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8g哑铜

风琴折

漫步者

说明书

70*125mm（折后）技术要求：

1.印刷油墨均匀，字体清晰；
2.装订后边缘必须对齐、不得有刮花，破损等现象;
3.公差 ±0.5mm; 4C

SK-M76

2020.09.23

mm

苏攀

2020.09.23

2020.09.23

2020.09.23

1

用量 比例 单位

版本

V0.1

描述

试产发行

姓名 日期

朱晓琴

设计

审核

批准

除非另有规定 

否则遵守 ROHS

日期

日期

日期

材质

图纸尺寸

工艺

印刷

尺寸

视

角
展开图

深圳市超越自然多媒体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物料名称

物料编号
第  页 ，共  页客户

1:1

创成微包装检测标准：CCW-WI-201806008

折后首页 折后尾页

朱晓琴

朱志铎

MP500+
K 歌 麦 克 风

www.edifier.com
使用说明书

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
www.edifier.com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8号                         中国制造
Beijing Edifier Technology Co.,Ltd.    Made in China

合格证
日  期：

检验员：

2020年爱德发印制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手册内所有图文， 未经授权， 严禁任何方式之全面或部分使用。
本手册为随机手册， 不得转卖， 散发。

2020年8月
Copyright     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Manual Edition 1.0, August. 2020
Printed in China

MP500+
K 歌 麦 克 风

7 8 9 10 11 12 13 14

三、 客厅KTV场景

MP500+同样适用于客厅K歌：
1. 使用本产品配备的3.5mm四级音频连接线将有源音箱的AUX接
    口与MP500+的耳机接口连接.
2. 另外一条音频线将MP500+的手机接口与手机连接.
3. 开启麦克风调试好混响和音量， 播放手机的伴奏音乐， 即可体验.

使用小贴士:

● 充电
如需要对MP500+产品进行充电， 可使用本机配备的TYPE-C充电
线将MP500+产品的充电接口连接至DC 5V/1A的电源适配器进行
充电， 充电时指示灯显示红色。

3. 软件支持

支持映客、 YY、 斗鱼、 花椒、 熊猫TV、 美拍、 虎牙、 全民TV 等直播

APP；

● K歌时耳返设置

目前部分手机或K歌软件自带耳返功能， 但会有较大延时， 且会与
MP500+的实时耳返功能重合， 造成耳机返听延迟、 人声重叠等现
象。 此时我们建议关掉手机或K歌软件自带的声音反馈， 只通过
MP500+来实现零延时的耳机返听。      
方法是：
K歌时关闭K歌软件的人声音量， 只保留MP500+的声音； K歌完成
后再恢复K歌软件的人声音量。 如下图：

注意： 所有手机在K歌过程中做过上述动作（关闭耳返）后， 录制
完成需要做后期调节时， 必须将人声音量调回相应合适的大小，
否则将会在调音过程中听不到录制到的人声。
● 使用海绵套可以减少喷麦现象；
● 唱歌时只佩戴一只耳机录音效果会更好；

●   麦克风指示灯不亮
可能原因： 电池电量不足
解决办法： 用标准充电线充电至满电状态

●   开机后麦克风没声音
可能原因： 
A. 耳机/音箱原因     B. 麦克风原因
解决办法：
A. 确保耳机线完全插入麦克风耳机监听孔/音箱并将音量调大
B. 推动麦克风音量旋钮， 将麦克风音量调大

●   手机录音时有延时或重音
可能原因：
K歌软件开启了人声音效处理， 与麦克风音效重叠
解决办法：

声原“ 择选或理处效音声人或听监机耳 、量音声人的件软歌K闭关
模式”

●   录制的声音没有混响效果
可能原因一：
麦克风处于干音模式下
解决方法①：
在干音模式下使用APP的音效处理功能；
解决方法②：

到湿音模式；换切风克麦将 ，”键按换切能功多“ 的风克麦击单
可能原因二：
部分手机在插入音频线时因插入速度过慢没有识别到麦克风。
解决方法：
将手机端的音频线拔掉之后重新快速插入手机。
可能原因三： 
未使用标配的四级音频线， 而是其他音箱配的三级、 二级音频线
解决方法： 换成标配的四级音频线重新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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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手机录音场景
1. 设备连接：
如下图， 请使用本产品配备的3.5mm四级音频线， 在麦克风底部
相应的接口位置连接好手机、 耳机；

充电接口： 通过Type-C充电线给MP500+充电， 充电时电源指
示灯亮红灯， 充电结束后， 红灯熄灭；
手机接口： 可通过3.5mm四级音频线与手机连接；
耳机接口： 可连接耳机、 耳塞或有源音箱。
伴奏接口： 可连接外部音源如MP3、 手机、 平板等； 用于手机直
播需要外部伴奏的场景。

指示灯：
               湿音模式      ： 白灯常亮
               干音模式      ： 红灯常亮
               低电量状态 ： 指示灯慢速闪烁
               充电状态      ： 充电过程指示灯快速闪烁，充满后停
                                            止闪烁
电源开关
开机： 长按2S开机， 电源指示灯亮起
关机： 长按2S关机， 电源指示灯关闭
模式切换： 短按可切换干音或湿音模式， 同步有提示音出现
音量调节：
此按键可同时调节麦克风的耳机监听与录音音量；
伴奏音量请通过音源设备调节；
混响调节 ：
支持三档不同强度的混响模式切换： 原声-中混响-大混响

（直播手机）

（伴奏手机）

二、 手机直播场景
1. 设备连接：
如下图， 请使用本机配备的音频线， 将直播手机、 伴奏手机连接至
麦克风；

2. 模式/音量/混响调节

； ”干音模式“ 为式模换切键源电击单请
通过调节音量滑动开关， 选择合适的麦克风音量（伴奏音量请通过
手机调节）。
注： 干音模式下， 录制文件都为原声

3. 软件支持

支持唱吧、 全民K歌、 好唱、 百度音乐、 酷狗音乐、 酷我K歌等K歌
APP；
使用唱吧 ，好唱， 全民K歌等自带后期音效处理的手机K歌APP

；效音同不加添 PPA过通再后成完制录 ，式模 ”音干 “ 到换切可 ，时

产品型号：EDF500003
传感器类型： 电容式
指向性： 心型
频率响应： 20Hz-20KHz
灵敏度： -40±3dB
充电电压： 5V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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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场景

MP500+还支持连接笔记本、 PAD等设备。

www.edifier.com
使用说明书

重要安全信息

* 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并妥善保管以备将来参考。
* 请按说明书的操作指引进行正确的使用。
* 建议在0-35℃的环境中使用本产品。
* 产品不是玩具， 14岁以下儿童须在成年人监护下使用。
* 为减少火灾和触电危险， 请勿让本产品淋雨或受潮。
* 请不要在靠近任何热源（如散热器、 暖气设备、 炉灶或其它产生
热量的设备）的地方使用本产品。
* 靠近医疗及工业设备或登机之前， 请咨询当地工作人员能否使用。
* 避免强烈的碰撞；（请勿摔落！)
* 充电时请勿将过多的电器与本产品共用一个播座。 在使用延长线
时， 请特别注意您连接在延长线上的所有设备， 其总功率绝对不
可超过延长线所能承受的功率。 电流的超载会导致导线发热并溶
解包覆电线的绝缘物质；
* 请小心使用本机的按键、 旋钮或是其它控制装置与各类接口、 连
接器。 用力过度可能会造成故障或损害；
* 当连接或是移除各种连接线时， 请拿取连接头， 切勿拉扯连接导
线。 以避免导致短路或是伤害连接线与装置本身；
* 在正常使用状况下， 机体会产生些轻微的热度， 此为正常状况。

             不要在高音量下长时间的使用耳机聆听音乐， 此举可能造
成听力损伤， 请将音量调到安全水平。 为交通安全起见， 驾驶、 骑
自行车或过马路时， 请勿使用耳机。

             本产品含有可充电电池
警告！ 电池更换不当会有爆炸危险， 只能用同样类型或等效类型
的电池来更换。 在极低气压下， 电池可能会爆炸或泄露。 电池禁止
拆解、 撞击、 挤压或投入火中。 请勿置于高温环境中。 电池浸水后
请勿使用！

注： 本说明书中的图片均为示意图， 可能与实物有偏差， 请以实物为准。

物品清单

使用说明书/保修卡/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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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C充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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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mm四级音频线
x2

MP500+麦克风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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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解答

声明：
由于产品的不断更新发展，我们保留在没有事先通知
的情况下，对本公司产品进行变动、修改的权利。
                 ®、Ramble®、              ®、         ®、Xemal®、
声迈®均为爱德发持有的注册商标。
我公司保留一切权利，仿冒必究。其它所涉及的商标
均属于其所有者。

规格参数/声明

Type-C
充电线

产品三包服务卡

重要提示：
根据国家“三包”服务规定，本卡是漫步者音箱产品的三包服务
凭证，凭此卡及有效销售凭证，可享受国家规定的三包服务政策。
请妥善保管此卡，在需要三包服务时请出示。
产品退换货政策：
（1）产品自售出之日起7日内，发生性能故障，消费者可以选择
退货、换货或修理。
（2）产品自售出之日起15日内，发生性能故障，消费者可以选择
换货或者修理。
产品保修政策：
一、保修期
用户自购买日起，在正常使用情况下，产品若出现质量问题，整机
一年内免费保修，主要部件（喇叭、分频器、IC）免费保修两年。
二、保修范围：
自用户购机之日起（以发票或有效销售凭证为准），在保修期内出
现故障并经本公司授权服务中心或维修站检测，确认属于正常使用
情况下，由于产品本身质量问题所造成的故障，予以免费保修。
三、除外责任：
（1）无三包服务卡、无有效销售凭证且生产日期超过1年的；
（2）三包服务卡或销售凭证被涂抹、更改，以及三包服务卡及销
           售凭证上载明的产品内容与产品实物不一致的；
（3）人为损坏（例如用户自行拆机、进行不适当的连接使用、接
           入不适当电压的电源、未依说明书使用等）；
（4）因搬运、跌落及其它意外而造成之损坏，以及自然灾害等不
           可抗力造成的损坏；
（5）被非本公司授权服务单位或个人维修和改装过的；
（6）质量问题仅限于性能故障，不包括用户个人对音质、音色等
            的主观异议；
（7）外壳等消耗材料的自然老化、磨损以及消耗等。
四、联系方式：
用户使用过程中任何问题，均可致电400-810-5526，寻求服务支持。
各地授权服务网点，可浏览本公司网站：www.edifier.com查询，
亦可联络400-810-5526获得帮助。

售后收件地址：东莞松山湖工业东路2号漫步者工程部返修组
售后收件电话：0769-88986868

产品三包服务卡

维修记录

维修单位：
联系电话：
地址：
邮编：

送修故障：
修理结果: 
日期：
经手人：

用户资料

联系电话：
用户姓名：
用户地址：
产品型号：
产品序列号：
购机日期:                 年               月               日
售机单位：
售机单位联系电话：
售机单位地址：
邮编：
售机单位签章：

附表

文字：80%灰

2. 模式/音量/混响调节

请单击电源键切换模式为“湿音模式”；
通过调节音量滑动开关， 选择合适的麦克风音量（伴奏音量请通过
手机调节）。
通过麦克风混响调节推钮， 切换不同的混响效果： 原声、 中混响、
大混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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