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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箱內的物品

主機（1） 交流轉接器（1） 交流電源線（1） 遙控器（內含鈕扣電池）（1）

揚聲器（2） 揚聲器導線（2） 揚聲器底座（2） 腳錐（大）（4） USB電纜（1）

*1 詳情請參閱單頁“關於隨附的支架”。

小型音頻系統
小型音頻系統

支架*1（1） 使用說明書（本文件）（1） 注意事項/故障排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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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遙控器
拉出遙控器中的電池絕緣片。

絕緣片



右揚聲器（R）左揚聲器（L）

使用揚聲器底座
將把手面朝下。

（底部）揚聲器底座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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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基本安裝
•	分離左右揚聲器（任一揚聲器可用作左或右揚聲器）。
•	在每個揚聲器下面放置隨附揚聲器底座。
•	撕下揚聲器底部的密封條。



撕下密封條

右揚聲器（R）左揚聲器（L）

70	cm	~	75	cm

更換腳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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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桌上欣賞更好的音質
•	透過更換成隨附腳錐（大），使揚聲器傾斜。
•	將揚聲器放置在彼此相距70 cm - 75 cm的位置。
•	將揚聲器朝向內側放置。







右揚聲器（R）

標示黑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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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

將揚聲器導線連接相應極性（/）的揚聲器端子。















揚聲器導線（附件）

揚聲器導線（附件）

左揚聲器（L）

 9



交流電源線（附件）

交流轉接器（附件）

操作時將遙控器朝向機器正面的  
（開/待機）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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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 開啟機器



機器透過LED告知您音量等級和靜音狀態。關於
詳細資訊，請參閱第27頁。

圓形凹痕標示最小和最大音量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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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連接裝置聆聽音樂播放

從以下連接方式中選擇適合您裝置的方式。

內建NFC功能

智慧型手機 / Walkman®
iPhone / 智慧型手機 / Walkman	

經由觸控進行無線連接 無線連接

聆聽具有NFC功能的智慧型手機或Walkman上的音樂 聆聽iPhone、智慧型手機或Walkman上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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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 Mac

經由USB電纜連接

聆聽PC上的音樂

 B（USB-B）連接埠

USB快閃磁碟機

連接USB快閃磁碟機

聆聽USB快閃磁碟機中的音樂

 A（USB-A）連接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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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具有NFC功能的智慧型手機或Walkman上的音樂

NFC（近距離無線通訊）
NFC是一種在各種裝置之間進行短距離無線通訊的技術。
觸碰啟用NFC的裝置，裝置的BLUETOOTH®配對和連接將自
動完成。

相容裝置
•	具有NFC的Walkman
•	具有NFC的智慧型手機（Android™ 2.3.3版或更新版
本，3.x除外）

1 啟動裝置的NFC，並將其觸碰機器。

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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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照裝置上的畫面指示完成BLUETOOTH連
線。
已建立BLUETOOTH連線後，BLUETOOTH輸入LED會停止閃爍並保
持亮起。

3 透過音樂播放應用程式播放您裝置上的音
樂。
您可以使用SongPal播放音樂（第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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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 聆聽iPhone、智慧型手機或Walkman上的音樂

將裝置與機器配對（僅限第一次）。
若要透過BLUETOOTH聆聽音樂，請按照以下程序將您的裝
置與機器配對。

1 開啟裝置的BLUETOOTH，然後將裝置放置
在距離機器1 m內。

1	m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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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PAIRING按鈕，將機器設定為配對模
式。
BLUETOOTH輸入LED開始快速閃爍。

3 將裝置設定為配對模式，然後從
BLUETOOTH裝置清單中選擇“CAS-1”。
如果需要密碼，請輸入“0000”。



18

聆聽iPhone、智慧型手機或Walkman上的音樂

4 等到BLUETOOTH輸入LED停止閃爍並保持亮
起。
已完成配對並建立BLUETOOTH連線。

5 透過音樂播放應用程式播放您裝置上的音
樂。
您可以使用SongPal播放音樂（第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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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已配對裝置中的音樂

1 按遙控器的 （BLUETOOTH）按鈕。

BLUETOOTH輸入LED開始閃爍。

2 從裝置上的已配對裝置清單中選擇“CAS-1”。

3 等到機器的BLUETOOTH輸入LED停止閃爍並保持亮起。

4 透過音樂播放應用程式播放您裝置上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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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 聆聽USB快閃磁碟機中的音樂

1 按USB-A按鈕。
USB-A輸入LED閃爍，然後保持亮起。 2 打開  A（USB-A）連接埠的保護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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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連接USB快閃磁碟機。
USB快閃磁碟機讀取完成後，USB-A輸入LED會停止閃爍並保持
亮起。 4 使用  /  /  /  按鈕播放音

樂。

USB快閃磁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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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 聆聽PC上的音樂

1 按USB-B按鈕。
USB-B輸入LED亮起。 2 透過隨附USB電纜將PC連接機器的 	

 B（USB-B）連接埠。
Windows	Vista*：需要手動下載與安裝適當的驅動程式軟體。
進入以下URL，在搜尋視窗中輸入“CAS-1”。然後按一下[軟
件和下載]，下載CAS-1的驅動程式。關於驅動程式安裝和應用
程式操作的程序，請參閱同一個URL。
http://www.sony-asia.com/support

* 如果使用Windows	7/8/8.1，將自動安裝驅動程式。如果使用Mac	OS機型，
不需安裝驅動程式。

USB電纜（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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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隨附USB電纜將PC連接機器的 	
 B（USB-B）連接埠。
Windows	Vista*：需要手動下載與安裝適當的驅動程式軟體。
進入以下URL，在搜尋視窗中輸入“CAS-1”。然後按一下[軟
件和下載]，下載CAS-1的驅動程式。關於驅動程式安裝和應用
程式操作的程序，請參閱同一個URL。
http://www.sony-asia.com/support

* 如果使用Windows	7/8/8.1，將自動安裝驅動程式。如果使用Mac	OS機型，
不需安裝驅動程式。

USB電纜（附件）

3 透過音樂播放軟體播放音樂。
將電腦的聲音裝置設定設為“Sony	Audio”，或套用“若要播
放PC上的高解析度音訊檔案”（第24頁）中提及的設定。
若未正常播放音樂，請參閱另冊“注意事項/故障排除”中
的“故障排除”“USB-B”“沒有聲音，或是聲音從已連
接的PC揚聲器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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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PC上的音樂

若要播放PC上的高解析度音訊檔案
將PC上的音樂播放軟體音訊輸出設定設為ASIO（音訊串
流輸入輸出）裝置，並選擇[Sony	Audio	Driver]。

如果無法選取[Sony	Audio	Driver]，請使用建議的音樂
播放軟體“Media	Go”或“Hi-Res	Audio	Player”。

1 將“Media	Go”或“Hi-Res	Audio	Player”安裝至
PC。

透過下列URL造訪網站。在網站的搜尋視窗中輸
入“CAS-1”，然後按一下[軟件和下載]。隨後下
載“Media	Go”或“Hi-Res	Audio	Player”。也可從
網站瞭解如何安裝和操作軟體。
http://www.sony-asia.com/support

2 將音訊輸出設定設為[Sony	Audio	Driver]。

“Media	Go”：在工具列上依序按一下[工具]–[喜好
設定]–[音訊輸出]，然後將[ASIO裝置]設定為[Sony	
Audio	Driver]。
“Hi-Res	Audio	Player”：在工具列上按一下	
[設定]，然後將[裝置]設定為[Sony	Audio	D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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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始音質播放您裝置*上的高解析度音訊檔案
透過USB電纜（附件）與適合您裝置的USB轉換電纜（非
附件），將裝置連接到機器的  B（USB-B）連接埠。透
過USB-DAC連接，以原始音質播放高解析度音訊檔案。透
過控制連接的裝置播放音樂。

* 僅限具備高解析度音訊數位輸出功能的Walkman和智慧
型手機

在充電時播放Walkman中的音樂
透過適合機器  A（USB-A）連接埠與裝置的USB電纜	
（非附件），將裝置連接到機器。在此情況下，您不能
使用已連接裝置上的控制鈕播放音樂，因為該裝置僅被
辨識為USB快閃磁碟機。使用隨附的遙控器播放已連接裝
置上的音樂。

播放 Walkman和智慧型手機的獨特播放

USB轉換電纜	

（非附件）

USB電纜	

（附件）

USB電纜（非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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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名稱

	N標記（第14頁）

	（開/待機）按鈕/遙控感應器

	輸入LED指示燈
顯示所選輸入來源的狀態。

（BLUETOOTH）

已選取來源。

等待中

A（USB-A）

已選取來源。

載入中

B（USB-B） 已選取來源。

	輸入選擇按鈕
依照以下順序改變輸入來源：

BLUETOOTH  USB-A  USB-B

機器（前方/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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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狀態指示燈

由亮起位置顯示音量等級。

靜音時持續閃爍。

達到最大或最小音量時閃爍三次。

在BLUETOOTH待機模式期間亮起。

顯示功能已啟動（若是調光器，則LED會更亮）。

顯示功能已關閉（若是調光器，則LED會更暗）。

顯示保護功能已啟動。請參閱另冊“注意事項/故障

排除”中的“故障排除”“一般”。

	音量控制

	 A（USB-A）連接埠（第20頁）

	（耳機）插孔
連接了耳機時，聲音不會從揚聲器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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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機）GAIN開關
設定耳機的增益等級。音量太小時選擇HI，音量太大時選擇LOW。

	 （BLUETOOTH）PAIRING按鈕
將機器設定為配對模式。

	SPEAKERS（揚聲器輸出）L/R端子（第8頁）

	AUTO	STANDBY開關
設定為ON時，如果15分鐘內沒有操作或播放，機器會自動關閉。

	DC	IN插孔（第10頁）

	 B（USB-B）連接埠（第22頁）

部件名稱 機器（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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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聲器

	高音揚聲器

	低音揚聲器

	導管

	端子（第8頁）

	腳錐（第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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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待機）按鈕（第10頁）

	輸入按鈕（第20、22頁）

	 /  /  / （向後跳/播放與暫停/停止/向前跳）

按鈕
選取BLUETOOTH或USB-A輸入時，可以使用控制鈕。

	VOL +/- 按鈕

	MUTING按鈕

	DIMMER按鈕
改變LED的亮度。

	L.V.M（低音量模式）按鈕
根據您的喜好平衡音量的頻率範圍。僅當聲音從揚聲器輸出時，此

功能可用。

	LDAC
設定為開啟時，機器會以高音質播放已連接的LDAC相容裝置。

註

如果您在機器透過BLUETOOTH連接時變更此設定，BLUETOOTH連接會

終止。在這個情況下，請再次進行BLUETOOTH連接。

部件名稱 遙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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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BLUETOOTH）STANDBY
設定為開啟時，從BLUETOOTH裝置進行BLUETOOTH連接可自動開啟機

器（BLUETOOTH待機）。

	PAIRING按鈕（第17頁）

VOL	+和（播放和暫停）按鈕有觸覺點。操作遙控器時，請將該觸

覺點用作參考。

使用音樂播放應用程式SongPal來代替遙控器

SongPal是可從智慧型手機/iPhone控制Sony音訊裝置的
應用程式。
在智慧型手機/iPhone上安裝SongPal後，可以進行下列
操作：
•	顯示連接到機器  A（USB-A）連接埠的USB快閃磁碟機
中的歌曲清單，然後播放您所挑選的歌曲。

•	切換機器的輸入。
•	設定機器的聲音。
•	設定DSEE-HX功能。

在Google	Play™（Play	store）或	
App	Store中搜尋SongPal。

關於使用SongPal的詳細資訊，請參閱SongPal說明。

http://info.songpal.sony.net/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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