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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示意圖

 

二．按鍵及功能說明

1. 關於 minibar B1239

 1   ON/OFF ：電源開關

 2   IN ：音訊線輸入端

 3   +12V ：電源供應器輸入端

 4   OUT  ：音訊線輸出端

 5    ：功能開 / 關機按鍵

 6    ：模式選擇按鍵

 7    ：靜音按鍵

 8    ：音量減少按鍵

 9    ：音量增加按鍵   

10   ：麥克風

11     ：低電壓充電提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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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充電

(1) 首次使用 minibar 喇叭之前，請先將電池完全充電。

(2) 當插上電源供應器後，LED 充電提示燈常亮表示充電，燈

滅表示充電完成。充電時間約為 2.5 小時。

(3) 在 minibar 充電過程中，您可以繼續使用該喇叭。

(4) 鋰電池充滿電後，正常播音下可以使用 8 個小時。

(5) 當 LED 電源提示燈每 3 秒 / 次閃爍表示電壓不足，請立即

充電。

3. 電源開關切換

(1) 為防止意外觸碰狀態下喇叭自動啟動，minibar 喇叭有 ON/

OFF 電源開關功能。

(2) 當撥到 ON 時，喇叭可正常工作，若外出需將喇叭放置行

李箱或者隨身包時，為防止意外觸動面板上電源開關，造

成喇叭意外啟動，建議將電源開關撥到 OFF 處，此時機器

將完全處於切斷電源狀態，無論按任何按鍵，喇叭都不會

啟動和工作。（乘坐飛機時務必完全關掉電源）

4. 開啟和關閉

(1) ON/OFF：首先將電源開關撥到 ON。 

(2)   開機：按此鍵直到電源 LED 提示燈快速閃爍，開機後 

                  電源 LED 提示燈常亮。

(3)  關機：按此按鍵直到電源 LED 提示燈快速閃爍，關機後

                  電源 LED 提示燈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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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藍芽連接

(1) 每次開機默認為藍芽模式，開機過程中，minibar 通過語音

“Power On”提示開機和“Pairing”提示藍芽進入配對模式。

(2) 請打開智慧手機、平板電腦、電腦等設備上的藍芽設置，

搜索 minibar 進行配對連接。

(3) 配對連接成功後可聽到語音“Pairing Completed”，即可

播放聽音。

(4) minibar 藍芽只能連接一個藍芽音源設備狀態下工作。

6. 使用 3.5mm 音源線連接

minibar 開機時預設的模式為藍芽模式，  按鍵切換到 AUX

模式。透過 3.5mm 音源線可連接音源（電腦、平板電腦、手

機、iPad、mp3、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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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攜式免持擴音

在通過藍芽無線方式連接時，minibar 可作為可攜式免提電

話（收發擴音）使用。透過手機控制接聽 / 結束通話；也

可以透過按  鍵接聽 / 結束通話。

8. 音量調節

 音量減少按鍵。按此鍵時音量減少。

 音量增加按鍵。按此鍵時音量增加。藍芽聽音模式下，

當聽到一聲提示音時，代表音量已調到最大狀態。

9. 靜音功能

按此鍵  可以讓 minibar 在播放模式和靜音模式間切換。

10. OUT 輸出功能

OUT 音訊線輸出，可以外接有源低音炮和其他帶擴大機可

式喇叭。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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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此可攜式喇叭配置條件，只適用於連接電腦、筆記本、手機、 

iPad、mp3、mp4…等音源，不適用直接連接傳統 CD 機、

藍光機、DVD 等機器設備。

(2) 當使用電源供應器時，請務必先將 minibar 喇叭關機方可

插入電源。

(3) minibar 喇叭不能在低電壓電池狀態下工作，請即時充電。

11. 聽音角度調整

(1) 可以透過 minibar 喇叭背後支架調整聽音角度。

(2) minibar 有 4 個聽音角度擺放方式，分別為平放、立放，

支架上有 2 段角度可以調整， 第 1 段為 70 度，第 2 段為

110 度，依使用者現場環境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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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inibar 喇叭後面支架旁邊有黑色鈕，按箭頭方向推動，

此時支架會自動彈起，即可調整支架角度。

          

12. 規格說明

(1) 額定功率：10 W/ 聲道立體聲（使用電源供應器）

                       6W/ 聲道立體聲（使用內建鋰電池）

(2) 電源：DC 12V/2A & 充電鋰電池 800mAH 

(3) 最大聲壓：93db

(4) 頻寬：100 ～ 19Khz  

(5) FO（共振頻率）：100Hz 

(6) 公稱阻抗：4 Ohm

(7) 尺寸（長 x 高 x 厚）：282 x 47 x 24 mm

(8) 擴大機失真：0.02%

(9) 淨重：36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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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意事項及警告

請認真閱讀下面這些安全警告和注意事項，在以下的環境或

狀態下，以確保您的人身安全並預防財產損失。

注意事項

(1) 請勿用砂紙清潔 minibar 喇叭，該喇叭為不銹鋼外殼，這

可能會產生劃痕和損害。

(2) 請勿在 minibar 喇叭插入異物，這可能會損壞內部元件。

(3) 請勿試圖自行修理、改裝、或拆解 minibar 喇叭。

(4) 請勿試圖更換 minibar 喇叭電池，它是內置固定電池，不

能更換。

(5) 只能用原廠提供的充電器給 minibar 喇叭充電。其他充電

器可能外觀相似，但使用起來可能會導致觸電，或由於電

壓輸出不同，可能損害 minibar 喇叭。

(6) 乘坐飛機時需關掉 minibar 喇叭。

(7) 請按照當地規定處理 minibar 喇叭及其電池。勿將電池與

一般生活垃圾一起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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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和觸電風險

(1) 請勿將您的 minibar 喇叭暴露在液體和潮濕的環境中或使其

淋雨。請勿在浴缸、水槽、三溫暖、游泳池或蒸汽室附近

使用 minibar 喇叭。將 minibar 喇叭暴露在特別潮濕的空氣

中可能會導致觸電。

(2) 請勿摔落、拆解、打開、擠壓、彎曲、扭歪、刺破、撕碎、

烘烤、焚燒、噴塗 minibar 喇叭或向其中塞入異物。 

(3) 請勿將 minibar 喇叭作為工具或棒擊物使用。

(4) 請勿將 minibar 喇叭暴露於過高或過低的溫度條件下。

(5) 請勿將 minibar 喇叭長時間放置在陽光直射的地方。

(6) 請勿將 minibar 喇叭靠近明火，如烹飪用爐、蠟燭或壁爐。

電池 / 充電器安全提示

(1) 請勿將 minibar 喇叭置入火中銷毀。電池可能會爆炸，從而

引發事故。

(2) 請按照 minibar 喇叭附的使用說明給電池充電。

(3) 請勿試圖拆解 minibar 喇叭充電器或強行打開內置電池，因

為這可能會導致觸電。

(4) 請勿在特別潮濕環境中或過高 / 過低的溫度條件下給

minibar 喇叭充電，因為這可能會導致觸電。

(5) 請勿在充電時使用濕布類清潔 minibar 喇叭。請務必先拔掉

充電器插頭，再清潔 minibar 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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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事故安全提示

請勿將 minibar 喇叭或任何附件遺留或存放在影響行車安全

的位置，因為當發生意外時可能會因該設備造成嚴重的人身

傷害。

跌落危險

請勿將 minibar 喇叭放在高處，音樂播放期間，minibar 喇叭

可能會移位置，這會導致喇叭從邊緣掉落下來，傷害到人或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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