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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nky Server 參考文件
* 此文件說明安裝於我們網路音樂伺服器上的 Twonky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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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 Twonky Server 設定視窗

1 安裝「Magical Finder」設定工具。

3 

4 

2 啟動「Magical Finder」。
* 將 (要設定的 ) 電腦與終端機接上本裝置所連接的同一路由器。

按一下 [browser] (瀏覽器 )。

按一下 [MEDIA SERVER SETTINGS]  
(媒體伺服器設定)。

網路音樂伺服器設定視窗將會開啟。

Twonky Server 設定視窗將
會開啟。

若顯示 [As the IP setting is incorrect, you cannot open the setting window in the browser]  
(由於 IP 設定不正確， 因此您無法在瀏覽器中開啟設定視窗 ) 訊息：

1 按一下 [OK] (確定 ) 關閉此視窗。
2 按一下 [IP settings] (IP 設定 )。
3 進行設定， 使其連線到與要設定之電腦與終端機所在的同一網路。
* 例如， 若 IP 位址為「AAA.BBB.CCC.DDD」， 請設為與電腦或終端機相同的數字「AAA.BBB.

CCC」， 但就「DDD」而言， 請從 0 與 255 之間選擇不同於其他裝置的數字。   
設定與電腦和終端機相同的子網路遮罩與預設閘道。   
(電腦上的 Magical Finder 會在相同視窗中顯示電腦的網路設定。 )

電腦 http://www.iodata.jp/fidata/en/support/#download 

iOS/Android 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尋「Magical Finder」應用程式。

http://www.iodata.jp/fidata/en/support/#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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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在此選擇。
► 設定 5
您可設定 Twonky Server。
* 首先會顯示 [設定 ] 的 [狀態 ]。

► 音樂、 視訊及圖片 18
您可指定要播放曲目的音訊裝置。
* 預設值為停用視訊與圖片。
選擇  共用 > 媒體類型 中的 共用資料夾， 
然後您可選擇串流媒體。

選擇設定或音樂時， 便會切換此項目。
按一下這裡開啟各頁面。

5 設定 Twonky Server。

[儲存變更 ] 按鈕
設定視窗有 [儲存變更 ] 按鈕。

* 狀態視窗無 [儲存變更 ] 按鈕。
若您已變更各項目的設定， 請確定在變更頁面之前按一
下 [儲存變更 ]。
若您未按一下 [儲存變更 ] 按鈕就變更頁面， 便不會反映
項目設定。

視窗範例： fi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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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您可設定 Twonky Server。
開啟 Twonky Server 設定視窗時， 會先顯示 [狀態 ]。

► 狀態 6

顯示關於 Twonky Server 的狀態資訊。
開啟 Twonky Server 設定視窗時， 會先顯示 [狀態 ]。

► 設定 8

選擇 Twonky Server 語言， 並設定播放時的資料夾結構 (瀏覽樹 )。

► 共用 10

設定音樂串流至音訊裝置 (媒體接收器 )。
您可變更音訊裝置類型並設定各音訊裝置的瀏覽樹。

► 彙總 12

設定彙總功能。
您可處理另一媒體伺服器的內容， 彷彿儲存在網路音樂伺服器上。

► 進階 15

允許 Twonky Server 的進階設定。
若 Compilation Album (編輯專輯 ) 顯示異常， 或未找到內容， 您可修正進階設定， 
解決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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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

狀態
顯示關於 Twonky Server 的狀態資訊。

 ■ 暱稱 
此為網路音樂伺服器的暱稱 (在 DLNA 網路上的名稱 )。   
若要變更此名稱， 請變更網路音樂伺服器設定視窗中的 [名稱 ]。

 ■ 版本
表示 Twonky Server 的版本。

 ■ 內容數 
表示儲存於網路音樂伺服器上的視訊、 曲目及圖片內容數。

 ■ 活動狀態
表示網路音樂伺服器的操作狀態。
如此範例所示， 若顯示 [沒有流 ] 訊息， 表示音樂並未串流至任何音訊裝置。

 ■ 詳細狀態

 □ 快取記憶體
表示 Twonky Server 自動指派的快取資料大小。 您無法手動設定此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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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

 □ 上次資料庫更新
表示內容資料庫最近的更新日期。

 □ 伺服器執行時間
表示 Twonky Server 連續運作的時間。

 □ 網路接口
此為音訊伺服器的 IP 位址及 MAC 位址。
您可在網路音樂伺服器設定視窗中設定 IP 位址。
各裝置都有唯一的 MAC 位址。 您無法變更此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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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設定
選擇 Twonky Server 語言， 並設定播放時的資料夾結構 (瀏覽樹 )。

 ■ 語言  預設值  繁體中文
選擇要在設定視窗及瀏覽樹 (播放時的資料夾設定 ) 中使用的語言。
* 請注意， 音樂資訊等並不會翻譯。

 ■ 瀏覽樹  預設值  進階媒體導覽
進行播放時的資料夾設定。 登錄音訊裝置 (媒體接收器 ) 時， 已選擇您在這裡設定的類
型。

若您要變更各音訊裝置的瀏覽樹類型：

選擇以下項目， 設定各音訊裝置的類型：共用 > 瀏覽類型 中的 媒體接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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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 行動
此資料夾設定適用於行動終端機

 □ 經典型媒體瀏覽 (基本媒體瀏覽 )
此資料夾設定適用於小型音樂庫

 □ 類似 iPod
此資料夾設定適用於想要使用類似 iPod 設定的使用者。

 □ 資料夾
此資料夾設定適用於想要依照自己的喜好管理音樂資料夾的使用者。

 □ 進階媒體導覽
此資料夾設定適用於大型音樂庫

瀏覽樹的類型及資料夾設定

以下資料夾設定為各類型所設定， 通常以下列順序顯示。 然而， 根據您所使用的音訊裝置， 
可能有不同。

行動 經典型媒體 
瀏覽 類似 iPod 資料夾 進階媒體 

導覽

資料夾 資料夾 資料夾

最近新增的曲目 最近新增的曲目 最近新增的曲目 最近新增的曲目 最近新增的曲目

演出者 演出者 演出者 演出者

演出者 
索引

專輯 專輯 專輯 專輯

專輯 
索引

專輯 
索引

專輯 
索引

專輯 
索引

專輯 
索引

作曲者 作曲者

格式 格式 格式 格式 格式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演出者／唱集

類型／唱集

類型／曲目 類型／曲目 類型／曲目 類型／曲目

播放清單 播放清單 播放清單 播放清單

個人 
評分

所有音樂 所有音樂 所有音樂 所有音樂

標題索引 標題索引 標題索引 標題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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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

共用
設定音樂串流至音訊裝置 (媒體接收器 )。
您可變更音訊裝置類型並設定各音訊裝置的瀏覽樹。

 ■ 共用資料夾

 □ 核取方塊  預設值  已勾選
若已勾選， 右方資料夾中的曲目會串流至網路音樂裝置。

 □ 共用資料夾  預設值  /mnt/hda6/share/contents/
此資料夾儲存串流曲目。
* 您無法變更或新增資料夾。

 □ 媒體類型  預設值  音樂
您可設定串流媒體類型。   
此設定適用於僅串流曲目的網路音樂伺服器。
* 唱片封套相片未設為當作圖片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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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

 ■ 媒體接收器
設定 Twonky Server 登錄的音訊裝置 (媒體接收器 )。 Twonky Server 自動偵測並登錄音
訊裝置。

 □ 對新媒體接收器自動啟用共用  預設值  已勾選
Twonky Server 自動登錄音訊裝置時， 請選擇音樂串流方法。
● 勾選狀態及音訊串流

勾選／未勾選 偵測到新的音訊裝置
已勾選 

(預設值 )
登錄為可串流音樂的裝置。   
(勾選音訊裝置左邊的方塊 )

未勾選
登錄為不可串流音樂的裝置。
(未勾選音訊裝置左邊的方塊 )

 □ 核取方塊  預設值  *
設定右方的音訊裝置是否可串流音樂。
* 使用 [對新媒體接收器自動啟用共用 ] 選項變更預設值。
● 核取方塊及音樂串流

勾選／未勾選 音訊裝置
已勾選 啟用音樂串流。
未勾選 停用音樂串流。

 □ MAC
此為音訊裝置的 MAC 位址。

 □ IP
此為音訊裝置的 IP 位址。

 □ 昵稱 (暱稱 )
此為音訊裝置的暱稱 (在 DLNA 網路上的名稱 )。

 □ 媒體接收器類型  預設值  *
選擇音訊裝置類型。
* Twonky Server 自動決定與設定預設值。

 □ 瀏覽類型  預設值  *
設定各音訊裝置的瀏覽樹 (播放時的資料夾設定 )。
* 選擇 設定 > 瀏覽樹 設定預設值。

 □ 還原清單
所有登錄的音訊裝置都從清單上刪除。
之後會再次偵測並自動登錄現有的音訊裝置。

音
訊
裝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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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總

彙總
設定彙總功能。
您可處理另一媒體伺服器的內容， 彷彿儲存在網路音樂伺服器上。
若您使用不只一台網路音樂伺服器， 此功能相當實用。
* 並不保證將偵測到所有媒體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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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總

 ■ 啟用彙總  預設值  未勾選
若勾選， 便會啟用彙總功能。
根據 可用的伺服器 的設定， 處理各媒體伺服器的內容。

 ■  彙總模式  預設值  忽略
若偵測到另一個新的媒體伺服器， 請選擇要自動設定的操作。

 □ 忽略
不會彙總新偵測到的媒體伺服器。

 □ 彙總
可處理新偵測到的媒體伺服器內容， 彷彿儲存於網路音樂伺服器上。

 □ 自動複製
新偵測到的媒體伺服器內容複製到網路音樂伺服器。
* 若您想要彙總網路上可能無法隨時使用之媒體伺服器 (如智慧型手機 ) 的內容， 此功
能相當實用。

* 內容從「contents」 (內容 )資料夾複製到「mirrored」 (鏡像 )資料夾。

 ■ 可用的伺服器
設定各媒體伺服器的操作。

處理自動複製內容

若您編輯或刪除自動複製的內容， 便會如下所述處理網路音樂伺服器的內容。 *

媒體伺服器上的內容
編輯 以編輯的內容覆寫並複製。
刪除 保留網路音樂伺服器上的內容。

網路音樂伺服器上的內容
編輯

以媒體伺服器內容覆寫並複製。   
遺失編輯的內容。

刪除 再次複製內容。

* 於某個時間反映變更， 例如重新啟動網路音樂伺服器時。

若彙總操作設為 [自動複製 ]
我們建議您不要勾選 [視訊 ] 方塊。
* 視您的狀態而定， [圖片 ] 設定可能影響專輯封面等。

 □ 媒體類型   
預設值  勾選所有方塊
您可設定媒體類型， 以共用內容。
僅會彙總您勾選的媒體類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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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總

 □ 彙總時的操作  預設值  *

設定彙總時各媒體伺服器的操作。
* 選擇視窗內的 彙總模式， 設定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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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

進階
允許 Twonky Server 的進階設定。
若 Compilation Album (編輯專輯 ) 顯示異常， 或未找到內容， 您可修正進階設定， 解決
這些問題。

 ■ 改進我的體驗  預設值  未勾選
若勾選， Twonky Server 資訊會傳送到 PacketVideo Corporation。
* 勾選此方塊前， 請閱讀目的地連結的政策聲明。
* 此資料不會傳送至 I-O DATA DEVICE,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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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

 ■ 忽略目錄 
預設值  AppleDouble,AppleDB,AppleDesktop,TemporaryItems, 
 .fseventsd,.Spotlight-V100,.Trashes,.Trash,RECYCLED, 
 RECYCLER,RECYCLE.BIN
設定內容掃描時要忽略的資料夾。

 ■ 編輯資料夾  預設值  Compilations, Sampler
設定儲存 Compilation Album (編輯專輯 ) 音樂資料的資料夾名稱。

若 Compilation Album (編輯專輯 ) 中的音樂顯示異常
進行以下步驟。
1 檢查儲存 Compilation Album (編輯專輯 ) 音樂資料的資料夾名稱。
2 在編輯資料夾的輸入欄位中， 輸入您在步驟 1 中檢查的資料夾名稱， 前面加上一個逗號 (,)。
3 選擇 [儲存變更 ]， 更新設定。
4 按一下伺服器維護的 [重新掃描內容資料夾 ]。
5 請確定正確顯示曲目。

若顯示非預期的資料

進行以下步驟。
1 檢查是否顯示包含非預期資料的資料夾名稱。
2 在忽略目錄的輸入欄位中， 輸入您在步驟 1 中檢查的資料夾名稱， 前面加上一個逗號 (,)。
3 選擇 [儲存變更 ]， 更新設定。
4 按一下伺服器維護的 [重新掃描內容資料夾 ]。
5 請確定正確顯示曲目。

 ■ 重新掃描間隔  預設值  -1
設定更新音訊資訊的掃描間隔 (分鐘 )。
若間隔為「-1」， 便會自動監控音訊更新並更新音訊資訊。
* 在正常情況下， 請讓間隔保持為「-1」。

 ■ NIC 變更後重新啟動  預設值  已勾選
若勾選， 且 LAN 線未插上， 或 IP 位址變更時， Twonky Server 便會重新啟動。
* 在正常情況下， 請讓此方塊保持勾選。

 ■ 伺服器維護
您可操作 Twonky Server。

 □ 重新啟動伺服器
重新啟動 Twonky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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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

 □ 重新掃描內容資料夾
更新音訊資訊。

 □ 還原至預設值
將 Twonky Server 回復至預設設定。

 □ 清除快取
刪除 Twonky Server 已自動指派的快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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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視訊及圖片

已停用視訊與圖片。

此為音訊伺服器， 並已停用音樂以外的媒體。
您可在 共用 > 媒體類型 中選擇 共用資料夾， 選擇串流媒體。
* 此為音訊伺服器， 不支援視訊與圖片。

您可指定要播放曲目的音訊裝置。 您也可在網路瀏覽器中播放曲目並下載曲目。
* 視內容而定， 您可播放或下載曲目。

按一下  時， 會播放音訊裝置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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