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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音频设备



入门指南

连接配对的BLUETOOTH设备

从PC给电池充电

1 开启本设备。
2 从BLUETOOTH设备进行BLUETOOTH连接。
（BLUETOOTH）指示灯开始闪烁。

亮起
（橙色）

建立了BLUETOOTH连接时，本设备上的
（BLUETOOTH）指示灯将保持亮起。

微型USB电缆（附送）
DC IN

提示

SRS-X11

电源输出容量因PC而异。有关PC电源输出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PC附送的操作说明。

通过用智能手机轻触本设备，本设备将自动开启，
然后进行配对和BLUETOOTH连接。

从交流电源插座给电池充电

兼容的智能手机
USB交流电源适配器
（市售）

©2015 索尼公司 中国印刷

NFC（近场通讯）是一种在智能手机和IC标签等各种
设备之间进行短距离无线通讯的技术。通过NFC功
能，只需让NFC兼容设备相互轻触（即，让各设备的
N标记符号或指定位置相互轻触），即可轻松执行
BLUETOOTH配对等数据通讯。

中文
附送的说明书
DC IN

入门指南（本文件）

参考指南
说明注意事项和产品规格。

微型USB电缆（附送）

网址：

http://rd1.sony.net/help/speaker/
srs-x11/zh-cn/
二维码：

提示
建议使用电源输出为1.5 A或更大的市售USB交流电源
适配器，但本设备也兼容电源输出大于500 mA而小于
1.5 A的USB交流电源适配器。使用其他类型的适配器
充电不在保修范围内。

如何无线连接BLUETOOTH设备
根据实际情况，从以下3种配对类型中选择一
种。BLUETOOTH设备需预先相互“配对”。

与BLUETOOTH设备进行配对和连
接
本设备最多可以与八个BLUETOOTH设备进行配对。与
两个或更多BLUETOOTH设备配对时，请对各设备执行
以下配对操作。

1

按（电源） PAIRING按钮开启本设备。
（BLUETOOTH）指示灯开始闪烁。

给本设备充电

闪烁（白色）

本设备配备有内置的锂离子充电电池。首次使用本
设备以前，请给电池充电。
当本设备关闭并连接至开启的PC或交流电源插座
时，CHARGE指示灯以橙色亮起。充电完成时，
CHARGE指示灯将熄灭。
充电时间视连接设备的电源输出容量而定。
电源输出容量

预计充电时间*

以1.5 A输出

约4小时

以500 mA输出

约8小时

•如果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为Android
•
2.3.3或更高
版本，但低于Android 4.1，继续执行步骤2。
•如果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为Android
•
4.1或更高版
本，继续执行步骤4。

2 下载并安装应用程序“NFC轻松连接”。

“NFC轻松连接”是个免费的Android应用程
序。通过二维码访问Sony Style网站。搜
索“NFC轻松连接”并下载。下载应用程序可能
会收费。
若要通过二维码下载，请使用
二维码阅读器应用程序。

注意
在某些国家和/或地区，可能不提供该应用程序。

3 在智能手机上启动“NFC轻松连接”。
4 用智能手机轻触本设备。
确保显示应用程序画面。

请预先对智能手机的屏幕进行解锁。
让智能手机和本设备的N标记部分保持接触，直
至智能手机作出响应。如果本设备关闭，用智
能手机轻触本设备时，本设备将开启。

按住（电源） PAIRING按钮，直至听到
2 提示音，并且
（BLUETOOTH）指示灯开始

智能手机作出响应
（设备被识别）

快速闪烁。
本设备进入配对模式。

提示
首次开启本设备时，将自动进入配对模式。

* 上述时间可能会因环境温度或使用情况而异。

提示
尽管CHARGE指示灯不亮，但如果使用中的设备与开启
的PC或交流电源插座相连时，就可以进行充电。此
时，视使用情况而定，设备电池的充电时间可能会比
上述时间长。因此，建议在充电时关闭本设备。

1 将智能手机的NFC功能设定为开启。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智能手机附送的操作说
明。

帮助指南
想要进一步了解如何使用本设备时，请在
电脑或智能手机上阅读帮助指南。帮助指
南中还包含了故障排除指南，可帮助解决
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安装了Android 2.3.3或更高版本的NFC兼容智能手
机

NFC
亮起
（橙色）

说明如何连接本设备和BLUETOOTH设备以及
基本操作。

通过单触（NFC）功能连接智能
手机

快速闪烁（白色）

按照画面指示建立连接。
建立了BLUETOOTH连接时，本设备上的
（BLUETOOTH）指示灯将保持亮起。
若要断开连接，请用智能手机再次轻触本设
备。

提示

3 在BLUETOOTH设备上执行配对操作以检测本
设备。
当BLUETOOTH设备的显示屏上出现检测到的设备
列表时，请选择“SRS-X11”。
如果在BLUETOOTH设备的显示屏上需要输入密
钥，请输入“0000”。

4 从BLUETOOTH设备进行BLUETOOTH连接。
建立了BLUETOOTH连接时，本设备上的
（BLUETOOTH）指示灯将保持亮起。

如果无法连接本设备，请尝试以下操作。
•在智能手机上启动应用程序，然后让智能手机在
•
本设备的N标记部分上方慢慢移动。
•如果智能手机装在手机套中，请取出。
•
•确保智能手机上显示应用程序画面。
•

聆听和通话
在与BLUETOOTH设备建立BLUETOOTH连接以后再操作本
设备。

按住在步骤4中（电源） PAIRING按钮
5 被按下的设备上的ADD按钮，直到听到提示
音。
（BLUETOOTH）和L/R指示灯闪烁。然后L指示
灯亮起，而 （BLUETOOTH）和R指示灯熄灭。

聆听音乐
配置协议：A2DP，AVRCP

在BLUETOOTH设备上开始播放，并调节音量。
在连接的设备上设定为适当音量，然后用本设备的
VOL -/+按钮调节音量。

VOL +按钮有一个触点。

提示
有关通过连接AUDIO IN插孔进行播放的详细信息，请
参阅帮助指南。

提示
在某些情况下，视BLUETOOTH连接情况而定，L指示
灯可能会在按住ADD按钮后即刻亮起。

（BLUETOOTH）指示灯正在闪烁的
6 反复按
设备上的ADD按钮，在立体声模式和双重模
式之间更改音频重现。
两台设备的L/R指示灯均显示音频重现状态。

拨打电话/接听电话
配置协议：HSP，HFP

操作智能手机拨打电话。
若要结束通话，请按本设备上的 （通话）按钮。

有来电时，按本设备上的 （通话）按钮。
如果在聆听音乐时有来电，操作方法相同。

立体声模式（L声道/R声道）

麦克风
立体声模式（R声道/L声道）

（通话）按钮有一个触点。

提示
如果便携式音频设备等连接到AUDIO IN插孔，本设备
将自动切换到AUDIO IN模式。此时，BLUETOOTH连接设
备的声音不会从本设备输出，但免提通话仍可用。

连接两个扬声器和BLUETOOTH设备（扬声
器添加功能）
通过BLUETOOTH连接2台SRS-X11设备，可以在立体声
模式（立体声）和双重模式（同时从2台设备输出相
同声音）之间选择音频重现。若要使用此功能，需
要2台SRS-X11设备。

m以内的
1 将2台SRS-X11设备置于相互距离1
地方。
按其中一台设备上的（电源） PAIRING
2 按钮以开启电源。
设备的 （BLUETOOTH）指示灯开始闪烁。

按住在步骤2中（电源） PAIRING按钮
3 被按下的设备上的ADD按钮，直到听到提示
音。
（BLUETOOTH）和L/R指示灯闪烁。
在 （BLUETOOTH）和L指示灯保持闪烁期间，当
R指示灯亮起时，将听到提示音。

4 当在步骤3中操作的设备的R指示灯亮起
时，按另一台设备上的（电源）
PAIRING按钮以开启电源。
设备的 （BLUETOOTH）指示灯开始闪烁。

双重模式（单声道/单声道）

（BLUETOOTH）指示灯正在闪烁的设
7 操作
备，与BLUETOOTH设备建立BLUETOOTH连
接。
有关BLUETOOTH连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文件
中的“与BLUETOOTH设备进行配对和连接”（步
骤2、3和4）或“通过单触（NFC）功能连接智
能手机”。
当设备的 （BLUETOOTH）指示灯停止闪烁并亮
起时，BLUETOOTH连接建立。

提示
•拨打或接听电话时，仅操作
•
（BLUETOOTH）指示灯亮
起的设备。
•如果便携式音频设备等连接到AUDIO
•
IN插孔，本设备
将自动切换到AUDIO IN模式，且扬声器添加功能终
止。
•当上一次用作扬声器添加功能的设备开启时，该设备
•
将尝试与已连接的另一台设备建立扬声器添加功能。
如果要再次使用2台SRS-X11设备实现扬声器添加功
能，请开启另一台设备。
•如果要单独使用已用作扬声器添加功能的其中一个扬
•
声器，按（电源） PAIRING按钮开启该设备，然
后按住ADD按钮直到听到提示音，以终止该设备尝试
建立上一次连接的扬声器添加功能。
•有关扬声器添加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帮助指南。
•
•BLUETOOTH®字标和标识归Bluetooth
•
SIG, Inc.所
有，Sony Corporation对这些标记的使用均已获得许
可。
•N标记是NFC
•
Forum, Inc.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商标或
注册商标。
•Android™是Google
•
Inc.的商标。
•其他商标和品牌名称均属于其各⾃所有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