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ickStartGuide

Schnellstartanleitung

Acoustic Research M200
www.acousticresearch-hifi.com
Congratulations on purchasing your new Acoustic Research High Resolution Music Player and Bluetooth Receiver.
Please read these instructions for quick tips on using the Player.

Acoustic Research AR-M200
www.acousticresearch-hifi.com
Herzlichen Glückwunsch zum Erwerb Ihres neues Acoustic Research Music Players und Bluetooth Streamers mit hoher
Wiedergabetreue und hoher Auflösung.
Lesen Sie bitte diese Schnellanleitung für Hinweise zum Gebrauch des Players.

Getting Started
1. Charging your Player
•		Charge the Player with USB Type-C cable (included) and USB power adapter conforming with the USB Battery Charging
Specifications 1.2 or above (not supplied)
• Power adapter with 5V 1A or above is recommended for faster charging.
•		Please charge the player for at least 6 hours before using for the first time.
•		For subsequent normal charging, it should take about 3 hours to fully charge the unit with 5V 1A adapter.
• Alternatively, the Player charges automatically every time you connect it to your computer (5V 500mA USB port is required).
Charging process may be slower and the charging time depends on the current output of the USB port
2. Install or remove microSD card
• Please note that only FAT and FAT32 file systems are supported. High capacity (64GB or above) card pre-formatted in exFAT
has to be reformated into FAT32 file system before use. The format option in the Settings menu of the player is capable of
performing the necessary reformatting.
• Gently insert a microSD card* into the microSD expansion slot.
• Before removing a microSD card, please ensure that music playback is stopped. Gently push the card in to slowly release it.
3. Transfer audio files to your Player
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10:
• Connect your Player to the computer.
• Open Windows Explorer, select Computer, both internal memory and SD card will be shown as removable drive(s) under
Devices with Removable Storage or Devices and Drives.
• Open the desired storage media (internal memory or micro SD card).
• Drag-and-drop audio files (or folders containing audio files) to the desired destination.
• Do not unplug the player when file transfer is in progress.
•
•
•
•
•
•

Mac OS X (10.5 or above):
Connect your Player to the computer.
Internal memory and SD card will be mounted as disk drives on Desktop and under Devices in Finder
Open the desired mounted disk drive.
Drag-and-drop audio files (or folders containing audio files) to the desired destination.
Do not unplug the player when file transfer is in progress.
After the file transfer is done, click Eject next to the drives in Finder (or drag the mounted drive to the Trash on the Dock) to
unmount the drives.

4. Browsing microSD card content
Music contents in micro SD card are only accessible from MUSIC / FOLDER / SD CARD.
* Up to 256GB Micro SDXC cards have been tested on Acoustic Research M200 Music Player.
64GB and above card (preformatted in exFAT file system) MUST be formatted to FAT32 before use.
Switch on the Player
Switch off the Player

Switch off the display

Switch on the display
Enter an option / Make a selection
Return to previous level

Press and hold the Power button for 3 seconds
Press and hold the Power button for 3 seconds
The player will also switch off automatically when there is no music playback nor
user interaction (10 minutes by default)
When the display is on, press the Power button
The display will also switch off automatically after a period of inactivity (3 minutes
by default)
When the display is off, press the Power button
button
Press
Press button

Navigate up/left

Press

button

Navigate down/right

Press

button

Pause playback			
		

during music playback
Press the
Press again to resume

Force shutdown the Player
(if it is not responding)

Press and hold Power button for 10 seconds to force shutdown the Player.

Increase the volume

Press

button

Decrease the volume

Press

button

General controls
Allgemeine Bedienungselemente
控制指南
普通控制
通常の操作方法

In the top level menu, select the second icon (Bluetooth Audio Receiver) and press
button
Select Yes and press to enable Bluetooth
Select Connect / Disconnect to enable pairing mode
On your smart phone or tablet, enter the Bluetooth option and start the device search (if it does not take place
automatically)
5. Look for M200_XXXX (where XXXX is device dependent) and pair with it
6. Once the devices are paired, you may check the information of the paired device in Status option.

VOXX ELECTRONICS CORP. (the Company) warrants to the original retail purchaser of this product that should this product or any
part thereof, under normal use and conditions, be proven defective in material or workmanship within 12 months from the date
of original purchase, such defect(s) will be repaired or replaced with reconditioned product (at the Company’s option) without
charge for parts and repair labor.
To obtain repair or replacement within the terms of warranty in US, please contact the company for instructions at 844-353-107.
Proof of warranty coverage (e.g. dated bill of sales), specification of defect(s), and transportation prepaid, to the company must be
provided.

Need more help?
v1.0 (1.0.0.0) (EN)

USB Type-C cable
USB-C-Kabel
USB Type-C 纜線
USB Type-C 缆线
USB Type-Cケーブル

* Laden Sie den Player mit dem USB-C-Kabel.
* Verwenden Sie nur ein USB-Netzteil, das der USB-Akkuladespezifikation 1.2 oder höher entspricht (nicht mitgeliefert).
* Die Musikwiedergabe ist möglich, während der Akku geladen wird, doch wird der Ladevorgang dadurch verzögert.

* 使用 USB Type-C 纜線為播放器充電
* 只使用符合 USB 電池充電規格 1.2 或以上的 USB 電源適配器（未附帶）
* 充電時可以播放音樂，但這會減慢充電過程

•
•
•
•
•
•

* 使用 USB Type-C 缆线为播放器充电
* 只使用符合 USB 电池充电规格 1.2 或以上的 USB 电源适配器（未附带提供）
* 充电时可以播放音乐，但这会减慢充电过程

Play/Pause/Enter
Wiedergabe/Pause/Eingabe
播放/暫停/輸入
播放/暂停/输入
再生/一時停止/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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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mm Pentaconn Headphone Out
4,4-mm Pentaconn-Kopfhörerausgangsbuchse
4.4mm Pentaconn 耳機輸出
4.4mm Pentaconn 耳机输出
4.4mm Pentaconnヘッドフォン出力

USB Type-C Data/Charge Port
Daten-/Ladeport vom Typ USB C
USB Type-C 數據/充電埠
USB Type-C 数据/充电端口
USB Type-Cデータ/充電ポート

3.5mm Stereo Headphone Out
3,5-mm-Stereo-Kopfhörerausgangsbuchse
3.5mm 立體聲耳機輸出
3.5mm 立体声耳机输出
3.5mmステレオヘッドフォン出力

Mac OS X (10.5 oder höher):
Verbinden Sie Ihren Player mit dem Computer.
Der interne Speicher und die SD-Karte werden auf dem Desktop und im Finder unter Geräte als Disk-Laufwerke gemountet.
Öffnen Sie das gewünschte gemountete Disk-Laufwerk.
Durch Drag-and-drop können Sie die Audiodateien (oder Ordner mit Audiodateien) an die gewünschten Zielorte übertragen.
Trennen Sie den Player nicht ab, während eine Dateiübertragung stattfindet.
Nachdem die Dateiübertragung abgeschlossen ist, klicken Sie auf Auswerken neben den Laufwerken im Finder (oder ziehen
Sie das gemountete Laufwerk in den Papierkorb im Dock), um die Laufwerke auszuhängen.

4. Durchsuchen des Inhalts der MicroSD-Karte
Die Musikinhalte auf der microSD können nur unter MUSIK / ORDNER / SD-KARTE aufgerufen werden.

* USB Type-Cケーブルでプレーヤーを充電します
* USBバッテリー充電仕様1.2以上に適合したUSB電源アダプターのみを使用してください
（付属しません）。
* 充電中の音楽再生は可能ですが、充電プロセスが遅くなります。

Menu / Back
Menü / Zurück
菜單/返回
菜单/返回
メニュー/戻る

2. Einsetzen oder Entfernen der microSD-Karte
• Bitte beachten Sie, dass nur FAT- und FAT32-Dateisysteme unterstützt werden. Karten von hoher Speicherkapazität (64 GB
oder mehr), die im exFAT-System vorformatiert sind, müssen in das FAT32-Dateisystem umformatiert werden. Die FormatOption im Einstellungen-Menü des Players ermöglicht die erforderliche Umformatierung.
• Setzen Sie die microSD-Karte* sanft in den microSD-Steckplatz ein.
• Bevor Sie eine microSD-Karte herausnehmen, vergewissern Sie sich bitte immer, dass die Musikwiedergabe gestoppt ist.
Drücken Sie die Karte sanft hinein, um sie langsam freizugeben.
3. Übertragung von Audiodateien auf Ihren Player
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10:
• Verbinden Sie Ihren Player mit dem Computer.
• Öffnen Sie Windows Explorer, wählen Sie Computer, dann werden sowohl der interne Speicher als auch die SD-Karte als
Wechsellaufwerk(e) unter Geräte mit Wechselspeicher oder Geräte und Laufwerke angezeigt.
• Öffnen Sie das gewünschte Speichermedium (interner Speicher oder microSD-Karte).
• Durch Drag-and-drop können Sie die Audiodateien (oder Ordner mit Audiodateien) an die gewünschten Zielorte übertragen.
• Trennen Sie den Player nicht ab, während eine Dateiübertragung stattfindet.

* Charge the Player with USB Type-C cable
* Use only USB power adapter conforming with USB Battery Charging Specifications 1.2 or above (not supplied)
* Music playback during battery charging is possible, but it will slow down the charging process

* Micro SDXC-Karten mit bis zu 256 GB wurden auf dem Acoustic Research M200 Music Player getestet.
Karten mit 64 GB und mehr (die im exFAT-Dateisystem vorformatiert sind) müssen vor dem Gebrauch in FAT32 umformatiert
werden.
Player einschalten
Player ausschalten

Up / Previous
Nach oben / Vorher
上面/上一個
上面/上一个
上/前
Vol +
Vol +
音量增大
音量增大
ボリューム +

Bildschirm ausschalten

Bildschirm einschalten
Option eingeben / Wählen
Auf den vorherigen Pegel zurückkehren
Navigieren nach oben/links
Navigieren nach unten/rechts
Wiedergabe unterbrechen

Vol Vol 音量減小
音量减小
ボリューム –

Down / Next
Nach unten / Weiter
下面/下一個
下面/下一个
下/次へ

1.
2.
3.
4.

Visit www.acousticresearch-hifi.com for the user manual and FAQ’s.

1. Laden des Players
• Laden Sie den Player mit dem USB-C-Kabel (mitgeliefert) und einem USB-Netzteil, das der USB-Akkuladespezifikation 1.2
oder höher entspricht (nicht mitgeliefert).
• Ein Netzteil mit 5V/1A wird zum schnelleren Laden empfohlen.
• Vor der Erstinbetriebnahme sollte der Player mindestens 6 Stunden lang geladen werden.
• Bei nachfolgendem Laden sollte es ca. 3 Stunden dauern, um das Gerät mit einem Netzteil mit 5 V/1 A voll zu laden.
• Der Player wird auch immer automatisch geladen, wenn Sie ihn mit Ihrem Computer verbinden (ein USB-Port von 5 V/500
mA ist erforderlich). Der Ladevorgang kann langsamer stattfinden, und die Ladedauer hängt vom Stromausgangs des USBPorts ab.

Acoustic Research M200 Music Player
Acoustic Research M200 Musikspieler
Acoustic Research M200 音樂播放器
Acoustic Research M200 音乐播放器
Acoustic Research M200音楽プレーヤー

Using M200 as a Bluetooth Audio Receiver

Do not return this product to the store.

Erste Schritte

Ausschalten des Players erzwingen (falls er
nicht auf die Tastenbedienung anspricht)
Lautstärke erhöhen
Lautstärke verringern
Micro SD Card Slot
Micro SD-Kartensteckplatz
Micro SD 卡插槽
Micro SD卡插槽
マイクロSDカードスロット
Power on/off button
Ein-/Ausschalter
電源開/關按鈕
电源开/关按钮
電源オン/オフボタン

Drücken und halten Sie die Stromtaste 3 Sekunden lang.
Drücken und halten Sie die Stromtaste 3 Sekunden lang. Der Player schaltet sich
auch automatisch aus, falls für längere Zeit (standardmäßig nach 10 Minuten) keine
Musikwiedergabe oder Nutzerbetätigung erfolgt.
Wenn das Display eingeschaltet ist, drücken Sie die Stromtaste. Das Display schaltet
sich nach einer Periode der Inaktivität ebenfalls automatisch aus (standardmäßig
nach 3 Minuten).
Wenn das Display ausgeschaltet ist, drücken Sie die Stromtaste.
.
Drücken Sie die Taste
Drücken Sie die Taste .
.
Drücken Sie die Taste
.
Drücken Sie die Taste
während der Musikwiedergabe. Zum Fortsetzen erneut
Drücken Sie die Taste
drücken.
Drücken und halten Sie die Stromtaste 10 Sekunden lang, um ein Ausschalten des
Players zu erzwingen.
Drücken Sie die Taste .
Drücken Sie die Taste .

Verwendung des M200 als Bluetooth Audioempfänger
1.
2.
3.
4.

Wählen Sie auf der obersten Menüebene das zweite Piktogramm (Bluetooth Audio Receiver), und drücken Sie die Taste
.
Wählen Sie Ja und drücken Sie, um Bluetooth zu aktivieren.
Wählen Sie Anschließen/Abtrennen, um den Pairing-Modus zu aktivieren.
Geben Sie auf Ihrem Smartphone oder Tablet die Bluetooth-Option ein, und starten Sie die Gerätesuche (wenn sie nicht
automatisch beginnt).
5. Suchen Sie nach M200_XXXX (wo XXXX geräteunabhängig ist) und führen Sie das Pairing damit durch.
6. Nachdem die Geräte miteinander verbunden sind, können Sie die Informationen der miteinander verbundenen Geräte in
der Status-Option überprüfen.

Brauchen Sie weitere Hilfe?
Schicken Sie das Produkt nicht an das Geschäft zurück.

Besuchen Sie www.acousticresearch-hifi.com für die Bedienungsanleitung und FAQ.
v1.0 (1.0.1.0)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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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你購買了嶄新的Acoustic Research高解析度音樂播放器和藍牙串流器
請仔細閱讀這些說明，以瞭解有關使用該播放器的各種快速提示。

快速入門指南

快速入门指南

Acoustic Research AR-M200
www.acousticresearch-hifi.com

Acoustic Research AR-M200
www.acousticresearch-hifi.com

恭喜你购买了崭新的Acoustic Research高保真高分辨率音乐播放器和蓝牙串流器
请仔细阅读这些说明，以了解有关使用该播放器的各种快速提示。

入門說明

入门说明

1.
•
•
•
•
•

1.
•
•
•
•
•

為音樂播放器充電
使用 USB Type-C 纜線（附帶）和符合 USB 電池充電規格 1.2 或以上的 USB 電源適配器（未附帶）。
建議使用 5V 1A 或以上的電源適配器，以加快充電速度。
第一次使用前，請先為音樂播放器充電至少6小時。
隨後的正常充電中，使用 5V 1A 適配器為之充滿電應需大約3小時。
另外，播放器連接到電腦上時（需要連到 5V 500mA 的 USB 埠）會自動充電。通過電腦充電可能較為緩慢，具體充電
時間的長短取決於 USB 埠電流輸出的強弱。

为音乐播放器充电
使用 USB Type-C 缆线（附带提供）和符合 USB 电池充电规格 1.2 或以上的 USB 电源适配器（未附带提供）。
建议使用 5V 1A 或以上的电源适配器，以加快充电速度。
第一次使用前，请先为音乐播放器充电 至少6小时。
随后的正常充电中，使用 5V 1A 适配器为之充满电应需大约3小时。
另外，播放器连接到计算机上时（需要连到 5V 500mA 的 USB 端口）会自动充电。通过计算机充电可能较为缓慢，具
体充电时间的长短取决 USB 端口电流输出的强弱。

2. 裝入或取出 microSD 卡
• 請注意，只支持 FAT 和 FAT32 格式的檔案系統。預先格式化成 exFAT 格式的高容量（64GB 或以上）記憶卡須經重新
格式化成 FAT32 格式的檔案系統後方可使用。在播放器的“設置”功能表中選擇格式選項即可執行所需的重新格式化
任務。
• 將 microSD 卡* 輕輕插入 microSD 擴充槽。
• 取出 microSD 卡之前，請確保音樂播放已經停止。輕輕將卡推入以便緩慢釋放之。

2. 装入或取出 microSD 卡
• 请注意，只支持 FAT 和 FAT32 格式的文件系统。预先格式化成 exFAT 格式的高容量（64GB 或以上）储存卡须经重新
格式化成 FAT32 格式的文件系统后方可使用。在播放器的“设置”菜单中选择格式选项即可执行所需的重新格式化任
务。
• 将 microSD 卡* 轻轻插入 microSD 扩展槽。
• 取出 microSD 卡之前，请确保音乐播放已经停止。轻轻将卡推入以便缓慢释放之。

3. 將音樂檔傳送到播放器上
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10：
• 將播放器連接到電腦上。
• 打開 Windows 資源管理器，選擇 電腦，內部記憶體和 SD 卡都會在可移除存儲裝置項下或者在設備與磁碟機項下作為
可移除記憶體列示。
• 打開所要的存儲媒體（內部記憶體或 microSD 卡）。
• 將音樂檔（或含有音樂檔的資料夾）拖放到所要的位置。
• 檔案傳輸過程中，請勿拔下播放器。

3. 将音频文件传送到播放器上
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10：
• 将播放器连接到计算机上。
• 打开 Windows 资源管理器，选择 计算机，内部记忆体和 SD 卡都会在可移除存储装置项下或者在设备与驱动器项下作
为可移除存储器列示。
• 打开所要的存储介质（内部记忆体或 microSD 卡）。
• 将音频文件（或含有音频文件的文件夹）拖放到所要的位置。
• 文件传输过程中，请勿拔下播放器。

•
•
•
•
•
•

Mac OS X (10.5 或以上):
將播放器連接到電腦上。
內部記憶體和 SD 卡作為磁碟機掛載出現在桌面上，也出現在查找器（Finder）中的設備項下。
打開所要的磁碟機。
將音樂檔（或含有音樂檔的資料夾）拖放到所要的位置。
檔案傳輸過程中，請勿拔下播放器。
完成檔傳送後，在查找器中按一下磁碟機旁邊出現的“彈出”選項（或將掛載的磁碟機拖動到 Dock 上的垃圾箱中）以
卸載該磁碟機。

•
•
•
•
•
•

Mac OS X (10.5 或以上):
将播放器连接到计算机上。
内部记忆体和 SD 卡作为磁盘驱动器挂载出现在桌面上，也出现在查找器（Finder）中的设备项下。
打开所要的磁盘驱动器。
将音频文件（或含有音频文件的文件夹）拖放到所要的位置。
文件传输过程中，请勿拔下播放器。
完成文件传送后，在查找器中单击驱动器旁边出现的“弹出”选项（或将挂载的驱动器拖动到 Dock 上的垃圾箱中）以
卸载该驱动器。

4. 流覽 microSD 卡的內容
microSD 卡中所保存的音樂只能通過 音樂/資料夾/SD 卡 對之進行訪問。

4. 浏览 microSD 卡的内容
microSD 卡中所保存的音乐只能通过 音乐/文件夹/SD 卡 对之进行访问。

* 在Acoustic Research M200 音樂播放器上測試過的 microSDXC 卡最高容量達 256GB。
64GB 及以上的卡（預先已格式化為 exFAT 格式檔案系統）必須重新格式化成 FAT32 格式之後才能使用。

* 在Acoustic Research M200 音乐播放器上测试过的 microSDXC 卡最高容量达 256GB。
64GB 及以上的卡（预先已格式化为 exFAT 格式文件系统）必须重新格式化成 FAT32 格式之后才能使用。

打開播放器
關閉播放器

按下 電源 按鈕，保持3秒鐘 。
按下 電源 按鈕，保持3秒鐘 。如果沒有音樂播放和使用互動一段時間（默認為
10分鐘），播放器也會自動關閉
關閉顯示屏
如果顯示屏處於打開狀態，按下 電源 按鈕 。顯示屏處於不活動狀態一段時間後
（預設為3分鐘），也會自動關閉 。
打開顯示屏
如果顯示屏處於關閉狀態，按下 電源 按鈕 。
按鈕 。
輸入選項/進行選擇
按下
按下 按鈕 。
返回上一級
按鈕 。
按下
瀏覽向上/向左
按鈕 。
按下
瀏覽向下/向右
按鈕 。再次按下該按鈕，恢復播放 。
如果正在播放音樂，按下
暫停播放
強制關閉播放器（如果播放器沒有回應） 按下電源按鈕，保持 10 秒鐘，以強制關閉播放器。
按下 按鈕 。
增加音量

打开播放器
关闭播放器

把 M200 作為藍牙音訊接收器使用

把 M200 作为蓝牙音频接收器使用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在頂級功能表中，選擇第二個圖示（藍牙音訊接收器），按下
按鈕 。
選擇“Yes” “是”，然後按下以啟用藍牙功能 。
選擇 ”Connect / Disconnect” “連接/斷開”以啟用配對模式 。
在智慧手機或平板電腦上，進入藍牙選項並啟動設備搜索（如果設備搜索沒有自動開啟） 。
尋找 M200_XXXX（其中 XXXX 是取決於具體設備），並與之配對 。
設備完成配對後，可以在“狀態”選項中查找有關已配對設備的資訊。

在顶级菜单中，选择第二个图标（蓝牙音频接收器），按下
按钮。
选择“是” “Yes”，然后按下以启用蓝牙功能。
选择“连接/断开” ”Connect / Disconnect” 以启用配对模式。
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上，进入蓝牙选项并启动设备搜索（如果设备搜索没有自动开启）。
寻找 M200_XXXX（其中 XXXX 是取决于具体设备），并与之配对。
设备完成配对后，可以在“状态”选项中查找有关已配对设备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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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ustic Research 高品質ハイレゾ音楽プレーヤーおよびBluetooth Streamer をお買い上げ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プレーヤーの使い方については、
こちらの説明書をお読みください。

はじめに

1. プレーヤーを充電します
• USB Type-C ケーブル（同梱）およびUSB バッテリー充電仕様 1.2v 以上に適合するUSB 電源アダプター（付属していませ
ん）でプレイヤーを充電してください。
• 高速充電には、5V 1A 以上の電源アダプターの使用をおすすめします。
• 初回使用時は、最低6 時間以上プレーヤーを充電してください。
• その後の通常充電については、5V 1A アダプタで約3 時間で完全に充電できます。
• プレーヤーはコンピュータに接続するたびに自動充電されます
（5V 500mA のUSB ポートが必要です）。
充電プロセスは長く
かかる場合もあり、充電時間はUSB ポートの電流出力に依存します。
2. microSD カードの取り付けまたは取り外し
exFAT で事前にフォーマットされた大容
• FAT およびFAT32 ファイルシステムのみがサポート対象であることにご注意ください。
量（64GB 以上）のカードは、使用前にFAT32 ファイルシステムに再フォーマット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
プレーヤーの
「設定」
メニ
ューにあるフォーマットオプションで、必要な再フォーマットを実行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 microSD カードをmicroSD 拡張スロットに静かに挿入してください。
• microSD カードを取り外す前に、音楽の再生が停止されていることを確認してください。
慎重にカードを押し入れ、
ゆっくりと
手を離します。
3. オーディオファイルをプレーヤーに転送する
Windows 7 / Windows 8 / Windows 10：
• プレーヤーをコンピュータに接続します。
• Windows Explorer を開き、
コンピューターを選択します。
内蔵メモリとSD カードの両方が、
リムーバブルストレージまたはデ
バイスとドライブのデバイスの下にリムーバブルドライブとして表示されます。
• ご希望のストレージメディア（内臓メモリまたはmicroSD カード）を開きます。
• オーディオファイル（またはオーディオファイルを含むフォルダ）をご希望の場所にドラッグアンドドロップします。
• ファイル転送中は、
プレーヤーのプラグを抜かないでください。
•
•
•
•
•
•

Mac OS X（10.5 以上）
：
プレーヤーをコンピュータに接続します。
内臓メモリとSD カードは、
デスクトップ上およびFinder 内のデバイスの下のディスクドライブとしてマウントされます。
マウントしたいディスクドライブを開きます。
オーディオファイル（またはオーディオファイルを含むフォルダ）をご希望の場所にドラッグアンドドロップします。
ファイル転送中は、
プレーヤーのプラグを抜かないでください。
ファイル転送が完了したら、Finder 内のドライブの横にある
「取り出す」をクリック
（またはマウントしたドライブをDock のゴ
ミ箱にドラッグ）
して、
ドライブをアンマウントします。

4. microSD カードの内容を見る
microSD カード内の音楽コンテンツは、MUSIC / FOLDER / SD カードからのみアクセスできます。

* 最大256GB のMicro SDXC カードが利用可能です。
64GB 以上のカード
（exFAT ファイルシステムでフォーマット済み）は、使用する前にFAT32 にフォーマット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

プレーヤーの電源を入れる
プレーヤーの電源を切る
ディスプレイの電源を切る

ディスプレイのスイッチを入れる
オプションを入力/選択する
前のレベルに戻る
上/左に移動
下/右へ移動
再生を一時停止する
プレーヤーを強制シャットダウンする
（応答していない場合）
音量を上げる
音量を下げる

電源 ボタンを3秒間長押しする。
電源 ボタンを3秒間長押しする。
音楽の再生やユーザーの操作がない場合（デフォ
ルトでは10分）、
プレーヤーは自動的にオフになります。
ディスプレイがオンのときは、電源 ボタンを押します。
ディスプレイは、一定時間操
作しないと自動的にオフになります
（デフォルトでは3分）。
ディスプレイがオフのときは、電源 ボタンを押します。
ボタンを押す。
ボタンを押す。
ボタンを押す。
ボタンを押す。
を押す。
再開するにはもう一度押す。
音楽再生中に
電源ボタンを10秒間長押しすると、強制的にシャットダウンされます。
ボタンを押す。
ボタンを押す。

M200 を Bluetooth オーディオ レシーバとして使用する

1. トップレベルメニュー内の2 番目のアイコン
（Bluetooth オーディオレシーバー）を選択し、ボタンを押します
2.「 はい」を選択して押し、Bluetooth を有効にします。
3. ペアリングモードを有効にするには、
「接続/ 切断」を選択します。
4. スマートフォンまたはタブレット上で、Bluetooth オプションを入力し、
デバイス検索を開始します
（自動的に行われない場合）。
5. M200_XXXX（XXXX はデバイスに依存します）を探し、ペアリングします。
6. デバイスがペアリングされたら、
ステータスオプションでペアリングされたデバイスの情報を確認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www.acoustic-research.jp にある、
ユーザーマニュアルとFAQを参照してください。

访问 www.acousticresearch-hifi.com 以获取用户手册和常见问题解答。

訪問 www.acousticresearch-hifi.com 以獲取用戶手冊和常見問題解答。

Acoustic Research AR-M200
www.acoustic-research.jp

さらにヘルプが必要な場合は

需要更多帮助?

需要更多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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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 电源 按钮，保持3秒钟。
按下 电源 按钮，保持3秒钟。如果没有音乐播放和使用互动一段时间（默认为
10分钟），播放器也会自动关闭。
关闭显示屏
如果显示屏处于打开状态，按下 电源 按钮。显示屏处于不活动状态一段时间后
（默认为3分钟），也会自动关闭。
打开显示屏
如果显示屏处于关闭状态，按下 电源 按钮。
按钮。
输入选项/进行选择
按下
按下 按钮。
返回上一级
按钮。
按下
浏览向上/向左
按钮。
按下
游览向下/向右
按钮 。再次按下该按钮，恢复播放。
如果正在播放音乐，按下
暂停播放
强制关闭播放器（如果播放器没有回应） 按下电源按钮，保持 10 秒钟，以强制关闭播放器。
按下 按钮。
增加音量

クイックスタート ガイ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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