
 
后台调谐器不断搜索整个频率范围并在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的存

储器内随时编辑最新的电台列表。 
 
有两种搜索备选频率的方式： 
 
– VPS 多相择优 

– 通过对比图像进行多相择优 

 
VPS 多相择优（视频节目系统） 
 
通过 VPS 信号传输电台识别数据。通过分析电台名称（例如“ZDF”）
可以识别出备选频率。 
 
 
通过对比图像进行多相择优 
 
在特定时间内对当前所收看节目的图像以及一个相应备选频率的图

像进行对比。如果图像顺序相同，多相择优功能就会认为是在通过不

同频率播放相同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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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稳定电路 
 
为了改善主观图像视觉效果，重新产生垂直和水平脉冲。为此在接收

信号中选择出同步信号，对其进行同步处理并重新送回输入信号中。

这样即使在接收效果较差的情况下也可以确保监视器上的图像保持

稳定。 
 
 
音频 
 
视频模块 5（行驶）通过单声道天线输入端接收电视声音。电视声音

通过单声道经右侧和左侧音频声道输出。 
 
 
技术数据 
 
工作电压 6.5 -16 V  完整功能 
电流强度 1.1 A  正常运行 
休眠电流 0.1 µA  MOST 总线处于休眠模式（车灯关闭） 
 
 
 
快速擦写存储器 
 
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配有一个快速擦写存储器，用于进行可能的

软件更新。此外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还配有一个 EEPROM 用
于存储故障代码以便进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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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以下操作方式为改进后或新增的操作方式： 
 
– 后座区显示屏 

– DVD 换碟机 

– 耳机连接模块 

– 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 

 
- 操作后座区显示屏 
 
只能通过后座区控制器来操作后座区显示屏。 
 
 
- 操作 DVD 换碟机 
 
与大家熟悉的 CD 换碟机一样，DVD 换碟机也配备了一个 6 碟光

盘匣。这种光盘匣技术具有以下优点： 
 
– 复杂的、容易受到干扰的机械机构数量减少 

– 抗振性和防撞性增强 

– 舒适性增强，因为可以在家装入光盘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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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盘匣设码 
 
CD 换碟机与 DVD 换碟机的光盘匣外观非常相似。但是二者的设码

不同（参见插图 26 蓝色高亮部分），用于避免误将无法读取的光盘

（DVD，CD-ROM）放入仪表板上的 CD 换碟机内并造成换碟机损

坏。 
 

 
插图 26：DVD 光盘匣（左）和 CD 光盘匣（右）上的不同设码 KT-9878 
 
索引 说明 
1  DVD 光盘匣 
2  CD 光盘匣 
 



E65/E66 后座区娱乐系统 

- 47 - 

通过菜单按钮进行操作 
 

 
插图 27：显示装入的 DVD 光盘 KT-9858 
 
索引 说明 
1  DVD 按钮 
2  DVD 换碟机内现有 DVD 光盘（例如第 4 碟） 
 
将光盘匣装入 DVD 换碟机后，系统会检查光盘匣的光盘类型（CD，
DVD）。对 CD 或 DVD 光盘内容（曲目数量，光盘标题）进行扫

描，并为显示屏提供相关信息。在菜单选项 CD 07 至 CD 12 处显

示相应的音频 CD 光盘。在菜单选项 DVD 处对装入的 DVD 光盘

进行操作。 
 
通过控制器或后座区控制器控制相应的菜单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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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 导航装置 
 
通过 DVD 导航装置控制 DVD 光盘的播放功能，在 DVD 光盘运

行期间按压控制器即可启用 DVD 导航装置。 
DVD 导航装置由以下功能按钮组成： 
 
– 播放 

– 停止 

– 暂停 

– 快进 

– 快退 

– 下一个曲目 

– 上一个曲目 

– 下一章 

– 上一章 

– 语言设置 

– 启用交互式菜单（根菜单） 

– 调节交互式 DVD 菜单（上、下等） 

– 选择字幕 

– 摄像机设置 

– 选择情节 

– 开始 

 
前进和后退功能可选择 2×、4×、8×、16× 和 32×。按压（后座区）

控制器即可进行相应转换。 
 
也可以在播放影片期间实现快进和快退（画面搜索）而且无需切换到 
DVD 导航菜单。此时通过旋转（后座区）控制器来改变播放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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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28：DVD 导航主菜单 KT-9860 
 

 
插图 29：DVD 导航子菜单 KT-9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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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名称 说明 

1  返回 返回主菜单 
2  播放 开始播放影片 
3  标题（子菜单） 有多部影片时显示标题 
4  停止 结束影片 
5  暂停 使影片暂停 
6  音频 选择语言 
7  章节跳返 返回本章开始处 
8  快退 以 2×、4×、8×、16×、32× 速度后退 
9  快进 以 2×、4×、8×、16×、32× 速度前进 
10  章节跳进 前进到下一章开始处 
11  视角 从不同摄像机视角观看 
12  用于打开子菜单的按钮 用于以下功能：标题、音频、字幕、视角 
13  根菜单 用于启用交互式菜单的按钮 
14  主菜单 返回主菜单 
15  返回 返回上次所选的功能 
16  字幕 选择一种字幕 
17  开始 用于开始播放影片 
18  箭头按钮“左” 用于在 DVD 菜单中导航 
19  箭头按钮“右” 用于在 DVD 菜单中导航 
20  箭头按钮“下” 用于在 DVD 菜单中导航 
21  箭头按钮“上” 用于在 DVD 菜单中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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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 交互式菜单 
 
作为另一种选择，可在 DVD 交互式菜单处进行如下设置，例如选择

章节、语言、字幕、特效和开始播放影片。 
 
DVD 菜单由带有选项的图形组成。通过箭头、“开始”和“返回”

按钮对所提供的菜单进行导航调节。 
 

 
插图 30：DVD 交互式菜单 KT-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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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 菜单处的图像设置 
 
在 DVD 菜单处可进行如下设置： 
 
– 亮度 

– 颜色 

– 对比度 

– 图像格式 

 

 
插图 31：DVD 图像设置菜单 KT-9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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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度 

 
插图 32：亮度设置菜单 KT-9821 
 
颜色 

 
插图 33：颜色设置菜单 KT-9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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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度 

 
插图 34：对比度设置菜单 KT-9822 
 
图像格式 

 
插图 35：图像格式设置菜单 KT-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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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耳机连接模块 
 
通过将耳机插头插入耳机连接模块来接通和关闭耳机。通过后座区控

制器和后座区显示屏调节或更改耳机设置。通过耳机连接模块上的音

量调节器调节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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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 
（电视功能） 
 
以下功能用于操作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内的电视功能： 
 
– 图像设置 

– 本国设置（电视标准） 

– 电台列表 

 
图像设置 
 
客户可以根据个人需要调节图像设置。可更改以下图像设置： 
 
– 颜色 

– 亮度 

– 对比度 

– 色调（仅用于 NTSC） 

 
用于调节“颜色”、“亮度”、“对比度”的图像设置与 DVD 相符，

而且只能前座区和后座区一起调节。 
 

 
插图 36：电视图像设置菜单 KT-9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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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设置 
 
客户可以根据所在国情况进行设置。视频模块会相应切换到可以接收

所在国电视节目的正确电视标准和正确频率场。 
 

 
插图 37：电视标准设置菜单 KT-9824 
 
打开 / 关闭多相择优功能 
 
使用功能“通过对比图像进行多相择优”时，可能会因图像内容相似

（例如不同的广播公司同时播放不同的足球比赛）而形成虚拟备选频

率。视频模块会误将某频率视为备选频率并更换电台。 
 
因此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在服务菜单内停用多相择优功能。设置情况以

“多相择优功能打开 / 关闭”信息形式经 MOST 总线传输至视频

模块 5（行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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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列表 
 
视频模块负责编辑一份电台列表，该列表包含当前可接收的所有电

台。电台列表最多可显示 25 个电台。该列表会随时更新。只要能够

确定节目的电台名称，列表上的电台名称便会按照字母顺序排序

（ARD、BR3、RTL、SAT1、ZDF 等）。 
 
随后根据频道说明（CH3、CH7、CH12 等）按升序顺序排列无法

确定电台名称的电台。出现多个相同的电台名称时（例如 3 个 
ZDF），则有备选频率。 
 
启用多相择优功能时，列表上的每个广播公司仅显示一次（1 个 
ZDF）。停用多相择优功能后，每个节目的显示频率则与当前可接收

该节目的备选频率数量相符。随后可在列表中自由选择所需节目。 
 

 
插图 38：电视菜单中的电台列表 KT-9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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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说明 
 
以下售后服务说明为改进后或新增的说明内容： 
 
– DVD 换碟机（区域代码） 

– DVD 光盘匣 

– 双面 DVD 光盘 

– 自制 CD 光盘 

– DVD 音频 

– 打开 / 关闭多相择优功能 

 
DVD 换碟机的区域代码 
 
更换 DVD 换碟机时必须确保 DVD 换碟机的区域代码正确。否则可

能无法播放当地的 DVD 光盘。 
 
 
DVD 光盘匣 
 
虽然 DVD 光盘匣和 CD 光盘匣的外观相似，但是二者不能互换。

如果用力推入 DVD 光盘匣，可能会造成 CD 光盘匣的激光器和光

盘匣托架损坏。 
 
 
双面 DVD 光盘 
 
市场上出售的双面 DVD 光盘两面都刻有数据，而且没有标签。需要

播放另一面的光盘信息时，应取出光盘匣并将匣内的 DVD 光盘旋转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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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 CD 光盘 
 
使用自制 CD 光盘时，事后粘贴的标签可能会在播放过程中因受热

而脱落，并对设备造成永久性损坏。 
 
播放音频格式的自制 CD 光盘内容时，可能会出现干扰现象（死机，

无法识别 CD 光盘）。 
 
 
DVD 音频 
 
DVD 换碟机不支持 DVD 音频格式。市场上出售的很多音频 DVD 
光盘不仅包括 DVD 音频轨道，而且还包括 DVD 换碟机无法播放的 
DVD 格式视频轨道。 
遇到这种情况时，通过控制显示屏或后座区显示屏上的 DVD 菜单来

选择播放内容。通过读取音频 DVD 光盘上的信息来确定该音频 
DVD 光盘是否包含另外一个音频轨道。 
 
 
打开 / 关闭多相择优功能 
 
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在服务菜单内停用或启用“通过对比图像进行多相

择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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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索引 说明 
ABS  制动防抱死系统 
AM/FM ANT.  收音机天线 
ASK  音频系统控制器 
AVT  天线放大器 / 调谐器 
BZM  中控台操作中心 
BZMF  后座区中间扶手操作中心 
CD  控制显示 
CDC  光盘换碟机 
CON  控制器 
DEC  彩色解码器 
DVD  DVD 换碟机 
EEPROM  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ELO  标准插头 
FBD  远程操作服务 
FBAS  彩色图像同步消隐信号，通过一根信号导线传输彩色、亮度和同步脉冲。 
FCON  后座区控制器 
FD  后座区显示屏 
FS  快速擦写编程插头 
GPS. ANT.  GPS 天线 
K-CAN S  车身控制器区域网络系统 
KHA  耳机连接模块 
KHI  耳机接口 
Kombi  组合仪表 
LOGIC 7  顶级高保真音响放大器 
LVDS  低压差分信号 
MOST  多媒体传输系统 
MPEG  运动图像专家组 
NAV  导航计算机 
PCM  脉冲编码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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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说明 

RGB  红绿蓝数据线 
SG FD  后座区显示屏控制单元 
SVS  语音识别系统模块 
TEL  电话 
TEL. ANT.  电话天线 
TFT  薄膜晶体管 
TV ANT.  电视天线 
VM  视频模块 
VM5 Drive  视频模块 5（行驶模式） 
VPS  视频节目系统 
ZGM  中央网关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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