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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描述  

千月蓝牙扬声器-10B，设计简单便携，支持电话会议，内置麦克和扬声器，拥有噪音消

除功能，让您的免提通话更加畅快与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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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概况 

 
 

 

 

 

 

 

 

 

 

 

 

 

 

(1) 扬声器          (4)充电端口 (USB 接口)         (7) 音量增长(V+) 

(2) 麦克风          (5) 静音按钮                                   (8) 音量减少 (V-) 

(3) LED 指示灯  (6) 多功能键 (Multi-Function 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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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标配 

 

 蓝牙扬声器 

 USB 充电线 

 USB 车载充电器 

 使用手册 l 

 遮阳板夹 

 可充电锂电池 

 保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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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充电  

1) 第一次，请充电超过三个小时，保证蓝牙扬声器能得到充分的充电，电池能激发最

大能量。  

a. 在车上充电- 用户可以在车上用车载充电器充电。  

b. 在家里充电- 用户可以通过 USB 线充电。 

2) 之后，每次充电周期大约是三个小时.  

3) 充电过程中，LED 灯会显示为红色，充电完毕之后，红灯会熄灭. 

4) 如果有几个月没有使用，那么充电 15 到 30 分钟之后，红灯才会亮。 

5) 我们建议两个月至少充满电一次. 

 

注意: 为了延长电池使用寿命，请在电池电量低的时候及时充电。（电池电量低的时候

会每 3 秒闪烁红灯一次） 

 

4. 配对和连接 

 

对于第一次使用，很重要的是配对蓝牙扬声器和您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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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对过程: 

 

A. 确保您的喇叭扩音器处于关闭状态. 

B. 一旦打开喇叭扩音器，如果没有检测到任何连接，它会自动进入配对模式，当然你
也能把它设置为配对模式，通过按住多功能键直到 LED 指示灯蓝色和红色交替闪
烁. 

C. 从你的手机搜索这个设备。Search the device from your phone. 

D. 如果找到 “ Avantree BTCK-10B ’’, 遵循这些步骤然后输入配对码 0000 进行配对。  

E. 从手机上连接喇叭扩音器. 

F. 喇叭扩音器处于准备好使用状态. 

 

如果一旦配对和连接成功，此后无论何时打开车载免提设备，都会尝试自动去连接该

设备，如果设备在可连接范围之内，就会连接成功。 

 

注意：我们发现大部分问题都是因为不正确的配对操作导致连接失败，所以请参考说明
书一步一步操作以确保成功连接。 

 

5. 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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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机 

 

开机: 在关闭（OFF）状态, 按住多功能键而且保持大约 4 秒直到 LED 指示灯闪烁蓝

色。 

关机: 在开启（ON）状态, 按住多功能键而且保持大约 4 秒直到 LED 指示灯闪烁红

色。 

说明: 1. 一旦开机，LED 指示灯会每十秒闪烁一次蓝色. 

         2. 如果没有连接，蓝牙扬声器会在三十分钟之后自动关闭。. 

 

接听电话:按多功能键一次. 

挂断电话: 按多功能键一次. 

拒接电话:按住和保持多功能键 2 秒来拒接电话。 

语音拨号: 按住多功能键知道说出您想拨号人的名字. 

重播: 在待机模式下，短按多功能键两次拔出最后拨打的号码。 

调整音量: 在通话过程中，按住 “V+”增加音量，或者 “V-” 减少音量。  

 

静音和取消静音 

静音: 在通话过程中，短按静音 “MUTE” 按钮来使得蓝牙扬声器静音，静音模式下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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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会显示为红色.  

取消静音: 当处于静音模式下的时候，短按静音“MUTE”按钮 来取消静音。 

 

切换通话 

从蓝牙扬声器到手机： 在通话过程中，同时按住 “V+”和 “V-” 按钮, 通话会被切换到手

机上。 

从手机到蓝牙扬声器: 同时按住 "V+" 和 "V-" 按钮，使得通话从手机切换到扬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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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级功能 

 
 

6.1 和两个手机配对 

 

  a) 从关闭状态打开蓝牙扬声器，如果没有连接会自动进入配对模式，然后和第一个手机

完成配对. 

 

  b) 关闭蓝牙扬声器，同时关闭第一个手机的蓝牙，然后打开蓝牙扬声器，之后蓝牙扬声

器会自动进入配对模式，请完成和第二个手机的配对. 

 

  c) 关闭蓝牙扬声器，打开第一个手机的蓝牙，然后打开蓝牙适配器，然后蓝牙适配器会

自动去连接最后两个配对的手机. 

 

6.2 在接听电话的时候，接听第二通电话(3 路通话或者两个蓝牙连接功能 ) 

当需要接听第二路电话的时候，按多功能键两次，然后会保持住第一路通话，然后接

听第二路电话。 

 

6.3 在接听电话的时候，拒听第二通电话(3 路通话或者两个蓝牙连接功能 ) 



千月--精致无线生活的倡导者，引领者 。http://www.1000Moons.com 
当接听一路通话，想拒接第二路来电，请按住多功能键三秒. 

  
6.4 在两路通话之间切换 (3 路通话或者两个蓝牙连接功能 ) 

如果已经有两路在线通话，按多功能键两次可以完成在两个通话之前切换。 

如果有两路在线通话，短按多功能键一次结束当前通话，保留另外一路通话. 

 

7. 产品规格  

 蓝牙规范：Bluetooth V2.1+EDR 

 工作频率: 2.4GHz ~ 2.48GHz 

 输出功率: Class 2, 10 米 

 支持蓝牙应用: HSP 和 HFP 

 支持多个配对设备：能保存 8 个设备的配对手机信息 

 待机时间:  可达 980 小时/ 40 天 

 通话时间:  10-12 小时 

 电池充电时间:大约 3 小时 

 充电电压: 直流电 5.0V, 500mA 

 电池: 650mA, BL-5B (可充电锂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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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和待机时间，根据不同的手机和其他兼容的蓝牙设备，使用设置和风格，以及环境

等的不同可能有所不同。 

 

8. 安全信息 

 为了防止设备损坏，请不要从高处抛掷。 

 远离湿气，水或者其他液体。如果已经进水或者其他液体，请不要继续运行改设备，

以防止出现点击或者爆炸，损坏设备已经您的人身安全。 

 远离热源，例如阳光直射，散热器，火炉，或者其他产生热量的设备。过于接近热源

可能会导致爆炸，，或者降低电池的使用寿命。 

 不要试图个人拆开更改修复设备（电池尤甚）。情况不同可能会导致爆炸。任何个人

的修复会使保修服务无效。 

 不要在设备上放重物。 

 使用配套的充电设备。 

 零件的更换已经其他服务必须由服务中心或者厂商来进行。 

 长期不用设备或者雷电期间请拔下设备的插头。 

警告：触电危险 



千月--精致无线生活的倡导者，引领者 。http://www.1000Moons.com 
如果错误处理该设备的电池可能会导致火灾或化学腐蚀。 

 

9. WEEE 可回收标记信息 

 

 
这个产品请不要和其他家居垃圾一起处理，为了避免可能造成的污染等，请在处理或者

丢弃该产品之前，把可充电锂电池取出来.  

 

如何从设备中取出电池。 

1) 在设备后面打开电池盖。 

 



千月--精致无线生活的倡导者，引领者 。http://www.1000Moons.com 
2) 小心的取出电池. 

 
 

10. 符合标准声明 

1. EU  

根据 R&TTE 指令(99/5/EC)该产品符合相关法令的要求，受到欧洲理事会的认可。 

2. FCC 声明 

1)这一设备符合 FCC15 项准则，其使用符合以下条件： 

该设备不会导致电子有害干扰 

这一设备能接受干扰，即使这一干扰与设备需要接受的信号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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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专门负责群体对设备的更改与修复将导致其丧失使用者本来拥有的权利。 

3. FR 警告 

经评估该产品符合 FR 的基本要求， 可以无限制在公开场合使用。非专业负责人擅自更

改修复设备可能会使您的消费者权利无效。 

注意： 根据 FCC Rules，测试后该设备遵从 CLASS II 电子设备信号接收限制范围。这

一范围旨在防止此设备在居住地出现有害干扰。 该设备产生使用发射高频能量，如果该

设备安装未按照使用说明进行操作，可能会在居住地导致无线电交流干扰。同时，我们

也无法保证特殊安装造成的无线电干扰。 

通关开关机确认，如果该设备导致了对收音机或电视机信号接受的干扰，使用者可以参

考以下方式解决问题 

 重新调整或定位接受天线 

 扩大设备与接收器的物理距离 

 将设备接在与接收器电路不同的电源上 

 咨询经销商或者寻求 无线/电视技术人员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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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 
 

关于这个产品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1000Moons.com 

其他变更和更新也请以千月官方网站说明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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