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AC HR Streamer
應用程式

使用說明書

外觀

音樂庫

播放區域

播放清單

這是TEAC HR Streamer應用程式的主畫面。

播放區域：用來顯示當前播放檔案及控制播放清單。

播放清單：用來顯示已被加入播放清單的歌曲。

音樂庫： 顯示目前使用音樂庫。搜尋及選擇音訊檔並 

    加入播放清單。

˙  此文件使用iPad的螢幕做為示範。

˙ 此份文件說明TEAC NR-7CD的網路串流功能。

˙ 此份文件內容建議使用MinimServer搭配NAS作為伺 

 服器軟體。

專輯封面提供：

 e-onkyo music  ©Warner Music Japan

 http://www.e-onkyo.com/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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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TEAC網路播放器及欲使用的NAS連接至相同的 

 區域網路。

2) 將播放器設定至可使用網路播放器的功能(詳情請 

 參照播放器之使用說明書)。

3) 打開TEAC HR Streamer 應用程式。

4) 輕點一下設定(    )以開啟設定清單(能夠連接至此 

 應用程式的設備將會自動出現)。

5) 選擇TEAC網路播放器作為音樂播放器。

6) 選擇您想使用的NAS作為音樂庫來源。

 您選擇的音樂伺服器中的音樂檔案將會自動出現 

 在音樂庫區域。

備註 

˙  載入音樂庫時，需要稍待一些時間直至專輯封面 

 出現。

˙ 若使用USB連接至機器背面的端子，播放器名稱後 

 將會出現"USB Music Server"，例如"TEAC NR-7CD  

 USB Music Server"。

請注意 

˙  接下來的說明將會以使用MinimServer的前提為主。 

 若用家使用的為其他伺服器，有些下述功能可能 

 無法使用，音樂庫載入可能會不完整，且有些檔 

 案可能無法播放。

˙ USB上的檔案在音樂庫裡只能以資料夾類別呈現。

˙ 規格及外觀上的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開始使用

設定

選項

音樂庫

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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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檔可以檔案中內含資訊標籤分類成以下幾種：

                        

點擊橘色所示的區域可查看所選的資料夾歷史記

錄，讓您可以返回並查看之前的位置。

請注意


使用資料夾檢視，可以顯示伺服器上的資料夾結構。

例 如 ， 您 可 以 創 建 名 為 “ D S D ” ， “ H i  R e s ” ，

“FLAC”和“MP3”的資料夾，使您可以排序其他檢

視模式中較難分類的檔案。

分類

˙ 分類細項中有不同的按鈕用來將不同標籤分類。

歌曲

專輯

專輯歌手

作曲家

音樂類型

年份

最後修改

資料夾

此分類適合用於瀏覽無法使用音樂標籤分類

的檔案。

              使用串流功能



顯示方式根據分類條件將有所不同

將音樂庫顯示區最大化。

顯示方式為專輯封面時，您可以以兩指於螢幕上縮放

專輯封面顯示大小（及顯示於同一頁面上的專輯數

量）。

變更顯示方式

顯示專輯封面

顯示歌曲集

以專輯或其他目錄為分類

顯示標題

顯示當前分類目錄標題及數量

最大化瀏覽器

縮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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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透過點擊歌曲名稱和曲集標題來將歌曲添加到

播放清單。

您可以使用“設定”頁面上的“添加到播放清單(Add 

to Playlist)”來更改此動作的操作方式。

單點擊：單擊即可添加到播放清單。

雙點擊：雙擊添加到播放清單。

   (可同時選擇多首歌曲)

您可以設定歌曲添加到播放清單後的動作。

立即播放(Play Now)： 將歌曲添加到播放清單後，立 

   即開始播放。

播放之後(Play Later)： 添加歌曲到播放清單後，直到 

   按下播放按鈕才開始播放。

請注意


當設定為雙擊時，在第一次次點按選擇歌曲後，將出

現更多按鈕，為歌曲添加到播放清單提供其他選項。

您可以按照下一章節中的步驟輕鬆添加整張專輯。

建立播放清單

立即播放

將所選歌曲添加到播放清單的底部，並開始

播放該歌曲。

佇列播放

將所選歌曲添加到播放清單中當前播放的歌

曲下一首。

稍後播放

將所選歌曲添加到播放清單的底部。

更改當前的播放清單

清除當前的播放清單後，添加所選歌曲。

全選

選擇所有顯示的歌曲。

取消全選

取消選擇所有選定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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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歌曲列表

操作

單點擊

現在播放 後來播放

雙點擊



在螢幕上按住一首歌曲或專輯以打開資訊彈出視窗。

您可以在資訊彈出視窗上執行以下操作。

您可以經由該圖示將專輯添加到播放清單。當顯示專

輯資訊時，您可以加入整張專輯。

點擊視窗中任一資訊，即可用該類型進行搜尋。

選擇排序按鈕並使用和輸入搜尋關鍵字。

˙  左圖顯示了在選擇曲風之後搜尋“搖滾”為例。

您可以在設定目錄中設定搜索模式。

篩選： 此模式讓您可以經由篩選器進行搜尋。只顯示 

 滿足搜尋條件的項目。

發現： 這是普通的搜尋模式。可以使用  和  按 
 鈕突顯符合搜尋條件的項目。

搜尋

資訊顯示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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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 發現

搜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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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同一張專輯的歌曲可以一起顯示在播放清單中，

使瀏覽變得更容易。（藍色框內顯示一組曲集。）

播放標記  顯示在正在播放的歌曲名稱的左側。

如果播放清單很長，播放標記可能在未出現在螢幕上

的歌曲的旁邊。

如果是這種情況，請點擊跳轉按鈕快速更改螢幕以顯

示播放的歌曲。

請注意

如果在設定清單中打開“跟隨現在播放”，播放列表

顯示將持續被更新，以在螢幕中央顯示播放的歌曲。

點擊編輯按鈕啟用播放清單編輯功能。點擊左側按鈕

，然後點擊刪除按鈕 即可從播放列表中刪

除歌曲或專輯。再次點擊左側以取消。拖動右側的三

橫線圖示 以更改播放順序。

編輯完成後，點擊編輯按鈕返回原始畫面。

專輯曲集

播放清單

當前播放歌曲

編輯



使用播放清單按鈕（藍色框內）儲存並載入播放清單。

要儲存播放清單，請輸入播放清單名稱，然後按儲存

按鈕（橘色框內）。

要載入播放清單，請點擊播放清單名稱。

搜尋區域顯示在畫面最頂端。使用它來輸入播放清單

名稱的一部分來搜尋該播放清單。

點擊垃圾桶圖示以刪除當前載入的播放清單。

專輯封面旁邊會顯示以下訊息。

˙  	曲名

˙  	表演者

˙  	專輯名稱

˙  	編解碼器

˙  	取樣頻率

˙  	量化位深度

˙  	數據速率

點擊專輯封面放大以填滿畫面。再次點擊它返回上一

個畫面。

清除播放清單

儲存與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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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區域

曲目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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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過按鍵

跳到播放清單中的上一首或下一首歌曲。

在播放過程中輕擊向前跳過按鍵將跳到同一首歌曲的

開頭，除非已經在開始的五秒之內。在這種情況下，

它會跳到上一首歌的開頭。

/  播放/暫停鍵

歌曲停止時點擊開始播放。

歌曲播放時點擊暫停播放。

（沒有停止按鈕。）

 隨機播放鍵

隨機播放播放清單中的歌曲。 

 重複播放鍵

重複播放播放清單中的歌曲。要重複播放單首歌曲，

請使用創建一個只有該歌曲的播放清單。

顯示歌曲播放時間（分：秒）/歌曲長度（分：秒）

點擊經過時間的環狀圖示來打開控制視窗。

 重啟按鍵

歌曲從頭開始播放。

 滑動鈕

這顯示當前播放時間點。點擊更改播放時間點。

/  搜索按鍵

移動播放時間點。按住後即可移動播放時間點，然後

放開後即開始播放。

操作工具列

播放經過時間



音量設定顯示為0到100。

點擊音量環狀圖示以打開控制視窗。

 靜音鍵

使用此按鍵可暫時使聲音靜音。

 滑動鍵

滑動以更改音量。

 - / +鍵

點擊以更改音量。

設定清單器材選項的選單中有“音量控制”選項。將其

設定為“ON”即可將當前的音量修正。

音量

10   TEAC HR Streamer

請注意

檢查固件更新

關於

網路電台設置

設置

設置

音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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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電台服務

如果您有網路收音機服務帳戶，您可以使用TEAC network audio player串流播放。

˙  	支援的服務項目可能會改變。

˙ 有關網路電台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其網站或其他資源。

以下說明以TIDAL為例。

請注意

點擊橘色框內的圖示。

登入視窗只會在第一次使用時出現。使用您的帳號密

碼登入。

˙ 此帳戶資訊將被保留，並在下一次和之後使用時 

 自動進行登入。

˙ 您可以使用設定清單進行更改和登出。

˙ 如果您沒有帳戶，可以點擊“Sign Up”在服務網 

 站上註冊一個帳戶。

登錄後，服務提供的項目會顯示在音樂資料庫區域，

因此您可以從其中取得各種音樂。

請注意



您也可以直接從搜尋區域搜尋表演者，取名或其他數

據（橘色框內）。

您可以使用與TEAC HR Streamer相同的操作方式將歌

曲和專輯加入至播放清單。

總代理：勝旗電器貿易有限公司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277號10F		TEL:	(02)2597-4321		FAX:	(02)2596-0902	
http:	//www.winkey-audio.com.tw

Apple和iPad為Apple Inc.的註冊商標。

此份文件中其他公司名與產品名，為其公司專有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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