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lamingo（火烈鸟）电子管解码耳放一体机使用手册细则

非常感谢您选择使用我们的产品，为了让您更好的体验我们这款电子管解码耳放一体机带来

的高音质享受，请结合包装里面的快速指南说明文件上的按键操作功能和接口说明来连接相关设

备，谨记并遵循以下各项使用细则。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auneaudio 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在

作品里面可以观看第六集的视频教程内容学习解码器的功能使用。

快速指南上的官网地址是： www.auneaudio.com
官网上有更多的产品资料可以查询和下载驱动

初次使用连接电脑，需安装驱动，可前往官网→服务支持→相关下载→Flamingo，下载下方

左侧驱动工具下面的驱动

Windows 系统的电脑，win7-10 系统下载 4.67 版本的驱动，win11 系统下载 5.30 版本的驱

动，苹果 MAC 系统不需要下载安装任何驱动。

1：从包装盒取出主机和配套的电源以及 USB 线，把外置电源插到市电插座上，直流输

出插头插到机子后面的电源输入口，用 USB 线连接电脑和解码器，打开机子后面的电源开关。

2：以 windows10 系统的电脑为例，用 USB 线将主机跟电脑连接，并把主机的输入通道

切换到 USB 的位置（因为跟电脑是通过 USB 口连接的），这个时候用鼠标右键点击电脑桌面

右下角的喇叭图标，在弹出窗上选择打开声音设置选项，这个时候应该能看到电脑识别出来

的 aune USB DAC，选择作为输出设备即可。

http://www.auneaudio.com


或者也可以打开电脑的控制面板选择硬件和声音选项，进入之后选择声音选项下面的管

理音频设备，在弹出窗里面选择我们的 aune UAB DAC 作为默认的输出设备即可

也就是说，电脑不是智能设备，不能替您决定用哪个设备作为声音输出，需要自己手动选择。

3：给电脑设置完声音输出默认设备之后就可以打开电脑上的任何音乐播放器来播放音

乐了。不过有的音乐播放器可能还需要另外再设置一下声音输出设备，这是音乐播放器的特

性决定的，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以酷狗音乐为例：需要在右上角的主菜单里面找到设置选项，进入之后点击左侧的音频

设置，在音频输出选项里面选择我们的 aune UAB Audio Device 作为默认的输出设备即可。

如下图：

其他音乐播放器比如酷我音乐、网易云、QQ 音乐或者是

其它主流网络音乐播放器的设置也是类似的。



4：驱动的下载安装：根据不同版本的电脑系统，有的需要安装驱动有的则可以不需要，

或者只有使用一些专业的音乐播放器时才需要安装驱动，有的微软 windows10 系统和苹果的

MAC 系统无需安装驱动即可使用，只需要做第 2点的相关设置即可。

根据快速指南上的官网地址 www.auneaudio.com 进入到官网里面，在上方的

服务支持→相关下载→Flamingo，在下面的驱动工具下方可以看到不同版本的驱动，下载到

电脑上之后打开文件夹，点击 驱动图标的应用程序一直默认安装就行。这样在电脑桌面

的右下角就可以看到驱动图标→

4.67 版本的驱动适用于 win7-10 的系统，5.30 的驱动适

用于 win11 系统

5：除了快速指南上的说明内容，其它接口功能使用和显示屏内容说明如下：

模拟音频输出口---是机子内部 DAC 电路解码之后的模拟音频信号输出，可以用面板上的旋

钮调节音量。可以连接任何有立体声模拟信号输入口的功放音响或者有源音箱等设备，可根

据不同后端设备的接口自行购买合适的线材连接。



Flamingo的模拟音频输出口跟X8纯解码器或者X1SGT解码耳放一体机的线路输

出口以及前级输出口之间有什么区别？

模拟音频输出口---代表既可以用作线路输出也可以用作前级输出的接口统称，当音量调到

最大固定输出时就是线路输出功能，在进行音量调节时就是前级输出功能。比如我们的 X5S

八周年数播后面的模拟音频输出口，因为是可以固定输出也可以切换调节音量输出，因此标

识为模拟音频输出口。

线路输出口---也就是机子内部 DAC 电路解码之后模拟音频信号原汁原味的直通输出，既然

是直通输出一般都是不能进行音量调节的，代表的是固定音量输出。

前级输出口---也就是机子内部 DAC 电路解码之后模拟音频信号经过预处理的输出（预处理

可以有几千上万种方式，不同的产品则预处理方式和电路类型是不一样的），可以用面板上

的旋钮来调节音量（调节音量也是一种预处理方式）。一般用于连接纯后级功放或者是没有

音量调节功能的有源音箱。

同轴输入口---COAX 同轴数字信号输入口的支持能力是 DSD128 和 32bit384k，可以跟其他具

备同轴音频信号输出的设备连接，比如 CD 机、电视机、电脑的独立声卡以及各种数播产品

（比如我们的 X5S 八周年数字音乐播放器）。（同轴线连接，比如我们的 AL1S 同轴线或者

ADC210 系列同轴线）

USB 输入口（USB-B 型 2.0 USB 母口，俗称打印机方口）的支持能力是 DSD512 和 32bit768k，

可以跟电脑和手机（苹果/安卓）以及其他具备 USB 信号输出的便携类数播（索尼/三灵/其

他品牌）连接使用，解码器的 USB 口采用的是 B 型方口，跟手机连接时需要用 OTG 转换头或

者转换线，如下图：（仅供参考）



耳机插孔---6.35 单端耳机插口，可以用 6.35 转 3.5 的转接头来插入 3.5 插头的耳机听音

乐。



输出模式---OPA 运放输出，即耳机输出和模拟音频输出都是内部 DAC 解码之后 OPA 运放的

信号输出。三频音色平衡高解析，尽显 OPA 运放风格。

TUBE 电子管输出，即耳机输出和模拟音频输出都是内部 DAC 解码之后 OPA 运放

信号再经过电子管缓冲之后的输出。胆味浓郁，音色柔润细腻，尽显电子管柔

情本色。

注：电子管的型号是根据性能参数来优化好的，不可自行随意更换。

两种输出模式不存在哪个效果好的说法，也不存在建议使用哪种模式的说法，您可以根据

自己的设备搭配和个人听感需求来自行切换选择。

6：蓝牙功能的使用（仅限蓝牙版的）---连续按下右侧的控制键，将输入通道切换到显示 BT，

即代表蓝牙接收模式，打开手机的设置→蓝牙，点击搜索设备，搜到相关设备之后点击进行配对

即可，再打开手机上的任何音乐播放器就可以将音乐传送给我们的设备来解码输出。

7：数字滤波模式的选择可以根据快速指南上的操作说明来切换对比试听，根据自己的听音

环境和设备搭配情况来自行选择合适自己的听感，如果听不出来区别的直接选用 F1 模式就

行。注：滤波模式不存在建议只用哪种模式以及哪种音质好的说法。滤波图形说明如下：



用解码器听高码率 DSD 音乐的设置

6：如果想听 DSD 音乐或者是更高采样率歌曲的话（很多电脑自身的声卡是不能支持到

384K 以上的）就必须要用到专业的音乐播放器和相关插件（比如 foobar2000 播放器或者

jriver 播放器），插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去下载 X8 完整版帮助文件，帮助文件里面含有

foobar 播放器的相关插件，下载完整版帮助文件的时候自己要记住文件所保存的位置。插

件的安装操作如下：

（1）首先 foobar2000 播放器需要自己在网上搜索下载或者到 foobar2000 播放器的官网去

下载，下载好之后再安装好（不要安装在 C盘）

（2）安装好 foobar2000 以后，先不要打开 foobar 播放器，因为必须要确保播放器的组件

里面安装了 SACD 的插件才行，安装这个 SACD 插件的时候是不能打开 foobar 播放器的。

（3）在刚下载的 X8 完整版帮助文件里面打开驱动安装和 DSD 教程文件，再打开

“foo_input_sacd-0.6.6”文件夹，点击安装里面的“ASIOProxyInstall-0.6.5.exe”，一

直默认安装就行。

（4）然后再打开 foobar2000 播放器，打开“媒体库—配置界面，点击“组件”栏，点击右

下角的“安装”，找到 foo_input_sacd-0.6.6 文件夹中的

“foo_input_sacd.fb2k-component”组件点击安装—应用，这个时候要求重启播放器，重

启就安装好了。

（5）然后再打开媒体库—配置界面点击“组件”栏，点击右下角的“安装”，连续安装

“FOOBAR2000 ASIO 插件”文件夹中的 foo_out_asio.fb2k-component 组件和

foo_input_sacd-0.6.6 文件夹中的 foo_input_sacd.fb2k-component 组件，最后点击应用，

再点确定就完成了。



播放器安装好上面两个组件之后之后还需要做以下相关设置：

中文版 foobar2000 播放器设置：

（1）打开媒体库→配置

（2）双击左侧栏的输出选项，在右边栏选 DSD：ASIO：foo_dsd_asio

（3）点击左侧栏的 ASIO 选项，再双击右侧栏的 foo_dsd_asio，在弹出的小页面里面选择

aune USB Audio Device 作为输出设备，然后把 DSD64 调到最大的 DSD512，设置好之后关掉

小页面。

操作完以上之后，就

可以在媒体库→配

置→组件里面查看

到已经安装好 ASIO

和 SACD 的组件了，

如左图所示。



（4）双击左侧栏的工具，点击 SACD 选项，把右侧栏的输出模式切换为 DSD，把右边的 Dop

转换器打勾，最后点击应用，再点击确定即可，这样就可以在电脑上正常播放 DSD 音乐的文

件了。注：播放 DSD 音乐时播放器和电脑是不能调节音量的，播放器也不会有声谱显示，这

是由 foobar 播放器和 DSD 信号自身的特性决定的，跟解码器无关。DOP 是否打勾是不同版

本的设置，没有就不用打钩。

英文版 foobar2000 播放器设置：



（1）打开 Library→Configure

（2）双击左侧栏的 Playback，单击下面的 Output，在右侧栏的 Device 选项选择

ASIO：foo_dsd_asio 组件

（3）然后再双击打开 output，单击下面的 ASIO，在右侧栏双击 foo_dsd_asio，在弹出

的小页面选择我们的设备作为输出设备，按照图片做好其它选项设置。





（4）再双击左侧栏的 Tools，单击下面的 SACD，在右侧栏设置为 DSD，把采样率调到最大，

最后点击 Apply，再点击 OK 确定即可，这样就可以在电脑上正常播放 DSD 音乐的文件了。

注：播放 DSD 音乐时播放器和电脑是不能调节音量的，播放器也不会有声谱显示，是 foobar

播放器和 DSD 音乐信号的特性决定的，不是我们能改变的。

******非常感谢您慧眼识珠选择使用我们这款

Flamingo（火烈鸟）电子管解码耳放一体机！如

有其他使用上的问题请及时联系客服，我们都会

给与一对一指导解决的，aune 韦工竭诚为您服

务，电话 15172353651（微信同手机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