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STRUCTION BOOK

ACRO CA1000T

用户指南



目录

包装清单

部件名称

电源管理

充电

连接

固件更新

入门指南 _01

基本操作

主屏幕

通知栏

Open APP 服务

AK CONNECT

AK File Drop

聆听音乐

管理播放列表

ReplayGain

USB DAC 安装

如何使用 USB 音频

自动 CD 翻录

AK CD 播放器

书签功能

收藏夹功能

设置

连接至 Wi-Fi

使用蓝牙

均衡器设置

设备使用 _02

安全注意事项

故障排除

版权

认证

注册商标

免责声明

规格

其他注意事项 _03

02

03

06

07

08

15

16

19

21

24

25

30

32

36

39

40

41

42

44

45

46

47

54

55

58

61

63

64

65

65

67

68



User Guide

为提高产品的性能或质量，恕不预先通知任何内容变更。包装清单

入门指南   02

保护膜：保护设备和屏幕。

C 型 USB 电缆: 将本产品连接到 PC 或给本产品充电。

快速入门指南: 介绍使用本产品的基本方法。

保修卡: 如需客户服务，必须提供保修卡。保留保修卡以

获取技术支持。

用户指南: 您可从以下 Astell&Kern 网址下载用户指南。

[http: //www.astellnkern.com/ > 支持 > 下载]。

快速入门指
南和保修卡

C 型 USB 电缆

ACRO CA1000T 保护膜



LED 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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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外观以及产品上的印刷和刻印信息可能因型号不同

而有所差异。
部件名称

下一首/快进Power

播放/暂停上一首/快退

音量

AMP 按钮

主页按钮

2.5mm 
平衡端口

LCD 触屏

光纤输入端口

4.4m 输入端口

同轴输入端口

6.35mm
非平衡端口

RCA 输出端口

4.4mm 
平衡端口

3.5mm 非平衡 /
光纤输出端口

microSD 卡插槽

XLR 输出端口

充电端口 (USB Type-C) 数据/音频端口 
(USB Ty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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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音频端口 (USB Type-C) : 与 PC 连接以传输文件或将

其用作 USB DAC。

充电端口 (USB Type-C) : 将 USB 电缆连接到端口为设备

充电。

microSD 卡插槽 :      - microSD card slot symbol.

将 microSD 卡插入本产品中，以查看 microSD 卡中的文

件。

光纤输入端口 : 将光纤电缆连接到端口以接收数字输入。

同轴输入端口 : 将同轴电缆连接到端口以接收数字输入。

4.4m 输入端口 : 将 4.4mm 电缆连接到端口以接收模拟输

入。

RCA 输出端口: 将迷你 XLR 3 引脚电缆连接到该输出端口

以进行模拟。

XLR 输出端口 : 将 XLR 电缆连接到端口以提供模拟输出。

LCD 触屏 : 具有触控功能的显示屏。

音量 : 转动滚轮可调整音量。

LED 指示灯 : LED 灯指示当前播放的音乐信息和 AMP 模

式信息。

电源：    - 电源符号。

点击 - 打开和关闭屏幕。

长按 - 打开或关闭设备。

上一首/快退：

短按 - 播放上一首歌曲或者重新开始播放该歌曲。

长按 - 快退当前歌曲。

下一首/快进：

短按 - 播放下一首音乐。

长按 - 快进当前歌曲。

主页按钮：点按可返回主屏幕。



入门指南   05

User Guide

播放/暂停：播放或暂停当前歌曲。

AMP按钮 : 进入 AMP 设置屏幕。

6.35mm 非平衡端口 : 

              - 6.35mm 非平衡端口符号

用 3.5mm 非平衡端口连接入耳式耳机和头戴式耳机以输

出声音。

3.5mm 非平衡端口 / 光纤输出终端：

              - 3.5mm 非平衡端口符号 / S/PDIF 端口符号。

用 3.5mm 非平衡端口连接入耳式耳机和头戴式耳机以输

出声音。使用光缆可以用内置S/PDIF-IN功能的外部设备

播放产品内的音频。 

4.4mm 平衡端口：     - 4.4mm 平衡端口符号。

用 4.4mm 平衡端口连接入耳式耳机和头戴式耳机以输出

音频。

2.5mm 平衡端口：     - 2.5mm 平衡端口符号。

用 2.5mm 平衡端口连接入耳式耳机和头戴式耳机以输出

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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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设备将不会影响存储的数据或时间设置。

使用产品时，请勿使用重置功能。这样做可能会损坏设备

上的数据。

重置功能

1. 如果出现意外设备故障或者冻结，长按 [电源] 7 秒可

 强制进行关闭。

 关闭后可以重新启动设备。

该设备具有自动超时功能以节省电池电量。如果在 [菜单 - 
设置 - 电源 - 屏幕超时] 中定义的时间段内没有用户输出，

屏幕将关闭。(请参见 52 页。)

打开/关闭屏幕

1. 打开设备后，按 [电源] 关闭屏幕。

2. 再次按 [电源] 打开屏幕。

该设备具有自动关闭功能以节省电池电量。如果在 [菜单 - 
设置 - 电源 - 自动关机] 中定义的时间段内没有用户输出，

设备将关闭。(请参见 52 页。)

打开/关闭电源

1. 长按 [电源] 打开设备。

2. 打开设备后，长按 [电源] 关闭设备。将出现确认消息。

3. 按 [确认] 关闭设备。

电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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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适配器充电

1. 市售 9V 3A 适配器也可用于充电。

充电

快速充电: 大约 5小时 (电量完全耗尽，关机，9V 3A 适配

器) / 正常充电: 大约 7小时 (电量完全耗尽，关机，5V 2A 
适配器)
对于因使用不符合建议规格的适配器而引起的问题，制造

商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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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入耳式耳机/头戴式耳机

1. 将入耳式耳机或头戴式耳机连接到产品正面的 [UNBAL.
 1, 2]/[BAL.1, 2] 端口。

2. 您可以使用各种适合 2.5mm、3.5mm、4.4mm 和 
 6.35mm 端口的入耳式耳机/头戴式耳机。

数字输入

1. 使用光纤/同轴电缆，将外部设备连接到产品背面的 
 [OPT-IN]/[COAX-IN] 端口。

Coaxial
   Cable

Optical
  Cable

CD Player

连接入耳式耳机或头戴式耳机时，保持中等音量水平。

长时间暴露于高音量水平可能会损坏听力。

数字输入支持 24 位/176.4 kHz 或更低的 PCM 声源。

如果输入的格式不受支持，则产品可能无法正常接收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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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输出

1. 使用光纤电缆将外部设备连接到产品正面的 3.5mm 
 [UNBAL.2] 端口。

2. 从 [菜单 > 设置 > S/PDIF 转换] 启用输出格式转换，在 
 S/PDIF 连接时，将输出转换为预定义格式。

S/PDIF OUT时，DSD格式将转换为PCM进行播放。

PCM可以在比特率(16/24bit)和采样率(48/96/192kHz)输出

之间进行选择。

音量固定为MAX。
连接的外部设备规格和输出格式不同时，有可能无法播放

音频。使用前请务必参照各设备规格。

Optical
Cable

模拟输入/输出

1. 使用电缆将外部设备连接到产品背面的 [4.4 mm IN]、
 [RCA OUT] 和 [XLR OUT] 端口。

请勿在连接电缆时移动产品。

RCA Cable L/R

User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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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输入/输出端口

1. 在 [通知栏] 屏幕中选择 [输入/输出端口设置]，打开设

 置屏幕。

当使用电缆连接时，自动识别正面的 HEADPHONE OUT 
端口和背面的 RCA OUT 端口。

使用电缆连接后，必须手动设置背面的 XLR OUT、COAX 
IN、OPT IN 和 4.4 mm IN 端口。

设置 OPT、COAX、4.4 mm IN 时，不能离开输入/输出端

口设置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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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计算机

1. 打开设备和 PC。
2. 使用 C 型 USB 电缆将本产品连接至 PC 将遵循 [菜单 - 
 设置 - USB 模式] 设置。

    媒体设备(USB 驱动器): 将文件从 PC 传输到设备。

    DAC 输入: 通过设备聆听连接的 PC 中的音乐。

    (请参见 40 页。)

Mac 用户需要从 Astell&Kern 网站下载并安装 MTP 程序。

[http: //www.astellnkern.com > 支持 > 下载]
针对光纤连接，在将设备连接至计算机之前请退出任何不

必要的程序。

请勿使用除本产品随附的 C 型 USB 电缆以外的电缆。这

样可能导致故障。

仅在 Mac 上使用 USB 2.0。
如果在播放 DXD 或 DSD 文件时连接 USB，将出现一个模

式选择弹出窗口，让您选择模式。

   外部设备连接: 连接 MTP、USB 音频和 CD Ripper。
   设备充电: 为设备充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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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件(文件夹)复制到本产品中

1. 要从计算机复制文件/文件夹，请选择所需的文件/文件

 夹，并将其拖动至 USB 设备。

断开与计算机的连接

1. 完成产品和 PC 间的传输后断开 C 型 USB 电缆。

在操作(例如文件传输)期间断开设备与计算机的连接可能

会损坏设备上的数据。

正确连接 C 型 USB 电缆。

复制或移动文件/文件夹时关闭本产品或断开 C 型 USB 电
缆可能会严重损坏内存。

文件传输速度可能受计算机和/或操作系统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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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本产品中的文件(或文件夹)

1. 右键单击所需的文件/文件夹，然后选择 [删除]。
2. 在 [确认文件/文件夹删除] 窗口中选择 [是] 可删除选择

 的文件/文件夹。

1. 参考右图将 microSD卡轻轻

 地插入 microSD卡插槽中。

插入/拔下 microSD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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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使用的 microSD 卡

microSD: SAMSUNG, SANDISK

2. 要安全拔下 microSD 卡，

 请从通知栏中选择 [安全删除 
 SD 卡] 或者从 [菜单 - 电源- 
 系统信息] 中选择 [卸载 Micro
 SD 卡]。
3. 轻按 microSD 卡，使其从插槽

 中弹出。

最大容量： 1TB

插入 microSD 卡时的注意事项 
 请勿将 microSD 卡强行插入插槽。 
 否则可能导致产品出现故障或者损坏此卡。

 请勿反复插入/拔下 microSD 卡。

 如果未正确插入，microSD 卡可能会导致产品故障或卡在产

 品内。

拔下 microSD 卡时的注意事项 
 请务必安全地从设备拔出 microSD 卡。

 未能按照正确程序操作可能会损坏数据并严重损坏系统。

 请勿在使用期间拔下 microSD 卡。

 否则可能导致故障、删除数据并损坏 microSD 卡。

使用 microSD 卡时的注意事项 
 如果 microSD 卡无法识别或无法正常工作，请在 FAT32 系统

 (首选)中将此卡格式化。

 使用除建议使用的 microSD 卡以外的卡可能会导致故障。

 产品包装中不包含 microSD 卡。请另外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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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更新/OTA(空中下载)

1. 连接至无线网络。

2. 当新的固件版本可用时，屏幕将显示“固件更新指南”
 窗口。

3. 选择 [更新] 并选择要更新的项目。

4.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固件更新。

固件更新

有关 Wi-Fi 连接，请参见 54 页。

如果电池电量过低，固件更新可能不会成功。(最低需要 
20% 的电量。)
在文件下载期间移动至另一屏幕将取消下载。

在下载更新文件时请勿断开无线网络。否则可能导致数据

损坏和/或系统损坏。

如果升级期间出现错误或通知栏中的通知消失，请通过 [
菜单 - 设置 - 更新 - 系统] 重新下载固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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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操作  LCD 触摸屏

1. 此设备配备了 LCD 触摸屏，可让您通过触摸屏幕进行

 操作。

 通过触摸屏幕可访问设备各项功能。

为了防止损坏屏幕，请勿使用尖锐的物体并避免用力过度。

返回主屏幕

1. 按 [     ] 返回主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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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

1.用手指从触摸屏的上边缘向下滑动可显示通知栏。

通知栏

1. 触摸并在主屏幕上下拖动可显示通知栏。

当使用 AK CD RIPPER 提取音乐文件并将歌曲存储在“翻录

”文件夹时，显示 CD 库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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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当前播放列表

1. 用手指从触摸屏的右边缘向左滑动可显示“正在播放”

 菜单。

查看播放历史记录

1. 用手指从触摸屏的底部边缘向上滑动可显示“播放历史

 记录”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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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菜单。

您可以在收藏夹中添加或删除

音乐。

表示歌曲已播放的时长。

直接转到“专辑”、“艺术家”和“
文件夹”菜单。 

将所选歌曲添加到播放列表。

歌曲标题信息。

当标题不可用时，显示文件名。

菜单

收藏夹 

歌曲进度

快捷方式

 

添加到播放列表 

标题

1

2  

3

4 

5

6
 

主屏幕 9
1

4

6

7

8

3

11

19

16

15

5

2

17

18

20

14

12

1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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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艺术家和专辑。

短按: 播放上一曲

长按: 快退当前歌曲。

显示当前播放列表。

显示比特率和采样频率数据。

显示专辑封面。

点按专辑封面可查看歌词。

显示当前播放的歌曲顺序/歌曲总数。

按 [      ] 设置“重复”模式。

      :循环整个播放列表。

      :循环当前音乐。

      :取消循环功能。

显示播放进度。

拖动播放进度条以移动到想要的

音轨时间。

表示歌曲的总时长。

点按可从已播放时间切换到剩

余时间。

显示当前歌曲的信息。

按 [      ] 可设置播放顺序。

     :设置随机重播。

     :设置按顺序重播。

播放或暂停当前歌曲。

悬浮的“后退”按钮将显示在屏幕上。

短按: 播放下一曲。

长按: 快进当前歌曲。

艺术家/专辑

上一首/快退

播放列表

格式信息

专辑封面

歌曲数目

重复模式

播放进度条

歌曲时长

详情

播放模式

播放/暂停

“后退”按钮

下一首/快进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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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栏

15

16

17

1 2 3 4 5 6 7 98 10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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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        ] 打开/关闭 Wi-Fi。

按 [      ] 打开/关闭蓝牙。

按 [AMP] 可设置所需的 AMP 
GAIN。

选择连接至 PC 时要使用的

模式。

       :通过设备聆听连接的 PC
        中的音乐。

       :允许传输媒体文件。

将产品连接至便携式 USB DAC 
后，按 [       ] 连接或断开设备。

打开/关闭 CD 翻录功能。

设置 AK Connect。 

按 [        ] 打开/关闭 EQ。
默认情况下，应用最新 EQ 
设置。

打开/关闭 Crossfeed。

按 [      ] 打开/关闭 ReplayGain。
启用后，将应用统一的音量水平。

显示设置列表。

打开/关闭线路输出。

按 [       ] 打开/关闭无缝回放。

使用 ACRO CA1000T 在位于同

一网络的设备(PC、平板电脑、

智能手机等)上通过 FTP 程序自

由上传或下载文件。

Wi-Fi 

蓝牙

AMP 

PC 连接模式

USB 音频

CD 翻录

AK CONNECT

EQ
 

Crossfeed

ReplayGain
 

设置

线路输出 

无缝回放

AK File Drop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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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长按可移动至

相应屏幕。

按 [       ] 打开/关闭屏幕锁定。

屏幕锁定时，音量滚轮处于

禁用状态。 

使用调整栏可控制显示亮度。

通知内容显示在此区域中。

设置输入/输出端口。

屏幕锁定

亮度

通知显示

设置输入/
输出端口

14
 

15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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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APP 服务使用户能够将特定的 APK 音乐流应用安装

到设备。将所需的 APK 复制到产品的 Open Service 文件夹中，

然后在产品的菜单服务中安装相关应用。

Open APP 
服务

您尝试安装的应用的来源未知。请注意，如果您安装了应

用，设备可能会损坏并且个人数据可能会受到影响。 
如果您安装了未知来源的应用，尽管有此警告，对于因安

装此应用导致的设备和数据损坏，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此外，下载和安装此类应用可能会限制本公司提供的售后

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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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 CA1000T 可以访问和播放同一网络中的 PC 上存储

的音乐文件，并通过 Astell&Kern 扬声器输出声音。
AK 
CONNECT

使用 AK Connect 连接音乐库/扬声器

1. 打开音乐库设备和/或扬声器和 

 AK 播放器。

2. 将所有设备连接至同一 Wi-Fi 

 网络。

3. 按住通知栏中的 [       ] 或选择 

 [菜单-设置-AK CONNECT]，

 开启 AK CONNECT 功能。

4. 按菜单上的 [AK CONNECT]。

5. 显示与 AK 播放器位于同一

 网络上的库/扬声器列表。

6. 选择要连接的库/扬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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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Wi-Fi 连接，请参见 54 页。

7. 选择库/扬声器后，从菜单中选

 择类别以显示相应的音乐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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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网络状况，歌曲加载可能会比较慢或流传输可能会比

较卡。

将库用于其他进程会降低库的响应时间。

如果您同时进行流式传输和下载，这可能会降低设备的反

应时间，具体取决于 Wi-Fi 网络或服务器的速度。

触摸正在通知栏中下载的项目并将其移动到窗口，可停止

下载。

流媒体库中的音乐

1. 从库菜单选择类别以查看音

 乐列表。

2. 选择一首歌曲开始流传输。

下载库中的音乐

1. 从库菜单选择类别以查看音

 乐列表。

2. 按音乐列表右上角的 [       ] 按钮。

3. 选择所需音乐并按 [       ] 开始

 下载。

     通知栏上会显示一条消息指出

     下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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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 Connect 使用示例

案例 1

资源库 扬声器

AK T1ACRO CA1000T

案例 2

AK500N

资源库 远程 扬声器

AK T1ACRO CA100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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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远程与资源库

ACRO CA1000T

扬声器

AK500N

案例 4

资源库 扬声器

AK T1ACRO CA1000T AK500N

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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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

扬声器

AK T1

资源库

ACRO CA1000T

or

远程

AK Connect APP

AK500N

资源库

PC/TABLET/
SMARTPHONE

使用 ACRO CA1000T 在位于同一网络的设备(PC、平板电

脑、智能手机等)上通过 FTP 程序自由上传或下载文件。
AK File 
Drop

FTP CONNECT (DOWN/UPLOAD)

ACRO CA100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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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K 文件拖放功能

1. 将 ACRO CA1000T 和所需设备连

 接到同一网络，然后启用 ACRO 
 CA1000T 上的 AK 文件拖放功能。

2. 在要连接的设备的 FTP 程序中

 输入 ACRO CA1000T 上显示的

 地址、ID 和密码。

3. 使用连接的设备下载或上传所

 需文件。

您可以通过匿名 FTP 进行连接，而无需登录，但是仅支持

下载。

可将 AK 文件拖放添加到通知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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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菜单列表中的 [      ] 并输入标题，将显示搜索结果。

 按菜单列表顶部的 [      ] 可隐藏菜单列表。

 按播放历史记录列表顶部的 [        /       ] 时，音乐列表

 会按照最近播放/最常播放的顺序排序。

 选择 [MQS] 类别后，按顶部的 [       /       ]，可按高品

 质/字母顺序排序音乐列表。

 在 [MQS] 类别中，MQS 选项卡显示 24 位或以上的 
 MQA, PCM 文件，DSD 选项卡则显示 DSD 文件。

    MQS：MQA [44.1~384 kHz(24 位)]
    MQS：PCM [8~768 kHz(24/32 位)]
    DSD：DSD [2.8/5.6/11.2/22.4MHz]
 选择 [文件夹] 分类，然后查看文件/文件夹的内部/外
 部内存容量，再复制/移动音乐。

 按音乐列表中的 [        ] 可将所有音乐添加到当前播放列表。

 按音乐列表顶部的 [       ] 可查看选项。:
        : 将所选列表添加到最前面/最后面/正在播放的当

      前歌曲之后

        : 将所选列表添加到播放列表

        : 选择/取消选择整个列表

        : 删除所选列表

        : 退出

聆听音乐 选择音乐

1. 从菜单选择类别以显示相应的音乐列表。

2. 从列表中选择一首歌曲开始播放。

聆听音乐

选择 [文件夹] 以按文件夹搜索音乐。

连续播放时间:  大约 10.5小时 (音乐: FLAC、16 位、44.1khz、
非平衡、音量 40、EQ 关闭、LCD 关闭、Low Gain、OP AMP)
支持的格式: PCM [8~768kHz(8/16/24/32bit)] 
DSD [2.8/5.6/11.2/22.4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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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动 [音量滚轮] 可调节音量。

 播放期间，点按 [    ] 暂停播放，点按 [    ] 继续播放。

 播放期间，点按 [     /     ] 播放上一首/下一首歌曲。

 播放期间，长按 [     /     ] 快退/快进。

 在播放期间，将播放进度条上的指示器拖动到所需的

 曲目位置。

 在主屏幕上按专辑封面可显示歌词。

 选择 [专辑] 和 [CD 库] 类别后，按顶部的 [      /      /      ]，
 可按照专辑列表/列表/专辑封面对专辑列表排序。

 LED 灯指示当前播放的音乐信息和 AMP 模式信息。 
     16 位：红色 / 24 位：绿色 / 32 位：蓝色 / DSD：紫色 
     OP AMP : 红色 / Tube AMP : 橙色  / Hybrid AMP : 青色

在[菜单-设置-LED 指示灯]中打开/关闭 LED 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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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 设置

1. 按产品前面的 [AMP] 按钮，导航到 
 AMP 设置屏幕。

2. 在屏幕上从 OP、HYBRID 和 TUBE 
 中选择所需模式将更改 AMP 模式。

3. 在屏幕底部选择 Low、Mid、High 
 或 Super 将根据设置更改 GAIN。

4. 设置完成后，按产品前面的 [AMP] 
 按钮，可以返回到上一个屏幕。

也可以在[菜单-设置-AMP] 中对其进行设置。

在不连接充电线的情况下使用 2.5 毫米或 4.4 毫米端口输

出时，最大音量会根据 GAIN 受到限制。

Super：最大 125/High：最大 130/Mid：最大 135/
Low：无限制

在 3.5 毫米、6.35 毫米、XLR 和 RCA 输出中，当输出改为 
2.5 毫米或 4.4 毫米时，音量会自动改变以保护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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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列表屏幕

返回上一屏幕。

显示当前位置的播放列表。

显示音乐列表的编辑选项。

播放当前列表中的所有歌曲。

输入搜索词可显示包含搜索词的列表。 

后退

播放列表

编辑模式

全部播放

搜索

1  

2

3

4

5

1 3

2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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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播放
列表

创建播放列表

1. 在主屏幕上按 [播放列表] 可查看

 播放列表。

2. 选择屏幕右上角的 [ + ]。
3. 输入播放列表的名称，然后点按 
 [添加] 可创建新的播放列表。

将歌曲添加到播放列表

1. 按 [播放列表] 可显示播放列表

 清单。

2. 选择播放列表并点按 [+ 添加] 
 可显示歌曲列表。

3. 选择一首歌曲，然后按 [+ 添加] 
 将歌曲添加到所选播放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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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播放列表中删除歌曲

1. 按 [播放列表] 可显示播放列表

 清单。

2. 选择要编辑的播放列表。

3. 按顶部的 [      ]，然后选择要从

 播放列表中删除的歌曲。 

4. 按屏幕顶部的 [       ]。

5. 按 [删除] 将歌曲从所选播放列

 表中删除。

播放播放列表

1. 选择所需的播放列表进行播放。

2. 按屏幕右上角的 [       ] 播放整

 个播放列表。

3. 若要播放部分播放列表或将其添

 加到当前的“正在播放”播放列表，

 请按播放列表顶部的 [       ]，

 选择要播放的音乐并按 [       ] 

 将所选列表添加到顶部/底部/

 正在播放的当前歌曲之后。

此操作将只会从所选播放列表而非内存中删除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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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命名播放列表

删除播放列表

1. 按 [播放列表] 可查看播放列表，

 然后按 [      ]。
2. 选择要删除的播放列表。

3. 按屏幕顶部的 [      ]。
4. 按 [删除] 删除选择的播放列表。

1. 按 [播放列表] 可查看播放列表，

 然后按 [      ]。
2. 选择要重命名的播放列表。

3. 按屏幕顶部的 [      ] 可显示

 “重命名”窗口。

4. 输入播放列表的名称，然后点按 
 [重命名] 可在新名称下保存该播

 放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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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ay
Gain

校准响度

1. 选择音乐列表顶部的 [       ]。 

 

2. 从音乐列表中选择所需的音乐，

 然后按顶部的 [      ] 开始校准过程。 

 

3. 将为播放列表中已校准的歌曲显示 

 [      ]。

4. 通过单击通知栏屏幕上或[菜单-设置

 -ReplayGain ]中的 [      ]，可以打开

 或关闭 ReplayGain。

可以在“专辑”、“播放列表”或“文件夹”菜单中校准响度。

仅 24 位/192kHz 或更低的格式支持 Replay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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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超过支持的格式时将无法播放。

USB DAC 连接期间，“上一首”、“播放”、“下一首”按钮不

可用。

计算机性能较低或者 USB 连接的使用超负荷时，播放会

卡。

根据声音质量和操作环境，视频播放期间音频到视频同步

可能会出现问题。

音量不能通过 Windows 音量控制进行调节。必须使用设

备上的音量滚轮或者相应程序的音量控制来调节音量。

安装专用驱动程序，将 ACRO CA1000T 用作 USB DAC。
驱动程序文件位于 ACRO CA1000T\Internal_Storage\ACRO 
CA1000T_Contents \Driver。在安装驱动程序前，将 ACRO 
CA1000T 设为 USB DAC 模式并连接 PC。

USB DAC
安装

USB DAC 允许将 ACRO CA1000T 识别为 PC 上的声卡。

PC 中的音乐通过设备的耳机端口播放，可获得增强的聆

听体验。

USB DAC 规格

 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dows 10(32 位/64 位) / Windows 11(32 位/64 位)
    MAC OS 10.7 (Lion) 或更高版本

 USB DAC 支持规格

    支持的格式: PCM [8~768kHz(8/16/24/32bit)] 
                          DSD [2.8/5.6/11.2/22.4MHz]
 使用 ACRO CA1000T 的音量滚轮控制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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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 
USB 音频

通过连接市场中有售的便携式放大器和 DAC 来享受 USB 
音频。

如何连接便携式 USB DAC

1. 使用专用电缆连接产品的 C 型 USB 终端和便携式 USB 
 DAC。
2. 向下滚动通知栏后，点按 [      ]。
3. 一旦 [      ] 被激活后，便可通过便携式 USB DAC 的音

 频输出插座来享受音乐。

如何更改 USB 音频 DSD 输出类型

您可以更改从 USB 音频中输出的 DSD 数据的输出类型。

1. 在 [菜单 - 设置 - USB 音频] 上选择一个 DSD 输出类型。

    PCM : 该设备的 DSD 已转换为 PCM 并通过 USB 音
               频输出。

    DoP : 该设备的 DSD 已转换为 DoP 并通过 USB 音频

               输出。

    MQA : S/W MQA 解码激活可选。

               选项因连接的外部设备不同而有所差异。

               请参考每个设备的规格。

本产品随附的 C 型 USB 电缆用于连接 PC 或给产品充电。

关于专用电缆的说明，请参阅便携式 USB DAC 产品手册。

产品包装中不含 USB DAC 电缆。请单独购买。

根据使用的OTG电缆，连接可能不稳定。

如果在播放 DXD 或 DSD 文件时连接 USB，将出现一个模

式选择弹出窗口，让您选择模式。

   外部设备连接: 连接 MTP、USB 音频和 CD Ripper。
   设备充电: 为设备充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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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翻录 连接 AK CD-RIPPER(单独出售)翻录 CD。

本产品随附的 C 型 USB 电缆用于连接 PC 或给产品充电。

产品包装中可能不提供专用 USB C 型 OTG 电缆，具体视

CD-Ripper 的型号而定。

连接可能会不稳定，具体取决于使用的 OTG 电缆。

如果在播放 DXD 或 DSD 文件时连接 USB，将出现一个模

式选择弹出窗口，让您选择模式。

   外部设备连接: 连接 MTP、USB 音频和 CD Ripper。
   设备充电: 为设备充电 。

便携式 USB DAC 必须能通过微型 USB 的 OTG 接收数字输

入。

取决于便携式 USB DAC 的微型 USB 的数字输入规格，可

能无法优化输出。这不是设备缺陷，也不是换货或退款的

理由。

在 DSD 输出类型为 DoP 的情况下，取决于便携式 USB 
DAC 的规格，可能只会输出噪音。

连接 AK CD-RIPPER

1. 使用合适的电缆将 AK CD-RIPPER 连接至设备的 USB 

 C 型端口。

2. 在通知栏中，按 [      ] 连接设备并激活“CD 翻录”菜单。

3. 翻录完成后，在断开连接之前，按通知栏上的 [      ]

 取消/断开与设备的连接。

自动选择 CD Ripper 功能

1.在[菜单-设置-CD Ripper-基本运行]中选择要自动运行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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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 CD 翻录

1. 在[菜单-设置-CD Ripper-基本运行-CD 翻录]中选择翻

 录功能。

2. 连接 AK CD-RIPPER 并插入 CD。
3. 将通过 Gracenote 检索已插入 CD 的元数据(ID3 标签)。
4. 元数据检索完成后，CD 翻录将自动开始。

5. 完成后，在结果上点击 [确定]，提示完成自动 CD 翻录。

CD 翻录结果

 : 表明 CD 翻录已完成，或者尽管发生错误，CD 翻录

   已通过纠正错误成功完成。

 : 表明可通过用户输入取消当前翻录的歌曲。

 : 表明由于 CD 刮痕或者其他相似原因，CD 翻录失败。

   也表明由于用户干扰，CD 翻录取消。

要搜索 Gracenote 数据库，设备必须连接 Wi-Fi。根据网

络环境的不同，数据库访问时间可能有所不同。

请注意某些 CD 的原数据无法在 Gracenote 数据库上获得。

当进行 CD 翻录时，您不能访问主屏幕。

在 CD 翻录期间，将禁用 AK Connect 服务。当 CD 翻录完

成时，该服务将自动重启。

翻录期间禁用音乐播放。

您可以在 [菜单 - 设置 - CD 翻录] 菜单下，设置想要的文件

格式和翻录速度。

当启用 [菜单 - 设置 - CD 翻录 - 错误纠正] 下的功能时，系

统将多次尝试纠正出现错误的数据。请注意当此功能启用

时，CD 翻录速度将受到影响。

2.选择[CD 播放器]/[CD 翻录]功能。

3.选择[每次连接时选择]时，每次插入 CD 时都将显示功

 能选择弹出窗口。



设备使用   44

User Guide

AK CD 
播放器

本产品随附的 C 型 USB 电缆用于连接 PC 或给产品充电。

产品包装中可能不提供专用 USB C 型 OTG 电缆，具体视

CD-Ripper 的型号而定。

连接可能会不稳定，具体取决于使用的 OTG 电缆。

要搜索 Gracenote 数据库，设备必须连接 Wi-Fi。根据网

络环境的不同，数据库访问时间可能有所不同。

请注意某些 CD 的原数据无法在 Gracenote 数据库上获得。

支持常规音频 CD 和 MQA-CD 播放，但 MP3-CD 无法播放。

使用 AK CD 播放器功能

1. 通过使用专用电缆连接 ACRO CA1000T 的 USB Type-C 

 端口和 AK CD-RIPPER，来使用 CD 播放器。 

2. 插入 CD 后，向下滑动屏幕以打开通知栏，然后按 

 [CD Ripper] 选择所需功能。 

3. 在“功能选择”中选择 [CD 播放器]，以便在移动到 CD 

 播放器应用后自动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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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签功能 您最多可以选择五个文件夹显示在屏幕顶部。

设置书签

1. 选择音乐列表顶部的[      ]。

2. 从音乐列表中选择所需的文件夹，

 然后在底部选择[     ]，以将所选

 文件夹显示在音乐列表的顶部。

最多可以设置5个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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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夹
功能

1. 在主屏幕上按[       ]，将正在播

 放的歌曲添加/删除到收藏夹列

 表中。

2. 从主屏幕向[左       右]方向拖动

 以显示菜单列表。

 按[收藏夹]显示您的收藏夹列表。

您可以使用“收藏夹”功能将当前正在播放的歌曲制作到自

己的列表中。

设置收藏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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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根据用户需求设置设备。

设置菜单可能因固件版本而异。

设置

1. 选择 [菜单 - 设置] 或选择主屏幕上通知栏中的 [      ]。
2. 选择所需项以设置。

Wi-Fi

 更改无线网络设置并打开/关闭 Wi-Fi。

Bluetooth 编码解码器

 配置双向 Bluetooth (RX/TX) 以使用支持 Bluetooth 的
 设备无线收听音乐。

请参见手册第 54 页，了解有关设置 Wi-Fi 的详细信息。

重新连接 Bluetooth 以应用更改后的设置。

如果连接的设备不支持编码解码器，它将自动选择另一个

支持的编码解码器。

蓝牙

 连接蓝牙设备可无线听音乐。

请参见 55 页的 [使用蓝牙] 获取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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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均衡器可能对设备性能产生负面影响。

请参见第 58 - 60 页，了解有关使用均衡器的详细信息。

无中断/安静地播放下一首歌曲。

均衡器

 根据用户偏好设置均衡器。

    用户 EQ: 根据用户偏好调节频率。

Crossfeed

 使通过头戴式耳机收听像是在听扬声器的声音。

    根据您的偏好，调整 Shelf Cutoff、Shelf Gain 和 
    Mixer Level 的详细设置。

AK File Drop

 启用或禁用 AK 文件拖放。

AK CONNECT

 设置是否使用 AK Connect。

Crossfeed 支持的格式 : PCM [8~192kHz (8/16/24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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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输出

 设置激活 Line-out 时生成的电压值。

请勿在启用“线路输出”功能时使用耳机。否则可能会导致

永久丧失听力。

左右平衡

 调节耳机/听筒的左右平衡。

无缝回放

 无中断/安静地播放下一首歌曲。

    仅支持在两个具有相同比特率、采样率和声道的文件

    之间无缝播放。

用户 EQ 文件只能在同一型号设备之间共享。

ACRO CA1000T 的用户 EQ 在 ACRO CA1000 中不可用。

如果用户 EQ 文件受到外部修改或更改，则将无法使用。

ACRO CA1000T 中不显示 User EQ.dat，但您可以在 PC 上进行

查看。

最多显示 20 个用户 EQ。

EQ Sync

 您可以共享用户 EQ。 
    计算机 -> ACRO CA1000T
    -> 内部存储 -> Eqlists 
    -> “User EQ.d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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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设置

 从菜单中选择音乐可设置播放期间加载歌曲的位置和方式。

提示面板

 在提示面板添加快捷设置按钮，或变更顺序。 

 拖放图标以添加快速设置按钮或更改偏好顺序。 

ReplayGain

 设置曲目之间一致的音量播放水平。

USB 模式

 媒体设备(USB 驱动器): 连接至计算机传输媒体文件。

 DAC 输入: 通过设备聆听连接的 PC 中的音乐。

CD 翻录

 设置自动 CD 翻录功能以及文件格式和翻录速度。

AMP 模式

 您可以更改 AMP GAIN 或者将其设置为所需的 AMP 
 MODE。

工作时间因 AMP 模式而异。

AMP 设置仅适用于 3.5 mm、6.35 mm 非平衡/2.5 mm、

4.4 mm 平衡端口，不适用于 XLR 或 RCA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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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亮度

 调节屏幕亮度设置。

点按两次屏幕即可唤醒

 熄屏时点按两次屏幕可唤醒设备。

LED 指示灯

 设置当前日期和时间。

    您可以在“详细信息”选项中选择音频来源信息显示和 
    AMP 模式显示。

日期与时间

 设置当前日期和时间。

USB 音频

 它设置了通过便携式 USB DAC 输出的 DSD 的输出类型。

在使用 USB 音频的同时无法使用 Bluetooth 功能。

音量限制

 当音量达到一定水平时显示警告并设置相关选项。

DAC 滤波器

 DAC 滤波器仅适用于 24 位/192 kHz 或更低水平的 PCM 
 格式，而不适用于 MQA 和 DSD 格式。

播放 MQA 时，不会应用用户设置的 DAC 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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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选择显示语言。

    支持的语言:英语、韩语、日语、中文(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法语、俄语、德语和西班牙语。

设备名称

 设置设备的名称。

    名称最大长度为 50 个字符。

输入法

 “后退”按钮:悬浮的“后退”按钮将显示在屏幕上。

    通过用手指拖放图标将“后退”按钮移动到所需位置。

    将该按钮移动到屏幕中央以停用它。

    若要重新激活该按钮，请使用“设置”中的“输入法”菜单。 
 键盘:选择键盘语言。

    支持的语言:英语、韩语、日语、中文(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法语、俄语、德语和西班牙语。

支持的语言可能因您的位置而异。

电源

 自动关机: 如果特定时间段后未操作产品和按钮，设备

 将自动关机。

 关闭屏幕: 屏幕超时:如果没有用户输入，屏幕将在指定

 时间段后关闭。

 设置睡眠定时: 设定的时间过后，播放将停止，设备将

 根据[自动关机]中设定的时间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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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恢复

 初始化媒体：重置并重新扫描内部数据库。

 根据设备上存储的文件数量，数据库初始化时间可能会

 有所差异。

 设置重置：将所有用户设置重置为默认设置。

 出厂设置重置：删除所有用户数据并将所有用户设置重

 置回默认设置。

下载

 为下载的文件选择文件夹。

使用 AK Connect 下载文件时会设置默认文件夹。选择 [选
择文件夹] 后，每次下载文件都会提示用户选择下载文件夹。

系统信息

 设备信息：查看型号、固件版本、MAC 地址和内存使

 用情况信息。可以安装/卸载 microSD 卡，并可以删除

 数据。

 法律信息：查看开源许可证和规范。

格式化 microSD 卡将删除内存卡上的所有数据。请务必在

格式化之前备份所有重要的文件。

从计算机格式化 microSD 卡时，请务必选择 FAT32 系统。

更新

 系统更新: 有新版本时更新系统。

 应用程序更新: 有新版本时，更新默认的应用程序(包括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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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至 
Wi-Fi

2. 选择所需 AP 以连接至无线网络。

    可能需要其他信息(例如密钥索

    引和网络密钥)，具体取决于 
    AP 设置。

连接至网络

1. 长按通知栏中的 [      ] 或者选择 
 [菜单 - 设置 - Wi-Fi] 可显示接入

 点 (AP) 列表。

不支持需要浏览器或其他更多认证的网络。

支持声道 1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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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蓝牙 配置双向 Bluetooth (RX/TX) 以使用支持 Bluetooth 的设

备无线收听音乐。

打开/关闭蓝牙

使用之前，蓝牙设备必须与 ACRO 
CA1000T配对。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见蓝牙设备的说明手册。

1. 从主屏幕中选择 [     ]，或者从 
 [菜单 - 设置 - 蓝牙] 中选择 [打开

 /关闭]。

蓝牙配对

1. 从可用设备列表中选择相应的蓝牙设备。

终止蓝牙连接

1. 点按连接的蓝牙设备并确认消息

 提示以断开设备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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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蓝牙配对

1. 按已配对设备右侧的 [       ] 可
 前往“设置”。
2. 选择 [删除配对] 完成过程。

使用 Bluetooth Sink 模式

与从智能手机连接到 Bluetooth 扬声器类似，通过从外部

设备连接到 ACRO CA1000T，可以在 ACRO CA1000T 上
播放在外部设备上播放的音乐。

1. 启动 Bluetooth Sink 模式。

2. 从外部设备的 Bluetooth 菜单

 中搜索并连接到 ACRO CA1000T。

源设备 ACRO CA1000T

蓝牙扬声器设备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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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连接的设备上播放时，音乐

 将通过 ACRO CA1000T 输出。

启用 Bluetooth Sink模式后，当前连接设备将全部断开连接。
可以在播放音乐的源设备上设置 Bluetooth 编码解码器。
Bluetooth 支持规范
 协议：A2DP, AVRCP
 支持的编解码器: Qualcomm® aptX™ HD, LDAC, AAC, SBC
 设备性能可能会在高分辨率播放期间受到影响。

连接到 Bluetooth 时，请勿关闭设备。

先关闭 Bluetooth 设备，然后再打开，以防出现问题。

配对方式可能因每个 Bluetooth 设备而异。请参见各自的说明

手册了解详情。

将本产品连接到 Bluetooth 设备时，两者之间距离必须在 20 厘
米以内。

距离越远，音频质量越差，距离为 2 米(6.5 英尺)或更远时，配

对会断开。(距离可能因设备和环境而异。)
使用 Bluetooth 时可能会听到串音。

对于多点设备，请在使用之前进行必要连接。

某些功能可能不受支持，并且播放质量可能也会有所不同。

鉴于设备的电量和环境，可能会出现故障、噪音以及其他效果。

 如果信号干扰影响数据传输。(例如，持有该设备的同时穿戴 
 Bluetooth 设备，持有该设备的同时持有另一电子设备等。)
 如果设备或 Bluetooth 耳机的无线电广播发射器接触身体某

 部位。

 如果传输强度受墙壁、角落、隔离物等影响。

 如果使用同一频率的设备导致干扰。(例如，医疗设备、微波

 炉、Wi-Fi 等。)
 有过分干扰或信号很弱的区域。(例如电梯、地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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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器设置

1. 长按 [       ] 通知栏或打开 
 [菜单 - 设置 - 均衡器]。

2. 按 [NORMAL EQ]，然后选择 [+]。

均衡器
设置

3. 输入自定义 EQ 设置的名称并

 选择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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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顶部的 [高级] 选项卡显示

 PEQ 设置屏幕。

 调节频率/Q/增益。

4. 根据用户偏好上下调节频率。

5. 屏幕左下角的数值可以进行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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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自定义均衡器设置

1. 按均衡器左上角的 [NORMAL EQ]。

2. 按要删除的 EQ 名称旁边的 [      ]。

3. 按 [确定] 删除选择的 EQ 设置。

重命名自定义均衡器设置

1. 按均衡器左上角的 [NORMAL EQ]。

2. 按您希望更改的 EQ 设置名称旁

 边的 [      ] 并为所选 EQ 输入一

 个新名称。

3. 按 [更改]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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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
事项

设备

 将其放在一个平坦的表面上，与产品保持 20 厘米或更

 长的距离。

 将插头插入耳机、非平衡或 USB 端口时，请勿用力或

 者撞击插头。

 请勿在设备中插入任何金属物体(硬币、发夹等)或易燃

 碎屑。

 请勿在设备上放置重物。

 如果弄湿设备(淋雨、洒上水、化学制品、化妆品、

 汗水，或者受潮等)，请勿打开设备电源，让其彻底变干。

 (不管是否在保修期内，由于洒上液体引起的故障需要收

 取维修费用，并且此类损坏可能无法维修。)
 避免阳光直射设备或者将设备暴露于极端温度下(0℃ - 
 +40℃)，例如夏季将设备放置在汽车内。

 请勿在湿热场所存储或使用设备，例如桑拿房。

 避免在过分潮湿、灰尘或烟雾过多的场所存储设备。

 请勿在毛毯、电热毯或者地毯上使用设备。

 请勿将设备置于火源或微波附近。

 切勿尝试对产品进行拆卸、维修或改装。

 请勿在打开电源的情况下将设备长时间存放在狭小的空

 间内。

 请勿将设备放置在磁性物体附近(磁铁、电视机、显示器、

 扬声器等)。
 请勿在设备上使用化学制品或清洁用品，这样可能会损

 坏油漆或表面涂层。

 避免让设备跌落或使其受到强烈冲击(过度振动等)。
 请勿同时点按多个按钮。

 请勿在传输数据期间断开与 C 型 USB 电缆的连接。

 连接 C 型 USB 时，请使用 PC 背部的 USB 端口。 
 连接至有问题或损坏的 USB 端口可能会损坏设备。

 长时间显示一张图像可能导致屏幕灼伤(残留余像)。



其他注意事项   62

User Guide

其他

 请勿在驾驶任何类型的车辆时使用入耳式耳机/头戴式

 耳机或使用本产品。这不仅非常危险，而且可能还会违

 反当地的法律。

 请勿在进行户外活动(驾驶、散步、徒步等)期间使用本

 产品。

 请始终在安全的环境中使用本产品，以免发生事故。

 移动过程中使用本设备时，请务必注意周遭的环境。

 避免在暴风雨中使用本设备以减小遭遇电击的可能性。

 如果使用本产品期间或使用后立即感到耳鸣，请调低音

 量或停止使用并就医。

 请勿长时间以过高音量听音乐。

 请勿以过高音量使用耳机/听筒。

 请小心不要让耳机落入其他物体中。

 请勿在睡觉时塞着耳机或者长时间将耳机塞在耳中。

 在屏幕上使用劣质保护膜或不干胶贴纸可能会损坏屏幕。

 请勿将任何异物插入耳机端口。

 设备在播放和充电时可能会发热，请小心拿放。

 产品的边角可能尖锐，请小心拿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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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查看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

1. 设备无法打开。

    电池可能需要充电。请至少为设备充电一小时，然后

    重试。

    重置设备并重试。(请参见 6 页。)
2. 通过USB电缆将设备连接至计算机后，设备不充电。

    使用 C 型 USB 电缆连接 PC。
    取决于 PC 的条件，可能无法充电。

    (不建议使用 PC 充电。请使用适配器。)
    使用 C 型 USB 电缆连接适配器。

3. 计算机无法识别设备或者连接时出错。

    使用计算机背部的 USB 端口。

    检查 C 型 USB 电缆是否正确连接。

    检查是否已在其他计算机上正确连接设备。

4. 屏幕反复关闭。

    屏幕会在定义的时间段之后自动关闭以降低电池消耗

    量。请在 [菜单 - 设置 - 节能 - 屏幕超时] 中设置时间。

5. 屏幕无法正常显示图像。

    检查屏幕是否破损。

6. 没有声音，或者为静音/干扰音。

    检查音量设置是否高于 [0]。
    检查耳机是否正确插入，并确保没有杂物阻塞端口连

    接。

    确认音乐文件未损坏。

    确认音频设置已正确设置。(平衡、线路输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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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不能播放文件，或在使用某个文件时，产品不稳定。

    此文件的情况可能会引起以下问题:
       播放不稳定或者难以播放。

       产品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使用计算机播放时，此文件的声效可能有所不同。

       播放性能和其他功能可能存在差异。

       播放技术参数可能有差异。

    建议进行文件转换或者使用其他文件。

版权 Dreamus Company 对与本手册相关的专利、商标、版权

声明和其他知识产权保留权利。未经 Dreamus Company 
的事先批准，不得以任何方式或以任何格式复制此用户

手册的内容。

使用或复印本文档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会受到处罚。软件、

音频、视频和任何获得版权的内容受相关版权法的保护。

未经授权而复制或分发本产品获得版权的内容的用户必

须承担全部法律责任。示例中使用的公司、组织、产品、

人物和事件并非基于实际数据，纯属虚构。Dreamus 
Company 无意通过此说明书与任何公司、机构、产品、

人或事件产生关联，并且不应做出此推断。用户必须遵守

所适用的版权法。

Copyright © Dreamus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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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 KC / FCC / CE / UKCA / TELEC / CCC
B 类设备(家用通信设备):
这是一个 B 类设备，注册为符合家用电磁兼容性 (EMC) 
要求。本设备可以用在住宅区和所有其他区域。

在[设置 - 系统信息 - 规定]中查看有关 KC / CE / UKCA / 
TELEC 认证的信息

FCC ID: QMDPPR42
本设备符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规则第 15 部分的规

定。操作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 本设备无可引起危害性干扰，(2) 本设备必须能承受所

受到的任何干扰，包括可能会导致不需要操作的干扰。

注册商标 Windows 10、Windows 11 和 Windows Media Player 是 
Microsoft Corp. 的注册商标

Qualcomm aptX 是 Qualcomm Technologies, Inc. 和/或
其子公司的一款产品。

Qualcomm 是 Qualcomm Incorporated 的注册商标，注

册地点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 
aptX 是 Qualcomm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Ltd. 的注

册商标，注册地点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

Instruction 
of E-Label

LDAC and LDAC logo are trademarks of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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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A (Master Quality Authenticated)
MQA is an award-winning British technology that delivers the sound 
of the original master recording. The master MQA file is fully 
authenticated and is small enough to stream or download.
Visit mqa.co.uk for more information.

The ACRO CA1000T includes MQA technology, which enables you to 
play back MQA audio files and streams, delivering the sound of the 
original master recording.

The ACRO CA1000T Now Playing status shows a green or blue light 
next to MQA logo to indicate that the unit is decoding and playing a 
MQA stream or file, and denotes provenance to ensure that the sound 
is identical to that of the source material. A blue light indicates it is 
playing a MQA Studio file, which has either been approved in the 
studio by the artist/producer or has been verified by the copyright 
owner. 

MQA and the Sound Wave Device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MQA 
Limite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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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对于由于产品使用或操作不当而造成的损害(包括意外伤

害和人为伤害)，制造商、进口商和分销商不负赔偿责任。

本用户手册中的信息是基于当前的产品规范编写的。制造

商(即 Dreamus Company)正在添加新的补充功能，将来

仍会不断应用新技术。所有规格都可能会不经通知而做出

更改。

不对因使用本产品造成的数据丢失提供任何担保。

注意

如果电池更换不当会有爆炸危险

只能用同样类型或等效类型的电池来更换

消费者若使用电源适配器供电，则应购买配套使用满

足相应安全标准要求的电源适配器或者是获得CCC认
证的电源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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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ACRO CA1000T

PPR42

Aluminum

4.1inch 720x1280

WAV, FLAC, WMA, MP3, OGG, APE, AAC, ALAC, AIFF, 

DFF, DSF, MQA

Services (Tidal Masters), Local files, External USB, MQA-CD(ripped)

PCM : 8kHz ~ 768kHz (8/16/24/32bits per Sample)

DSD Native: DSD64(1bit 2.8MHz), Stereo / DSD128(1bit 5.6MHz), Stereo /

DSD256(1bit 11.2MHz), Stereo / DSD512(1bit 22.4MHz), Stereo

Quad-core

ESS ES9039MPRO x2 (Dual-DAC)

KORG Nutube 6P1 x2

[Low] Unbalanced 2Vrms / Balanced 4Vrms (Condition No Load),

[Mid] Unbalanced 4Vrms / Balanced 8Vrms (Condition No Load),

[High] Unbalanced 6Vrms / Balanced 12Vrms (Condition No Load),

[Super] Unbalanced 8Vrms / Balanced 15Vrms (Condition No Load)

RCA 2Vrms (Condition No Load), XLR 4Vrms (Condition No Load)

Support up to 32bit / 768kHz Bit-to-Bit playback

Unbalanced (3.5mm, 6.35mm) / Bananced (2.5mm, 4.4mm)

4.4mm Balanced x1

RCA (Stereo pair) x1, XLR (Stereo pair) x1

Coaxial x1, Optical x1, USB(Type-C) x1

Optical(3.5mm) x1, USB(Type-C) x1

802.11 a/b/g/n/ac (2.4/5GHz)

V5.0 (A2DP, AVRCP, Qualcomm® aptX™ HD, LDAC)

4.12"(104.9mm)[W] x 1.77"(45mm)[H] x 6.13"(155.8mm)[D]

about 34.56oz (980g)

Firmware update supported (OTA)

±0.031dB (Condition : 20Hz~20kHz) Unbalanced / ±0.029dB (Condition : 20Hz~20kHz) Balanced / 

±0.033dB (Condition : 20Hz~20kHz) RCA / ±0.002dB (Condition : 20Hz~20kHz) XLR

±0.079dB (Condition : 20Hz~70kHz) Unbalanced / ±0.029dB (Condition : 20Hz~70kHz) Balanced / 

±0.080dB (Condition : 20Hz~70kHz) RCA / ±0.008dB (Condition : 20Hz~70kHz) XLR

108dB @ 1kHz, Unbalanced / 112dB @ 1kHz, Balanced / 121dB @ 1kHz, RCA / 128dB @ 1kHz, XLR

-115dB @ 1kHz, Unbalanced / -112dB @ 1kHz, Balanced / -138dB @ 1kHz, RCA / -145dB @ 1kHz, XLR

0.004% @ 1kHz, Unbalanced / 0.002% @ 1kHz, Balanced / 0.0005% @ 1kHz, RCA / 0.0003% @ 1kHz, XLR

0.0007% 800Hz 10kHz (4:1) Unbalanced / 0.0007% 800Hz 10kHz (4:1) Balanced /

0.0007% 800Hz 10kHz (4:1) RCA / /0.0007% 800Hz 10kHz (4:1) XLR

3.5mm, 6.35mm (1ohm) / 2.5mm, 4.4mm (2ohm) / RCA (4ohm) / XLR (9ohm)

25ps (Typ)

70ps

256GB

microSD (Max. 1TB) x1

10,100mAh 3.8V Li-Polymer

Windows 10, 11 (32/64bit) / MAC OS X 10.7 and up

通用规格

Product Name

Model

Body Material

Display

Supported Audio 

Formats

MQA playback

Sampling Rate

CPU

DAC

Vacuum Tube

Output level

Decoding

Headphone Outputs

Analog Inputs

 Outputs

Digital Inputs

 Outputs

Wi-Fi

Bluetooth

Dimensions

Weight

Feature Enhancements

音频规格

Frequency Response

S/N

Crosstalk

THD+N

IMD SMPTE

Output Impedance

Clock Jitter

Reference Clock Jitter

                                                                                                                                                          * 音频规格将基于 Low Gain。 

存储容量

Built-in Memory

External Memory

电池

Capacity

支持的操作系统

Supported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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