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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注意事项：
本产品包含部分基于目标代码形式的软件，这些目标代码部分基于满足不同许可（特别是 GNU 通用公众许可）的免费软
件。您可以在随机附带的许可信息中查找到关于这方面的细节。
如果您没有得到 GNU 通用公众许可的副本，请访问 http://www.gnu.org/licenses/网站来获取。
在本产品或其固件推出三年之后，T+A 公司授权任何第三方支付 20 英磅的费用，获取关于相关源代码完整的可供机器读
取的物理储存媒体副本（DVD-ROM 碟片或 USB 记忆棒）。如果想要获得这样的源代码副本，请发邮件到以下地址，并注
明相关产品型号和固件版本信息： T+A elektroakustik, Planckstr. 9-11, 32052 Herford, Germany。
GPL 许可及其进一步的相关信息可以在以下网址获得：http://www.ta-hifi.com/license-information。

Qualcomm 是 Qualcomm 公司 的 注 册 商 标 ， 在 美 国 和 其 他 国 家 注 册 ， 经 许 可 使 用 。 aptX 是
Qualcomm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有限公司的商标，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注册，经许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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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使用本产品。
我们很高兴您决定购买我们的  品牌产品。 这台全新的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是一台拥有最高品质的高保真设备，
其设计和开发的最终目标是致力于满足音乐发烧友及爱好者的需求。
本系统代表了我们将实用的电子设备与坚如磐石的质量、友好的用户操作界面和别无所求的性能与参数相结合起来的顶尖
设计能力。
所有这些元素都集中于这台设备之中，可以在很多年的时间里满足您最高以及绝大部分的需求。我们所使用的所有元器件
均满足德国和欧盟当前有效的安全规范和标准。我们所用的所有材料都经过了严格的质量监控。
在产品生产的所有阶段，我们都避免使用有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或有潜在健康风险的材料，例如氯基清洁剂和氯氟碳化合
物。
我们同样也努力避免在产品设计中广泛使用塑料材料，特别是聚氯乙烯材料。取而代之，我们主要采用金属及其他无害的
材料；金属材料非常利于回收利用，并且也能提供有效的电子屏蔽。
我们的产品均采用坚固的全金属机箱，避免了任何影响音质还原的外部干扰源的可能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金属机
箱具有极佳的屏蔽效应，我们产品的电磁辐射（电子污染）也被限制在最小的程度。
我们想借着这一机会再次向您表示感谢，感谢您信任我们的公司并且购买这款产品，希望您能够通过 R 1000 E 多信源接
收机获得长时间的享受和完全的聆听愉悦。



elektroakustik GmbH & Co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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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下使用说明：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所有常用操作和功能均在这本使用说明书的第一部分进行讲解。
使用说明书的第二部分“基本设置、安装，首次使用本系统”包括有很少被使用到的设备连接和设置等内容，一般只有在
本机设置和首次使用时才会用到。在将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连接到您的家庭网络中时，您也需要在使用说明书中查找
关于网络设置的说明。

本使用说明书中使用的符号
注意!

被这一符号标示的内容包含重要的指示，为了保证机器安全工作并且不发生故障，这些指示必须被完全遵
守。

这一符号标示的文字内容提供了补充的注意事项以及背景信息，这些内容是帮助机器的用户充分理解如何
获得最好的使用效果。

软件升级注意事项：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很多功能都是基于软件来实现。软件升级和新的功能也会不断被推出。软件升级过程只需要花上
几分钟。请查阅题为“软件升级”的章节来了解如何通过互联网连接来为您的设备进行软件升级。
我们欢迎您在首次使用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之后，先检查是否有软件更新。要让您的设备始终保持最新的软件版本，
您应该经常检查是否有软件更新。

非常重要 ！警告！
本产品包含有超过一类的激光二极管。为确保长期安全，请勿打开本产品的任何盖板或试图接触本产品内部。
将所有维修工作交由合格人员进行。
一类
激光产品

本操作指南、接线指引和安全提示是为您的利益而设——请仔细阅读并且时常参阅。操作指南是本设备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如果您将本产品转手给新用户，请确保将以上操作指南也一起转交给购买者，以避免产生错
误的操作和发生可能的风险。

 我们使用的所有部件均达到德国及欧洲目前有效的安全规范和标准。本产品满足欧盟指引。符合性声明可以
从以下网站下载：www.ta-hifi.com/DoC。

4

内容
前面板控制 ...................................................................................................................................9
遥控器 ........................................................................................................................................13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基本设置 ............................................................................................16
调出并操作菜单.................................................................................................................................................. 16
信号源名称 ......................................................................................................................................................... 16
旁路 ................................................................................................................................................................... 17
扬声器尺寸 ......................................................................................................................................................... 17
前级放大输出模式 .............................................................................................................................................. 17
耳机输出模式 ..................................................................................................................................................... 17
显示屏亮度 ......................................................................................................................................................... 17
显示模式 ............................................................................................................................................................ 18
语言 ................................................................................................................................................................... 18
设备名称 ............................................................................................................................................................ 18
节能装置 ............................................................................................................................................................ 18
菜单项目 ............................................................................................................................................................ 18
网络 ................................................................................................................................................................... 18
音乐服务 ............................................................................................................................................................ 18
带宽限制 ............................................................................................................................................................ 19
FD 100 配对....................................................................................................................................................... 19
设备信息 ............................................................................................................................................................ 19

音调控制设置 (音调菜单) ...........................................................................................................................20
调出并操作菜单...................................................................................................................................................... 20
声道平衡 ............................................................................................................................................................ 20
响度 ................................................................................................................................................................... 20
音调控制 ............................................................................................................................................................ 20
低频/ 高频 .......................................................................................................................................................... 21
响度级 ................................................................................................................................................................ 21
数字/模拟转换器模式 ......................................................................................................................................... 21
输出 ................................................................................................................................................................... 21

操作信号源的细节 ......................................................................................................................22
最爱曲目列表 .............................................................................................................................................22
基本信息 ............................................................................................................................................................ 22
调出最爱曲目列表 .............................................................................................................................................. 22
添加某个最爱曲目 .............................................................................................................................................. 22
从最爱曲目列表中删除某个最爱曲目 ................................................................................................................. 22
从最爱曲目列表中选中某个最爱曲目 ................................................................................................................. 23
直接选中某个最爱曲目 ....................................................................................................................................... 23
对最爱曲目列表进行分类 ................................................................................................................................... 23

操作广播 ....................................................................................................................................................24
FM 调频广播 .......................................................................................................................................................... 24
选中 FM 调频广播 .............................................................................................................................................. 24
显示 ................................................................................................................................................................... 24
手动搜索电台 ..................................................................................................................................................... 24
自动搜索电台 ..................................................................................................................................................... 25
从电台列表中选择某个电台 ................................................................................................................................ 25
RDS（数字广播系统）功能 ............................................................................................................................... 25
开启和关闭广播文本 .......................................................................................................................................... 26
单声道 / 立体声 .................................................................................................................................................. 26
DAB（数字音频广播） .......................................................................................................................................... 26
选择数字音频广播 .............................................................................................................................................. 26
显示 ................................................................................................................................................................... 26
自动搜索电台 ..................................................................................................................................................... 27
5

从电台列表中选择某个电台 ............................................................................................................................... 27
RDS（数字广播系统）功能............................................................................................................................... 27
互联网广播 ............................................................................................................................................................ 28
Selecting Internet Radio as source ................................................................................................................... 28
选中播客 ........................................................................................................................................................... 28
播放................................................................................................................................................................... 28
前面板显示 ........................................................................................................................................................ 28
搜索功能 ........................................................................................................................................................... 29

音乐服务操作 ............................................................................................................................................ 30
基本信息 ........................................................................................................................................................... 30
选中音乐服务 .................................................................................................................................................... 30
播放................................................................................................................................................................... 30
搜索功能 ........................................................................................................................................................... 31
播放列表和最爱曲目.......................................................................................................................................... 31
前面板显示 ........................................................................................................................................................ 31

操作 UPnP（通用即插即用） / DLNA（数字生活网络联盟）信号源 （流媒体客户端） ........................ 32
流媒体客户端的基本信息 .................................................................................................................................. 32
选择 UPnP（通用即插即用） / DLNA（数字生活网络联盟）信号源 ................................................................. 32
播放................................................................................................................................................................... 32
按目录播放 ........................................................................................................................................................ 33
搜索功能 ........................................................................................................................................................... 33
前面板显示 ........................................................................................................................................................ 33

播放 USB（通用串行总线）记忆媒体 (USB 媒体信号源) ........................................................................ 34
基本信息 ........................................................................................................................................................... 34
选择 USB 媒体作为信号源................................................................................................................................. 34
播放................................................................................................................................................................... 34
按目录播放 ........................................................................................................................................................ 35
搜索功能 ........................................................................................................................................................... 35
前面板显示 ........................................................................................................................................................ 35

操作碟片播放机 ........................................................................................................................................ 36
Selecting CD as source .................................................................................................................................... 36
插入一张 CD 唱片 ............................................................................................................................................. 36
前面板显示 ........................................................................................................................................................ 36
播放一张 CD 唱片 ............................................................................................................................................. 37
其他播放操作 .................................................................................................................................................... 37
在播放过程中选择曲目 ...................................................................................................................................... 37
CD 文本 ............................................................................................................................................................. 37
播放模式 ........................................................................................................................................................... 38
编程播放 ............................................................................................................................................................... 39
创建一个播放编程 ............................................................................................................................................. 39
播放某个播放编程 ............................................................................................................................................. 39
删除某个播放编程 ............................................................................................................................................. 39

操作蓝牙信号源 ........................................................................................................................................ 40
选中蓝牙音频信号源.......................................................................................................................................... 40
设置音频传输 .................................................................................................................................................... 40
播放功能 ........................................................................................................................................................... 40
控制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 41
注意................................................................................................................................................................... 41

将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作为数字/模拟转换器 ...................................................................................... 42
数字/模拟转换器操作的基本信息 ....................................................................................................................... 42
D/A Converter Operation .................................................................................................................................... 42
Selecting a D/A Converter Source .................................................................................................................... 42

USB 数字/模拟转换器详细操作 ................................................................................................................ 43
系统要求 ........................................................................................................................................................... 43
Installing drivers ................................................................................................................................................ 43
设置................................................................................................................................................................... 43
软件方面注意事项 ............................................................................................................................................. 43

6

操作方面注意事项 .............................................................................................................................................. 43
设置方面注意事项 .............................................................................................................................................. 43

通过

播放 ....................................................................................................................................44

基本信息 ............................................................................................................................................................ 44
播放 ................................................................................................................................................................... 44

首次安装、 ................................................................................................... 45
使用本系统时的 ............................................................................................ 45
安全注意事项 ............................................................................................... 45
背板连接端子 .............................................................................................................................46
安装与接线 .................................................................................................................................48
扬声器线和信号线 .............................................................................................................................................. 49
电源线和电源滤波器 .......................................................................................................................................... 49
更换电池 ............................................................................................................................................................ 49
设备保养 ............................................................................................................................................................ 49
设备储存 ............................................................................................................................................................ 49

安全注意事项 .............................................................................................................................50
安装.................................................................................................................................................................... 50
连接 ................................................................................................................................................................... 50
电源供应 ............................................................................................................................................................ 50
电源线 / 电源插头 .............................................................................................................................................. 50
开启机箱 ............................................................................................................................................................ 50
监督设备操作 ..................................................................................................................................................... 50
服务，损伤......................................................................................................................................................... 50
电压过载 ............................................................................................................................................................ 51
  .................................................................................................................................................................. 51
欧盟的使用许可及符合欧盟法规 ........................................................................................................................ 51
处理此产品......................................................................................................................................................... 51
FCC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为使用者提供的信息 ...................................................................................................... 51

网络配置 ....................................................................................................................................52
基本信息 ............................................................................................................................................................ 52
可兼容的硬件和即插即用服务器......................................................................................................................... 52
网络设置菜单 ..................................................................................................................................................... 52
打开网络设置菜单 .............................................................................................................................................. 52
操作菜单，改变并储存 IP 地址........................................................................................................................... 52
关闭菜单 ............................................................................................................................................................ 53
不储存设置，退出菜单 ....................................................................................................................................... 53
配置有线 LAN 以太网络或有线 LAN 电力线网络连接 ............................................................................................ 54
设置有线网络参数 .............................................................................................................................................. 54
配置无线 WLAN 连接 ............................................................................................................................................ 55
设置无线网络参数 .............................................................................................................................................. 55
手动选择并连接无线 WLAN 网络........................................................................................................................... 55
搜索并选择网络.................................................................................................................................................. 55
输入密码（针对加密的网络） ............................................................................................................................ 55
保存网络设置并重启 .......................................................................................................................................... 55
通过 WPS（Wifi 保护设置）功能连接无线 WLAN 网络 ........................................................................................ 56
WPS（Wifi 保护设置）功能 ............................................................................................................................... 56
通过 WPS（Wifi 保护设置）功能自动连接到无线 WLAN 网络 ........................................................................... 56
通过 WPS（Wifi 保护设置）功能手动选择无线 WLAN 网络并连接 .................................................................... 56
通过无线接入点设置无线 WLAN 网络 ................................................................................................................... 57

7

FD 100 无线遥控器（可选） ......................................................................................................58
连接广播天线 .................................................................................................................................................... 58
与 FD100 遥控器配对 ........................................................................................................................................ 58

节能注意事项 .............................................................................................................................59
基本信息 ........................................................................................................................................................... 59
自动关机 (节能装置) .......................................................................................................................................... 59

法律信息.....................................................................................................................................59
故障排除.....................................................................................................................................60
术语汇编 / 补充信息 ...................................................................................................................63
网络术语.....................................................................................................................................65
软件升级.....................................................................................................................................67
附录 A ........................................................................................................................................68
接线示意图................................................................................................................................................ 68
接线示意图................................................................................................................................................ 69
接线示意图................................................................................................................................................ 70

附录 B ........................................................................................................................................71
规格参数 ................................................................................................................................................... 71

8

前面板控制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所有重要功能都可以通过前面板上的按钮进行控制。直接控制按钮可以操作例如信号源选择这类
基本功能。不常用的功能则可以通过按  /  /  按钮调出菜单进行控制。
所有与机器状态、目前播放曲目和相关的广播信号电台有关的信息均在本机集成的显示屏上显示。以下部分对机器上各个
按钮的功能以及显示屏上提供的信息进行讲解。



（开/关切换）
短按  按钮一次，切换整机电源的开和关。本机开机之后，上述按钮的指
示灯会亮起。





警告！
主电源按钮并非完全电气隔离开关。即使显示屏处于关闭和全黑状态，本机的某
些部件仍然与主电源电压处于接通状态。如果要将本设备完全与主电源断开，主
电源插头必须从墙壁插座上拔下。
如果您长时间不会使用本机，我们建议您将本机与主电源完全断开。

阻抗至少 32 Ω 的立体声耳机插孔。

(耳机)

使用耳机

如果戴着耳机以非常高的音量长时间连续听音，可能会造成永久的听力损失。不
用耳机长时间高音量听音，可以不致损害你的健康。



USB 输入端子

 USB 记忆棒或外置硬盘接口。
储存媒体可以被格式化为以下任何一种文件系统：FAT16、FAT32、NTFS、
ext2、ext3 或 ext4。
储存媒体可以通过 USB 端子供电，提供符合 USB 规范的设备电流消耗。标
USB
准的 2.5 英寸 USB 硬盘可以直接与 USB 端子连接，无需使用硬盘自带的电源。


CD 唱片碟舱

唱片碟舱位于显示屏下方。请将碟片有标签那一面向上放入托盘内合适的凹
 CD
陷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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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  按钮，碟舱将会打开和关闭。








选择流媒体客户端的 SCL 功能（例如访问音乐服务器、流媒体服务或类似的操
作）或 USB DAC（USB 数字/模拟转换器） 功能（从相连的电脑播放），或选
择 USB Media （USB 媒体）功能（相连的 USB 记忆媒体）。
重复按下此按钮直到想要播放的信号源出现在屏幕上。
USB IN （USB 输入）端子或 USB HDD （USB 硬盘）端
如果你希望选择通过
子（背板上）连接到本机的 USB 记忆媒体，那么 USB 媒体必须被设置为信号
源。如果想要通过连接到本机 USB / DAC （USB/数字-模拟转换器）端子的电脑
进行播放，你必须将 USB / DAC （USB/数字-模拟转换器）选为信号源。






选择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 CD 播放机或蓝牙功能。按下此按钮直到想要播
放的信号源出现在屏幕上。






选择以下广播信号源中的一个：FM / VHF （FM 调频广播信号源）, DAB （DAB
数字音频广播信号源）或 Internetradio （互联网广播信号源）。重复按下此按
钮直到想要播放的信号源出现在屏幕上。






短按此按钮选择你想要使用的模拟或数字输入端子。重复按下此按钮直到想要使
用的输入端子出现在屏幕上。

如果想让选择过程更轻松，你可以将在系统中没有使用的信号源从选择列表中移
除。请参阅题为“系统配置菜单/信号源名称”一章。


为选中的信号源设备打开设置菜单。

信号源菜单







不是所有的信号源都有其自己的设置菜单。因此该按钮并不针对所有的信号源产
生作用。

系统菜单

打开“系统配置”菜单
(参阅题为“系统设置”一章了解详情。)



短按一次：打开音调设置菜单（参阅题为“音调控制设置”一章了解详情）

导航








返回上一选项/改变按钮





确认输入/改变按钮





在列表中选中下一选项 / 选择按钮





在列表中选中前一选项 / 选择按钮



确认按钮



停止播放
在菜单中进行导航：短按此按钮将退回上一级（更高一级）菜单，或放弃当前的
输入操作；将放弃所有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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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播放 / 暂停播放（暂停）/ 暂停后重新开始播放。



短按：切换从列表导航到当前正播放音轨的显示视图。.
长按：在不同屏幕显示模式之间切换。



调出最爱曲目列表

/

短按：在播放过程中选择前一首/下一首音轨或曲目（根据所选中的信号源有所不
同）。
长按：快速前进/回退：搜索某一特定的段落。
调谐器：搜索






快速前进/回退功能并非所有信号源可用。



切换扬声器输出开启和关闭（静音）的按钮。

 / 

增加 / 减少音量
轻按这两个按钮可以以步进方式增加/减少音量。当前的音量级会显示在显示屏
上。如果这两个按钮之一被一直按住超过大约 1 秒钟，音量会连续增加/减少，直
到该按钮松开为止。



如果以非常高的音量长时间连续听音，可能会造成永久的听力损失。避免长时间
高音量听音，可以不致损害你的健康。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图形显示屏可以显示所有与机器状态相关的信息，，包
括目前正在播放的音乐曲目和目前正在接收的广播电台。所显示的内容
是上下文相关的，并且会根据您目前所聆听的网络音乐服务或媒体的情况而变
化。
最为重要的信息会以上下文相关、高亮的方式在屏幕上显示，辅助信息则显示
在其上方，位于主文本的下方，或是通过符号的方式来表示。所用的符号会在以
下表格中列出并解释其含义。



在屏幕上显示的内容和符号会根据目前激活的功能而变化。
屏幕的基础区域：
·显示区域（a）显示目前激活的信号源。
·显示区域（b）显示与正播放的音乐片段相关的信息。关键信息会在主要的显
示区域内放大显示。
·显示区域（c）显示与设备和播放相关的信息。


·底部区域（d）显示辅助的上下文相关信息（例如取样率、已播放时间
等）。

11

 z.B.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为流媒体客户端（SCL）、碟片播放机、蓝牙、USB 和
R各种不同的广播信号源提供了不同的屏幕显示方式。
·大字体显示：
最为重要的信息加大显示，即使距离较远也能够轻松读取。
·细节显示：
小字体可以显示更多的额外信息，例如比特率等。
长按手持遥控器上或设备前面板上的  按钮一次可以在以上两只显示模式
之间切换。

屏幕显示符号和它们的含义
正在连接 (等待 / 忙)
这个旋转的符号表明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目前正在处理某个命令，或正在努
力连接某项网络音乐服务。这一操作需要花一些时间来完成，由您的网速和网络
负载情况而决定。
在此期间，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可能会没有声音，对任何控制命令也许会没有
响应。请继续等待直到该符号消失，然后而尝试进行控制。
表明某个音乐曲目或某个播放列表可以被播放。
表明一个隐藏了更多文件夹或列表的文件夹。
表明某个信号源正通过有线连接方式被播放。
表明某个信号源正通过无线连接方式被播放。
表明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正在播放某个广播电台或某个音乐曲目。
暂停指示
缓冲区显示（已消耗情况指示，记忆体显示）和数据率指示（如果有的话）。
数据率越高，还原的音质越好。

128k

显示已播放的时间。
这项信息显示对所有网络音乐服务均不可用。
表明 按钮可被用于返回更高一级菜单或选择层面。

0/0
ABC

or

123
abc

or

在选择列表时的位置指示。第一个数字显示目前在列表中的位置，第二个数字显
示整个列表的长度。

表示被选中的菜单项或列表点可以通过按下  按钮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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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控器
基本信息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所有的机械控制功能和辅助功能都可以使用遥控系统进行操作。一般情况下，遥控器的按钮与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前面板上相对应的按钮具有相同的功能。遥控系统的红外感应器位于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显
示区域。SRC1 手持遥控器和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屏幕之间必须要有清晰的可视距离。以下表格表示在使用遥控器
操作本机时所需的控制按钮和它的基本功能。



切换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开机和关机。
直接信号源选择按钮。如果合并式放大器关机后，这些按钮可
以将其启动，同时选中相应的信号源设备。



选择“SCL”功能（例如：访问音乐服务器、流媒体服务或类
似的服务），或“USB 数字/模拟转换器” 功能（从相连的电
脑中播放），或从流媒体客户端选择“USB 媒体”功能（已连
接的 USB 记忆媒体） 。
反复按下此按钮直到所需要的信号源出现在屏幕上。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 CD 唱片播放功能。



短按此按钮一次可以选择您想要使用的模拟输入通道。反复按
下此按钮直到所需要的输入通道显示在屏幕之上。



短按此按钮一次可以选择您想要使用的数字输入通道。反复按
下此按钮直到所需要的输入通道显示在屏幕之上。



选择“FM 调频广播 ”、“数字音频广播”或“互联网广播”
作为信号源。反复按下此按钮直到所需要的信号源出现在屏幕
上。



选择“蓝牙”作为信号源。

 直接进行字母-数字输入，例如：曲目编号、快速电台选择、广播
 电台等。
abc
...


 和  按钮也可用于输入非标准字符。
在进行文本输入时，您可以在数字和字母-数字输入方式之间切
换，并且通过按下按钮切换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

xyz


-



打开和关闭声音（静音）
减少 / 增加音量（音量控制摇杆）
实现与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前面板上的相应按钮相同的功
能。
音调设置
短按一次打开音调控制菜单。
使用 /  按钮调出菜单中的选项，并且通过
 / 按钮作修改。

 为刚刚选中的信号源打开设置菜单。


(不是所有的信号源都有其自己的设置菜单。)
打开“系统配置菜单”
（参阅题为“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基本设置”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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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按钮



















返回上一个操作点 / 改变按钮功能


确认输入内容 / 改变按钮功能


在列表中选择下一个操作点 / 选择按钮


在列表中选择上一个操作点 / 选择按钮


在输入过程中确认


播放功能按钮









开始播放（“Play（播放）”功能)
播放过程中：暂停 (“Pause”（暂停）) 或重新开始播放


停止播放。
当碟片停止转动后，长按此按钮可以打开并关闭碟舱。
在菜单导航过程中: 短按此按钮可返回菜单更高的一层，或者中止当前的输入过程，输入的内容会
被取消。













在播放过程中选择上一首曲目。


在播放过程中选择下一首曲目。


倒放以搜索某一特定的播放内容。
FM 调频广播：手动搜索电台。











快放以搜索某一特定的播放内容。
FM 调频广播：手动搜索电台。











重复播放功能（并非所有媒体都可以）。
短按：重复播放该曲目、重复播放所有曲目、“正常”
长按：混合播放-模式 (随机播放) 开启 / 关闭。
在混合播放模式中短按此按钮进行切换：混合播放、重复该曲目、重复混合播放。











将喜爱的曲目添加到最爱曲目列表之中。
碟片播放机: 激活编程播放功能。
在编程时，将某个曲目添加到编程播放列表之中。











长按：将某个喜爱的曲目从最爱曲目列表之中移除。
碟片播放机: 长按删除播放编程。











此按钮在“立体声”和“单声道接收”（只针对 FM 调频广播）模式之间切换。
“立体声”设置会以  符号始终在屏幕窗口显示。
“单声道”设置会以
符号始终在屏幕窗口显示。











在数字和字母-数字输入方式之间切换，反复按下后在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之间切换。
调出 SCL、USB 媒体、互联网广播、播客和音乐服务的“搜索功能”。
激活最爱曲目列表之中的“排序功能”。











显示由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创建的最爱曲目列表。











切换曲目列表、电台列表导航、当前播放的显示方式。
切换广播文本/CD 文件显示功能的开启/关闭。
长按可在不同屏幕显示方式之间滚动切换。












打开数字/模拟模式选择菜单。


控制 APP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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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也可以通过  的 APP 应用程序“音乐导航家”进行

控制。

 苹果 (iOS)版本

安卓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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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基本设置
系统设置 (系统配置菜单)
一般的设备设置都可以在系统配置菜单中调整。该菜单会在下面一章中详细阐述。
调出并操作菜单

 短按前面板上或手持遥控器上的  按钮调出菜单。
 打开菜单后，以下可供选择的选项会出现在屏幕上：

*只有在安装有网关模块时才会显示。



用  /  按钮选择菜单中的某个项目。



如果您想改变某个已选中的菜单项目参数，需要先按下 按钮，然后用
 /  按钮进行调整。



调整完毕之后，再次按下  按钮应用新的设置。



任何时候，您都可以按下按钮中止调节，在这种情况下之前的任何参
数改变都将被取消。



短按一次按钮也可以返回更高一级的菜单。

 再次按下  按钮退出菜单。

信号源名称
菜单项目

在这一菜单项目中，您可以激活和禁用外置信号源，并且可以为每组信号源分配
一个纯文本名称，这一名称会出现在显示屏上。
当您按下按钮调出此菜单项目时，所有与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连接的
外置信号源列表会出现。每组信号源后方都会显示已分配的名称，或者您禁用此
外置信号源后，会显示“禁用”标识。
如果您想要激活/禁用一组信号源或改变信号源的纯文本名称，需要导航至相应的
位置。
当要激活一组信号源时，按下绿色的  按钮；按下红色的  按钮禁
用此信号源。
当要改变一组信号源的纯文本名称时，需要导航至相应的位置并且按下 
按钮。然后使用 SRC1 手持遥控器的字母-数字键盘根据需要改变信号源名称，
然后按下 按钮确认修改，并且为该信号源保存设置。
 按钮被用于切换数字和字母-数字输入方式，以及切换大写字母和小写字
母。可以通过按 按钮删除已输入的内容。
如果您想要恢复厂家默认的信号源名称，需要删除已输入的全部名称，然后按下
按钮保存该空白区域：这一操作会将屏幕显示重置为标准的信号源名称。

输入信号源名称唯一可用的方法是使用手持遥控器上的字母-数字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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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路
子项目

如果你想要连接一台自带音量控制功能的设备（例如电视机），此菜单选项可以
被用来禁用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模拟输入端子 2 号的音量控制功能（即旁路
模式）。



扬声器尺寸
菜单项目

只有连接到本机的设备自带音量控制功能时才能选择这一设置选项。
在连接到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之前，请确保信号源设备的音量完全关闭，否
则连接到本机的扬声器可能会因过载而损坏。

扬声器
设置扬声器的尺寸和低频响应。
卫星扬声器
针对体型非常小、低频响应有限的扬声器（卫星扬声器）。
主声道的低频信号（低于 100Hz）会混合到超低音扬声器的频段中播放。如果你
使用卫星扬声器，那么超低音扬声器是一项必须的搭配选择，否则低频响应会不
足。
全频段扬声器
针对 体型较大的扬声器。
完整不受限制的频率范围是由主声道进行还原。如果你的音响系统中包含全频段
扬声器，那么就不需要超低音扬声器。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大型高功率的
超低音扬声器可能仍然是合理的，这可以减轻在播放具备高响度的音频以及包含
有极低频内容时主扬声器的压力。

前级放大输出 (PreOut) 功能可以根据扬声器输出切换开启和关闭，或者也可以
设置为永久开启。
“永久开启”设置在某些情况下非常有用，例如独立于主房间中的扬声器状态，
将音频信号传输到另一个房间中时。
"已连接"
这一设置可以让前级放大输出端子与扬声器输出端子同步静音。按下按钮

前级放大输出模式
菜单项目

（静音）可以开启/关闭所有的输出通道。
"永久开启"
这一设置可将前级放大输出端子设为永久开启。

耳机输出模式
菜单项目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可以自动侦测是否连接了耳机。
在“耳机专用”的设置中，一旦连接了耳机，扬声器输出和前级放大输出都会自
动切换为关闭状态。如果你想要单独控制这些输出通道，请选择“耳机+扬声
器”共用的设置。

显示屏亮度
(屏幕亮度)

在这一选项中，你可以调节一体式集成显示屏的亮度，以适合您日常使用中的个
人喜好，共有 7 级亮度可调。



我们建议，只有在因为环境光线太亮导致屏幕看不清时，才将屏幕亮度设置为 6
和 7 两档。
较低的亮度设定可以延长屏幕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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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模式
菜单项目

这一菜单项目提供了三种不同的显示操作模式可供选择：


始终点亮



暂时点亮



始终关闭

选择“暂时点亮”时，每次操作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时，屏幕显示会短时间
亮起。之后，操作完成后屏幕显示会再次自动关闭。


语言
菜单项目

显示屏的亮度可以通过“显示屏亮度”菜单项目单独进行调整（参阅上述内
容）。

在这一菜单项目中，您可以定义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前面板上显示屏所采用
的显示语言类型。
如果显示的语言是应用由 iPod 或其他互联网广播电台传输到本机的数据，语言
类型则是由搭配的设备或广播电台决定，您不能定义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
显示语言。

设备名称
菜单项目

这一菜单项目可以被用来给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分配一个独立的名称。在某
个家庭网络环境中，此设备会以已分配的名称出现。

节能装置
菜单项目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具有两种待机模式：可以降低待机时电流消耗的 ECO 节
能待机模式和具备额外功能、电流消耗略高一点的舒适待机模式。您可以在以下
菜单项目中选择您需要的待机模式：
开机(ECO 节能待机):



在 ECO 节能待机模式下激活以下功能：
 本设备自行打开电源或通过遥控器打开电源。
如果 90 分钟后没有信号输入（只针对某些信号源），自动关闭电源。
关机 （舒适待机):
具备以下扩展功能：
·待机模式下开/关机按钮发亮。
·设备可以通过 APP 应用程序开机。
·可以通过 FD100 手持无线遥控器开机（FD100 是可选附件）。

·舒适待机模式下，自动关闭电源功能不可用。

网络
菜单项目

所有的网络设置均可在此菜单项目下完成。请参阅 48 页题为“网络配置”部
分，了解设置有线 LAN 连接或无线 WLAN 连接的详细描述。

音乐服务
菜单项目

在本菜单项目下，您可以为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支持的音乐流媒体服务
（TIDAL 等等）输入访问数据。
按下按钮调出此菜单项目，显示受支持的音乐服务列表。
选择您希望使用的音乐服务，然后按下按钮确认该选择。
使用 SRC1 遥控器的字母-数字键盘，输入从音乐服务提供商那里获得的“账
号”和“密码”等访问数据。
使用 按钮在数字输入方式和字母-数字输入方式之间、大写字母和小写字
母之间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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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 按钮删除已输入的字母或数字。
按下按钮确认您输入的“账号”和“密码”。
要想终止以上程序并保存已输入的数据，请选择菜单项目“储存并退出”并且按
下按钮确认。



如果选中的音乐服务的访问数据已经被储存过，那么新的数据会覆盖老的数据。
要想应用新的访问数据，您必须对相关设备进行一次“注销”操作，然后关闭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电源，之后再次打开电源。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支持的音乐流媒体服务需要向合适的服务提供商订购。
带宽限制
菜单项目



本菜单项目用于调节互联网连接的速度。互联网广播电台的比特率和流媒体服务
可以根据您选择的设置自动进行调节。如果您在带宽限制方面选择“无限制”，
那么本设备始终会自动选择尽可能高的音质。

如果您不清楚互联网连接的实际带宽，我们建议您选择在播放中不会发生声音中
断的设置。
FD 100 配对
菜单项目

在安装有网关模块（可选附件）的情况下，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可以通过
FD100 双向手持无线遥控器进行远程控制。
一旦您调出这一菜单项目，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即会试图与 FD100 无线遥控
器建立连接。


设备信息
菜单项目

只有安装有在网关模块时，本菜单项目才可见。

在这一菜单项目中，您可以查看关于已安装的软件情况及厂家预设参数等信息。

次级项目
升级包

这一次级项目显示当前已安装的软件包。

次级项目
控制

显示控制软件的版本。

次级项目
客户端

显示流媒体客户端的软件版本。

次级项目
数字音频广播 / FM 调频

显示调谐器的软件版本。

次级项目
解码器

显示 CD 机构解码器的软件版本。

次级项目
蓝牙

显示蓝牙模块软件版本。

次级项目
升级

这一次级项目可以启动固件升级。固件升级可以通过 USB 记忆棒或互联网连接
方式进行。

次级项目
默认设置

调出并确认这一菜单项目将会删除所有的个人设置，并且恢复本机的初始设置状
态（厂家默认设置）。

次级项目
法律信息

获取法律信息和许可声明的信息

广播



参阅题为“法律信息”一章，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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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调控制设置
(音调菜单)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采用了一系列方式对声音音调进行精细调节，以满足你的个人喜好、听音环境以及当前正在播放的
特殊录音。所有的音调设置选项均集中在“音调”菜单中。
短按手持遥控器上的  按钮调出声道平衡和音调控制功能。这一操作也会
激活一个设置窗口，显示有诸多调节选项。

调出并操作菜单

 使用  /  按钮选择某个调节选项。
 显示的选项现在可以使用 /  按钮进行更改。
如果在几秒钟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任何操作，设置窗口将会从屏幕上消失。

声道平衡

这一菜单选项是被用来调节左右声道的电平平衡，例如补偿非对称的扬声器摆
位。



响度

声道平衡可以以 1.5dB 的增量进行调节，屏幕始终会显示当前的音量值。
在音调菜单中，声道平衡设置的主要目的是补偿当前正在播放录音的混合音频存
在的不足。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具备自动与电平相关的音量控制系统（响度），这一功
 R能被设计用来补偿在非常低的音量时人耳与频率相关的灵敏度，这是由人类听觉
系统的生理特性产生的。
本设置选项可以切换电平相关音量控制的开启和关闭。

音调控制

此菜单项目可以被用来禁用（即旁路）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音调控制功
能。
选择“关闭”选项可以关闭音调控制。一旦关闭了音调控制，以下“低频”和
“高频”菜单项目中已做的任何调节都将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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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频/ 高频
(音调设置)

这两个菜单选项可以被用来在需要的时候改变高频和低频的设置。



响度级

音调菜单中设置选项的主要目的是补偿当前播放的音频混合录音的不足。
如果你想要改变扬声器的基础音调设置，需要在本机的系统设置菜单中对“扬声
器尺寸”这一菜单进行调整。

 这一菜单选项是被用来调整响度以匹配扬声器的听音空间。
仅当响度功能打开时，此菜单选项才会出现。


 下表格才正确设置响度级提供了初步的参考。响度级的选择应该与听音空间和扬
声器的效率相匹配。如果推荐的设置不能令人满意，或者你不清楚扬声器的效率
如何，你可以通过听音测试来找到合适的响度值。当整个音像（高频和低频）在
较低和较高的听音级时保持相同，那么设置就是正确的。




空间尺寸

响度级

小

中

大

高

< = 82

< = 84

82 – 86

中

83 – 88

85 – 90

87 – 91

低

> = 89

> = 91

> = 92

扬声器效率 [dB / W – 1m]

数字/模拟转换器模式

针对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数字/模拟转换器，有诸多的特殊设置可用，这些
设置是被设计用来对放大器的特性进行精细调校，以满足你的听音喜好。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可以利用两种不同的滤波器类型，提供不同的音调特性：

输出



线性 是标准设置，具有极为线性的频率响应。



脉冲 设置可以提供改进后的脉冲响应，但线性度有少许降低。

 针对特定的乐器和人声，人耳可以准确地判断声音的绝对相位正确与否。然而，
绝对相位并非始终能够被正确地录制下来。
在这一菜单选项中，信号的相位可以发生从正常到反相，再回到正常这样的变
动。
这一校正过程是在数字信号层面完成的，所以不会对音质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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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信号源的细节
最爱曲目列表
基本信息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具备创建最爱曲目列表的功能。这一曲目列表的目的是
为了储存广播电台和播客，使其能够被快速访问。
每一个信号源，包括 FM 调频广播、DAB 数字音频广播、互联网广播（包括播
客）都拥有各自的最爱曲目列表。
一旦被储存之后，最爱曲目就可以在最爱曲目列表中被选中，或是直接通过输入
节目地址数字调出。当屏幕不在视线范围内（例如本机在相邻的房间）或使用房
间控制系统操作时，直接通过输入节目地址数字调出最爱曲目特别有用。
本机并不支持某些音乐服务（TIDAL 等）的最爱曲目列表。一般来说，这些音乐

服务需要通过服务提供者的账户在线添加最爱曲目和播放菜单，然后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才能够调出这些最爱曲目并且进行播放。

 第一步是切换为上述信号源列表中之一。

调出最爱曲目列表

 按下  按钮调出最爱曲目列表。

a) 此处显示列表内的节目地址数字。由于单独的列表项目可以被删除，所以这
些数字可能并非连续的。
b) 选中的列表项目以大写字体显示。
a) 最爱曲目列表的位置显示。

添加某个最爱曲目

 如果您特别喜欢当前正在聆听的某支曲目或某个广播电台，只需要简单地按下
SCR1 遥控器上的绿色 按钮，这一操作可以将该曲目或广播电台储存到
相应的最爱曲目列表之中。
每一个最爱曲目列表具有 99 个节目地址。

最爱曲目列表只能够储存当前正在播放的某支曲目或某个广播电台。

从最爱曲目列表中删除某个最
爱曲目

按下按钮打开最爱曲目列表。使用  /  按钮选中列表中的
某个您想删除的曲目或广播电台，接下来按住红色 按钮，这一操作将从
最爱曲目列表中删除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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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某个最爱曲目并不会使得在其之后的下一支曲目上移补位，被删除曲目的位
置将不再显示，但是新的最爱曲目仍然可以被分配到这一位置之上。

从最爱曲目列表中选中某个最
爱曲目

 按下  按钮调出最爱曲目列表。
 使用  /  按钮在最爱曲目列表中选中某个已储存的项目。选中的
最爱曲目会以大写字体显示。
 按下 或 按钮播放选中的最爱曲目。
 您可以通过按下按钮返回您当前正在聆听的曲目或广播电台（即退
出）。

直接选中某个最爱曲目

 作为通过最爱曲目列表选择最爱曲目的补充，也可以通过直接输入节目地址数字
来访问想要播放的最爱曲目。
在播放过程中想要直接选中某支已储存的最爱曲目，需要使用手持遥控器的数字
按钮（到 ）输入两位数的节目地址数字。
数字按钮输入完毕后，会切换到您刚刚选中的最爱曲目进行播放。

对最爱曲目列表进行分类

 您创建的最爱曲目列表中的曲目顺序可以按照任何您想要的方式进行排列，以下
是改变列表顺序的操作步骤：
 第一步是短按按钮调出最爱曲目列表。
 使用  /  按钮选中最爱曲目列表中您想要改变的位置。被选中的
最爱曲目将以大写字体显示。
 按下  按钮为已选中的最爱曲目激活分类功能 。最爱曲目会以高亮模式
在屏幕上显示。

 接下来将已激活的最爱曲目移动到最爱曲目列表中您想要安排的位置。
 再按一次 按钮取消分类功能，该最爱曲目被储存在新的位置。
 再次短按  按钮关闭最爱曲目列表。
如果您曾经删除过某些最爱曲目，您可能会发现最爱曲目列表中有些节目地址消

失了（即空白）。尽管如此，最爱曲目仍然可以移动到列表中的任何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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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广播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具备有一只 FM 调频广播调谐器（甚高频广播）、一只 DAB/DAB+数字音频广播接收器（数字音频
广播），并且还具有处理流媒体互联网广播的能力。以下部分将详细讲解如何操作独立的广播信号源。

FM 调频广播
选中 FM 调频广播

短按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前面板或 SRC1 手持遥控器上的  按钮，如
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反复按下，直到“FM 调频广播”信号源显示在屏幕上。

显示

a) 显示当前使用中的接收类型。
b) 显示当前聆听 音乐类型或风格，例如：流行音乐。
这一信息只有在发射电台将其作为 RDS（无限数据广播系统）系统的一部分
进行广播时才会显示。如果您收听的电台并不支持或只是部分支持 RDS 系
统，这些信息区域将是空白。
c) 以大写字体显示电台频率和/或电台名称。如果已显示电台名称，其频率将在
以下“e”区域显示。
d) 这一行显示由电台广播的某些信息（例如：广播文本）。
e) 显示立体声“ / 单声道
f)

手动搜索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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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强度标志  ，由此可以判断该发射电台的接收质量。

按住  /  按钮其中之一开始进行向前或向后的 FM 调频调谐器电台
搜索。搜索到下一个电台后，电台搜索会自动停止。某个电台频率可以直接通过
反复按下 / 按钮选中。短按 SRC1 遥控器上的  / 
按钮，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反复按下，通过这种方式您可以选中某个特定的电台
频率。
一旦可以听到某个电台，就可以通过按下 按钮将其添加到您的最爱曲目
列表之中。

自动搜索电台

长按一次前面板上的  按钮或 SRC1 遥控器上的  按钮 调出电台列
表菜单。以下选项可供选择：






如果您想创建一个新的电台列表，选中“新建列表”选项，并且用按
钮确认选择。
电台搜索开始，并且会自动搜索到本机能够搜索到的所有广播电台。
如果您想升级一个已有的电台列表，需要选中“添加新电台”选项。
“分类依据”这一菜单选项可以按照诸多标准对已储存的电台列表进行分
类。

 按下 / 按钮打开所有已储存的电台列表。

从电台列表中选择某个电台

a)

使用  /  按钮选中某个已储存的电台，该被选中的电台会以大
写字体方式显示。
按下  或  按钮选中该以大写字体显示的电台开始播放。
按下  按钮返回您当前正在收听的电台（即退出）。

b)

最爱曲目列表中的地址显示。

您经常收听的电台可以储存在某个最爱曲目列表之中，这样可以更容易地选中它们
（参阅题为“最爱曲目列表”一章）。
RDS（数字广播系统）功能



如果接收的电台广播有相关的 RDS（数字广播系统）数据，以下信息将会在屏幕
上显示：




电台名称
广播文本
节目类型

在接收不支持（或部分支持）RDS（数字广播系统）的电台时，以及信号接收较
弱时，将没有可显示的信息。

25

开启和关闭广播文本

 短按手持遥控器上的 按钮，可以开启和关闭广播文本功能。

单声道 / 立体声
(只针对 FM 调频广播有效)

通过短按 SRC1 遥控器上的按钮，您可以在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电
台立体声和单声道接收方式之间切换。电台接收模式会在屏幕上以以下符号显
示：
' ' (单声道) 或 '' (立体声)
如果您想要收听的电台信号非常弱、电台距离非常远，只能够接收到严重的背景
噪声，您应该始终保持在单声道接收模式，以明显降低接收时的嘶嘶声。



单声道和立体声的符号只会在详细屏幕显示模式下显示。

DAB（数字音频广播）
选择数字音频广播

短按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前面板上的按钮或 SRC1 手持遥控器上的
 按钮，如果有必要的话反复按下，直到信号源“数字音频广播”显示在
屏幕上。

根据频率带宽的不同，在数字广播模式下切换电台时可能会花上 1 到 2 秒钟。
V1.30 版本固件，本设备支持通过瑞士有线电视网络实现数字音频广播+
 由于采用
接收的功能。请参阅题为“软件升级”一章获取更多消息。

显示

a) 显示当前使用中的接收类型。
b) 显示当前收听的音乐类型和风格，例如：流行音乐。
这一信息只有在发射电台将其作为 RDS（无限数据广播系统）系统的一部分
进行广播时才会显示。如果您收听的电台并不支持或只是部分支持 RDS 系
统，这些信息区域将是空白。
c) 以大写字体显示电台频率和/或电台名称。如果已显示电台名称，其频率将在
以下“e”区域显示。
d) 这一行显示由电台广播的某些信息（例如：广播文本）。
e) 显示立体声 ''.
f)

信号强度标志  ，由此可以判断该发射电台的接收质量。

g) 收听数字音频广播时，广播电台的比特率。
* 比特率越高，电台的音质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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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搜索电台

短按  按钮调出电台列表菜单。以下选项可供选择：






如果您想创建一个新的电台列表，选中“新建列表”选项，并且用按
钮确认选择。
电台搜索开始，并且会自动搜索到本机能够搜索到的所有广播电台。
如果您想升级一个已有的电台列表，需要选中“添加新电台”选项。
“分类依据”这一菜单选项可以按照诸多标准对已储存的电台列表进行分
类。

 按下 / 按钮，打开所有已储存的电台列表。

从电台列表中选择某个电台

a) 使用  /  按钮选中某个已储存的电台，该被选中的电台会以大
写字体方式显示。
按下  或  按钮选中该以大写字体显示的电台开始播放。
按下  按钮返回您当前正在收听的电台（即退出）。
b)

最爱曲目列表中的地址显示。

您经常收听的电台可以储存在某个最爱曲目列表之中，这样可以更容易地选中它们
（参阅题为“最爱曲目列表”一章）。
RDS（数字广播系统）功能



如果接收的电台广播有相关的 RDS（数字广播系统）数据，以下信息将会在屏幕
上显示：




电台名称
广播文本
节目类型

在接收不支持（或部分支持）RDS（数字广播系统）的电台时，以及信号接收较
弱时，将没有可显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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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广播
Selecting Internet Radio as
source

短按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前面板上的 按钮，如果有必要的话反复按
下，直到信号源“互联网广播”显示在屏幕上。

选中播客

选中列表项目中的“播客”而不是“广播”。


播放

音乐服务的操作方式单独在题为“音乐服务操作”部分中阐述。

将被播放的音乐内容可以在选择列表的帮助下进行选择。这些选择列表可以通过
手持遥控器上或机器前面板上的导航按钮（方向按钮）进行控制。

a)

使用  /  按钮选中列表中想要选择的项目。
短按一次将在列表中选中前一个/后一个项目。按住此按钮不放，滚动的速度
将会加快。
按下  或  按钮打开或开始播放以大写字体显示的列表项目。
按下  按钮返回上一级文件夹。

b)

在已打开的列表中显示当前已选中的曲目。

开始播放
按下手持遥控器或本机前面板上的  按钮开始播放。
停止播放
按下  按钮停止播放。

您经常收听的电台和播客可以储存在某个最爱曲目列表之中，这样可以更容易地选
中它们（参阅题为“最爱曲目列表”一章）。
前面板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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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播放过程中通过长按按钮，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可以切换为两种不
同屏幕显示方式中的一种：


大写字体显示：
重要信息以大写字体显示，即使距离较远也较为易读。



细节显示：
小写字体显示，可以显示非常多的附加信息，例如：比特率等。

搜索功能

搜索功能提供了一种快速定位互联网广播电台的方法。
以下是搜索某个互联网广播电台的步骤：
 将选择列表定位于“广播”项目，然后使用  / 按钮选中“搜
索”项目，并且按下按钮确认该选择，或是在列表导航时按下蓝色
按钮调出搜索功能。
 您将会看到一个显示窗口出现，并且可以通过手持遥控器的字母-数字键盘在
窗口中输入搜索关键词。
 按下  按钮删除输入的字符。
 短按 按钮开始搜索。
 短暂停顿之后，您将会看到搜索结果的列表。



搜索字符串由十个字符组成。也可以输入多个关键词，关键词之间用空格隔开，
例如：“BBC RADIO”。

 要想搜索某个播客，可在“播客”项目之下选择“搜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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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服务操作
基本信息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支持播放例如 TIDAL 这样的音乐服务。
为确保使用音乐服务，您需要向相关服务提供商支付服务定金。
使用音乐服务需要输入访问数据（用户名称和访问密码）。这些访问数据可以在
系统配置菜单中的“音乐服务”菜单中，根据不同的服务提供商进行单独储存
（参阅题为“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基本设置”部分）。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
当前尚不支持的未来的音乐服务，接下来会通过升级
固件提供支持。

选中音乐服务

按下 SRC1 遥控器上的  按钮或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前面板上的
 按钮，如果有必要的话反复按下，直到选中所需要的音乐服务作为信号
源。

播放

将被播放的音乐内容可以在选择列表的帮助下进行选择。这些选择列表可以通过
手持遥控器上或机器前面板上的导航按钮（方向按钮）。

a)

使用  /  按钮选中列表中想要选择的项目。
短按一次将在列表中选中前一个/后一个项目。按住此按钮不放，滚动的速度
将会加快。
您选中的列表项目将以大写字体显示。
按下  或  按钮打开或开始播放以大写字体显示的列表项目。
按下  按钮返回上一级文件夹。

b)

30

在已打开的列表中显示当前已选中的曲目。

开始播放

按下手持遥控器上或本机前面板上的  按钮开始播放。

停止播放

按下  按钮停止播放。

跳过曲目

在播放过程中短按一次  /  按钮可以让本设备跳到当前播放菜单中
的下一首或前一首音乐曲目。

显示列表的实际形式和待播放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音乐服务提供商。因此
您可能会发现在某些情况下，不是所有在本说明书中描述到的功能都能够被用
到。

搜索功能

为了在诸多提供的音乐服务中快速找到您想要的那一个，可以通过音乐服务提供
商提供的内容中的具体项目来进行搜索。
此步骤的第一步是打开相应音乐服务的选择列表。导航至“搜索”选项，并且按
下按钮进行确认。也可以在列表中进行导航操作时，通过按下蓝色的
按钮调出搜索功能。
这一操作将开启一个设置窗口，可以通过手持遥控器的字母-数字键盘在窗口中输
入搜索关键词。
按下按钮删除输入的字母或数字。
短按按钮开始进行搜索。
短暂停顿之后，会出现一个显示搜索结果的列表。
搜索结果列表会根据所使用的音乐服务不同而有所变化。很多音乐服务支持在搜
索结束后，可以根据艺术家、专辑或曲目对搜索结果进行过滤。



在列表中的任何位置按下蓝色的 按钮，即可调出搜索功能。



搜索字符串由八个字符组成。也可以输入多个关键词，关键词之间用空格隔开，
例如：“The Beatles”。

播放列表和最爱曲目

前面板显示

大多数音乐服务提供有以下功能：使用用户数据在音乐服务提供商的网站上注
册、创建专用的播放列表，以及方便地管理列表。
播放列表一旦被创建后，便会出现在相应音乐服务的选择列表之中，并且可以通
过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调出并播放。
选择列表中播放列表可以访问的位置会根据所使用的音乐服务不同而有所变化。
这些文件夹名称大多为“我的音乐”、“音乐图书馆”、“最爱音乐”或其他类
似的名称。



在播放过程中通过长按按钮，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可以切换为两种不
同屏幕显示方式中的一种：


大写字体显示：
重要信息以大写字体显示，即使距离较远也较为易读。



细节显示：
小写字体显示，可以显示非常多的附加信息，例如：比特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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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UPnP（通用即插即用） / DLNA（数字生活网络联盟）信号源
（流媒体客户端）
流媒体客户端的基本信息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内置了所谓“流媒体客户端”，可以通过网络播放储存在
个人电脑或服务器（NAS 网络附属存储）上的音乐文件。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可还原的媒体内容文件格式范围很广，更可以延伸到压缩
文件格式如 MP3、AAC 和 OGG Vorbis，以及高品质天生完全发烧级的非压缩数
据文件格式如 FLAC、ALAC、AIFF、WAV 等。在本说明书的附录一章中的参数
部分，可以找到本机所支持的数据和播放列表文件格式的完整列表。
由于电子记忆媒体在访问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读取或数据错误产生，所以其潜在
的还原质量高于 CD 格式的还原质量，甚至还有可能超过 SACD 和 DVD-Audio
格式的还原质量。

选择 UPnP（通用即插即用） /
DLNA（数字生活网络联盟）
信号源

短按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前面板上或 SRC1 手持遥控器上的  按钮，
如果有必要的话反复按下，直到“UPnP / DLNA”信号源显示在屏幕上。

播放

将被播放的音乐内容可以在选择列表的帮助下进行选择。这些选择列表可以通过
手持遥控器上或机器前面板上的导航按钮（方向按钮）进行控制。

a)

使用  /  按钮选中列表中想要选择的项目（服务器/文件夹/曲
目）。
短按一次将在列表中选中前一个/后一个项目。按住此按钮不放，滚动的速度
将会加快。
您选中的列表项目将以大写字体显示。
按下  或  按钮打开或开始播放以大写字体显示的列表项目
按下  按钮返回上一级文件夹。

b)

在已打开的列表中显示当前已选中的曲目。

R
显示列表的实际形式和待播放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服务器的能力，例如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所有功能不能够被所有的服务器或媒体利用。因此您可能
会发现在某些情况下，不是所有在本说明书中描述到的功能都能够被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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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播放

按下手持遥控器上或本机前面板上的  按钮开始播放。

停止播放

按下  按钮停止播放。

跳过曲目

在播放过程中短按一次  /  按钮可以让本设备跳到当前播放菜单中
的下一首或前一首音乐曲目。

按目录播放

除了具备播放单独文件夹中内容的功
能，也可以播放整个目录中的内容。
这一功能是通过选中准备播放的目录文
件夹，然后按下按钮开始播放来
完成的。播放进程会从待播放的内容列
表中的第一个项目开始。如果内容列表
中的某个项目包含有带有附加子文件夹
的文件夹，那么始终会首先播放最低一
级文件夹中的内容。接下来会播放较高
一级文件夹中的内容，以此类推（如右
图所示）。

搜索功能

当您在列表中进行导航时，您可以通过短按蓝色  按钮来调出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字符搜索功能。此时屏幕会显示“搜索”字样，然后使用手持遥
控器输入最多八个字符或数字（数字按钮可以输入的字母印刷在数字按钮下
方）。如果要输入特殊字符，需要重复按下相应的按钮，直到正确的字符出现在
屏幕上。在输入下一个字符之前，需要等到输入箭头再现才行。按下 按
钮删除已输入的字符。
按下 按钮或短时间内不再输入后，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会回到该列表
中您输入字符的第一个项目处。



如果没有找到要搜索的文本，会显示最佳匹配的结果。您可以通过按下按钮退出搜索。
此功能仅搜索当前的文件夹。最终已存在的子文件夹会被忽略。

前面板显示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为流媒体客户端提供了不同的屏幕显示模式。
长按手持遥控器上的 –按钮可在两种显示模式之间切换。


大写字体显示：
重要信息以大写字体显示，即使距离较远也较为易读。



细节显示：
小写字体显示，可以显示非常多的附加信息，例如：比特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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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 USB（通用串行总线）记忆媒体
(USB 媒体信号源)
基本信息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可以播放储存在 USB 记忆媒体中的音乐文件，并且通过
两只 USB 端子来实现这一功能：分别是机器前面板上的 USB IN 和背板上的
USB（主机模式）端子。

记忆媒体可以被格式化为以下任何一种文件系统：FAT16、FAT32、NTFS、
ext2、ext3 或 ext4。

同时，也可以通过 USB 端子为 USB 记忆媒体供电，提供符合 USB 规范的设备
电流消耗。标准的 2.5 英寸 USB 硬盘可以直接与 USB 端子连接，无需使用硬盘
自带的电源。

选择 USB 媒体作为信号源

按一次或两次  按钮选中“USB 媒体”作为信号源。
此时所有连接到本机的 USB 记忆媒体会显示出来。如果没有找到 USB 记忆媒
体，屏幕上会显示“无可用 USB 媒体”信息。

播放

将被播放的音乐内容可以在选择列表的帮助下进行选择。这些选择列表可以通过
手持遥控器上或机器前面板上的导航按钮（方向按钮）进行控制。

a)

使用  /  按钮按钮选中列表中想要选择的项目（USB 记忆体/
文件夹/曲目）。
短按一次将在列表中选中前一个/后一个项目。按住此按钮不放，滚动的速度
将会加快。
您选中的列表项目将以大写字体显示。
按下  或  按钮打开或开始播放以大写字体显示的列表项目。
按下  按钮 返回上一级文件夹。

b)

在已打开的列表中显示当前已选中的曲目。

开始播放

按下手持遥控器上或本机前面板上的  按钮开始播放。

停止播放

按下  按钮停止播放。

跳过曲目

在播放过程中短按一次  /  按钮可以让本设备跳到当前播放菜单中
的下一首或前一首音乐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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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目录播放

除了具备播放单独文件夹中内容的功
能，也可以播放整个目录中的内容。
这一功能是通过选中准备播放的目录文
件夹，然后按下按钮开始播放来
完成的。播放进程会从待播放的内容列
表中的第一个项目开始。如果内容列表
中的某个项目包含有带有附加子文件夹
的文件夹，那么始终会首先播放最低一
级文件夹中的内容。接下来会播放较高
一级文件夹中的内容，以此类推（如右
图所示）。

搜索功能

当您在列表中进行导航时，您可以通过短按蓝色  按钮来调出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字符搜索功能。此时屏幕会显示“搜索”字样，然后使用手持遥
控器输入最多八个字符或数字（数字按钮可以输入的字母印刷在数字按钮下
方）。如果要输入特殊字符，需要重复按下相应的按钮，直到正确的字符出现在
屏幕上。在输入下一个字符之前，需要等到输入箭头再现才行。按下 按
钮删除已输入的字符。
按下 按钮或短时间内不再输入后，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会回到该列表
中您输入字符的第一个项目处。



如果没有找到要搜索的文本，会显示最佳匹配的结果。您可以通过按下按钮退出搜索。
此功能仅搜索当前的文件夹。最终已存在的子文件夹会被忽略。

前面板显示



在播放 USB 记忆媒体时，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可以通过长按手持遥控器上的
 按钮，在两种不同的屏幕显示模式之间进行切换。


大写字体显示：
重要信息以大写字体显示，即使距离较远也较为易读。



细节显示：
小写字体显示，可以显示非常多的附加信息，例如：比特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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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碟片播放机
Selecting CD as source

使用 SRC1 遥控器上的 按钮或按两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前面板上的
 按钮，选中 CD 播放机作为信号源。

插入一张 CD 唱片

 打开 CD 碟舱 (使用 SCR1 遥控器上上的 /  按钮)
 将唱片放在碟舱凹陷处的中间位置，准备播放的一面向下。

 关闭 CD 碟舱 (使用前面板或 SCR1 遥控器上上的 /  按钮)
一旦碟舱关闭，本机会立刻读取 CD 唱片的“内容表”，屏幕上会显示“读取”
信息。在此时间内，所有的按钮操作均无效。
接下来屏幕会显示碟舱内 CD 唱片的曲目总数和总播放时长，例如“13 首曲
目 60:27”
 同时也会显示当前的操作模式，例如：

前面板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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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CD 模式时，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可以通过长按手持遥控器上的 按
钮，在两种不同的屏幕显示模式之间进行切换。


大写字体显示：
重要信息以大写字体显示，即使距离较远也较为易读。



细节显示：
小写字体显示，可以显示非常多的附加信息，例如：比特率等。



图片：大写字体显示



图片：细节显示

播放一张 CD 唱片

按下前面板上或 SRC1 手持遥控器上的  按钮开始播放操作。
播放开始后，屏幕会显示操作模式 ( ) 和当前正播放的曲目序号：例如“曲目
1”。
播放完最后一支曲目后，CD 播放会停止，屏幕上会再次显示 CD 唱片上的曲目
总数以及总播放时长。

其他播放操作

将 CD 唱片放入本机之后，按下  /  按钮，碟舱会关闭并且从第一
首曲目开始播放。
如果您用手持遥控器输入曲目序号，打开的碟舱也会关闭。
您可以随时按下  按钮暂停播放。暂停过程中，屏幕会显示

符号。

再次按下  按钮重新开始播放。
在播放过程中短按  按钮可以让播放机跳到下一首曲目的开头进行播放。
在播放过程中短按 按钮可以让播放机跳到之前一首曲目的开头进行播
放。
短按 按钮结束播放。
长按 按钮打开 CD 唱片碟舱。

在播放过程中选择曲目

反复短按  或  按钮，直到您想聆听的曲目序号出现在集成显示屏
上。
松开上述按钮会短暂中止当前曲目的播放，然后会播放打算聆听的曲目。

您也可以通过手持遥控器上的数字按钮直接输入想要播放的曲目序号。

快速搜索

 快速向前搜索

(按住  按钮不放)

 快速反向搜索

(按住 按钮 不放)

按住以上按钮长时间不放，可以提高搜索的频率（即速度） 。在搜索过程中，显
示屏会显示当前曲目已播放的时间。

CD 文本

如果碟舱中的碟片包含有 CD 文本信息，可以通过短按 按钮叠加显示或
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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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模式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内部的 CD 播放机具有多种播放模式。在播放过程中，当
前的播放模式会显示在屏幕上。

重复播放


短按:
反复按下  按钮可以让本机在不同的播放模式之间轮流切换。

屏幕符号


CD 唱片的所有曲目或已编好的播放程序，将以预设的
顺序进行连续重复播放。


1

刚刚播放过的 CD 唱片曲目或已编好的播放程序，将进
行连续重复播放。


无任何符号

混合播放模式


正常播放整张唱片，或正常地按编程顺序播放。

长按:
长按  按钮将本机切换为混合播放模式。再次长按该按钮结束混合播放模
式。

屏幕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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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唱片的所有曲目或已编好的播放程序，将以随机的
顺序进行连续重复播放。



CD 唱片的所有曲目或已编好的播放程序，将以随机的
顺序进行连续重复播放。

编程播放
创建一个播放编程

释义:
一个播放编程由一张 CD 唱片中最多 30 首曲目组成，曲目可以以任何顺序进行
排列并储存。例如您打算进行磁带录音时，这一功能就非常有用。只能针对当前
正在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碟舱中的 CD 唱片创建一个播放编程。该播放编程
会一直保存在本机内，直到将其删除或是 CD 碟舱开启。
操作:
当您将一张 CD 唱片放入碟舱后，显示屏会显示唱片中所有曲目的数量和总播放
时间，例如 '13 首曲目 60:27'。创建播放编程时，唱片必须处于停止状态。


激活播放编程模式。

按下 按钮，显示屏会显示以下信息：“将曲目 1 加入编程”和“曲目
0/0:00 编程时间”



反复短按  或  按钮 ，直到所想要播放的曲目序号出现在屏幕
上的“曲目”字样后面。
短按 按钮将曲目储存在播放编程之中。

屏幕将显示该播放编程中曲目的序号和总播放时间。以相同的方式选择编程中其
他剩下的所有曲目，通过短按 按钮将它们储存在编程之中。
/  按钮之外，还可以使用数字按钮直接输入曲目编号进
除了使用
行编程。数字编号输入之后，再短按  按钮将曲目储存在编程之中，如上
所述。

播放某个播放编程

现在某个播放编程可以进行播放了。


短按一次 按钮开始播放操作。

播放将从播放编程中的第一首曲目开始。播放编程开始播放时，显示屏会显示
“编程”信息。
使用 和  按钮可以选择前一首或后一首曲目，但只能在播放编程
中已有的曲目中选择。

删除某个播放编程

在停止模式下短按  按钮可打开 CD 碟舱，然后即可删除某个已储存的播
放编程。
也可以不打开 CD 碟舱删除某个已储存的播放编程。


删除播放编程。

再次按住  按钮不放约 1 秒钟，该播放编程将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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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蓝牙信号源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内置的蓝牙界面可以将音乐通过无线方式，从例如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等设备传输到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


选中蓝牙音频信号源

为了成功将蓝牙音频从移动设备传输到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该移动设备必
须能够支持 A2DP 蓝牙音频传输协议。

重复按下手持遥控器上的  按钮或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前面板上的
 按钮，选中“蓝牙”信号源。
本机的集成显示屏将显示“蓝牙”作为信号源。

设置音频传输

在来自支持蓝牙设备的音乐通过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播放之前，该外置设备
必须首先在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上注册。如果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处于开
机状态并且没有设备与之连接，那么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将始终处于接收状
态。在这种状态下，屏幕会显示“未连接”的信息。
通过以下步骤建立连接：


开始您的移动设备上搜索蓝牙设备。



当移动设备找到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时，将其与您的移动设备连
接。

一旦蓝牙连接成功建立，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屏幕上的显示信息会切换为“已
连接您的设备”。

播放功能



如果您的移动设备要求提供蓝牙连接的配对密码，该密码始终是“0000”。



只有在蓝牙信号源处于激活状态时，才能够完成建立蓝牙连接的步骤（参阅题为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基本设置”）。



由于市场上有非常多不同类型的蓝牙设备，我们只能够提供设置无线连接的通用
说明。请参阅蓝牙设备的操作说明书获取详细的相关信息。

如果连接到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设备支持蓝牙播放功能，R 1000 E 多信源
接收机的显示屏将会显示当前正在播放的音乐信息。
已连接移动设备的操作方式方法是由设备本身决定的。一般情况下 R 1000 E 多
信源接收机或 SRC1 手持遥控器的功能按钮以如下方式操作：

开始和暂停播放

手持遥控器或本机前面板上的  /  按钮可用于开始和暂停播放（播
放/暂停功能）。

停止播放

按下  按钮停止播放。

跳过曲目

播放过程中短按一次  /  按钮可以使本设备跳到当前播放列表中的
下一首或上一首曲目。
AVRCP（音视频远程控制协议）的移动设备不支持通过 R
请注意，很多支持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进行控制。在有疑问的情况下，请咨询您的移动设备生产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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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也可以由移动设备进行控制（如：开始/停止、暂停、音
量等等）。要控制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移动设备必须遵守蓝牙 AVRCP（音
视频远程控制协议）。

AVRCP（音视频远程控制协议）的移动设备不支持通过 R
请注意，很多支持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进行控制。在有疑问的情况下，请咨询您的移动设备生产
商。

注意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已与多台支持蓝牙的移动设备连接测试过。但是，我人仍
然不能确保本机与市面上所有的设备均有普遍的兼容能力，这是因为市面上的移
动设备涉及的范围太广，在某些情况下蓝牙标准的实际操作也大不相同。如果您
在蓝牙传输方面遇到问题，请联系移动设备的生产商。
蓝牙音频传输的最大范围一般来说约 3 到 5 米，但是有效范围可能会受到很多因
素的影响。为了获得更好的有效范围和不受干扰的接收能力，R 1000 E 多信源接
收机和移动设备之间不要出现障碍物或人。
蓝牙音频传输是通过众所周知的“每个人都使用的频宽”来完成，在这个频段有
着很多不同的无线发射器在工作，包括 WLAN 无线 、车库开门器、婴儿对讲
机、气象站等。这些额外的服务设施产生的无线干扰可能会造成蓝牙连接的短暂
中断或甚至在极少数情况下出现蓝牙连接完全断开的问题。如果这类问题在您的
使用环境中频繁出现，我们建议您使用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流媒体客户端
功能或 USB 输入端子，而不是蓝牙连接方式。
由于自身特征，蓝牙传输始终存在数据缩减的现象，并且获得的音质也因为所使
用的移动设备以及播放的音乐格式的不同而参差不齐。一个基本的规律是，已经
储存为数据缩减格式的音乐（例如 MP3、AAC、WMA 或 OGG-Vorbis 等），其
音质会比非压缩格式的音乐（例如 WAV 或 FLAC 等）差。为了获得最高的音质
还原，我们始终建议使用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流媒体客户端功能或 USB 输
入端子，而不是蓝牙连接方式。

高通是高通公司的注册商标，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注册，经许可使用。aptX 是高通技术国际有限公
司的注册商标，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注册，经许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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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作为数字/模拟转换器

数字/模拟转换器操作的基本信
息

 品牌的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可以作为高品质的数字/模拟转换器搭配其他
设备使用，例如电脑、流媒体播放机、数字广播等等，这些设备大多只具有品质
较差的数字/模拟转换器，或者根本没有。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背板上备有
两组光纤和两组电子 S/P-DIF 数字输入端子，为作为数字/模拟转换器使用提供方
便。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背板上还具有一组 USB-数字/模拟转换器输入端子，专
供连接电脑提供数字/模拟转换器功能。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
您可以将外置设备的电子同轴输出端子或光纤输出端子与
机的数字输入端子进行连接。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 3 号和 4 号光纤数字输入
端子可接收符合 S/P-DIF 规范、取样率从 32kHz 到 96kHz 的数字立体声信号。1
号和 2 号电子同轴数字输入端子可接收的数字信号取样率为 32kHz 到 192kHz.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 USB DAC 输入端子可接收 PCM 编码、取样率从
44.1kHz 到 96kHz (32-bit)的数字立体声信号，以及取样率为 2.8MHz 的 DSD 数
据（DSD64）
如果想要使用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对相连的 Windows 个人电脑的 DSD 格式
音频文件进行转换，你首先必须在电脑上安装驱动程序。（参阅题为“USB 数字
/模拟转换器详细操作”一章）。
苹果电脑不支持在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上播放 DSD 格式。

D/A Converter Operation
Selecting a D/A Converter
Source

按下前面板上的 按钮或 SRC1 遥控器上的 按钮（如果有必要的话
反复按下），选择你已经连接到信号源设备的数字输入端子进行播放。
一旦信号源设备开始输出数字音乐数据，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会根据信号的格
式和取样率自动调节自身的参数，然后您就可以聆听音乐了。

屏幕显示

在数字/模拟转换器工作过程中，R
字输入信号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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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集成显示屏会显示数

USB 数字/模拟转换器详细操作
系统要求



Intel Core i3 或更高的处理器，或兼容的 AMD 处理器。



4 GB 内存



USB 2.0 界面



Microsoft Windows 10, 8.1, 8, 7, Windows Vista 和 Windows XP 操作系统



或 MAC OS X 10.6.以上版本的操作系统

如果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工作于上述列出的操作系统之下，则需要安装驱动
程序。如果没有安装驱动程序，将不能以 96kHz 的取样率播放 PCM 格式流数
据。

Installing drivers

如果已安装 ASIO（音频流输入/输出）驱动程序，也可以在 Windows 操作系统
下播放取样率为 2.8 MHz (DSD64)的 DSD 流数据。



设置

上述所需的驱动程序以及详细的安装操作指引（包括通过 USB 端子进行音频播
放的信息等），可在我们的网站 http://www.ta-hifi.com/R1000E-software 上下
载。

如果您想要将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与您的电脑搭配使用，需要进行大量的系
统设置。无论在任何操作系统下进行，这些系统设置必须完成。安装操作指引可
提供如何和在哪里进行这些设置的详细信息。



要想播放 DSD 格式文件，必须要在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系统配置菜单中开
启“USB-DSD 播放”选项。更多信息请参阅题为“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基本
设置”一章。
如果你只想播放 PCM 编码的音频文件，上述设置应设为“关闭”。

软件方面注意事项



在默认情况下，上述列出的操作系统不支持“原生”音乐的播放。这意味着无论
播放的音乐文件是什么取样率，电脑始终会以某个固定的取样率对数据流进行转
换处理，而需要使用单独的软件（例如 J. River 媒体中心或 Foobar）避免电脑操
作系统对取样率进行转换。
该安装操作指引包含在驱动程序软件包内，也包含有通过 USB 端子播放音频的
更多信息。

操作方面注意事项



为避免您的电脑和播放程序的功能失效或系统崩溃，请注意以下几点：

设置方面注意事项





针对 Windows 操作系统：在首次连接并使用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之前需
安装驱动程序。



只能使用与您的电脑操作系统兼容，并且彼此之间也相互兼容的驱动程序、
流媒体处理软件（例如 WASAPI（Windows 音频会话 API）、Directsound
等）和播放软件。



电脑操作系统运行时绝不能连接或断开 USB 端子。

不能将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放在相连接的电脑上或紧邻相连接的电脑，否则
该设备会受到电脑发散出的干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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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播放

基本信息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支持通过 Roon 播放软件进行播放。
Roon 是一款需要付费使用的播放软件方案 ，可以对储存在服务器中的音乐进行
组织和管理，也可以集成 TIDAL 流媒体服务。

播放

通过 Roon 应用程序，所有的播放操作可以独立完成。在该软件里，R 1000 E 多
信源接收机被识别为播放设备（客户端），并且可以在应用软件中被选中进行播
放。一旦 Roon 软件被用于音乐播放，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显示屏会显示
"Roon" 作为信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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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Roon 软 件 及 其 操 作 相 关 的 更 多 信 息 可 以 在 以 下 网 站 获 得 ：
https://roonlabs.com

首次安装、
使用本系统时的
安全注意事项

这一部分描述了在设置并首次使用本设备时所有最为重要的基本事项。这些信息与日常使用无关，但是您在首次使用本设备
之前仍然需要阅读并引起重视。

45

背板连接端子

前级放大输出端子

前级放大输出端子，连接外置后级功率放大器或主动式扬声器。

线路输出端子

模拟音频输出端子（线路输出端子），连接模拟录音设备（如磁带录音机）。

超低音扬声器端子

连接一只或两只主动式超低音扬声器的输出端子。


模拟输入端子

如果使用一只超低音扬声器，请使用超低音扬声器自带的控制功能设置低频截止
频率和电平，与卫星扬声器进行匹配。
通常用途的前级放大输入端子，输入灵敏度为 250 mV / 20 k。



通过加装 MM 动磁唱头或 MC 动圈唱头放大模块（可选附件），3 号模拟输出端
子（PH）可以升级为模拟唱盘输入端子。

GND
接地端子

模拟唱盘的接地引线可以连接在此，以避免哼声干扰。

R和L
(扬声器接线柱)

一对扬声器可以通过扬声器  R 和扬声器  L 端子连接到放大器。每只扬声器
的阻抗不能低于 4  (DIN 额定值)。



连接到本设备上的扬声器的负载容量必须与放大器相适应。扬声器阻抗必须至少
为 4 欧姆(DIN 额定值)。始终使用成品的、为专门目的设计的扬声器线材连接扬声
器，接线端子也应通过认证。扬声器线材和连接端子必须按照规定进行绝缘处
理，导体的最小横截面积必须达到 1.5mm²。放大器的输出级是为了应对最小负
载为 2 的扬声器而设计，但在非常高的音量下连续工作会在功率输出级产生巨
大电流，从而导致过热。这种情况又会触发保护电路自动关闭放大器。请确保连
接端子完全拧紧，并且不能产生短路。



如果扬声器要在欧盟以外的国家使用，可以从扬声器接线柱上移除红色/黑色的塞
子。然后用香蕉插头连接扬声器。
塞子是简单地塞进接线柱中的，可以使用合适的工具（如刀片）在后面将其撬
出。

ANT
(天线输入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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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具备一只 75 的天线输入端子 FM ANT，适合连接一根
普通的家用接收天线和一根线材。要想实现一流的接收品质，一根优质、专业安
装的天线系统是必不可少的。

遥控端子

广播天线连接端子。
为装备有 FD100 图形手持遥控器无线网关模块的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提供后
续升级的连接端子。

数字输出端子

数字同轴输出端子，用于通过同轴线材连接外置解码器。


数字输入端子

并不是所有的媒体都能够提供数字版本的音频播放，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原始的
音频文件包含有版权保护信息不允许如此操作。
为带有光纤或同轴（RCA）输出端子的数字信号源设备准备的输入端子。


无线 WLAN 网络端子

通过光纤数字输入端子，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可以接收取样率从 32kHz 最高
到 96 kHz 的数字立体声信号（S/P-DIF 信号）。
而同轴数字输入端子支持取样率从 32kHz 最高到 192 kHz 的数字立体声信号。
随机附带的无线 WLAN 网
络天线接口。如果你想通过
无线 WLAN 网络将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连接到家庭
网络中，无线 WLAN 网络
天线必须连接到此接口。



自动激活 WLAN 无线网络
模块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
机开机之后，会自行侦测是
否连接有 LAN 有线网络。
如果没有连接 LAN 有线网
络，R 1000 E 多信源接收
机 将 会 自 动激 活 其 WLAN
无线网络模块，并且尝试访
问 WLAN 无线网络。


当使用无线 WLAN 连接时，有线 LAN 端子必须断开。

有线 LAN 网络端子

用于连接有线 LAN（以太网）家庭网络的接口。
LAN 有线网线，本机会优先使用有线网络连接方式，而不是无
如果该端子连接有
线 WLAN 网络连接方式。同时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 WLAN 无线网络模块会
自动禁用。

USB 端子

连接 USB 记忆棒或外置硬盘的接口。
储存媒介可以被格式化为 FAT16、FAT32、NTFS、ext2、ext3 或 ext4 文件系
统。


USB / DAC 数字模拟转换器端
子

USB 储存媒体可以通过 USB 接口直接供电，其电流消耗符合 USB 规范。标准的
2.5 英寸 USB 硬盘可以直接连接使用，而无需单独的电源供电。
连接个人电脑或 MAC 电脑的端子。



通过此输入端子，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可以接收取样率在 32 到 96kSps 范围
内的数字 PCM 格式立体声信号，以及最高规格为 DSD64* 的数字 DSD 格式立体
声信号（参阅题为“USB 数字/模拟转换器详细操作”一章）。
* 只针对 Windows 操作系统 (需要驱动程序).

E2 LINK 端子

 E2 LINK –系统控制信号的输入/输出端子。

主电源输入端子

主电源线插在此处。
正确的连接方式请参阅题为“安装与接线”和“安全注意事项”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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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与接线


请小心打开本机的包装，并且仔细收好原始的各种包装材料备用。纸箱和包装材
料是特别为本机设计的，如果未来您任何时候想搬运本机，这些纸箱和包装材料
还会用上。
如果您要运输本设备，必须要将本设备放在其原始的包装材料中以避免损坏或受
伤。


如果本机处于温度很低的环境（例如在运输过程中），内部有可能形成冷凝水。
在切换到开启状态之前，请将本机在室温下放置足够的时间让温度回暖，这样可
以让冷凝水完全蒸发掉。
如果本设备在很长的时间内（大于两年）一直处于储存或未使用状态，在重新使
用前请务必请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检查。
在将本机放置在易划伤的漆面或木头表面之前，请先在这些表面不显眼的地方检
查一下设备机脚是否会对表现造成损伤，如果有必要的话用一张机脚垫来保护。
我们推荐将本机放置在石头、玻璃、金属或类似的硬质表面之上。
本机应该被放置在稳固、水平的底座之上（请参阅“安全提示”一章）。如果将
本机放置在吸振台或其他抗振部件之上时，请确保本机的稳固度不会降低。
本机应该被放置在通风良好的干燥环境中，避免阳光直接照射，远离暖气片。
本机绝不能放置在发热的物体或设备，以及任何对热量敏感或易燃的东西旁边。
电源线、扬声器线和遥控器线务必尽可能远离信号线和接收天线。切勿将这些线
材绕在本机之下或是压在本机之下。

连接时的注意事项：

完整的连接示意图请参阅题为“附录 A”一章。
 确保所有的插头紧密地插进相应的插孔中。连接不紧密会引起哼声和其他不
必要的噪声。
 当您将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输出端子与放大器的输入端子相连接时，务
必一一对应，例如“右声道”对“右声道”、“左声道”对“左声道”。如果
您连接错误，立体声声道会发生颠倒。
 本设备应当与带有接地保护连接头的电源插座相连，所以只能使用本设备随
机附带的电源线将本设备与带有接地保护连接头的电源插座相连。
 为了最大可能地抑制干扰，电源插头带相位的插刀应当连接到电源插座带相
位并用一个圆点（）表示的插孔中。电源插座的相位孔可以通过一种特殊仪
表检测出来。如果您对此不确定，请咨询专业经销商。
我们推荐使用 品牌的'POWER THREE' 成品电源线连接 'POWER BAR' 电
源插线板，后者标配有相位显示灯。
当您完成系统接线之后，在系统开机之前请将音量控制调到非常低的位置。
将连接扬声器的电源插座切换到开启状态，并且将合并式放大器切换到您准备听
音所用的信号源器材。现在您可以开始聆听音乐了。
开机后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屏幕会亮起，本机也可以对控制命令作出响
应。
如果您在设置时遇到问题并且是首次使用合并式放大器，请记住引起这些问题产
生的原因往往很简单，同样解决这些问题也很简单。请参阅本说明书的“故障排
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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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声器线和信号线

扬声器线和信号线对于音响系统声音的整体还原质量有着明显的影响，它们的重
要性绝不能被低估。因此，推荐使用高品质的线材和连接头。
我们的系列附件产品包括一系列的优质线材和连接头，它们的特性与我们的扬声
器及电子设备经过了仔细的匹配，实现了极佳的和谐。
针对一些器材摆位比较困难或是比较拥挤的环境，的附件产品也包括有特殊
长度的线材和特殊用途的连接头（例如直角形的连接头），可以被用来解决几乎
任何关于器材连接和系统摆位的问题。

电源线和电源滤波器

电源供应部分为您的音响系统中的设备提供所需的能量，但是也有可能从例如无
线电系统和电脑系统这些远程设备那里带来干扰。
我们的附件产品包括了带有一体化壳式滤波器的“POWER THREE”成品电源
线和“POWER BAR”电源滤波器配电板，它们可以避免电磁干扰进入到您的高
保真系统之中。通过使用这些附件，音响系统的声音还原质量通常会有进一步的
改善。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线材的问题，请咨询您的专业经销商，他们会乐于为您提
供综合性的专家建议。我们也非常乐意将我们关于线材的综合性信息发送给您。

更换电池

要打开电池盒，请如下所示向下滑动遥控器的整个后部，然后将其提起。 如图中
所示，将三节 LR 03（MICRO）型电池插入电池盒中。 请注意：必须同时更换
所有三节电池。



警告!
电池不能够被暴露在像太阳、火之类过度的热源之下。



处理废旧电池:
废旧电池绝不能丢弃到生活垃圾之中！它们应该被回收到电池供应商（专业经销
商）或您当地的有毒废弃物回收点，这样它们才能够被回收利用或是以合适的方
式处理。大部分当地政府会为这类废弃物提供回收中心，有一些会专门为废旧电
池提供回收车。

设备保养

在清洁机箱之前请将电源线插头与墙面电源插座断开连接。
机箱表面只能够使用用柔软、干燥的布进行擦拭。
绝不能使用溶剂型或有腐蚀作用的清洁剂！
在将本机切换到开机状态之前，请检查各连接点没有短路现象，并且所有的线材
都正确地插到位。

设备储存

如果本设备需要收藏保存，请将其放出原始包装中并且放置在干燥无雾气的地
方。储存温度从零摄氏度到 40 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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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为了您的安全，请认真对待并详细阅读以下操作说明，并且需要特别注意关于设
置、操作及安全的提示信息。
安装

请注意本设备的重量。绝不能将此设备放置在不稳固的表面上，否则机器有可能
跌落，引起严重甚至是致命的伤害。如果以下的这些简单的安全预防措施可以引
起重视，很多伤害（特别是对孩子们的伤害）完全可以避免：

只使用可以安全放置此设备的家具。

确保此设备不会突出放置它的家具的边缘。

如果在没有牢固地固定此设备和放置它的家具的情况下，请勿将此设备放置
在较高的家具上（如书架）。

向孩子们解释爬到家具上去触摸或操作此设备的危险性。
当把本机放置在书架上或柜子里时，提供充足的冷空气流动非常重要，这样可以
确保本机产生的热量可以有效地发散掉。任何热量的积累都会降低本机的寿命，
同时也可能是一个危险源。请确保本机周围留下至少十厘米的散热空间（见
图）。
如果音响系统中的各件器材需要堆叠放置，那么放大器必须放在最顶端。放大器
顶盖上不能放置任何东西。
本机在安装和放置时，必须要确保各个连接点和连接头不能被其他东西或人（特
别是小孩子）直接触碰到。请一定仔细阅读题为“安装与接线”部分中的提示信
息。

连接

带有  符号的连接端子可以承受高电压。
绝不能接触上述的连接端子以及与其连接的插头插孔和线材导体。如果使用非成
品线材，所有连接到上述连接端子和插头插孔的线材必须由有经验的人士来处
理。

电源供应

本设备应该与带有连接头保护的电源插座相连接。请务必使用随机附后带的电源
线连接到正确安装并带有连接头保护的电源插座中。
本机所需的电源数值标注在机背的电源插座之上。本机绝不能与未达到所标注参
数的电源相连接。如果本机长时间不使用，请将电源线从墙面电源插座上断开。

电源线 / 电源插头

电源线走向务必以避免造成其损伤（例如被人踩踏或被家具压住）来布线。对此
设备上的插头、电源插线板和连接头要特别小心注意。
检测或维修本设备时，请先拨下电源线插头将电源断开。请确保电源线插头位于
方便插拔的地方。

开启机箱

绝不能让液体或颗粒通过通气槽进入到本机之中。本机内部存在电源电压，任何
触电行为都有可能引起严重的受伤或死亡。绝不能在电源线插头上施加不适当的
力量。避免让本机受到水滴或水泼；绝不能将花盆或液体容器放在本机之上。请
勿将明火源（例如燃烧的蜡烛）放在此设备之上。

监督设备操作

和其他电子设备一样，本设备绝不能在没有适当监督之下使用。尤其要小心将本
机远离小孩子。

服务，损伤

机箱只能够由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开启。维修和保险丝更换应该委托给授权
的专业店来完成。
除了本说明书提到的连接和检测事项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工作需要由无处理资格
的人员来完成。如果本机发生损坏或者是您怀疑某功能有问题，请立即从墙面插
座上断开电源插头，授权的专业店将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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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过载

本机有可能因电源供应、电源电路板或天线系统内部的过高电压而造成损坏，同
时也可能因雷雨（闪电、雷击）或静电放电而造成损坏。
例如“'Power Bar”电源插线板这样的特殊电源供应系统和电压过高保护装
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设备提供保护，使其免受因上述危险造成的损坏。
然而，如果您需要完全避免因电压过高造成设备损坏，唯一的方法便是将本机与
电源和天线系统断开。
为了避免因电压过高造成设备的损坏风险，我们推荐在雷雨天气时将本设备和您
的高保真系统上的所有线材都拔下来。
所有与本机连接的电源供应系统和天线系统必须达到所有适用的安全规则，并且
必须由合格的电气工人进行安装。

被许可的用途

本设备被设计为在温带气候中工作。被允许的工作温度是+10 摄氏度到+35 摄氏
度。本设备只被设计为在家庭环境中还原声和/或图像。本设备应该在干燥的室内
环境中使用，并且室内环境要满足本说明书中提到的所有推荐条件。
当本设备被用于其他用途，特别是在医院环境或任何存在安全问题的环境中时，
有必要联系生产厂家确保本机适合这样的用途，并且获得厂家事先的书面许可。


欧盟的使用许可及符合欧盟法
规

处理此产品

FCC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为使用者提供的信息

(只在美国境内使用有效)

在初始状态下，本机符合所有现行生效的欧洲规章制度，并且按照欧盟内部的规
定被许可使用。
在本设备上贴上 CE 符号表明本设备遵守欧盟的规章制度（请参阅第四页）
及 基 于 这 些 规 章 制 度 的 各 个 国 家 的 法 律 。 该 符 合 性 声 明 可 在 www.tahifi.com/DoC 网站上下载。
原始且未改变的厂家序列号必须要出现在本设备的外部，并且必须清楚而易于阅
读！序列号是我们符合性声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也是本设备操作许可的一个
组成部分。本机表面及随机原始文档（特别是检验卡和保修卡）上的序列
号，绝对不能被移除或是更改，并且两者要完全一致。
违反了上述任何一项条件也就令的规范和使用许可失效，并且本机也不能在
欧盟境内使用。不正确地使用本设备将会令使用者在现行欧盟及国家法规之下受
到处罚。
任何对本机的改动或维修，或是任何修理店或其他第三方介入的改动或维修，都
不会得到的授权，同时也令本设备的使用及操作许可失效。
本机只能够连接的原厂附件，或是其他经过许可及满足所有现行有效法律要
求的辅助性设备。
当与辅助性设备配合使用或是作为系统中的一部分来使用时，本机只能用于题为
被许可的用途部分中所提到的用途。



唯一被允许采用的处理本产品的方式，是将其带到您本地的电子废弃物回收中
心。
B 级数字设备——说明：
注意：
依照 FCC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规则第 15 部分，本设备经过测试发现受到 B 级数
字设备的限制。这些限制是被设计用来在居住环境安装的情况下，为用家提供合
理的保护，避免受到有害的干扰。本设备会产生、使用并且会辐射射频能量，此
外，如果没有按照指导说明安装和使用，可能会对广播通讯产生有害的干扰。然
而，在一些特别的安装情况下，也并不能保证没有干扰发生。如果此设备确实对
广播或电视接收产生有害的干扰（可以通过将此设备开关机来确认），使用者可
以试着按照以下一项或几项测试方式来消除干扰：
- 重新调整接收天线指向或重新放置接收天线。
- 加大此设备与接收机之间的距离。
- 将此设备接入到与接收机不同的供电网络插座之中。
- 咨询经销商或有经验的广播/电视技术人员以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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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配置
基本信息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可以工作于有线 LAN 网络（以太网 LAN 或电力线 LAN）
或无线 WLAN 网络之下。
如果你想在你的家庭网络中使用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你必须首先在本机上进
行必要的网络设置，这些设置包括同时为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设置 IP 地址等。如
果你想要使用无线连接方式，需要进行多项与 WLAN 网络有关的额外设置。
请参阅题为“专业术语/附加信息”和“网络术语”的章节，获取更多与网络技术
相关的专业术语的解释。
在以下部分，我们假设已存在一个具有路由器和 DSL（数字用户线路）互联网接

入、正常工作的家庭网络（即针对无线网络搭建的有线网络）
如果你不太清楚网络安装、设置和配置的某方面情况，请咨询你的网络管理员或
网络专家。

可兼容的硬件和即插即用服务
器

市场具有由诸多生产厂家生产的大量路由器、NAS 网络附属储存设备和 USB 硬
盘。 品牌的设备可与其中具备即插即用标志的产品广泛实现兼容。

网络设置菜单

所有的网络设置项目都位于网络配置菜单之中。此菜单的显示会根据你的网络类
型（无论是有线 LAN 网络还是无线 WLAN 网络）不同有少许变化。。
如果在网络配置菜单中的“网络 IF 模式”一项被设置为“自动”，R 1000 E 多信
源接收机会自动检测网络中是否存在有线 LAN 连接。如果检测到有线 LAN 连接，
本机会默认使用该连接，并且在屏幕是显示有线 LAN 网络的网络配置菜单。
如果没有与有线 LAN 网络连接，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会激活其无线 WLAN 模
块，并且在你调出配置菜单时显示无线 WLAN 配置菜单。
无线 WLAN 网络的菜单包括诸多附加的菜单项目。以下部分将解读如何使用该菜
单，以及各个单独菜单项目的意思。

打开网络设置菜单

按下手持遥控器上或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前面板上的 按钮，打开系统
配置菜单。
使用  /  按钮选中“网络”菜单项，再按下 按钮确认。

操作菜单，改变并储存 IP 地址

使用菜单中的  /  按钮选中打算进行更改的网络参数，并且用
 按钮激活。
接下来你可以根据设置的类型，使用以下按钮更改设置：
 /  按钮
用于简单的选择 (开启 / 关闭)
数字按钮  到 
用于输入 IP 地址
字母-数字输入按钮
用于输入文本
一旦设置过程完成，或你已经输入了完整的 IP 地址后，按下 按钮确认你
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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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数字输入
在某些菜单项目，特别是用于输入服务器名称或密码的项目中，必须要输入一系
列的字符（字符串）。在这些菜单项目中，你可以通过反复按下 SRC1 手持遥控
器上的数字按钮输入字母、数字和特殊符号，与在手机上输入 SMS 短信的操作类
似。按钮下方印刷有相应按钮分配到的字母，可以通过使用 和  按
钮输入特殊符号。



0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_ @ $ % & # ~

使用蓝色  按钮在数字、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之间进行来回切换。屏幕下
方的线条显示当前被选中的输入模式。
在某些特定的菜单项目（例如 DNS 域名系统服务器名称）中，可以同时输入一个

字母-数字字符串和一个 IP 地址。在这些项目中，单个的 IP 地址应该按照字符串
的方式输入（即带有作为特殊符号的分隔点）。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执行对 IP 地
址范围（0 到 255）的自动检测。

关闭菜单

一旦你已经正确地设置了所有的参数，可以选中“储存和退出？”该菜单项目，
然后按下 按钮。这一操作会让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应用已有的设置，
并且你也会看到可用的网络媒体信号源（互联网广播、即插即用-音视频服务器
等）显示在主菜单之中。

不储存设置，退出菜单

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不改变任何网络设置而离开网络配置菜单：按下 按
钮，会进入“储存并退出？”菜单项目。如果你想不保存设置并从这一菜单项目
退出，请使用 /  按钮选中“放弃并退出？”菜单项目，然后按下
 按钮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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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有线 LAN 以太网络或有线 LAN 电力线网络连接
设置有线网络参数

 使用背板上的 LAN 有线端子，将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与工作中的网络或电力
线调制解调器连接。
 将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开机，按下手持遥控器上的 按钮或前面板上
的 按钮，打开系统配置菜单。
 使用  /  按钮选中“网络”菜单选项，然后按下 按钮确
认。
 以下图中所示菜单将会在屏幕上显示，包含有多项网络参数。在标题行中应显示
“LAN”信息。如果在此选项处显示的是“WLAN”请检查你的网络连接，并确
保网络已开启并且处于工作中。
 现在你可以选择菜单项目并将它们调节到与你的网络环境相匹配。下方示意图显
示了在每个菜单项目内可能显示的输入按钮。
可能的选项

 / :

(0...9):
(0...9, A...Z):

切换开启/关闭
数字输入，分隔点会自动生成；输入仅限于有效地址。
字母-数字输入和特殊字符输入。
IP 地址的分隔点必须作为特殊字符输入。

上图显示的参数只是典型的数值。

IP 地址和设置可能会需要相关网络的不同数值。

菜单选项

描述

MAC（媒体存取控制位址）

MAC 地址是用来唯一识别本机的硬件地址。该地址是由机器的生产商来决定，并
且不能更改。

连接状态

显示连接状态：无线 WLAN、有线 LAN 或未连接。

DHCP（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开启
如果你的网络中包含有 DHCP（动态主机配置协议）服务器，请在此选项中选中
“开启”设置。在此模式下，路由器会自动为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分配一个 IP
地址。 屏幕只会显示 MAC（媒体存取控制位址）地址和 DHCP（动态主机配置协
议）的状态：开启。在这种情况下，以上示意图中的地址输入区域将不会出现在
菜单中。
关闭
如果你的网络中没有 DHCP（动态主机配置协议）服务器，请选中“关闭”设
置。在这一模式下，你必须手动配置以下网络设置选项。请咨询你的网络管理员
获取需要在你的网络中输入的 IP 地址。

IP（互联网协议）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 IP 地址。

子网掩码

网络掩码

网关

路由器的 IP 地址

DNS（域名系统）

域名服务器的名称/IP 地址（可选）

储存并退出？

储存网络参数，并且以新设置重启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

不储存并退出？

关闭菜单：放弃已输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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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无线 WLAN 连接
 找到随机附带的无线 WLAN
网络天线，将其连接到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背板上
的 无 线 WLAN 网 络 接 口 之
中。检查 R 1000 E 多信源接
收机的有线 LAN 端子没有连
接线材。

设置无线网络参数

 启动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
机，按下手持遥控器上或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前面板
上的 打开系统配置菜
单。

 使用  /  按钮选中菜单“网络”选项 ，然后按下, 按钮确
认。
The following menu now opens:
可能的选项

手动选择并连接无线 WLAN 网络


搜索并选择网络




首先选中菜单选项“扫描无线 WLAN 网络”，并且按下 按钮激
活该功能。
已找到的无线 WLAN 网络列表会显示在屏幕上。
使用  /  按钮选择你想让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连接的
无线 WLAN 网络，并且按下 按钮确认该选择。

输入密码（针对加密的网络）

如果网络已被加密，一旦该无线 WLAN 网络被选中，下面所示窗口将会出现。
 在这一选项中，请输入网络密码并且按下按钮确认。
 选中“保存并退出”选项，并且按下按钮确认选择。

保存网络设置并重启

最后选中“保存并退出”菜单选项，并且按下按钮确认设置。



如果网络采用 WEP 有线等效保密方式，密码必须以十六进制方式输入（即 0-9、
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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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WPS（Wifi 保护设置）功能连接无线 WLAN 网络
WPS（Wifi 保护设置）功能

在无线 WLAN 网络设置中，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支持 WPS（Wifi 保护设置）
功能。WPS（Wifi 保护设置）功能可以以更简单的方式进行加密无线 WLAN 网
络设置，还可以快速而方便地将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连接到路由器。为了满
足这类需求，大多数现产的路由器都具备这一功能。

通过 WPS（Wifi 保护设置）功
能自动连接到无线 WLAN 网络



首先激活你想要让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连接的路由器或中继器的 WPS
（Wifi 保护设置）功能。详情请参阅相关设备的说明书。



在 2 分钟内启动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 WPS 自动连接功能。



使用  /  按钮选中菜单选项“WPS 自动连接”，然后按下
 按钮确认该选择。



连接建立之后，“状态”一栏将显示已连接的无线 WLAN 网络。



最后选中“保存并退出？”菜单选项并且按下  按钮确认设置。

通过 WPS（Wifi 保护设置）功
能手动选择无线 WLAN 网络并
连接

如果 WPS 功能将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连接到错误的无线 WLAN 网络，也可
以手动选择想要连接的无线 WLAN 网络，并且身份验证环节也可以由 WPS 功能
来完成。操作过程如下：


首先激活你想要让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连接的路由器或中继器的 WPS
（Wifi 保护设置）功能。详情请参阅相关设备的说明书。



然后选中菜单选项“扫描无线 WLAN 网络”，并且按下  按钮激活
该功能。



已找到的无线 WLAN 网络列表会显示在屏幕上。



使用  /  按钮选中你想要让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连接的无
线 WLAN 网络，并且按下 按下  按钮确认选择。

一旦无线 WLAN 网络被选中，下面的窗口将会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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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登录”菜单项目并且按下 按钮激活。选中“自动（WPS）”
设置项并用 按钮确认。



然后选中“保存并退出？”菜单项目并且按下  按钮。



连接建立之后，“状态”一栏将显示已连接的无线 WLAN 网络。



最后选中“保存并退出？”菜单项目，并且按下  按钮确认设置。

通过无线接入点设置无线 WLAN 网络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支持通过无线接入点设置无线 WLAN 网络连接。这意味
着在无线 WLAN 网络的配置过程中，需要用到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自身的无
线 WLAN 网络。一旦网络配置完成，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自身的无线 WLAN
网络会被再次关闭。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会重启并且通过 APP 应用程序连接
到已配置的无线 WLAN 网络之中。














启动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并且按下遥控器上的 按钮或前面
板上的 按钮，打开系统配置菜单。
使用  /  按钮选中“网络”菜单选项，然后按下
按钮确认选择。
使用  /  按钮选中“无线接入点”菜单选项，然后按下
 按钮确认选择。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将激活无线 WLAN 网络接入点。
以下步骤必须在大约 5 分钟内完成。超出这一时间，R 1000 E 多信源接
收机将会自动退出无线接入点模式。
将安装有App 应用程序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连接到该无线 WLAN
网络接入点。网络名称（SSID）为“T+A AP R 1000 E”并且密码是
“01234567”
开始进行 App 应用程序操作。
App 应用程序将会识别出该无线接入点，并且通过设置向导自动启动。
然后进行无线 WLAN 网络设置，将通过 App 应用程序的设置向导的独
立步骤来完成。
退出 App 应用程序，然后将你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连接到你最初设置
的无线 WLAN 网络之中。
重启 App 应用程序之后，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将会自动被侦测到。
一旦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被侦测到，即可以被选中并且播放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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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 100 无线遥控器（可选）
如果安装有网关模块，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可以通过 FD100 双向手持遥控器
进行远程控制；这是一项可选附件。FD100 采用了集成的全彩色显示屏，即使机
器不过使用者的直接视线范围内，也能够提供通过可视的方式对 R 1000 E 多信
源接收机的所有功能进行方便控制的功能。这款遥控器还可以显示与选中的信号
源或当前正在播放的媒体有关的各种信息。
连接广播天线

由于 FD100 是通过无线连接进行工作，所以遥控天线必须连接到 R 1000 E 多信
源接收机之上。该天线是连接到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遥控”端子。同时
天线应保证可以自由摆放以获得最大的有效接收范围。

与 FD100 遥控器配对

在使用 FD100 控制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之前，该手持遥控器必须在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上注册。这一操作被称作配对，并且只需要配对一次。配对步骤
如下：
 按下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  按钮调出配置菜单，然后使用
 按钮选中“FD100 配对”菜单选项。


为了确认对 FD100 遥控器的配对操作，需要一直按着  按钮 直
到该菜单选项变为“等待 FD100 接入”（该功能在 30 秒钟之内会保持
激活状态）。



找到 FD100 遥控器上的  按钮按住不放，打开 FD100 遥控器的
系统设置菜单。





选中“开始配对”菜单项目，按下  按钮：手持遥控器将会自动
搜索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



一旦设备被找到后，你将会看到屏幕上显示“配对成功”的信息。同
时，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相应的菜单项目上也会变为“完成”。根
据你的需要，你也可以在这一项目中改变设备名称（例如：存在多台可
用设备时，将该设备设置为“客厅”）。



按下  按钮确认该名称。



如果要实现更快速的访问，也可以为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分配一个
热键；这将是下一个步骤（参阅 FD100 遥控器操作说明书）。



选中“F”按钮中的某一个（或不选），并且按下 按钮确认该选
择。



FD 100 遥控器已与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完成配对，可以开始使用。

如想要获取更多关于 FD 100 遥控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手持遥控器随机附带的
操作说明书。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也可以通过  App 应用程序进行控制。
R请访问我们的主页获取更多信息
www.ta-hifi.com/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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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注意事项
基本信息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满足最新关于节能措施（欧盟指令）指令的要求。最新
的电源供应设计对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内置微处理器不断地确保当前不需要的子部件自动处于关闭状态。微处理器本身
以相对较低的时钟速度以待机模式运行，并且只对遥控接收器的指令进行响应。
在待机模式下，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电流消耗低于 0.5W。
如果你不打算长时间使用本设备，请将其与电源插座断开，即是将电源插头从墙
上的插座上拔下。

自动关机
(节能装置)

本设备具有自动断电功能。如果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在超过 90 分钟里没有检
测到任何操作或音乐信号输出，会自动切换到待机模式。在设备进入待机模式前
两分钟，屏幕上会弹出一个提示窗口。如果想要 设备保持工作状态，请在该提示
信息显示时按下 按钮。



在欧盟以外的国家中，耗能产品生态设计指令将不再有效，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
闭自动关机功能（参阅题为“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基本操作”一章）。

法律信息
基本信息

本产品包含有以目标代码形式存在的软件，部分软件是基于不同许可之下的免费
软件。关于软件所使用的许可详情可使用互联网浏览器可在该设备网站上阅读。

显示许可信息

要想访问本设备的网站，请在你使用的浏览器的地址栏输入本设备的 IP 地址和
“/licensens/”字样。
例如： http://192.168.178.100/licenses/
你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显示设备实际的 IP 地址


按下  按钮调出系统配置菜单。



然后导航至“设备信息”菜单选项，按下-按钮将其打开。



导航至“法律信息”菜单选项，并且按下-按钮将其打开。



当前打开的弹出式窗口中会显示本设备的 IP 地址。

只有在网络连接正确设置的情况下，IP 地址才会显示在弹出的窗口之中。要了解
网络配置的详情，请参阅题为“网络配置”的部分。.

 要查看设备的网页，启动互联网浏览器的设备必须连接到与该设备相同
的网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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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很多故障发生的原因都很简单，也有相应的简单的解决方法。以下部分描述了您有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困难，以及您需要采
取的解决问题的。如果您发现靠这些提示的帮助不能解决问题，请断开本机电源并且向您的授权专业经销商咨询。
机器不能开机 (红色 LED 发光
二极管不亮)。

原因:
电源线未正确插入。
解决方法:
检查线材连接，将连接头插紧。

没有输出信号到扬声器；屏幕
显示以下信息：“保护”或
“过热”（即保护电路已被触
发）。

原因 1:
保护电路因过热或过载而触发。
解决方法:
降低音量并且等待大约 20 秒钟。如果本机不能自动再次启动，即是本机温度过
高，应该关机数分钟让其降温。
原因 2:
扬声器接线发生短路，例如, 扬声器接线端子触碰到了其他线材端子，或线材发
生了机械损坏。
解决方法:
检查扬声器接线和接线端子，将线材端整齐地拧在一起，更换损坏的线材。
原因 3:
因接地不良造成过载。
解决方法:
断开输入线材，等待放大器是否能重新启动；如果可以启动，请检查输入线材，
在必要时进行更换

设备在相当高的音量下频繁关
机

原因 1:
因为热量累积造成过热。
解决方法:
将设备安装在保证冷空气畅通无阻的地方。
原因 2:
扬声器阻抗不足导致过热。
解决方法:
使用至少 4 阻抗的扬声器(DIN 额定值)。这意味着扬声器的最小阻抗要大于
3.2 。

音场平面化，低频响应不足。

原因:
扬声器线极性接反。
解决方法:
检查扬声器端的连接端子和放大器端的扬声器接线柱，必要的时候进行正确连
接。

设备自动关机。重新开机后仍
然会再次关机。

原因:
极度过热，或扬声器输出端短路。
解决方法:
检查扬声器接线端和导线是否可能短路。让机器冷却大约 20 分钟，然后尝试将其重
新启动。如果以上措施仍不能成功，那么可能存在内部故障（例如保险管爆裂）。
在这种情况下，请联系专业  销售商。

扬声器中发出巨大的嗡嗡的噪
声。

原因：
扬声器线与接线柱接触不良，或扬声器线故障。
解决方法:
请检查所有的接头和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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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 调频广播
从扬声器中传出呼啸声或沙沙
的噪声。

原因:
天线引线距离电源、遥控器或音频信号线太近。
解决方法:
移动天线引线，使引线和上述部件远离摆放。使用家用（顶楼或外部）天线或线
缆连接。

显示屏上不出现 RDS 无线电
数据系统电台名称

原因 1：
该电台不广播 RDS 无线电数据系统信息。
原因 2：
接收效果较差，干扰较严重，或场强度（信号强度）较低。
解决方法:
只选择可接收到较强信号、噪声较低和无干扰的电台。

机器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接收
到的电台数量极少或根本没
有。

原因:
天线系统或天线线缆有故障。
解决方法:
检查天线引线，确保其与墙面和调谐器的天线接口紧密接触。检查时，请尝试用
拖线天线来测试系统。如果此时你可以接收到正常数量的电台，我们建议你联系
专业天线技术人员来检查你的天线系统。

CD 播放机
关上 CD 碟舱后，屏幕上显示
“无碟片”信息。

原因 1：
CD 唱片未正确放入。
解决方法:
将 CD 唱片居中地放进碟舱内，印刷面向上。
原因 2：
CD 唱片脏污。
解决方法:
清洁唱片表面并再次放入。
原因 3：
CD 唱片的目录表（TOC）区域损坏。
解决方法:
无解决方法；此唱片不可用。
原因 4：
CD 播放机温度太低（例如在运输过程），激光感应光头表面形成有冷凝水。
解决方法:
将机器放置在温暖、通风良好的地方，让机器温度回升。

CD 唱 片 的 播 放 停 止 或 “ 跳
曲”

原因 1：
CD 唱片损坏或脏污。
解决方法:
清洁 CD 唱片表面。已损坏的 CD 唱片无法修复！
原因 2：
CD 唱片采用了复制保护系统，不符合 CD 音频标准（红皮书标准）。
解决方法:
将 CD 唱片带回销售商处，更换符合通用 CD 标准的合适的 CD 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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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媒体客户端
流媒体客户端不能连接到网
络 。 屏 幕 显 示 “ SCL 连 接
中……”。

原因 1（有线 LAN）：
网线未正确连接。
解决方法:
连接网线，检查是否连接到路由器。
原因 2 (广播网络):
无线 WLAN 天线未连接。
解决方法:
连接随机附带的无线 WLAN 天线。然后将机器开机，并且输入网络参数（参阅题
为“网络配置”一章）。
原因 3（无线 WLAN）：
无线 WLAN 接收质量较差（较低的场强度）。可能是因为信号在传输路径上因墙
壁/天花板阻挡被过多衰减。
解决方法:
优化摆放接收器和发射天线的位置。
其他解决方法：
如果上述传输问题始终存在，“电力线”网络也许是更好的代替方法，以实现良
好和稳定的网络连接。
然而，最好、最安全的网络仍然始终是有线 LAN 网络。
原因 4：
网络参数配置不正确。
解决方法:
正确配置网络参数（参阅题为“网络配置”一章）。

收听互联网广播电台时发生传
输中断。

原因 1：
互联网广播电台服务器的访问容量达到上限。
解决方法:
选择另外的电台。
原因 2：
发生网络问题。
解决方法:
检查你的网络（参见上文）。

无法接收到有些互联网广播电
台

原因：
互联网广播电台已关闭。这些电台只在一天中的某些时段进行广播，或者这些电
台更改了互联网地址。
解决方法:
尝试从广播电台的网站上获取广播时间和互联网地址（URL 统一资源定位符）的
信息。
稍晚点再尝试与电台建立连接。

某些互联网广播电台音质较
差。

原因：
该电台传输的音频带宽较低（即比特率较低）。
解决方法:
至少使用 128 kBit/s 的电台信号传输率。这是实现足够好的音质的最低推荐比特
率。如果想获得更好的音质，我们推荐较高的比特率，如 320 kBit/s。

无法识别 USB 储存设备

原因 1：
该储存设备（特别是没有单独电源供电的 USB 硬盘）需要超过 USB 界面标准的
供电电流。
解决方法:
只使用符合 USB 标准的 USB 储存设备，或使用自带供电电源的储存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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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汇编 / 补充信息
播放程序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让用户有机会在 CD 唱片上寻找特定的音轨进行播放，或
是将所选内容存储在播放程序中进行播放，或是将其录制到磁带上。

CD 唱片

激光唱片 (CD) 是数字数据储存媒体，必须小心对待。以下是使用的基本原则：
 CD 唱片的表面只能够使用柔软干燥的布进行清洁。绝不能以绕圆圈的方式擦
拭，也就是说不能沿着音轨的方向擦拭。
 绝不能使用汽油、油漆稀释剂、碟片清洁剂或类似的材料清洁激光唱片。
 CD 唱片必须要小心对待，以避免对其表面造成严重损伤。表面严重刮擦、在
唱片上书写或使用自粘标签都可能造成 CD 播放机无法读取唱片数据。
 CD 唱片不能加热或弯曲。这意味着 CD 唱片应该储存在满足这些要求的位置，
并且按要求摆放。

E2 LINK

 音响系统的遥控控制界面。CD 播放机/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接收红外遥
控信号并且将信号传输到功率放大器和信号源设备。

场强度

电场强度是对天线提供的广播信号强度级的测量标准。一般情况下，调谐电台的
场强度越高，接收效果越好。信号场强度主要是由以下因素决定：
1. 广播发射天线的距离
2. 发射天线和接收机之彰的障碍（山脉等等）
3. 发射天线的输出功率
4. 接收机天线系统的品质和指向性
第 4 点在此处至关重要。不良品质的天线系统不可能获得良好的接收效果。
专业的  销售商们将会乐于根据你具体的本地接收条件，对你的天线系统的
安装或性能提升提出建议。

FM
= 频率调制

所有的 FM 调频广播发射天线均使用 FM 调频方式进行调制。这种技术可以提供
尽可能好的音质和抑噪性能。

有线网络

音乐接收机的调谐器在最初开发之时，优先考虑了满足欧洲有线网络的要求。该
调谐器能够很好地应对过高的信号电平，并且其丰富的可选择选项避免了许多线
材工作时产生的问题，并且不会降低还原的音质。

混合播放

在混合播放模式（即随机播放模式）下，CD 唱片中的所有曲目或某播放编程中
的所有曲目会以随机的顺序进行播放。

静音=背景噪声抑制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具有自动背影噪声抑制功能，可以屏蔽广播电台换台时难
听的背景嘶嘶声，并且可以屏蔽信号非常弱、不能以正常品质接收的广播电台。

预设=电台记忆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可以储存广播电台的所有设置，简单地按下一个按钮就可
以恢复任何一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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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
= 广播数据系统

很多广播电台会随同节目同时广播额外的数字信息。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装备
有 RDS 广播数据系统解码器，并且可以在其字母-数字显示屏上以纯文本方式显
示 RDS 广播数据系统发射天线的电台名称。这一功能在搜索某一特定广播电台
时非常有优势。

单曲 CD 唱片

单曲 CD 唱片是直径较小、播放时间较短的 CD 唱片。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可
以播放单曲 CD 唱片。请将这种 CD 唱片放在碟舱正中的凹陷处。

暂停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可以通过手持遥控器从暂停状态转为开机状态。

TOC 目录

光盘的目录位于光盘的内径，包含有关光盘结构的重要信息。如果 CD 唱片的目
录部分被损坏或被指纹等覆盖，CD 唱片就不能正常播放。

音轨

音轨是指 CD 唱片上的单个曲目或音乐片段。音轨及其各自的长度都在 CD 封面
上进行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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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术语
基本信息

网络中的每件设备均能正确连接，这只有在网络中的每个设备均能够被明确识别
时才能实现。这就是为什么每个设备都需要被分配一个“门牌号”（即 IP 地
址）。IP 地址是由四个空格组成，每个空格包含由小点分隔开的三个数字（例
如：192.168.1.1）。
每个数字空格可以包含 1 到 254 的数值（0 和 255 这两个数值被系统保留，用作
某种特殊用途，因此不能被使用）。然而，如果要想网络稳定运行，网络使用者
应该只选择用于家庭网络用途的 IP 地址，例如，前两个数字空格应该始终是
192.168.xxx.xxx；第三个空格在 1 到 254 的范围内，没有其他限制（不过网络中
所有设备的 IP 地址的这一项应该保持相同）；第四个空格必须每个设备有所不同
（例如：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设为 192.168.001.001；NAS 网络网络附属储存
服务器设为 192.186.001.002；电脑设为 192.168.001.003 等等）。
如果本地网络想要纳入互联网音乐信号源（互联网广播）和相关物理设备，那么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必须要能够访问互联网。该功能是由例如连接到
DSL 拨号上网网络的路由器来实现。该路由器同时也是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并
且分配有其自有的 IP 地址。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也必须能够接受到路由
器（网关）分配的 IP 地址，以获得对外界的访问功能。

请确保设备 IP 地址、网关 IP 地址和 DNS

1 的前三个空格填写相同的数字。第四
个空格用来为本地网络中的设备分配一个唯一的地址（即门牌号）。该数字在本
地网络中只能够出现一次。
设备 IP 地址掩码始终保持为 255.255.255.0。

DNS 域名系统

域名系统 (DNS) 是国际互联网上最重要的服务之一。其主要的任务是将“互联网
地址”（例如 www.taelektroakustik.de）转换为相关的 IP 地址。在大多数家庭网
络中，是由路由器来实现 DNS 域名系统功能。
如果你决定手动配置你的网络（不使用 DHCP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那么在配置
网络时只需要简单地将路由器的地址输入为 DNS 地址。

以太网 LAN

有线网络。无干扰网络技术，不足在于必须布置一根网线。

网关

网络中的电脑或路由器，负责管理家庭网络和外界（例如互联网）之间的数据通
讯。

客户端

从网络获取数据的网络设备，对数据进行解码并且转换为像模拟音乐信号这样的
形式，可以通过放大器和扬声器进行还原。流媒体客户端还具有显示媒体内容、
在互联网或服务器上进行导航的功能。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 是动态主机配置协议的首字母缩写。动态主机配置协议的主要目的是便客
户端能够通过服务器或路由器自动获取网络配置信息。

IP 地址

即网络地址。网络中的每个设备都需要一个可以访问到的 IP 地址，通过该地址该
设备可以被明确地识别。某个网络地址只能够出现一次，这在手动输入网络地址
时非常重要。如果网络中的地址是通过动态主机配置协议来进行分配，你就根本
不用担心分配 IP 地址的工作，动态主机配置协议服务器会自动管理所有的 IP 地
址，无需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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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 （网络附属储存）

即网络储存设备。该设备一般具有非常大的储存容量（大于 200 GB），并且可
以被其他设备访问。如果 NAS 网络附属储存设备服务器具备即插即用-音视频服
务，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就可以访问储存在 NAS 网络附属储存设备上的媒体
文件，并且进行播放。

电力线-LAN

在电力线网络中，数据会通过现有的电源线缆进行传输。在发射端和接收端都需
要被称作“电力猫（调制解调器）”的设备。在大多数情况下，电力线网络可以
提供相对问题较少的数据传输方式，其数据传输率对于音频流传输来说也足够使
用。我们推荐使用比特率为每秒 85 或 200 Mbit 的电力猫（制解调器）。

代理服务器

代理或代理服务器是网络中的电脑，可以进行更快更有效的数据传输，并且在使
用访问控制机制中提升安全性。大多数家庭网络中都不会存在代理服务器。在这
种情况下，在配置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网络时不需要输入代理服务器地址。

路由器

核心网络设备，在网络设备之间创建并管理彼此的连接。在大多数网络中，路由
器也承担与外界联系的网关功能。

服务器

为网络中的其他设备提供数据和服务的网络设备。例如，一台典型的即插即用-音
视频服务器储存有音/视频数据，并且供其他设备（流媒体客户端）使用。多数即
插即用-音视频服务器也提供例如分类这样的功能，可以采用例如艺人、专辑名
称、风格等标准，轻松地对媒体内容进行识别。

即插即用-音视频

一种网络协议，可以让媒体文件可以在家庭网络中被访问。
在电脑和 NAS 网络附属储存设备上必须安装即插即用-音视频软件，以使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能够访问储存在上述设备中的媒体文件。
部分可与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兼容的即插即用-音视频服务器软件：
Windows 操作系统下:
 Twonky Media Server
http://www.twonkyvision.de/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http://www.microsoft.com/windows/windowsmedia/de/default.aspx
Linux 操作系统下:
 Mediatomb
http://mediatomb.cc/
 GmediaServer
http://www.gnu.org/software/gmediaserver/

无线 WLAN
( 也 被 称 作 W-LAN, Wireless
LAN)

无线网络。该网络中通过工作于 2.4GHz 频段的无线电波进行连接。由于不需要
布置网线，所以无线网络的安装非常简单，但是这种连接方式经常出问题并且不
太稳定，特别是在传输距离较远时更是如此。电力线网络也不需要布置单独的网
线，所以在多数情况下是更好的选择。在任何情况下，布置有线网络是最稳定、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数据传输方式。

兼容的硬件和即插即用服务器

市面上存在大量由诸多生产厂家提供的路由器、NAS 网络附属储存设备和 USB
硬盘。 品牌的设备一般来讲均兼容带有即插即用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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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升级
软件升级的一般信息

软件升级可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保持最新，并带来了新的优化措施，比如更
快的操作速度和在设备生产时不具备的新功能。


通过互联网升级

软件升级之后，可能发生你原来的一些用户定义设置（如网络参数或最爱曲目）
丢失，必须在升级后恢复。

通过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的互联网连接进行固件升级


基本要求是带有路由器的功能正常的网络，可以访问宽带互联网连接。该网
络系统必须已正常工作。



机器开机。



按下前面板上的 按钮调出系统配置菜单。



使用  /  按钮选中“设备信息”菜单选项， 然后按下 
按钮确认该选择。



使用  /  按钮选中“升级”菜单选项， 然后按下 按钮
确认该选择。



“网络”选项应该被激活（高亮显示）。



按下 按钮即可开始固件升级。



显示屏将显示当前升级过程的状态。



一旦升级完成（耗时大约 10 分钟），本设备会自动关机并且重新启动。



本机重新开机后，升级即已完成。



要确认升级是否成功，请访问上述的“设备信息”菜单选项，检查新固件的
状态。

也可以使用
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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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1 手持遥控器进行升级操作，这是直接操作本机升级之外的另外

附录 A
接线示意图

* 作为被动式扬声器的替代品，也可以使用主动式扬声器，将其连接到前置放大器的输出端。
外置输出级也可以连接到前置放大器的输出端。
前置放大器输出端的音量控制与左右输出级并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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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示意图

注意!

要使用 R 1000 E 多信源接收机，必须安装使用经过正确设置、并带有路由器的
家庭网。
要使用互联网广播，需要通过 DSL（数字用户线路）访问互联网。
关于网络设置问题，请咨询你的系统管理员或网络专家。

*1 安装有即插即用-音视频服务器软件的音乐服务器。
*2 通过有线 LAN 或无线 WLAN 进行连接。如果使用无线 WLAN 连接，随机附带
的无线 WLAN 天线必须像上图所示那样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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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示意图
注意!
请注意数字广播 DAB+和模拟 FM 调频广播的传输频率范围不同。因此根据已有广播天线的配置，有必要使用 DAB+/UKW
馈入分频器将两个频率范围进行合并。当使用室内天线时，不要将其放置在非常靠近干扰源（例如无线电话、无线 WLAN
路由器或 LED 发光二极管灯泡）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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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格参数
功率放大器
每声道额定输出功率

2 x 180 Watt 负载 4 Ohm, 2 x 115 Watt 负载 8 Ohm

峰值输出功率

2 x 300 Watt 负载 4 Ohm, 2 x 180 Watt 负载 8 Ohm

频率响应 (+/- 3 dB)

1 Hz – 60 kHz

总谐波失真

< 0,004 %

互调失真

< 0,004 %

前级放大器
总谐波失真

< 0,0022 %

信号/噪声比

106 dB

频率响应

1 Hz – 250 kHz

声道分离度

> 90 dB

输出端子

模拟端子 3 组高电平 250 mV – 2,5 V / 20 kOhm
数字端子 SP/DIF 端子 (16 - 24 Bit): 3 组同轴(192 kSps), 2 组 TOS-Link (96 kSps)
2 组 USB 2.0 (支持 USB 储存设备/硬盘. 支持文件格式: NTFS, FAT 16/32,
Ext2 + 3 + 4)
1 组 USB-B Class 2 设备模式, 非同步, PCM 32...96 kHz, DSD64
(由播放器软件和操作系统决定)

输出端子

模拟端子 前级放大器输出, 线性输出 (立体声 2,5 Veff / 22 Ohm)
耳机输出 > 32 Ohm
数字端子 1 组同轴, IEC 60958 (数字化音频光盘/线性脉冲编码调制)

CD 播放机
支持格式 / 频率响应

CD/DA,CD-R, CD-RW / 2 Hz - 20 kHz/100 dB / CD-Text.

流媒体客户端
支持格式

MP3, WMA, AAC, OGG-Vorbis, FLAC, WAV, AIFF, ALAC

数据传输率

PCM 32...192 kHz,16/24 Bit; MP3 最高至 320 kBit, 固定和可变取样率

支持标准

DLNA UPnP, MS-DRM 10, 被设计用于在某些确定的指导方针下进行播放。

界面

有线 LAN: 高速以太网 10/100 Base-T,
无线 WLAN: 2,4 GHz, +20 dBm (100 mW), IEEE 802.11 b/g/n

广播
FM, FM-HD 87,5 - 108 MHz; 灵敏度 1 µV; S/N > 65 dBA.
DAB, DAB+ 168 -240 MHz (Band III); 灵敏度 2,0 µV, S/N > 96 dBA.
互联网广播服务 (全世界范围超过 11000 个电台)
Features

RDS/RDBS, station name (PS), program type (PTY), radio text (TR)

蓝牙
蓝牙标准

蓝牙标准 BT 4.2

配置文件

A2DP 1.2 (高级音频分配配置文件), AVRCP 1.5 (音频视频遥控配置文件) /
aptX ® , MP3, SBC, AAC.

频带

2,4 GHz

最大传输功率

+4dBm (2,5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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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模拟转换器

32-bit, 384 kHz Sigma Delta, 双单声道差分转换器

模拟滤波器

相位-线性 Bessel 三阶滤波器, 100 kHz

频率响应

2 Hz – 20 kHz
2 Hz – 22 kHz
2 Hz – 40 kHz

主电源供应

230 – 240 V, 50 / 60 Hz

44.1 kSps
48.0 kSps
96.0 kSps

功率消耗
正常工作功率消耗 (最大)

300 Watts

待机功率消耗 (节能状态)

0,31 Watts

自动关机功能

无音乐信号之后 90 分钟

Dimensions 外形尺寸
(宽度 x 高度 x 深度)

44 x 11,5 x 37 cm

重量

11 kg

附件
随机附带附件

电源线、手持遥控器 SRC1、无线 W-LAN 天线、使用说明书

可选附件

唱头前级放大模块（MM 动磁或 MC 动圈）、FD100 带屏幕双向手持无线遥控
器
我们保留更改以上规格参数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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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elektroakustik GmbH & Co. KG
Planckstraße 9 – 11
D - 32052 Herford
T +49 (0) 5221 / 7676-0
F +49 (0) 5221 / 7676-76
info@ta-hifi.com
www.ta-hif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