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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Audio Network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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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100+前面板有两个指示灯和两个拨杆开关，其意义如下：

硬件说明

前面板

开关状态为off和         时，电池均会处于充电状态。

请务必使用随机或专门为18650电池充电设计的充电器

1 2

1号指示灯 电池电量指示灯：98%以上电量情况下为绿色，15-

98%电量为熄灭，低于15%为红色。

2号指示灯 系统工作状态指示灯：0.5秒快速闪烁为系统处于开机状

态，1秒闪烁为系统网口没有连接状态，请检查网线是否

插好。常亮为系统正常工作状态

3号开关 系统供电方式切换开关，        档位为边充边放供电模式，

此时，系统供电由电池和随机充电器共同提供。       为

纯电池模式，系统与充电器断开，电力仅由电池提供。

纯电池模式下声音较好。

4号开关 系统开关，on为开机，off为关机。切换到off时，自动

连接充电器为电池充电



DC 充电器输入，用于连接随机充电器

AES AES数字音频输出接口

SPDIF SPDIF数字音频输出接口

i2s i2s数字音频输出接口

USB1 USB2.0接口，用于连接USB存储设备

USB2 USB3.0接口，用于连接解码器或USB存储设备

RJ45 RJ45以太网接口，用于连接家庭网络

GND 标准接地柱，可以用于需要接地的使用场景

NB100+后面板接口说明如下：

DC

USB1 RJ45

后面板

USB2

i2sSPDIF

GND AES

NB100+USB解码器的优化基于USB3.0接口完成，请务必将USB解码器连接在USB2接口。

否则USB解码器的回放音质会有明显下降

接地柱使用建议：设计良好的地盒产品对NB100+有非常明显的改善作用，可以考虑用地盒

产品连接GND接口提升声音整体表现。



随机充电器

请将随机充电器连接至220V电源，将DC输出接口连接在NB100+后面板的DC输入接口上。充电
器指示灯状态如下：

充电状态 前面板4号开关off时。NB100+处于纯充电状态。此时

根据电池电量从低到高，充电器指示灯闪烁（只有在电

池电量耗尽，涓流充电中时才会发生闪烁），红灯（普

通充电状态），绿灯（电池充满，充电器自动断开）

电池供电开机状态 前面板开关组合为，3号开关        ，4号开关on时。

绿灯（系统与充电器自动断开）

边充边放状态 前面板开关组合为，3号开关        ，4号开关为on时。

系统处于边充边放状态。此时根据电池电量从低到高，

依次为红灯闪烁（只有在电池电量耗尽，涓流充电中时

才会发生闪烁，此时即便采用边充边放模式系统仍然不

会开机），红灯（普通边充边放状态，系统正常开机）。



选择合适的网络连接方式：

NAS

ROUTER ROON /UPnP
server

NB100+

桥接模式连接示意图

NAS

HiFi Switch
Router

Roon/UPnP Server NB100+

非桥接模式连接示意图

在您拥有不同的网络设备的情况下，网络的建议连接方式不同：

• 在没有HiFi交换机的情况下，如果音乐服务器支持桥接方式。建议使用桥接方式连接网络

• 在存在HiFi交换机，或者音乐服务器不支持桥接的情况下，建议使用非桥接方式连接网络



方法二、使用安卓+ROON专用服务器的用户，打开手机或PC上的ROON REMOTE软件，在设

置—>音频菜单中可以找到NB100+，可以查询NB100+的IP地址。

软件快速使用说明
查找NB100+IP地址

方法一、WindowsPC/苹果iPhone/iPad/MAC OS直接在浏览器中输入celaudio.local即可直接

打开配置界面

NB100+工作时需要从网络获取IP地址，请确认您的网络可以分配IP地址



方法三、安卓用户使用UPnP时，可以通过例如Linn Kazoo，BubbleUPnP等UPnP控制软件查找

IP地址，以BubbleUPnP为列：

打开BubbleUPnP，点击

Render选择界面

点击CelAduio右侧的

点击弹出菜单的Info项 在信息页面中找到IP地址



方法四、在路由器上查找名称为CelAudio的主机IP地址，具体查找方法请根据使用的路由器说明

书操作。以华硕路由器为例

打开主页面，点击阅览名单

找到CelAduio，即可查询IP地址



快速使用NB100+：

在手机或PC的浏览器上输入NB100+的IP地址，即可打开配置页面

快速配置步骤：

1. 关闭不使用的音乐服务：一般情况下，不会同时使用所有的音乐服务，建议关闭不使用的，

音乐服务。点击图标即可完成音乐服务的打开与关闭操作。绿色代笔音乐配置为打开，并且

音乐服务正常运行，红色代表音乐服务配置为关闭，并且音乐服务没有运行。橙黄色出现的

情况比较罕见，代表音乐服务配置为打开，但是没有运行。刚刚开机时，因为音乐服务还没

有来得及启动完成，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如果开机一段时间后仍然显示橙色，可以通过

再次点击图标尝试恢复其正常状态。



2. i2s数字输出设定（可选，使用SPDIF/AES/USB方式连接解码器可忽略此步骤）

由于i2s接口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因此根据不同的解码器需要正确设定i2s参数。

打开NB100+WEB管理页

面，选择菜单->数字输出

管理

找到IIS配置选项卡，点击

IIS厂家适配栏下的选项卡

选择您的解码器 点击确定完成配置

如果解码器没有出现在设备列表中，请考虑选择以下方式之一完成配置

• 联系解码器商家确认解码器与那种常见解码器兼容，并选择对应解码器

• 选择User Define自行定义解码器i2s接口

• 联系解码器商家索取i2s资料，发送给赛耳之声客服，由赛耳之声发布新的软件版本提供

新的解码器适配选项



3. 使用ROON Bridge播放设定

打开ROON Remote，点击
左上角菜单图标，进入设置
菜单

点击启用，并根据自己喜好
对该设备命名。其中
CelAudio为NB100+的
AES/SPDIF/i2s输出

点击右下角图标，在弹出的
界面中选择切换区域

选择前面命名的解码器，后
正常使用ROON，即可播放
音乐

开启ROON Bridge服务。 在音频标签页，会发现

CelAudio选项，如果连接

了USB接口的解码器，会同

时显示USB解码器名称



4. 使用UPnP播放设定

4.1 使用QQ音乐：

iPhone在播放页面点击

Qplay图标

开启UPnP Render服务。 在输数字出管理菜单的UPnP配置标签中使用正确的输

出方式，其中

Digital： CelAudio为NB100+数字输出

USB：<解码器名称>为USB解码器

并指定使用DOP方式还是原生方式输出DSD音频信号

选择CelAudio即可开始

播放

建议将QQ音乐开至最大

音量



安卓手机使用QQ音乐除需要打开UPnP Render服务，指定UPnP使用正确的输出方式外，需要打开

Qplay功能，操作步骤如下

点击右下角我的，然后点击
右上角菜单

点击设置 点击Qplay与车载音乐

点击音箱 打开音箱选项



在QQ播放页面点击，选项->Qplay图标，选择CelAudio即可开始播放，建议将QQ音乐开至最大音量

4.2 播放本地USB存储设备中的音乐

除完成QQ音乐播放配置需求的UPnP相关设定外，请打开本地播放服务器功能，将USB存储设备插入

USB1接口，然后点击扫描本地音乐文件。

USB存储设备如果采用大容量（2T以上）SSD硬盘，2.5寸机械移动硬盘或者3.5寸机械硬盘

盒，建议采用单独的硬盘供电，否则可能导致NB100+工作时间严重缩短，或者无法正常工

作 



iPhone建议使用mConnectPlayer或Linn Kazoo，以mConnectPlayer为例

点击右下角Play to图标，
选择CelAudio，系统会自
动将音乐播放到连接到
NB100+的解码器

点击下部Browser图标，选
择CelAudio

点击Music

根据喜好选择寻找音乐的方
式，下面以目录浏览方式为
例，点击Folders

点击出现的目录名称，不同
的USB存储设备可能出现的
名称不同

点击想要播放的音乐目录



点击想要播放的音乐 系统会自动开始播放

安卓建议使用BublleUPnP或Linn Kazoo。下面以BubbleUPnP为例

点击            图标 点击CelAudio，系统会自
动将音乐播放到连接到
NB100+的解码器

点击右下角Library图标，
在左上角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Select libraty



点击CelAudio 点击Browse Folders 点击出现的目录名称，不同
的USB存储设备可能出现的
名称不同

点击想要播放的音乐目录 点击想要播放的音乐 系统会自动开始播放



5. 使用HQPlayer NAA播放设定

开启NB100+的

HQplayer服务。

打开HQPlayer File-

>Settings菜单

Backend选择NetworkAudioAdapter

稍后Device中会根据连接情况出现一个或多个可选项，其中：

CelAudio bcm2835-i2s-gsc1000 HiFi 是NB100+的数字输出

CelAudio：USB解码器名称为USB连接的解码器 

可以根据需求选择具体设备进行播放，随后完成HQPlayer其他设定，并点击确定保存设置



6. 使用AirPlay播放设定

开启AirPlay服务。 在输数字出管理菜单的Ai人play配置标签中使用正确的

输出方式，其中

Digital： CelAudio为NB100+数字输出

USB：<解码器名称>为USB解码器

以iPhone的QQ音乐为例，

在播放页面点击AirPlay

图标

选择CelAudio即可开始

播放

建议将QQ音乐开至最大

音量



网络设置中主要有两项设定：

• 主机名称：赛耳之声的所有设备包括NS200和NB100+在出厂时默认设定的主机名称均为

CelAudio。当仅有一台设备时该名称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一旦网络中同时使用两台设备时，

会发生网络访问异常。因此需要修改为不同主机名称

• IP模式：

• DHCP模式：为出厂默认模式，从网络中自动获取IP地址

• DHCP_TO_STATIC模式：为建议使用模式，工作原理为自动获得IP后，自动将获得的IP信息

转为静态IP工作状态。从而降低系统开销，并提升稳定性。

软件高级使用说明

系统管理

网络设置



• 当前固件版本：为当前NB100+数字模块固件版本，如果上次固件升级失败，数字模块失效，

所有音乐进程开机无法自动打开，当前固件版本会变为N/A。此时关机重启后可以尝试再次升

级固件。

• 升级时请根据官方信息下载新的固件版本，存放在用于升级的电脑中

• 点击BROWSE

固件升级

该项目为NB100+数字模块固件升级程序，获取固件升级信息请关注赛耳之声官方网站

http://www.celaudio.com/nb100.html

或加入赛耳之声与至纯网音官方QQ群：738178085

由于数字模块固件升级风险较高，因此不支持在线升级方式，需要根据公告下载相应固件文件。

开始升级前请关闭所有音乐播放程序，关闭本地播放功能



选中固件升级文件，点击打开

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

升级开始，此过程中，严禁任何其他操作



升级成功，点击完成后，重启NB100+



• 产品序列码：为NB100+硬件序列号，除非更换新的硬件，否则不会改变

• 授权码：该授权码为当前功能授权码，所有的NB100+出厂时都会带有Base Function的授权

码。购买新的授权功能后，在此处填写新的授权码。

• 授权状态：为当前机器所具有的功能类别。

License授权

该项目为NB100+部分收费功能授权模块，目前仅有升频功能为收费功能，需要单独购买软件授

权

License可以通过赛耳之声官方淘宝店或赛耳之声指定经销商购买。购买License时需要提供产品

序列码。



• 用任意文本编辑器打开从购买商家或赛耳之声官方发回的授权文件。

• 用任意文本编辑器打开从购买商家或赛耳之声官方发回的授权文件。

• 授权文件第一行请忽略

• 第二行为  产品序列码：授权码

• 核对产品序列码无误后，将授权码填写到授权码栏点击确定



• 点击确定

• 系统设置成功后，点击确定



• 确认系统授权状态为UP Sample



其他设置

该项目在3.2版本中仅有一个设置项——WEB选项，用于设定是否在开机5分钟后关闭WEB服务。

关闭WEB服务可以进一步减少系统与音乐播放无关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声音回放质量

点击WEB选项的下拉框，选择以下两种配置之一

• 永不关闭：任何时刻均可访问NB100+的WEB配置界面，适用于频繁切换应用的用户

• 五分钟后关闭：系统启动五分钟后，WEB配置功能被自动关闭，适用于使用

ROON/HQPlayer NAA的用户

• 点击确定

设置成功后，系统会弹出对话框，点击确认完成设置



IIS配置支持两种配置模式：

• 预置模式：在IIS厂家适配下拉框中直接选择解码器类型

• 自定义模式：在IIS厂家适配下拉框中选择User Define，用户可以根据解码器厂家提供的资料

进行对应设定，支持配置类型如下

• IIS对齐方式：支持i2s，left，right

• IIS时钟：支持22M/24M和45M/49M两种主时钟输出。

• IISS信号极性：支持正常和翻转两种模式

• IIS DSD输出：设定DSD信号输出管脚

• IIS DSD声道：设定DSD左右声道，支持L->SD R->LRCK，和L->LRCK R->SD两种模式

设定结束后点击确定保存配置

数字输出管理

IIS配置



DAC配置

在使用i2s接口时，由于连接DAC的最大码率，是否支持DSD无法传递给NB100+。因此需要手

动指定DAC的最大码率和DSD支持能力

配置结束后点击确认保存配置



UPnP配置与AirPlay配置

此配置用于指定UPnP/AirPlay使用数字输出还是USB解码器

对于UPnP同时需要指定采用DoP方式还是DSD Native方式输出DSD音乐

其中Digital：CelAudio为数字输出

USB：<解码器名称>为USB解码器输出

配置结束后点击确认保存配置



RJR配置

RJR为Realtime Jitter Reduction（实时抖动消除）的缩写，为至纯网音的音乐文件抖动抑制算

法，用于消除录音，转制，格式转换过程中产生的噪音。

RJR对超过80%的录音回放产生有效改善，但是由于是预测算法，并不能对所有录音产生正向作

用。可以根据自身听音喜好打开或者关闭RJR功能。

配置结束后点击确认保存配置



升频配置

升频功能为NB100+高级功能，需要单独购买许可。具体购买方式请见License管理部分。配置

部分如下：

升频选择：可选打开或关闭升频功能

DSD类型：支持DSD_TYPE_A/DSD_TYPE_B两个类型，其中DSD_TYPE_A支持附加的DITHER算

法，DSD_TYPE_B不支持附加的DITHER算法

DITHER选择：在选择DSD_TYPE_A时可以选择DITHER类型，支持关闭，

RPDF/TPDF/RPDF_S/TPDF_S/RPDF_D/TPDF_D/RPDF_SD/TPDF_SD DITHER算法

配置完成后请点击确定保存配置

由于不同升频算法对声音影响不同，请根据自身喜好选择合适的升频配置



系统信息页面包含部分用于检查当前系统工作状态的信息，包含以下内容

主机名称：当前设定的主机名称

软件版本：NB100+当前运行的软件版本。

USB存储信息：NB100+当前USB口是否连接了USB存储设备，连接USB存储设备显示USB-

Storage，没有连接显示none

USB：显示当前USB接口是否连接解码器，是否在播放音乐，以及是那个软件占用USB解码器和

播放码率信息

数字输出：显示当前数字接口名称，是否在播放音乐，以及是那个软件占用USB解码器和播放码

率信息

系统信息



软件升级

NB100+包括两部分软件，数字模块固件和系统软件。该项目为在线NB100+运行的系统软件升

级，数字模块固件升级请参照本说明书的固件升级部分。

点击检查更新



系统会自动在线检查是否存在升级版本，如果存在升级版本会跳出对话框，提示版本信息。如果

确定升级点击确定按钮

系统开始下载并安装软件



安装成功后系统会提示安装完成，此时点击完成

系统弹出对话框，再次提示升级成功，建议重启系统。请点击确定并重新启动系统



支持音乐文件格式 Flac，WAV，MP3，AIFF，DSF，DIF，APE，ALAC，
AAC，SACD ISO

支持音乐服务类型 ROON Bridge，HQPlayer NAA，UPnP Server，
UPnP render，AirPlay

支持互联网音乐平台 Tidal，Qobuz，QQ音乐，网易云音乐（限安卓手机），
HiFi音乐Pro，虾米音乐（限安卓手机）

最大外接存储容量限制 无，建议不大于4T

最大码率 PCM 768KHz/32bit，DSD 512

设备接口 以太网RJ45*1，USB2.0*1，USB3.0*1，
SPDIF(RCA)*1，AES*1，IIS(HDMI)*1

供电要求 DC 8.4V, 支持18650电池充电管理，接口尺寸5.5*2.1

续航时间 约13小时

物理尺寸（mm） 360*165*70（长*宽*高）

重量（Kg） 2.75

产品规格

SACD ISO和APE文件需要播放软件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