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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月 Pacfica 便携式蓝牙音箱 

 
1、 产品描述 

千月 Pacfica 是一款创新型便携式的蓝牙音箱。卓越立体声扬声器，加之创

新的噪音消除技术，让您享受清晰的语音通话和无线网络语音电话。您可以

边听音乐边打电话。时尚的设计，高雅的外观，创新的技术和便携式的特征

使得这款产品成为每一位音乐爱好者的选择。 

2、 产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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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扬声器 

（2） 后退 

（3） 播放/暂停 

（4） 多功能 

（5） 指示灯 

（6） 增加音量 

（7） 快进 

（8） 静音 

（9） 麦克风 

（10）减少音量 

（11）立体线路输入 

（12）电源接口 

（13）电池箱 

 

包装清单 

*千月 Pacifica BTSP-200 无线音箱 

*DC 3.5 USB充电线 

*用户使用手册 

*3.5毫米音频线 

*手提包 

*保修卡 

 

3、充电 

千月 BTSP-200采用可充电锂电池供电。 

a. DC 供电-用充电线连接到计算机 USB接口上进行充电 

提示： 

（1） 当电池电量低的时候，指示灯会闪烁红色，而且每 20 秒会发出四次短促

的哔哔声。 

（2） 与电脑 USB 接口连接的时候会自动充电。 

（3） 充电时间：大约四个小时 

（4） 可连续播放音乐时间：大约八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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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打开/关闭蓝牙 

*打开蓝牙：按住“MFB”按钮 3 秒，第（5）个指示灯会快速闪烁蓝色 3 次，您

将会听到一段长的哔哔声。 

*关闭蓝牙：按住“MFB”按钮 3 秒，第（5）个指示灯会快速闪烁蓝色 3 次，您

将会听到一段长的哔哔声。 

 

5、与手机连接 

 

第一次使用千月 Pacifica BTSP-200与蓝牙手机配对是很关键的。在操作之前请

确保您的蓝牙手机支持高级音频配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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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配对步骤 

 

A．确保千月 BTSP-200 关闭并且没有 3.5 毫米的音频插头。 

B．按下并按住 MFB 按钮（大概 8秒）直到指示灯成蓝色快速闪烁。此时 BTSP-200

已经准备好配对。 

C．从您的手机上搜索蓝牙设备。 

D．一旦” 千月 BTSP-200” 被搜索到，跟着提示输入“0000”进行配对（部分

手机不需要配对码）。 

E．千月 BTSP-200 连接到手机。（部分手机不需要手动连接） 

F．千月 BTSP-200 现在已经可以开始使用了。 

 

提示： 

（1） 如果 BTSP-200 在配对的时间内没有连接成功，请重复之前的步骤进行重

新配对。 

（2） 一旦配对连接成功，无论何时当您再次打开 BTSP-200 的时候将会自动连

接到您的手机。 

（3） 我们发现大部分在线支持遇到的问题都是由不正确配对操作引起的。请根

据说明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5.2. 基础操作 

*接电话：一旦按下 MFB键就可以接听电话 

*听音乐的时候接听电话：当有来电时，一旦按下“MFB”键，音乐将会自动停止，

一旦通话结束又将会自动启动音乐。当结束通话的时候有部分手机需要手动将音

频切换到音箱。 

*通话结束：一旦按下 MFB键将会结束通话 

*拒绝来电：按下并按住“MFB”键大概 2 秒可以拒绝来电 

*重拨最后一次来电：在待机模式，快速按两次 MFB 键可以重拨最后一次的通话

号码。 

在千月 BTSP-200和手机之间切换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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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千月 BTSP-200 切换通话至手机：在通话过程中，按下并按住“MFB”键 2秒，

将会听到短暂的哔哔声，此时电话就可以切换到手机。 

*手机切换到千月 BTSP-200：按下并按住“MFB”键 2 秒，通话就可以被切换到

千月 BTSP-200。 

*调节音量：通话过程中，按下“+”键和“-”键可以增加和减少音量。 

*静音/取消静音：在通话过程中，按下“Mute”键可以使得千月 BTSP-200静音；

再次按下“Mute”键可以恢复正常。 

*恢复默认设置：在待机模式下，按下并按住“Next”键，8 秒，将会听到两声

短暂的哔哔声，指示灯会快速的闪烁蓝色，然后按下并按住“MFB”键 3 秒，将

会听到一段长的哔哔声，此时千月 BTSP-200 就恢复到了原始设置，当充电之后，

将会进入自动配对模式。 

 

5.3. 通过蓝牙听音乐 

当千月 BTSP-200 已经和支持蓝牙功能的手机配对并连接上时，手机的音乐播放

器将把音乐切换到千月 BTSP-200。 

*播放音乐：按下“Play/Pause”键可以播放音乐 

*暂停：播放音乐的时候，按下“播放/暂停”键可以暂停 

*增加音量：按一下“Volume+”键可以增加一个音量 

*减少音量：按一下“Volume-”键可以降低一个音量 

后退： 按一下“后退”键 

*快进：按一下“快进”键 

 

6. 与计算机或者笔记本连接 

在千月 BTSP-200 和计算机或者笔记本配对之前，请确保计算机或者笔记本有内

置的蓝牙或者通过支持高质量音频配置功能的蓝牙适配器而支持蓝牙。 

计算机运行的是微软 XP系统和通过蓝牙适配器支持蓝牙功能 

 

6.1. 配对步骤 

A．确保千月 BTSP-200关闭且没有 3.5毫米的插线头 

B．按下并按住 MFB 键（大概 8秒）直到指示灯闪烁蓝色 

C．打开计算机上的蓝牙 

D．双击“查找设备图标”搜寻蓝牙设备 

E．一旦“千月 BTSP-200”被发现，右击并点击配对 

F．输入“0000”配对码 

G．当成功配对后，您将会从千月 BTSP-200 听到一声短暂的哔哔声.这表示已经

可以开始使用了。 

6.2. 从计算机或者笔记本播放音乐 

（1）在无线听音乐之前请打开您的音频或者视频播放器 

（2）请连接“蓝牙高质量音频”到立体声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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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无线听音乐之前，部分计算机或笔记本需要手动改变音频设置，您需要

首先更改声音设置。 

去“控制面板”-“声音”-“回放”，调整音频设置到“蓝牙立体声音频”。 

 

播放：按下“播放/暂停”键开始播放音乐 

暂停：播放音乐的时候，按下“播放/暂停”键暂停播放音乐 

增加音量：按一下“Volume+”增加一个音量 

减少音量：按一下“Volume-”减少一个音量 

后退：按下“后退”键 

快进：按下“快进”键 

 

7.从没有蓝牙的设备上听音乐 

在千月 BTSP-200 的后面有一个立体线路输入是用来通过音频线直接连接音乐播

放器的。在这种情况下，“播放/暂停”键，“快进”键，“后退”键，“Volume +”

键，“Volume -”键都不起作用。 

 

8. 规格参数 

 有高质量音频配置功能和音频视频远程控制功能的蓝牙 V2.0  

 蓝核 5 CSR 芯片 

 Class2，操作范围达 25米 

 支持高质量音频配置功能和音频视频远程控制功能，耳机和免提功能 

 声音重现，音量调节 

 断开的时候重新自动连接 

 自带 3.5毫米的音频插头 

 供电：可充电锂电池 

 尺寸：206毫米*88毫米*42毫米 

 重量：295克（不带电池） 

 

9. 维护与保养 

 

不要将音箱暴漏在有液体、潮湿或者湿度大的地方，因为它不防水。 

不要使用磨洗清洁溶液清洗音箱。 

不要把音箱放在高温环境下，因为这可能导致它发生爆炸。 

不要将音箱与尖锐的东西放置到一起，因为有可能导致划伤和损坏。 

尽量不要拆开音箱，因为不在保修范围内 

如果您长时间不用音箱，请务必将音箱存储在干燥的地方，远离极端温度、湿度

和灰尘。 

 

10.安全须知 

为了防止耳机损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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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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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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符合标准声明 

11.1.FCC 声明 

这一设备符合 FCC15 项准则，其使用符合以下条件： 

（1） 该设备不会导致电子有害干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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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生产厂家不负责任何干扰，例如收音机或者电视的干扰，或者对这台设备

进行非法修改而引起的干扰，例如修改可以使操作这台设备的使用者权限无效。 

 

11.2. 射频警告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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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 根据联邦通讯委员会制定的规则，测试后该设备遵从 CLAS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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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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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商标声明 

蓝牙文字商标和标示归蓝牙特别兴趣小组所有。 

 

12. 保修说明 

保修条件和保修责任的规定如下： 

*没有转让产品且是初始购买者才能享受保修。 

*必须有收据能够证明产品的初始购买日期。 

*被未经授权的第三方以不正确的方式进行安装，更改或者修理造成的损坏，或

者该产品一直遭受外力作用使外观损坏是不提供保修的。 

*产品供应商的责任仅限制在全权处理产品的维修和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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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属于消耗寿命配件的磨损不在保修范围内，例如电池等配件。 

*如果是因为意外、滥用、使用不当或者其他未经授权的维修、更改或者拆卸造

成的损坏，产品供应商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产品的修改或者维修应该由被授权的产品质量维修中心进行，或者返厂维修。 

此保修赋予您特定的法律权利，根据当地法律您可能还拥有其他权利。 

 

 

 

 

在线帮助和技术支持 

 

请访问千月网站 www.1000Moons.com 获得专业技术支持，如果出现产品质量问题，

按照国家保养条款，我们也会竭诚联系供应商提供相关保修服务. 

 

由于软件更新，产品操作上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请经常参阅千月网站产品介绍。 

 

 

 Z-PKMN-BTSP200R-0000 

 

http://www.1000moon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