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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值的
CA 接收机

卫星接收机 

Nanoxx 9600 IP

CA 接收机现在很便宜,但是如果你想要拥有一个非常好的

机顶盒，那么你还得好好找寻一番。我们就发现了一款好

的接收机，这就是是德国版的 Nanoxx 9600 IP。“IP” 显示它

还有一些超值的东西 – 还是让我们一步一步来介绍吧。

该机顶盒配有银色的优雅

外壳，富有光泽的黑色面板，

从显示窗里可以很容易地

读出当前所选的节目编号。

Nanoxx面板的左边有七个操

作按钮，不用遥控器也可以操

控机顶盒，右边的仓门里藏

有兼容 Xcrypt 方式的读卡

器，。

后面板的配置很高,包括一

进一出的高频头接口,两个

欧洲插口,可调节的射频输出

接口,3 个 RCA 立体声音视

频插口,还有复合视频、光纤

数字音频输出和 RS-232 接

口，特别是还配有 RF45 网

络接口，对于它稍后再做更多

介绍。

遥控器拿在你手中的感觉

不错，这得益于其符合人体工

学的外形设计，虽然下半部的

按钮可能稍微有些大点,。

多种语言的使用手册可以

回答所有的使用问题，而且设

计得易于使用。

日常使用
第一次开机时，你会立刻看

到主菜单，它提示用户设置一

些参数，并且定义与其接驳的

接收设备。新款的 Nanoxx 机

顶盒真的是一位周游世界的

旅行家,它的 OSD可以用下列

语言显示:英语、德语、法语、

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土耳

其语、俄语、阿拉伯语、波斯

语、克罗埃西亚语和希腊语。

由于具有自动检测功能，

在我们的测试中，该机可以在 

PAL 和 NTSC 制信号及 4:3 

和 16:9 信号之间平滑地切

换。遗憾的是,Nanoxx 接收

机没有 S 端子和分量视频输

出功能,从目前有很多人在使

用平板电视和幻灯机的情况

来看确实是美中不足。从肯定

的方面看，OSD 可以被用户定

义的范围非常广，可以使使用

者按照他们自己的偏好来配

置机顶盒。

一但初始设置完成，安装菜

单就会帮助接收机调整接收

系统设定。 Nanoxx 9600 IP 

支持 DiSEqC 1.0 协议，最多

可以控制 4 个 LNB，也支持 

DiSEqC 1.2 和 1.3(USALS)协

议，可以控制极轴天线的电

机。 

作为一项非常智能化的功

能- 尤其对于那些网络新

手来说- “相关 DiSEqC 协

NANOXX 9600 IP
Perfectly working CA receiver 

with smart use of 
network interface

议”功能可以自动检测出所有

被接收机设定的参数,所以使

用者在安装设备时大可不必

担忧。 

如果你拥有一个 16 个 

LNB 的多馈源天线，那么这

款接收机对你不适合,而且, 

遗憾的是它不支持 DiSEqC 

1.1 协议。

除了标准的双本振 Ku 波

段 LNB 之外，还可以使用另

外一些类型的 LNB,如 C 波

段等，如果需要可以手动输

入 LOF 本振频率。制造厂商

为这款接收机预存的卫星目

录上包括 58 个欧洲和亚洲

的轨道位置，以后还可以增

9600 IP 一目了然的信息条 EPG 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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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画面显示 频道搜索 网络设定 

加 20 个位置。我们已经注意

到一些转发器的数据已经过

时，因此我们希望 Nanoxx 关

注这一点并在以后提供比较

新的数据。

在天线设定完成之后，下一

个步骤是为 9600 IP 存储

近 6000 个频道(导入程序为

1.33 版或更高)。我们可以选

择全部搜索或选择多个卫星

搜索，或者选择特定的转发器

手动进行搜索。 

我们的测试也确认了它的一

个优点，就是能够进行有条件

搜索，如仅搜索免费节目、电

视节目或广播节目。其扫描速

度很快，仅用了不到 7 秒的

时间就将一个有 80 个转发

器的卫星搜索完毕。 

我们测试了 Nanoxx 9600 

IP 高频头的极限，并惊异于

它接收 7 °W 的NILESAT、

26 °E 的 BADR 和 28.2 °E 

的 ASTRA 三个卫星上功率较

弱转发器的结果。接收 SCPC 

信号也没有问题，我们测试了 

36 °E 的 EUTELSAT SEASAT 

卫星上的一只符码率是 1628 

Ms/s 的转发器，没有任何失

真。

在完成第一次频道扫描之

后，接收机就退出菜单，显示

出第一个可以观赏的频道，

同时还有一个高亮度的信息

条，它显示着当前节目和下一

个节目的题目(若节目供应商

提供)，或是图文电视文件的

图标,副标题及加密方式等。

按下“向导”按钮，屏幕上

就会出现 EPG，显示以后三

到七天内所有节目的预告。我

们的广泛测试显示,在屏幕上

将 EPG 视窗分成几部分，对

于 9600 IP 来说有些费事。

一方面显示所有的节目等数

据的区域相当小，而另一方面

放映现在选中频道的区域又

相当大。我们相信减少这个包

含较多节目数据的区域是明

智的,因为实际上 EPG 就应

该是在地方那个样子。

与大多数其他接收机类

似，由“OK” 按钮导出频道

目录。新款 Nanoxx 接收机的

特点是具有一个清楚的编排

目录，它包含着众多编辑和分

类选项。这样确保了只需按下

几次按钮就能找到任何要看

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调整频道的次

序，你可以按照你个人的爱好

来编排频道目录。这包括重新

命名、移动或删除频道，还有

给那些对于孩子不合适的频

道加上童锁。只有输入正确 

PIN 码的人才能观看这些频

道。 

为了更容易操作,所有特定

的卫星频道可以立刻删除或

用 PIN 码锁住。

补充搜索过程中漏掉节目

的最好办法是手动输入 PID 

码, 这个功能是所有卫视爱

好者最感激的。可以按下一个

按钮来选择八个喜爱节目目

录，它们存满大部分时常看的

频道。这样一来在看喜爱节目

时就不再浪费时间了。

Nanoxx 9600 IP 除了标准

的功能之外，还可以选择收

听广播、观看图文电视和浏

览多画面三个模式，它可以帮

助你同时观看四个频道，那是

对付商业广告搔扰的一个方

便方法，这些都给人非常完美

的印象。

网络
接口
现在到了解释 Nanoxx 

9600 IP中的“IP” 做型号

名称的时候了。和大部分 CA 

接收机相反，这款特殊的机

顶盒装有完备功能的网络接

口,制造厂商这样做的目的有

两个: 一是使通过互联网的

软件更新更容易和更方便,二

是把这款 CA 接收机变成全

能的 PVR。

如果你决定使用这个接

口，那么你所必须做的就是访

问 OSD 上的互联网主菜单

来设置必要的参数。如果需

要的话,所有的数据(即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网关路由 

IP) 得用手输入，或选择激活 

DHCP,使接收机从本地路由器

得到所有设置。

通过这种潇洒的方式，

9600 IP 就能够在每次开机

时通过制造厂商的服务器寻

找最新的软件，使使用者确定

机顶盒始终运行着最新版本

的操作系统。 

当然，我们也在测试中进行

尝试。可靠性很强的接收机

发现了更新，开始下载并且安

装了新的软件。

至于安装网络接口第二个

目的，现在它还是属于试验阶

段,但是我们从制造厂商那里

得知他们正在夜以继日地工

作以准备发布。而《国际卫星

电视》 被 Nanoxx 公司允许

可以观摩。 

在所有计划开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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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PC上录制软件 

Manufacturer  NanoXX    www.nanoxx.info

Model 9600 IP

Function Digital CA satellite receiver 
 with PVR functionality via network

Channel memory 6000

Satellites 78

SCPC compatible yes (1628 Ms/s and above in our test)

USALS yes

DiSEqC 1.0 / 1.2 / 1.3

Scart connections  2

Audio/Video outputs  3 x RCA

YUV outputs  no

UHF Modulator yes

0/12 Volt output no

Digital audio output yes (optical)

EPG yes

C/Ku-Band compatible yes

Power supply 100-240 VAC, 50/60 Hz

专家的意见

+
Nanoxx 9600 IP 是一款功能完备且性能

可靠的 CA 接收机。由于具备网络接口，它
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关于可能性的世界，制造
厂商将会用智能化的方法来进行开发。9600 
IP 自我介绍说其操作对于初学者也毫无困
难。

-
卫星和转发器目录的设计需要一些新鲜的思路，而重放

计算机里录制的节目还未可行。增加 DiSEqC 1.1 协议功
能将会受到欢迎。

Thomas Haring
TELE-satellite

Test Center
Austria

Nanoxx 公司作出一个假定，

即在今天大部分家庭都拥有

高性能的个人计算机，并可以

刻录 DVD，就如同一二十年前

录制一盘音带一样容易。

现在，大多数销售的 PVR 

允许从个人计算机的硬盘上

进行转录,虽然这个过程时效

性很强,要取决于网络连接类

型。 现在，如果你要把一个

节目直接录制到计算机上,将

这巨大文件从一个硬盘转移

到另外一个硬盘会节省很多

时间。

这就是 Nanoxx 公司目前

所处的阶段，即在计算机上

运行一个小的工具软件，来等

待任何输入计算机的录制节

目。 当按下遥控器上 “录

制”按钮的时候，接收机通过

网络接口将所有数据传输到

计算机。

计算机将录制的节目保存

下来以备重放或者用相应软

件刻成标准的 DVD 碟片。

虽然还处于试验阶段，

Nanoxx 9600 IP 的这项新功

能在我们的测试中依然表现

出色。我们唯一还不能测试的

是用接收机重放直接储存在

计算机上的内容,因为制造厂

商尚未完成软件的功能。 

考虑到要完善录制模式的

功能,我们相信这项功能不久

将会投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