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闹钟定制时间到后闹铃响起，屏幕闪烁显示闹铃时间。
2、闹铃响时，按任意机载按键，系统进入贪睡模式，10分钟后再次响起，屏幕显示当前时间以及“           ”字样。
3、若闹铃响起五分钟内无任何操作，系统将默认为：闹铃----贪睡----闹铃----贪睡----闹铃----关机。
4、闹铃响后，可按“      ”键取消闹铃。

①、短按主机顶部或遥控器上的      /     键，可选择播放系统预存的低/高频端的电台节目。
②、按遥控器上的“1-6”数字键，配合FM键（组别选择，共4组），选择播放系统预存台。
③、按遥控器上的          键，系统以0.1MHz为单位向低/高频段调台。
④、长按主机顶部或遥控器上的     /     键2秒以上，系统以0.1MHz为单位持续向低/高频端步进，当有电台信号时自动
      停顿1秒，若此时按键不松开，系统将持续向低/高频端步进；若松开后紧接着短按     /     键，效果同          键，系
      统以0.1MHz为单位向低/高频段调台。
提示：播放电台节目时，长按遥控器上的“1-6”任一数字键约3秒钟，即可将本节目保存为以此数字为编号的预存台。 

系统复位：工作状态时按遥控器“MUTE”键，再长按“MENU”键约2秒

                显示系统版本号，再按“     ”键，系统恢复出厂设置。

⑤、再按 alarm 键，音源闪烁,按          键
      选择音源（FM/SD模式下有闹铃功能）。

③、按 alarm 键，ON/OFF闪烁，此时
      按         键关闭/开启闹铃。

按主机顶部或遥控器上的 MENU  键，待屏幕显示“AUTO”时，按      键系统自动搜索并保存电台。
预存台数为4组（组别选择：按遥控器上的FM键），每组6个(1-1~1-6----4-1~4-6)，共24个台，在全频自动搜台
结束后，没有收满24个台的其他预存台部分显示当前搜台区域频台的最小值。

①、按遥控器上的 alarm 键，屏幕显示闹钟信息。
②、长按 alarm 键约两秒，闹钟序号闪烁，此时按          键，选择闹铃1，2�5，共有5组闹铃设置。

TIME AM

1、按主机顶部 input  键或遥控器的    键，屏幕显示
     蓝牙模式信息。
2、打开蓝牙设备搜索并选择连接“EDIFIER M36 BT”。
     如系统显示需要PIN码时，请输入“0000”。
3、连接、配对成功后，屏幕显示蓝牙播放信息（如上图）。
4、播放蓝牙设备上的音乐并调至合适音量。

RC35B

材质80g欧维斯米黄纸，单黑印刷；
尺寸127*127mm,打钉

主机一台

遥控器一个

电源适配器一个

3.5-3.5mm立体声插头音频线一条

说明书及售后服务卡一份

1. 天线

2. 开机/关机键

3. 菜单键

4. 电话功能键

5. 上一曲/目录

6. 播放/暂停键

7. 下一曲/目录

8. 音量减小键

9. 音量增加键

10. 音源选择键

11. 旋转固定架

12. 麦克风

13. 显示窗

14. 遥控器插槽

15. 电源输入接口(直流12V)

16. 移动电源输出 

17. microSD卡接口

18. AUX输入接口

收音机
存台组别/序号

输入模式 电池电量FM

MHz

1-1

FM

MHz

1-1

AUX输入 连接蓝牙

电话功能

1、按主机顶部 input  键或遥控器上 AUX 键选择AUX输入模式，屏幕显示AUX播放信息（如上图）。
2、使用3.5mm—3.5mm立体声音频线连接音箱背部AUX接口至音源（MP3/MP4播放器，手机等）。
3、播放音乐并调至合适音量。

AUX

/

/

1. 静音键

2. 1-6数字键

3. 菜单键

4. 闹铃设置

5. 时间设置

6. 睡眠设置

7. 开/关机键

8. 音量调节

9. 上/下一目录

10. 上/下一曲/文件夹

11. 电话功能/暂停播放键

12. FM音源选择键

13. 蓝牙音源选择键

14. SD卡音源选择键

15. 数值调节键

16. AUX音源选择键

遥控器图示

FM收音机

物品清单

音箱的使用

AUX模式、microSD模式、备用电源输出

音箱图示

1、将电源适配器的DC接头插入音箱后面“DC IN”接口中，再将电源适配器插入电源插座，接通市电。
2、长按“     ”键约2秒钟，音箱右下角显示窗亮，音箱开机；再次按此键，音箱关机。
3、连接音源，播放音乐并调至合适音量。

打开音箱底座

连接图示  开机/关机

遥控器电池的更换
       按照右边图示方法取下遥控器电池仓，将
电池正确装入电池仓内，然后关闭电池仓。

       

注意：配备的遥控器已插入音箱箱体，方便放置和运输，同时也确保遥控器完好无损。

时间设置

1、按遥控器上的 time 键，屏幕显示当前系统时间。
2、长按 time 键约两秒，时数闪烁，可对时数进行设置；再按 time 键，分钟数字闪烁，可对分钟数进行设置。通过遥控器上 
    adj+/adj-  或           按键即可对系统时间“00（小时）:00（分钟）”进行设置。
3、在主界面下，长按 time 键约2秒，时间制式在12小时与24小时之间切换（12小时模式：AM：上午，PM：下午）。

⑦、再按 alarm 键进入闹铃音量调节界面，
      通过遥控器上 adj+/adj- 或      
      键调节音量（10-30）。
⑧、闹铃启动后，可按“      ”键取消闹铃。

/

/

/

时间、闹钟、睡眠的设置

蓝牙模式

选择开启/关闭闹钟

选择时钟数字

TIME AM

分钟

TIME AM

M36BT音箱

本机内置可充电电池，初次使用时请接电源适配器充电3-5小时；
本机可作为移动电源给手机等设备充电。

输出功率：                                                                                 RMS 6W X 2     
功率放大器信噪比：                                                                   85dBA

失真度：                                                                                           0.5% 

输入灵敏度：                                                                            550mV ± 50mV

系统频率响应范围：                                                               75Hz-20KHz (±11dB)  

输入音源模式：                                                                         MicroSD、FM、AUX、蓝 牙
调节形式：                                                                                  按 键 调 节 、 遥 控 器 调 节
扬声器单元：                                                                              2 3/4英寸（外径70mm）
电源适配器：                                                       输入：100-240V～ 50/60Hz  0.7A
                                                                              输出：12V DC 1.65A
箱体尺寸：                                                         290(宽) X 157(高) X 81(深)mm

单套包装净重量：                                                                    约1.15kg

M36BT 便携式多媒体有源音箱

如果您还有任何疑问

请拔打本公司技术服务电话（详见售后服务卡）。

疑难解答

睡眠功能

系统复位

SLEEP

闹铃功能

规格参数：

alarm
     05 : 16

AM alarm
     05 : 16

AM

1、按遥控器上的 SLEEP 键，屏幕显示睡眠信息。
2、长按 SLEEP 键约两秒，“       ”闪烁，此时按遥控器上 adj+/adj- 或            键可设置睡眠时间（睡眠时间以15分钟为单位，
     在-- -15-30-45-60-75-90间循环选择），音箱工作至所选择的时长后，音箱关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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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用电源输出

旋转
打开底座

2”

1、请勿随意更换音箱内部电池，如需更换，应交由专业人员操作。
2、请勿随意将电池丢到垃圾箱，应交给专业回收处。
3、请勿将音箱置于过热环境中，应避免强烈的光照、火等。警告

16 17 18

按主机顶部或遥控器上的 MENU  键直至屏幕显示“LOCATION”。
按       键，系统在CHINA（中国）-- JAPAN（日本）-- 
USA（美国）--AUS（澳大利亚）--WIDE（全频段）--
EUROPE（欧洲）间切换选择。

input

input

time

alarm

alarm

time

time

alarm 选择分钟数字

input

input

FM

AUTO
FM

MHz

1-1
MENU

FM

CHINA
LOCATIONMENU

按主机顶部 input  键或遥控器上的 FM  键，选择FM输入模式，
屏幕显示FM播放信息（如左图）。同时，拉伸收音机天线可增强
收音效果。

选择音源

选择区域

自动搜台、存台

手动调台

1、按主机顶部 input  键或遥控器上 SD 键选择SD卡模式，屏幕显示SD播放信息（如上图）。
2、插入microSD卡(最大支持32GB，支持MP3 / WMA格式的音乐)。
3、播放音乐并调至合适音量。

SD
Track 001

00 :03

BT

RC

Connected

BT

Unconnected
EDIFIER M36 BT

2”

adj+/adj-

或

adj+/adj-

或

adj+/adj-

或

adj+/adj-

或

选择时间 adj+/adj-

或

adj+/adj-

或

闹钟设置

ALM-1 AM

OFF

FM

alarm alarm
2”

闹钟序号闪烁

选择闹钟ALM-1 AM

OFF

FM

闹钟OFF/ON闪烁

闹钟时钟闪烁

ALM-1 AM

OFF

FM

ALM-1 AM

ON

FM

音源FM/SD闪烁

ALM-1 AM

ON

FM

小时

闹钟分钟闪烁
ALM-1 AM

ON

FM

分钟

alarm

sleep

ALM-1 AM

ON

FM

FM音源台数闪烁

ALM-1 AM

ON

1-1

alarm

alarm ALM-1 AM

ON

FM

SLEEPsleep

选择FM/SD音源

④、按 alarm 键，时数闪烁可对时数
     进行设置，再按 alarm 键分钟数
     字闪烁可对分钟数进行设置。
     通过遥控器上 adj+/adj- 或      
     按键即可对闹铃时间
   “00（小时）:00（分钟）”进行
     设置。

/

/

/

⑥、FM模式下再按 alarm 键可对FM
      预存的24个电台进行选择。

注意：部分蓝牙设备因软件设置的不同，与本机连接使用时功能可能会有差异。

说明：主机上的         键与遥控器上的         键电话功能相同。

2”

时间闪烁

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含量

音箱无声，怎么办？

收音机信号弱问题？

某些外部环境干扰较大时，会出现收音信号弱。此时，移动音响到另外一个位置或拉开收音天线并转动天线，以得到
更好的收音信号。

1、请检查电源适配器插头是否插好；电源插座是否通电。
2、请检查音源和连接线是否正常。
3、请检查音量是否已调到最小。
4、请检查音箱是否处于静音状态。
5、请检查SD卡内的曲目是否为支持的格式。
6、请确保音箱电池有电。

/

/

上/下一曲：按一下

microSD模式

本机的USB接口可对外提供5V/最大500mA的直流电源输出，可对小型移动设备供电、充电。将USB连接线（不含在本包装内）
的一端接音箱DC OUT接口，另一端接需充、供电设备的USB接口。

M36BT 便携式多媒体有源音箱

上/下一文件夹：长按2秒
2”

蓝牙播放音乐时来电话：

拒接来电：长按约两秒；

接听电话：按一下（再按一下挂断电话）

通话时，长按此键将信号转至手机。

蓝牙模式下播放音乐时，长按此键关闭音箱蓝牙。

注：任何播放模式下都可以直接连接蓝牙。

��

mute menu
2”

* 安全警告标识在产品或电源适配器的外壳或底部：

               此符号提醒用户产品的外壳内部存在未绝缘的危险电压，这
               会引起触电，带来危险。

               此符号提醒用户不要拆卸产品的外壳，其内部没有用户可更
               换的部件，如需维修请到有资质的维修店进行维修。

               此符号表示本产品只适用于室内环境。

               此符号表示本产品是CLASS II或双重绝缘的电子设备，无需
               接地保护。

* 本产品可以在海拔5000米及以下地区安全使用，可以在热带气候
   条件下安全使用。
* 带有接地插头的产品，应连接至带有接地保护的电源插座。
* 对于可分离的电源线，产品的插头和器具耦合器是断开装置，应
   能保持方便的使用；对于不可分离的电源线，产品的插头是断开
   装置，应能保持方便的使用。
* 带有全极开关的产品，电源开关可以作为断电装置，应能保持方
   便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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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针对可拆卸电池的产品，电池务必回收或妥善处理，针对不可拆
   卸电池的产品，禁止拆解。
* 电池禁止拆解、撞击、挤压或投入火中。请勿使电池暴露在导电
   材料、液体、火或高温中。不要让金属物体接触电池的两极。
* 如果电池出现鼓胀、泄漏、变色、异味或出现其它任何异常，请
   勿继续使用。电池浸水后禁止使用。
* 如果电池使用不当，就有可能爆炸或泄漏，从而造成烧伤和其它
   人身伤害；如果电池泄漏，应小心并根据当地的电池处理相关法
   律和规定要求立即弃置电池。

* 无线产品发出的短波无线电频率信号可能会影响其它电子设备和
   医疗设备的正常使用。在禁止使用的地方请关掉本产品。
* 在医疗机构内、飞机上、加油站、自动门、火警自动警报设备或
   其它自控设备附近，请勿使用本产品。
* 在距离电子起搏器或其它医疗设备20cm的范围以内，请勿使用本
   产品，无线电波可能会影响电子起搏器或其它医疗设备的正常使用。

* 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并妥善保管以备将来参考。
* 请使用制造商指定的附件。
* 请按说明书的连接说明进行正确的安装。
* 建议在0-35℃的环境中使用本产品。
* 为减少火灾和触电危险，请勿让本产品淋雨或受潮。
* 请不要在靠近水的地方使用本产品，也不要将本产品浸入任何液
   体中或将任何液体滴落、泼溅到本产品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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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安装和使用本产品。
* 本产品上面严禁放置任何装水的器具，如花瓶；也不要在本产品
   上放置任何形式的明火，如点亮的蜡烛。
* 请不要堵塞本产品的开口处，不要将物体塞入本产品的通风口或
   槽隙中，这样做会有起火或触电的危险。
* 请在本产品的周围留足空间，以便能够保持良好的通风(建议
   5cm以上）。
* 请不要强行将插头插入端口中，连接前请检查端口是否堵塞、插
   头和端口是否匹配和方向是否正确。
* 为避免儿童误食所提供的配件（如尖钉），请将配件放在儿童拿
   不到的地方。
* 请勿擅自打开或移开外壳进行维修，那有可能会使您触及危险电
   压或导致其它危险。无论本产品因何原因损坏，都必须请专业维
   修人员修理（如电源线或插头损坏、液体溅入或物体落入、淋过
   雨或受过潮、不能正常工作或被摔过）。
* 在用干布擦拭、清洁产品之前，请先将本产品关机，并拔下供电
   的插头。
* 请勿使用强酸、强碱、汽油、酒精等化学溶剂擦拭产品表面，如
   需清洁，请使用中性溶剂或清水。

                 使用时，如果音量过高，可能会造成听力损伤，请将音
                 量调到安全水平。

                 正确处置废弃电子产品。不可将电子电气设备、部件、
                 电池与其它生活垃圾一起丢弃。为防止这些物品可能含
有的有害物质污染自然环境和对人体造成伤害，和保证资源的循
环利用，请采用废品回收或当地的处理相关法律和规定回收本产
品，或联系本产品的零售商。

电源警告：
* 请将本产品放置在电源插座附近，以便使用。
* 操作本产品之前，确保操作电压与当地供电电压相同，产品的铭
   牌上有显示操作电压。
* 长时间不使用或在有雷雨天气时，为了安全，请将本产品的插头
   从电源插座中拔出。
* 正常情况下，电源可能会发热，请保持通风，并谨慎操作。

        警告！
* 不可吞咽电池，否则会有化学灼伤危险！
* 本产品（附带的遥控器）中含有纽扣电池，如不慎
吞咽电池，会对人体产生严重的伤害，甚至在2小
时内致人死亡。不可将新的或已使用过的电池存
放在儿童能接触到的地方。
* 如电池仓没有安全关闭，请勿使用本产品，并确
保将遥控器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                                                     
* 如怀疑吞下了电池或是将电池位于体内，请立即
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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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包装箱，您会找到以下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