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BLUETOOTH連接從智慧型手機或其
他裝置聆聽音樂

聆聽音樂

1

使用說明書

A

玻璃共振揚聲器
LSPX-S2

首先，執行“與BLUETOOTH裝置進行連接”中的程序，以連接到
BLUETOOTH裝置。

2

按下

在智慧型手機上安裝Sony | Music Center。

在Google Play™（Play Store）或App Store中
搜尋“Sony Music Center”。

按住按鈕可快速調整。

與BLUETOOTH裝置進行配對及連接

按住BLUETOOTH/

1

/ （音量）按鈕調整音量。

2

您可讓BLUETOOTH裝置與本裝置進行配對。

1

將智慧型手機連接至無線LAN路由器。

3

PAIRING按鈕大約2秒。

本裝置將會發出提示音，表示已進入配對模式。

透過BLUETOOTH無線技術連接智慧型手機與本裝
置。
執行“與BLUETOOTH裝置進行連接”中的程序，以連接到BLUETOOTH
裝置。

提示
如果聲音中斷，或出現靜電雜訊，本裝置可能受到干擾。
請將本裝置移到其他位置，或將BLUETOOTH裝置移到本裝置附近。

用2個揚聲器聆聽音樂
（Speaker Add功能）

4-748-323-71(1)

4

在Sony | Music Center上依照螢幕上的指示連接至
Wi-Fi。
某些無線LAN路由器具有多個SSID。
將智慧型手機與本裝置設為相同SSID。

如需詳細說明，請參閱說明指南。

使用揚聲器享受更多樂趣

2

從BLUETOOTH裝置偵測本裝置，然後選擇
[LSPX-S2]。

使用智慧型手機連接至Wi-Fi網路

開始在BLUETOOTH裝置上播放音樂，並調整音量。

與BLUETOOTH裝置進行連接
（從  或  配對類型選擇連接方式。後續裝置會以相同方式配對。）

B

現在，您可播放BLUETOOTH裝置中的音樂。
若要在連接Wi-Fi時聆聽線上音樂發布服務，請參閱“透過Wi-Fi連接聆聽線
上音樂發布服務（Spotify）。”

5

確認網路指示燈（白色）亮起。
Wi-Fi連接到此完成。

使用BLUETOOTH®連接
透過BLUETOOTH連接方式，您可
在智慧型手機上欣賞音樂。
LSPX-S2

透過Wi-Fi連接聆聽線上音樂發布服務
（Spotify）
連接至Wi-Fi網路
（選擇程序  或 。）

使用Wi-Fi連接
透過Wi-Fi連接，您可使用即推即
播及線上音樂發布服務充分享受
樂趣。

3

確定有聽見成功配對的提示音。

A

BLUETOOTH指示燈（白色）會同時亮起。
提示

透過具有Wi-Fi Protected Setup™（WPS）
按鈕的Wi-Fi路由器連接至Wi-Fi

如果指示燈在操作期間停止閃爍，請從步驟1重新執行。

B

充電
第一次使用本裝置時，務必充電至少1個小時。

1

將隨附的micro USB纜線及隨附的USB交流電轉換器
連接至DC IN 5 V插孔，然後將USB交流電轉換器插
入電源插座。

透過單觸（NFC）與BLUETOOTH裝置連接

即使本裝置關閉電源，只要將智慧型手機與本裝置相互碰觸，就能配對及
連接。

1

1
2

將本裝置放在Wi-Fi路由器附近，然後開啟本裝置的
電源。

按住本裝置的TIMER/ WPS按鈕大約2秒，直到聽見
嗶聲。

解除鎖定BLUETOOTH裝置的螢幕，將其觸碰揚聲器
底部的N標記區域。

在購買後第一次為本裝置進行充電時，本裝置會自動開啟且 （開
啟/待機）指示燈（白色）會緩慢閃爍。
充電完成時，（開啟/待機）指示燈（白色）會亮起。

2
提示

您可透過本裝置播放線上音樂發布服務（Spotify）的音樂。您必須在智慧
型手機上安裝Spotify應用程式並完成會員註冊，才能使用智慧型手機享受
Spotify帶來的音樂（Spotify Connect功能）。

1
2

將本裝置連接至Wi-Fi網路。

在與本裝置連接至相同Wi-Fi的智慧型手機、平板電
腦或一般電腦上，啟動已安裝的Spotify。
如需Spotify的詳細資訊，請瀏覽以下網站。
www.Spotify.com/connect

3

開始播放音樂，然後選擇[Devices Available]。

4

選擇[LSPX-S2]並從本裝置聆聽音樂。
啟用Spotify Connect功能時，連線圖示（
）會亮起綠色。
完成連線時，本裝置底部的網路指示燈會亮起綠色。

3
•• 如果在本裝置關閉時進行充電，（開啟/待機）指示燈（橘色）會亮起。充電完成
時，指示燈會熄滅。
•• 當充電電池的電量不足時，（開啟/待機）指示燈（紅色）會閃爍，並且會發出警
示音，提醒您充電電池電量不足。 本裝置不久即會自動關閉電源。

享受線上音樂發布服務（Spotify）

在90秒內按下Wi-Fi路由器的Wi-Fi Protected
Setup™（WPS）按鈕。

依照螢幕上的指示連接裝置，然後確定聽見成功配
對的提示音。
BLUETOOTH指示燈（白色）會同時亮起。

提示

開啟/關閉電源

1

4

•• 如果聲音中斷，或出現靜電雜訊，本裝置可能受到干擾或收訊不佳。
•• 確定本裝置周圍沒有金屬物體。
•• 此外，請確保本裝置遠離微波爐、其他Wi-Fi裝置或任何類似裝置。

確認網路指示燈（白色）亮起。
Wi-Fi連接到此完成。

按下（開啟/待機）按鈕。
（開啟/待機）指示燈（白色）會緩慢閃爍。

透過單觸中斷連接
再次將裝置觸碰N標記區域。

如果無法建立連線
•• 將BLUETOOTH裝置慢慢移動到N標記區域上。
•• 如果BLUETOOTH裝置放在保護套內，請從保護套內取出。

注意事項
•• Spotify所提供的服務細節可能根據所在國家或地區而有不同。
•• 應用程式的規格及畫面設計若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使用即推即播享受線上音樂發布服務
（Spotify）的音樂
在使用Spotify Connect功能或登錄您最喜愛的音樂後，即使本裝置未開啟
電源，只要按下 （即推即播）按鈕，就能輕鬆享受好音樂。

1

選擇燭光模式的亮度
當燭光模式開啟時，按下 （照明LED）+/–按鈕以選
擇您最喜歡的亮度（共2種選擇）。

說明指南資訊
關於更多簡單易明的疑難排解祕訣，請參閱說明指南。使用電腦或智慧型
手機存取。

注意事項

在執行“享受線上音樂發布服務（Spotify）”的步驟3
後，按下 （即推即播）按鈕。

當本裝置處於燭光模式時，即便使用Sony | Music Center或按下本裝置的 （照明
LED）+/–按鈕，也無法設定照明LED的亮度。請先關閉燭光模式，然後再設定照明
LED的亮度。

（即推即播）指示燈（白色）會亮起。

使用睡眠定時器

http://rd1.sony.net/help/speaker/lspx-s2/h_zz/

按TIMER/ WPS按鈕。
聲音表示已設定睡眠定時器，60分鐘後電源會自動關閉。

疑難排解

2

按下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說明指南中的“疑難排解”。
您也可以透過充電本裝置來解決問題。

/ （音量）按鈕調整音量。

按住按鈕可快速調整。
您也可以使用Spotify調整音量。

對本裝置充電
取消睡眠定時器
再按一次TIMER/

WPS按鈕。聲音表示已取消睡眠定時器。

提示
您也可以使用Sony | Music Center來設定定時器的期間。

3

聆聽外接裝置中的音樂
瀏覽Sony | Music Center，並選擇要在使用即推即播
時播放的音樂。
您可選擇以下項目。
• 上次播放的音樂（預設設定）
• 由Glass音效喇叭建議
• 最愛的音樂

登錄最愛的音樂
在播放音樂時，按下 （即推即播）按鈕大約2秒。
登錄完成時，您將會聽見通知音。
（即推即播）指示燈（白色）會在閃爍幾次後保持亮起。

各種功能
調整照明LED的亮度
按下

（照明LED）+/–按鈕。

按住按鈕可快速調整。

1

將可攜式音訊裝置或類似裝置連接至AUDIO IN插
孔。
使用市售的連接線（立體聲迷你  立體聲迷你，無電阻）。

2

開始在連接的裝置上播放。

提示
若要在連接線保持插入AUDIO IN插孔的情況下從BLUETOOTH裝置輸出音樂，請按下本
裝置底部的BLUETOOTH/ PAIRING按鈕或使用Sony | Music Center將BLUETOOTH裝置
切換至您要用於播放的裝置。
如果音量太低，可以在本裝置或連接的音訊裝置上調整音量。

 使用Sony | Music Center進行詳細設定
Sony | Music Center應用程式可讓您從智慧型手機操作任何支援Sony | Music
Center的Sony音訊裝置。

本文件未說明的Sony | Music Center功能
•• Wireless Multi-Room功能的設定

如果電源沒有開啟或長時間未使用本裝置，請將隨附的micro USB纜線及隨
附的USB交流電轉換器確實連接至DC IN 5 V插孔、將USB交流電轉換器插入
電源插座，並充電至少1個小時，然後再開啟電源。
除非在特定情況下，否則您無法透過將本裝置連接至電腦的USB端子來為
本裝置充電。

自動待機功能
在下列情況下經過大約15分鐘後，本裝置會自動關閉電源。這並非故障。
在您購入本裝置時，自動待機功能預設為開啟狀態。您可在Sony | Music
Center的設定選單中開啟及關閉自動待機功能。
•• 本裝置目前未使用。
•• 目前沒有使用透過BLUETOOTH無線技術連接的裝置播放音樂（音訊）。
•• 連接至AUDIO IN插孔的音訊裝置目前沒有播放音樂（音訊），或音訊裝
置的音樂（音訊）輸出非常微弱。

檢查Wi-Fi連接的設定
當您按下 （即推即播）按鈕時，如果 （即推即播）指示燈閃爍紅色且
發出錯誤警示音，請注意下列情況。
•• 您從未使用過Spotify Connect功能。
•• 本裝置未連接至Wi-Fi。
請依照“連接至Wi-Fi網路”下方的程序並重新執行設定。

在使用Wi-Fi連接播放音樂後使用BLUETOOTH連接播放
音樂
確定本裝置底部的BLUETOOTH指示燈沒有熄滅。
如果BLUETOOTH指示燈熄滅，請按下本裝置底部的BLUETOOTH/
PAIRING按鈕，並確認BLUETOOTH指示燈亮起。

重設本裝置
本裝置運作不正常時，重設可能會解決一些問題。若要重設本裝置，請使
用針等尖頭物體按下RESET按鈕。
在未連接USB交流電轉換器的情況下，按下RESET按鈕，再按下 （開啟/
待機）按鈕至少3秒，即可開啟本裝置電源。

•• Wireless Stereo功能的設定
•• Speaker Add功能的設定
•• 低音加強功能的設定
•• 網路待命的設定

如何下載
在Google Play（Play Store）或App Store中搜尋“Sony Music Center”並下
載。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Sony | Music Center的說明頁面。

http://www.sony.net/smcqa/

享受燭光模式

重新啟動本裝置
如果本裝置的 （開啟/待機）指示燈閃爍紅色，表示本裝置處於保護模
式。 請稍候片刻，然後再次按下 （開啟/待機）按鈕開啟電源。
如果重新開啟電源後仍無法解決問題，請聯絡最近的Sony經銷商。

揚聲器開啟時，按住 （開啟/待機）按鈕大約2秒。

初始化本裝置

您可設定照明LED，營造仿若燭光搖曳的效果。
注意事項
Sony | Music Center可執行的操作因音訊裝置而異。應用程式的規格若有變更，恕不另
行通知。

如果檢查“疑難排解”中的所有相關項目後本裝置仍無法正常運作，或是發
生設定失敗情況，請初始化本裝置，使其恢復為預設值。
當本裝置開啟電源時，同時按住本裝置的 （開啟/待機）按鈕和 （音
量）按鈕至少4秒，即可初始化本裝置。
初始化程序大約需要幾十秒的時間。初始化完成時，本裝置的 （開啟/待
機）指示燈和照明LED燈及電源會保持開啟。
由於初始化本裝置時會刪除所有BLUETOOTH配對資訊及網路設定，因此您
必須重新執行所有設定。

關閉燭光模式
再次按住 （開啟/待機）按鈕大約2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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