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说明书
X800 K歌直播音箱

服务热线

4000-387-339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9:30-12:00 下午13:3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X800

K歌直播音箱

*注意事项

*产品功能规格

1.不得将本机搁置于高温、潮湿的环境中，请置于通风、干燥处；更不得淋雨或强力冲击本机。
2.不得随意打开后盖，以防电击或其它意外发生，如需维修，应请本公司维修站或专业维修人员处理。
3.若不慎有金属物块或液体洒落机内，应立即切断电源，经专业人士检查后方可使用。
4.本机不使用时，请拔掉DC插头并从电源插座中拔掉电源插头或关掉电池电源。
5.设备不应遭受水滴或水溅，并且设备上不应放置诸如花瓶一类的装满液体的物品。
6.用电源插座和器具耦合器作为断开装置，断开设置应当保持能方便地操作。
7.可在海拔3000米以下安全使用。

1. 支持2支数字无线麦克风
--工作距离：10米
--音频频响：35Hz~20KHz
--延
时：3ms
--麦克风连续工作时间：18小时（2200mAh聚合物电池）
--低电量提醒和自动关机
2. 可以接收来自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的蓝牙立体声
--工作距离：10米
--蓝牙4.0，支持A2DP
--自动连接上次使用的蓝牙设备
--配合丰富的K歌软件，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就能K歌

8.可在热带地区安全使用。

*产品介绍
--这是一款数字无线麦克风的蓝牙音箱。
--支持Bluetooth，USB，TF Card，PC, Line in等音频输入模式。
--支持手机直播，支持OTG数字立体声（手机OTG直播需选购专用的OTG音频线）。
--适用于欣赏音乐，卡拉OK娱乐，手机直播，电视伴侣，教学，演讲，会议等多种用途。
--可以蓝牙连接各种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等多种设备。
--数字无线麦克风带按键控制功能，极其方便进行控制。

3. DSP混响和混音
--44.1K 16bits 高品质采样（CD品质）
--数码人声混响效果处理，5种混响模式
--5种美音模式（提升低/中/高音）
--2支麦克风可以调节混响效果（音量 / 混响延时 / 混响衰减）
--支持蓝牙和线路输入混音， 2路输入独立调节音量

--音箱内置专业的DSP音效处理器来进行混响和混音处理。
--音箱内置2200mAhx6锂电池供电，麦克风内置2200mAh锂电池供电。
--音箱有自动关机功能，如果连续30分钟没有使用会自动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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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手提式音箱
--喇叭单元: 3寸中高音x2+4寸低音
--喇叭阻抗: 4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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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功能规格

*电池管理

--输出功率：中高音30Wx2+低音 60W
--音频频响： 35Hz~20KHz
--电
源： ① 快速充电器:19V，3.4A直流电源适配器（110~240V ，50Hz/60Hz）
或普通充电器:15V , 2.4A直流电源适配器（110~240V ，50Hz/60Hz）
② 内置2200mAhx6节锂电池供电

-1- 机器要放在室内常温干燥的地方。
-2- 建议关机充电,关机时充电为快充模式,大概需要3小时充满, 开机状态下充电为普通充电模式,大概需要6小时充满。
-3- 用电源适配器给电池充电，充电状态下电池标志常亮，充满后电池标志熄灭，电池电量低于20%电池符号慢速闪烁。
电池电量低于10%时电池符合快速闪烁提醒需要马上进行充电，当电池电量低于5%时，2分钟后会自动关机.
-4- 音箱连续播放时间为5个小时左右(80%音量)。(播放时间和播放的音乐类型以及播放的音量有关）
-5- 使用Micro USB充电数据线给麦克风充电，连接麦克风的尾盖micro端口和充电器的USB口，充电时会自动开机，进入充电状态
电池标志会闪烁，并且有10级电量值显示（从10到100）.显示100表示充满。充电时间约3个小时，充满后可以连续使用18小时。
特别注意：当电池电量低于20%时，如果播放音量很大或者麦克风的声音很大的情况下，也会出现电量低的提示音，继续使用的话
会自动关机以保护电池，请调低音乐音量和麦克风音量后继续使用！

*配合软件

天籁K歌

全民K歌 QQ音乐

唱吧

酷狗音乐 酷我音乐 K歌达人 快手直播 火山直播

*音箱的基本操作

YY直播

温馨提示：1、以上K歌软件安卓手机通用
2、有些软件在苹果系列上使用需连线播放，记住在”设置“找”隐私“里的麦克风关掉，也可在软件里把人声
关小这样唛就不会啸叫。

-1-把电源适配器的输出插头插入音箱后面板的电源输入插座上，接通电源适配器的电源。
-2-按面板上的"POWER

"按键，开机完成，默认进入蓝牙模式, 屏幕显示”blue“。

蓝牙标志如果是闪烁，表示蓝牙在等待配对状态, 常亮表示连接成功.
-3-按面板上的"M"按键选择输入源。输入源有:蓝牙 / TF卡 / U盘 / PC / LINE

*商品内容

长按面板上的"M"按键选择使用场景。使用场景有:室内场景和室外场景,切换到室外模式后屏幕会有"室外"显示
-4-插入和播放模式相对应的存储媒体（USB或者TF）。会自动进行播放。

（注：图片仅供参照，请以实际商品为准）

-5-根据需要操作面板上面的按键进行控制（具体操作请参考下面的说明）。

无线麦克风

音箱x1

3.5MM音频直播线 3.5MM音频连接线
(4芯插头)
(3芯插头)

直流电源适配器

充电数据线

遥控器

（注：图片仅供参照，请以实际商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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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输入模式

*功能面板介绍

--按音箱面板上的 "M”按键
可以循环切换 如下输入模式：>Bluetooth>LINE>USB>TF>PC对应LED屏幕显示如下：

TF卡播放模式
(插入TF卡后切换显示)

蓝牙播放模式

USB播放模式
(插入USB播放设备后切换显示)

Pc播放模式
(接入电脑/智能电视盒等设备后切换显示)

(1) 电源开/关 (

)

① 长按:开启和关闭音箱
② 短按:查看电池电量

(3)音量增加键 ( + )

(4)音量减小键 (

在按此键可增加音乐音量

在按此键可降低音乐音量

(5)上一曲(

)

(7)下一曲 (

(8) 音乐DSP音效 | 蓝牙连接键(
)
① 短按:调整音乐的DSP音效, 分别有:
DSP0, DSP1,DSP2,DSP3, DSP4 共5种音乐音效选择 ,
② 长按:断开当前已连接的蓝牙,其他手机可以配对连接

)

1. 手机直播功能介绍 : 打开麦克风和音箱, 伴奏手机通过蓝牙连接音箱播放伴奏音乐(也可以通过TF卡,SD卡,电脑等设备播放伴奏音乐)，

2. 手机录音功能介绍 : 打开麦克风和音箱，音箱切换到LINE模式；用3.5mm音频直播线连接手机和音箱LINE接口，然后手机打开K歌

(9)LED显示屏
详细显示状态请参考后面的说明

APP(如：全民K歌，唱吧）, 手机APP实现内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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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音乐3D音效开关

1. 在USB/TF卡/蓝牙状态下, 按此键可控制
暂停/播放对应状态下的歌曲
2. 在蓝牙状态下，按下蓝牙 断开键后，可按下
键进行蓝牙回连，再按一次
键进行蓝牙播放
3.长按 按键可以开启和关闭音乐3D音效

在USB/TF卡/蓝牙状态下, 按此键可
控制播放对应状态的下一首歌曲

用配套的3.5mm音频直播线把音箱后面板3.5mm接口与直播手机耳机接口连接起来，打开直播APP开启直播即可

(6)播放/暂停键 (

)

在USB/TF卡/蓝牙状态下, 按此键可
控制播放对应状态的上一首歌曲

LINE（音箱后面板3.5mm输入接口）输入模式

*K歌, 录音, 直播功能使用介绍

(2)音频输入模式切换和使用场景切换 ( M )
① 在开机后,按此键可依次切换为:
>Bluetooth>LINE>USB>TF>PC
TF/USB/PC要有对应的设备插入后才能切换
② 长按M按键可以切换室内/户外使用场景

.06.

*使用蓝牙功能

*使用USB存储器播放功能

--支持的蓝牙设备：带蓝牙功能的智能手机 / 平板电脑 / 笔记本电脑或者其他支持蓝牙播放功能的设备。

插入USB存储器时，音箱屏幕会显示左图字幕；如果没有插入USB存储器时，则不

--蓝牙连接：将蓝牙设备的蓝牙功能打开，搜索名字为"MaiYue X800”的蓝牙设备，找到后点击配对连接,显示连接成功后，

能切换到该功能

音箱就可以播放出蓝牙设备中播放的声音。

*使用PC输入功能

蓝牙输入模式下的显示状态：
①未连接蓝牙设备 -- 蓝牙状态指示灯闪烁
②已连接蓝牙设备 -- 蓝牙状态指示灯常亮

--用安卓数据线的Micro USB端插入音箱PC口，线另一段插入电脑USB口，打开电脑上的音乐即可播放。
当音箱通过PC模式与电脑连接时，音箱屏幕会显示左图字幕；

--在音箱已经连接了蓝牙设备的情况下：
①如果想被新的蓝牙设备连接，可以长按音箱面板上面的“

如果未连接时，LED不显示切换到该功能
”按键或按遥控器上的“蓝牙”键，断开当前蓝牙设备，

断开连接后，新的蓝牙设备就可以进行配对和连接。
②如果想连接回到当前蓝牙设备，可以按音箱面板上面的“
再次按动“

”或遥控器上“

” 按键回连当前蓝牙设备，

”键进行播放。

*使用LINE输入功能
--切换到LINE模式后音箱LED屏幕会显示：

*使用TF卡播放功能
插入TF卡时，音箱屏幕会显示左图字幕；如果没有插入TF卡时，则不能切换到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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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配件的3.5MM音频连接线，连接音箱后面板的LINE输入接口和手机/MP3播放器/电脑等
其他音频播放设备，也可以接到电视机的耳机输出接口，作为电视伴侣,大大改善电视的音质。
切换到该模式下, 可配合手机K歌APP(如: 全民K歌 ,唱吧, 酷狗等 ) 实现录音功能。
请注意：使用4节插头的3.5mm直播音频线连接启用录音和直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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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G功能

*3D音效
--长按音箱面板上的"

"键或是短按遥控器上的"3D"键打开和关闭音乐3D音效功能，

音乐3D音效功能开启后,“3D音效”显示亮，如下图屏幕显示：

*变调功能
--短按遥控器上“升调”或“降调”进行歌曲变调设置，变调效果分别为-6，-5，-4，-3，-2，-1，0，1，2，3，4，5，6,
--共6级升调和6级降调, 切换到“0”为关闭变调.
--进入到变调模式屏幕显示如下图:

--使用OTG专用音频线连接手机和音箱，连接上后进入OTG模式，屏幕显示如下图：
--OTG功能可以实现高品质数字立体声直播和录音。
--和手机成功连接后,屏幕"OTG"标志会常亮亮，使用中可以根据OTG的状态来排查OTG连接故障，如线材耗损，手机接口松动。

*电音功能
--短按遥控器上“电音+”“电音-”切换到电音模式，电音有12种模式，分别为A,A#,b,b#,C,d,d#,E,E#,F,G,G#
--电音模式只改变麦克风声音音效
--长按“电音+”或“电音-”关闭电音模式
--屏幕显示如下图

*闪避功能
--短按遥控器上“闪避”键开启闪避功能，共3种模式，分别是“1”“2”“--”三种，屏幕显示如下图：
--模式“1”表示快速闪避,音乐音量变化较快,音乐音量降幅为50%,适合动感/节奏明快/喊麦这类表演场景
--模式“2”表示慢速闪避,音乐音量变化较慢,音乐音量降幅为80%,适合谈话/聊天这类表演场景
--模式“--”表示关闭闪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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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原唱功能
--短按遥控器上的“消原唱”键开启或关闭消原唱
--开启后屏幕显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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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外模式

*控制音乐音量

--短按遥控器上“户外”键根据使用环境进行室内/户外模式切换
--屏幕显示如下图，显示户外就是户外模式

--屏幕会显示当前的音量值：
按音箱面板 VOL+ ，麦克风上的

+按键或遥控器上音乐+：音乐音量+ 5，最大音量值是100。

按音箱面板 VOL- ， 麦克风上的

- 按键或遥控器上音乐-： 音乐音量- 5， 最小音量值是00。

当音乐音量为00时,LED屏幕显示会整体闪烁，提醒音乐声音关闭了，音乐音量不影响麦克风的音量。
音乐音量关机后会被记忆，每次开机都会设定为上次的音量。

*监听加减音量
--短按遥控器上“监听+”“监听-”进行音量加减，监听音量关机后不会被记忆，每次开机都设为最大值。
--监听音量分为20格，调到0后静音
--监听加减音量控制的是音箱整体输出的音量，不会改变直播输出的音量。
--监听音量每次开机都会默认设置为最大即音量20.

*控制音乐DSP音效
--屏幕会显示当前的音效模式
短按音箱上的
按键或遥控器音效键:选择音乐的DSP音效, 分别有:
DSP1, DSP2,DSP3,DSP4, 共4种音乐音效选择 ,
DSP0表示关闭DSP音效

*录音加减音量
--短按遥控器上“录音+”“录音-”进行录音音量调节，录音音量关机后会被记忆，每次开机都会设定为上次的音量。
--录音音量是指直播输出的音量,也就是直播收听的音量，不同手机输入的灵敏度不同,可以通过听众所反馈的声音大小来调节音量
--调节时屏幕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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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麦功能

*遥控器

--将设备如下图连接方式连接上
--将音箱模式切换到bLUE模式
--短按遥控器上的“连麦”键打开连麦
--连麦成功后相互就可以听到直播平台中连麦对方的声音

伴奏手机

直播手机

遥控器按键说明

1
2
3
4
5

26
27
28
29
30

6

31
10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7
8
蓝牙连接

11

LINE线

*气氛特效

9

12-13
17_18_19
·

--短按遥控器上气氛特效按键根据需求切换各种特效
--特效共9种，共9键，分别为大笑，尴尬，礼曲，奸笑，亲嘴，机枪，开场，点关注，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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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_15_16
20_21_22

23_24_25

.14.

按键
静音
录音+
录音3D
音效
闪避
播放/暂停
上一曲
下一曲
音乐+
音乐电音电音+
升调
消原唱
降调
大笑
尴尬
礼曲
奸笑
亲嘴
机枪
开场
点关注
鼓掌
模式
监听监听+
蓝牙
户外
连麦

功能说明
音箱和直播声音静音
直播音量(直播收听音量)增大
直播音量(直播收听音量)减小
音乐3D音效开/关
音乐DSP音效切换
闪避模式切换
歌曲播放/暂停
歌曲上一曲
歌曲下一曲
音乐音量增大
音乐音量减小
电音调号减，长按关闭电音
电音调号加，长按关闭电音
歌曲变调升调
歌曲消原唱功能
歌曲变调降调
气氛特效（大笑）
气氛特效（尴尬）
气氛特效（礼曲）
气氛特效（奸笑）
气氛特效（亲嘴）
气氛特效（机枪）
气氛特效（开场）
气氛特效（点关注）
气氛特效（鼓掌）
蓝牙/LINE/USB/TF/PC模式切换
音箱总音量减,(不影响直播音量)
音箱总音量加,(不影响直播音量)
断开当前蓝牙连接,接受新设备连接
户外和室内模式切换
直播时连麦

*麦克风重新对码操作步骤

*麦克风控制按键

--配套的麦克风在出厂时已经进行对码，可以无需再进行对码即可使用。
--如更换新的麦克风 , 需重新对码才可以使用 , 请按照如下步骤操作 :
第一步：按下" /Fn" ,打开两支麦克风, 查看两支麦克风LED屏上是否分别为 "
则执行第三步操作 ; 如不是, 即两支麦克风显示为"
第二步：先把麦克风关机，按下任意一支麦克风的"
麦克风确认LED屏上是否分别显示为"

1

"和"

2

1

"和"

1

" 或者 "

2

"和"

1、混响效果控制按键
1

"和"
2

2

", 如果是,即两支麦克风分别显示为"

1

"和"

2

"

按此键可调节麦克风混响效果，共有6种效果可供选择，分别是：

" , 则先执行第二步操作 , 后再执行第三步操作 ;

E0，E1，E2，E3，E4，E5

"，然后再按下的" /Fn" , 此时麦克风LED会显示"CHA"或者"CHb", 打开两支

2、 人声 美音效果控制按键

";

第三步：先关闭音箱，再打开要对码的麦克风 , 同时长按麦克风的"

"和" /Fn",直到"

1

"或者 "

2

按此键可调节麦克风人声美音效果，共有6种效果可供选择，分别是：

"开始闪烁时才松开按键, 然后打开

音箱即可完成此麦克风的对码.
第四步 : 打开音箱和两支麦克风 , "

P0，P1，P2，P3，P4，P5
1

"和"

2

"显示常亮且功能正常 , 则表示对码成功.

3、降低音乐播放音量

*麦克风控制介绍：
DSP
1

2

5、降低麦克风音量
-1 . 麦克风内置有2200mAh聚合物电池，可重复充电使用。

6、增大麦克风音量

-2. 长按电源按键，开启麦克风，观察电源指示灯的状态：

2

1

4、增大音乐播放音量

亮表示这支是1号麦克风

7、开/关机键

*开机时先麦克风LED显示为"--"

亮表示这支是2号麦克风

*关机时先显示OFF

亮表示在控制音乐音量,闪烁表示音乐静音

*开机后麦克风电量不足，麦克风LED显示"

长按此键开机或关机，短按显示麦克风的当前电量

"闪烁。

*麦克风控制和功能显示

亮表示在控制麦克风音量,闪烁表示麦克风静音 -3. 连接正常情况下，根据需要调节各种参数
DSP

亮表示开启了混响功能

-4. 除变调功能外,其他功能参数有记忆功能

亮表示开启了美音功能

（具体操作请参考下面的说明）。

亮表示开启了消原唱功能

1

麦克风音量控制
按麦克风"
"按键：降低麦克风音量，最小音量值是0,
当麦克风LED"
"显示为闪烁状态时,表示当前麦克风静音
按麦克风"
"按键：增大麦克风音量，最大音量值是100

亮表示开启了变调功能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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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风控制和功能显示

1

1

音乐变调控制
长按麦克风"
"按键：开启歌曲降调功能 , 共可以降"-1","-2","-3" ,"-4","-5"五个调
长按麦克风"
"按键：开启歌曲升调功能 , 共可以升"+1","+2","+3",,"+4",,"+5" 五个调
变调功能开启后(变调值不是0),显示屏的变调标志"KEY”会常亮

1

DSP

1

音乐音量控制
按麦克风"
"按键：降低音乐音量，屏幕会闪一下显示-5,最小音量值是0(静音).
按麦克风"
"按键：增大音乐音量，屏幕会闪一下显示5,最大音量值是100

1

1

1

*常见问题解决方法

DSP
1

1

1

混响效果控制
按麦克风" DSP "按键：循环切换5种混响效果分别为"E0","E1","E2","E3","E4","E5"
"E0"为无混响效果，E1~E3"为无立体声混响效果，E4~E5"为回声效果
长按麦克风" DSP "按键为消除歌曲原音功能
消原唱功能控制
消原唱功能是针对普通歌曲的,在播放K歌软件不带原唱的伴奏时请记得关闭此功能
长按麦克风" DSP "按键：打开和关闭消原唱功能
消原唱功能开启后,显示屏的消原唱标志"V-E”会常亮
人声美音效果控制
按麦克风"
"按键：循环切换5种美音效果分别为"P0","P1","P2","P3","P4","P5"
请根据自己的喜好、表演风格、声线特点来选择。

（1)插上充电器电池标志一直闪,不能开机
这是对电池保护的设计,上述现象说明电池电量非常低,需要先充电一会再使用,请耐心等待几分钟,电池标志没有在闪烁时再开机
（2)使用时突然大声唱歌,音箱会关机
这是对电池保护的设计,当电池标志闪烁(电量低于30%),会出现上述现象,电池电量不够应对大声唱歌,处于对电池的保护,机器自动关机.
请重新开机,把麦克风音量调低后再使用,最好是进行充电,补充足够电量后再使用.
（3)音箱开机状态下没有音乐声音
请检查是否把音乐音量设置为0，是否遥控器上按了静音，是否在遥控器上把监听音量设置为0，如果是把对应的音量设置为合适值，
如果还是没有声音，请重新开机试试。
（4)音箱开机状态下没有麦克风声音
请先查看显示屏的麦克风标志是否点亮，如果不亮请检查麦克风是否打开，如果亮请检查麦克风的音量是否设置为0。另外再检查是否
把监听音量设置为了0.或者直接重新开机,重新开机会恢复默认音量设置。
（5）插上U盘或TF卡后无法播放歌曲
1:检查U盘或TF卡里的歌曲是否是MP3格式
2：检查U盘和TF卡是否有加密
（6）插上USB线电脑无法用设备播放歌曲
1：检查是否在电脑上选择音箱为默认播放设备，步骤-右击电脑声音喇叭图标-选择“播放设备”-在“播放”栏下方，
找到设备“MaiYue X800”右击选择"设置为默认播放设备。"
2:检查音箱是否进入PC模式,如果没在PC模式就按"M"键进行切换。或者重新拔插USB线，自动进入PC模式。
（7）音箱无声音
1:检查音量是否为0,为0是静音
2:检查音箱是否用遥控器按了静音
3:检查遥控器监听音量是否为0,为0是静音
（8）音箱/话筒音量加到100最大时声音还是很小
1:检查遥控器上监听音量是否有调的太小了，或者重新开机恢复默认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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