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VE MINI
Portable Mini Bluetooth Loudspeaker with
Advanced Acoustics

V 1.0

2

快速启动向导

LIVE MINI
重要的安全须知

1.
2.

请阅读这些说明。

3.
4.
5.

保修条款

请注意所有的警示。

如电源线或电源插头受
损, 液体流入或异物落入
设备内, 设备遭雨淋或受
潮, 设备不能正常运作或
被摔坏。

请遵守所有的说明。

15. 本设备连接电源时

站查看完整的详细信息。

请妥善保存这些
说明。

带有此标志的终
端设备具有强大
的电流, 存在触
电危险。 仅限使用带有 1/4''
TS 或扭锁式插头的高品
质专业扬声器线。 所有的
安装或调整均须由合格的
专业人员进行。

请勿在靠近水的地
方使用本产品。
请用干布清洁本
产品。
请勿堵塞通风口。 安
装本产品时请遵照厂家
的说明。

此标志提醒您
查阅所附的重要
的使用及维修
说明。 请阅读有关手册。

9.

为避免触电危
险, 请勿打开机顶盖 (或
背面挡板)。 设备内没有
可供用户维修使用的部
件。 请将维修事项交由合
格的专业人员进行。
小心
为避免着火或
触电危险, 请勿
将此设备置于雨淋或潮
湿中。 此设备也不可受
液体滴溅, 盛有液体的
容器也不可置于其上, 如
花瓶等。
小心
维修说明仅是
给合格的专业
维修人员使用的。 为避免
触电危险, 除了使用说明
书提到的以外, 请勿进行
任何其它维修。 所有维
修均须由合格的专业人
员进行。

源插头或
器具耦合
器用作断电
装置,
应当保证它
们处于随
时可方便
操作状态。

7.
8.

请勿将本产品安装
在热源附近, 如暖气片,
炉子或其它产生热量的
设备 (包括功放器)。
请勿移除极性插头
或接地插头的安全装置。
接地插头是由两个插塞
接点及一个接地头构成。
若随货提供的插头不适
合您的插座, 请找电工更
换一个合适的插座。

10. 妥善保护电源线, 使
其不被践踏或刺破, 尤其
注意电源插头、 多用途插
座及设备连接处。

11. 请只使用厂家指定
的附属设备和配件。

12. 请只
使用厂家
指定的或
随货销售的
手推车, 架
子, 三角架, 支架和桌子。
若使用手推车来搬运设
备, 请注意安全放置设备,
以避免手推车和设备倾
倒而受伤。

13. 遇闪电雷鸣或长期不
使用本设备时, 请 拔出电
源插头。

14. 所有维修均须由合
格的维修人员进行。 设
备受损时需进行维修, 例

musictribe.com/warranty 网

16. 若电

6.

此标志提醒您,
产品内存在未绝
缘的危险电压,
有触电危险。

小心

一定要有接地保护。

有关音乐集团保修
的适用条款及其它
相关信息, 请登陆

17. 本产
品仅适用于
海拔 2000
米以下地
区, 本产
品仅适用于非热带气候
条件下。

法律声明
对于任何因在此说明书
提到的全部或部份描述、
图片或声明而造成的损
失, Music Tribe 不负任何
责任。 技术参数和外观
若有更改, 恕不另行通
知。 所有的商标均为其各
自所有者的财产。 Midas,

Klark Teknik, Lab Gruppen,
Lake, Tannoy, Turbosound,
TC Electronic, TC Helicon,
Behringer, Bugera,
Oberheim, Auratone, Aston
Microphones 和 Coolaudio 是
Music Tribe Global Brands Ltd.
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 Music Tribe Global Brands
Ltd. 2021 版权所有。

注意
如果电池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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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电池（电池包或
组合电池）不得
暴露在诸如日照 ，火烤或
类似过热的环境中。

3

4

快速启动向导

LIVE MINI

LIVE MINI 连接应用

通过 Bluetooth 连接到 LIVE MINI

第一步: 连接应用

直接连接电源到 LIVE MINI

LIVE MINI

Power Adapter

使用 LIVE MINI 充电底座连接电源 （建议）

辅助连接到 LIVE MINI

LIVE MINI

Charging Base
Power Ad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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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MINI

LIVE MINI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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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MINI 控制
第二步: 控制

(1)

(2)

(3)

前面板控制

Top

(1)

(5)

电源指示灯亮。 按下按钮约 1 秒
钟来关闭 LIVE MINI。

Previous – 此按钮用于播放播放
列表中的上一首歌。

(2)

(4)

Microphone Aperture – 在这个小
孔下面是内置话筒的元件。 此话
筒用与移动设备进行电话和语音
交互。 保持这个区域干净和干燥，
且不要覆盖此区域， 否则话筒响
应会被降低。

(5) (6) (7) (8)(9)(10) (11)
(3)

Front

Next – 此按扭用于播放播放列表
中的下一首歌。

(4)

Power ON/Battery Indicator – 		

(6)

(12) (13)

充电时， LIVE MINI 不需要开启。

(14)
Base Top

Front
Rear

(15)

当电池电量不足且 LIVE MINI 即
将关闭时， 指示灯亮且闪烁
红色。

+ Button – 此按钮用于各种操作，
包括调大音量。

(9)

Aux Input Indicator – 此灯亮表明
LIVE MINI 通过后面板的 3.5 mm TRS
辅助接口连接到一个辅助设备，
如 MP3 播放器。

(10)

Bluetooth Button – 此按钮用于
各种操作， 如 Bluetooth 配对到
兼容设备。
请参见说明书的快速启动部
分获取设置 Bluetooth 连接的
详细信息。

黄色： 电池电量低于 20%
绿色： 电池电量大于 50%

Multi-Function Button – 这个 MFB
按钮用于 LIVE MINI 的各种操作，
包括暂停和播放。

(8)

红色： 电池电量不足

Rear

– Button – 此按钮用于各种操作，
包括调小音量。

(7)

当按下电源按钮时， 此灯常亮约
10 秒。

当 LIVE MINI 正在充电时，指示灯
会缓慢闪烁。 指示灯颜色表
明电池充电状态， 如下：

Power Button – 按一下此按钮来
开启 LIVE MINI。 当 LIVE MINI 开启时，

(11)

Bluetooth Indicator – 这个表明
bluetooth 连接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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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板接口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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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MINI

(14)

Aux Input – 此 3.5 mm TRS 接口可
从外部设备接收线路电平立
体声输入信号， 如 MP3 播放器
或电脑音频输出
Power Input – 当 LIVE MINI 不连
接到它的充电底座时， 此接口
可与随货供应的电源适配器
一起使用来为 LIVE MINI 的内部
电池充电。
LIVE MINI 可使用这个电源输入
接口充电， 或连接到充电底座
充电 （这个是推荐的方法）。
仅使用随货供应的电源适
配器。

充电底座
LIVE MINI 提供一个充电底座。
此底座应放置在干燥、 干净
和平坦的表面。
我们建议您使用充电底座充
电， 因为电源连接可放在充电
底座上。 这个减少了由于多次
直接连接和断开 LIVE MINI 的电
源连接造成损坏的机会。

Power Connector – 当连接到充
电底座时， 这四个弹簧端子将
电源连接到 LIVE MINI 的底部
当安装 LIVE MINI 到充电底座时，
请确保此接口与 LIVE MINI 底部
的相应接口正确对齐。
保持此接口和 LIVE MINI底部的
相应匹配接口干净和干燥。

(15)

Power Input – 当将 LIVE MINI 连
接到充电底座时， 此接口可
与随货供应的电源适配器一
起使用来为 LIVE MINI 的内部电
池充电。
随货供应的电源适配器可以
保持连接到充电底座。
仅使用随货供应的电源适
配器。

9

LIVE MINI 使用
第三步: 使用
概述
此快速启动向导可帮助您设置 LIVE
MINI 并简单介绍了它的功能。 LIVE
MINI 包括 2 个优质的喇叭单元和一
个独特的低音辐射设计， 无论在哪
里， 它都可提供极好的音乐重放。

Bluetooth 连接和 3.5 mm 辅助输入
提供各种各样的连接选项。
电源连接
初次使用 LIVE MINI 之前， 我们建议
您先确保它充满电。
仅使用随货供应的电源适配器， 直
接连接它到 LIVE MINI 后面板的电源
接口， 或连接充电底座。
请确保将充电底座放在干净、 干燥
和平坦的表面上， 且 LIVE MINI 正确
地安装在底座上。
当给 LIVE MINI 充电时， 电源 LED 灯显
示充电状态。 当 LIVE MINI 充满电后，
电源 LED 灯显示常绿。
请勿在无人看管时充电。
当电源 LED 灯显示常绿时， 从交流
电源拔掉电源适配器。
请注意电池不是用户可自行更
换的。

电池的注意事项

LIVE MINI 内部电池类型为锂离子电
池。 为了使电池寿命最大化， 我们
建议您不要把电池电量用到很低的
水平。 尽可能避免 “电量低” 充电范
围 （红色 POWER LED 灯）。 最好在中电
量时就给电池充电 （即使您需要更
加频繁的充电）
在任何时候都不需要将电池充分
放电。
播放时间随音量和音乐节目类型的
不同而不同。 音乐音量越大， 低音内
容越多， 电池使用时间越短。
在高温环境下使用 LIVE MINI 也会影
响电池寿命。 请勿将 LIVE MINI 放置
在靠近散热器、壁炉、电暖器或其它
热源的地方， 比如功放。 请勿在白
天气温高时将 LIVE MINI 放在阳光直
射的地方。
当长时间不使用 LIVE MINI 时， 如存
储， 请确保先充满电。 当 LIVE MINI 不
在它的充电底座上时， 从交流电源
拔掉外部电源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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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TOOTH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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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设置一个典型 Bluetooth 连接的过
程如下：

Bluetooth 连接的问题可用以下几点

首先， 阅读随设备一起供给的文
档， 并熟悉 Bluetooth 操作的流程
和细节。

试着按住 LIVE MINI 上的+ 和 - 按
钮 5 秒钟。 这会重设 LIVE MINI 里的
Bluetooth 连接列表。

请确保您的设备具有 Bluetooth 。

尝试删除设备里任何以前的
“TANNOY LIVE MINI” 实例， 然后试着
重新配对。

打开 LIVE MINI 的电源。
BT LED 灯闪烁， 表明它正试着与您的
设备配对。

Operation

Remark

Turn On

Function Name

Off

Status

Press and hold
the POWER
button until
the Power LED
lights up

LIVE MINI will start to
connect to the
last used device,
if the device list is
not empty. Otherwise
it will enter
pairing mode.

Turn Off

On

Show battery
status

On

Press and hold
the POWER
button until
the Power LED
turns red and
then off
Press the
POWER button

Power LED ON for
10 seconds (when not
on the charger).
The LED color shows
battery charge status:
Green: >50%
Yellow: between
20% and 50%
Red: Battery Low
Power LED Off

Power LED turns on
for 3 seconds

Power LED color shows
the charge status as
above.

辅助连接

LIVE MINI 后面板的 3.5 mm TRS 输入

当 TANNOY LIVE MINI 出现在您的设
备列表中时， 选择它并配对。 BT LED
灯常亮。

当连接设备到辅助输入端时， LIVE
MINI 会自动切换播放输入的音频，
而不是 Bluetooth 设备的音频。

操作中， 可使用+ 和 -按钮来增加
和减少音量， previous 和 next 按钮可
用于在播放列表中向上和向下移动。

操作中， 可使用+ 和 - 按钮来增加
和减少音量， MFB 按钮可用于将声
音静音。

下面的表显示一些操作的细节。

Operations Table

来解决：

如果 TANNOY LIVE MINI 没有出现在您
的设备列表中， 按下 LIVE MINI 上的
BT 按钮 3 秒钟。

通过 Bluetooth 连接时， 可按下多功
能按钮 （MFB） 来接听来电， 且使用
LIVE MINI 的内置话筒来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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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可连接各种设备的线路电平音
频输出端， 如电脑、 MP3 播放器。

LED Status

Bluetooth mode (BT=Bluetooth, MFB=Multi-Function Button)

Enter pairing

On, but
not in
call-active
state

Manual
Connection
Request

Idle state

Hold BT button LIVE MINI is ready
for 3 seconds
for pairing and
connecting.
This expires in
5 minutes.
Press MFB
LIVE MINI starts to
button
connect to the last
used device.

BT connection
established

Volume Up

Volume Down

BT LED flashes
blue slowly

No change

BT LED
On steady

Music
playing
or a call is
active
Music
playing
or a call is
active

Press '+'
button

BT LED flashes once

Press '-' button

BT LED flashes once

12 LIVE 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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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s Table continued
BT connection
established

Volume
maximum/
minimum
Play/Pause
music player
Forward
Backward

BT LED
On steady

Music
playing
or a call is
active
A2dp profile
connected
Audio
streaming
Audio
streaming

'+' / '-'

Press and hold the
+ or - buttons to
keep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volume

Press MFB once
Press NEXT
button
Press PREV
button

BT LED flashes twice

BT LED flashes once
Jump to next song

BT LED flashes once

Jump to previous song BT LED flashes once
BT LED flashes

Answer a call

Incoming call Press MFB once

BT LED On steady

Reject an
incoming call
End/cancel
a call
Last number
redial
Voice dial

Incoming call Hold MFB for
1 second
Call active Press MFB once

No change

Three way call

Status

Place an
Incoming call
incoming call
on hold
Accept waiting Second call
release active on hold/
waiting
Accept waiting Second call
hold active
on hold/
waiting
Accept held
Incoming
incoming call call on hold
Reject held
Incoming
incoming call call on hold

Press MFB
twice
Press MFB
three times
Operation

Add held to
3 way

Status

Call on
hold/
waiting
Call on
hold/
waiting

Operation

Remark

LED Status

Press MFB+BT
buttons

No change

Double press
MFB+BT
buttons

No change

Reset Bluetooth paired device list

Reset BT paired Idle state
device list

Hold '+' & '-'
together for
5 seconds

BT LED flashes
several times

Press '+'
button
Press '-' button
'+' / '-'
Press and hold the
+ or - buttons to
keep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volume
Press MFB

AUX LED flashes once

Press BT button
or Unplug the
3.5mm jack
Plug in
3.5mm jack

Change to BT led

POWER LED Green
steady
POWER LED slowly
flashing Yellow
POWER LED slowly
flashing Red

AUX mode

Incoming call

HFP
connected
HFP
connected

Three way call

Release all
held

No change
HFP = Hands Free
Protocol

No change
No change

Remark

Volume up

AUX mode

Volume down
Volume
maximum/
minimum

AUX mode
AUX mode

Mute/unmute

AUX mode

Switch
BT mode

AUX mode

BT mode

LED Status

Press MFB
twice

No change

Switch
AUX mode

Press MFB once

No change

Full charged

Any state

Plug in charger

Press MFB
twice

No change

> 50% full

Any state

Plug in charger

< 50% full

Any state

Plug in charger

Press MFB once

No change

Hold MFB for 1
second

No change

AUX LED flashes once
AUX LED flashes twice

AUX LED flashes once

AUX LED ON

Battery Status

Note:
LIVE MINI will automatically turn itself off if there is no audio input for 20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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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其他的重要信息

表现

其他的重要信息

音频输出功率 （立体声）

2 x 8 瓦 RMS @ 4 欧姆

换能器

2 个 1.75 英寸钕磁铁

无源散热器

2 x 椭圆形散热器 3.3" x 1.5"

辅助输入

3.5 毫米 TRS

电源要求

外部电源适配器输入
外部电源适配器输出

100-240 伏交流 50/60 赫兹
5 VDC， 最大 2 A

内置电池

类型

锂离子

额定电压

7.4 伏
2600 毫安

容量
蓝牙无线技术

版本

蓝牙 4.2

射频频率范围

2402 至 2480 MHz
79
10 dBm 的

通道号
最大输出功率
环境的

工作温度范围

5°C 至 40°C （41°F 至 104°F）

身体的

尺寸 （高 x 宽 x 深）
重量

63 x 186 x 65 毫米 （2.5 x 7.3 x 2.6 英寸）
0.89 公斤 （1.96 磅）

1. 在线注册。 请购买 Music
Tribe 产品后立即在 musictribe.
com 网站注册。 网页上有简单
的在线注册表格。 这有助于我
们更快更有效率地处理您维
修等事宜。 请阅读保修的相关
条款及条件。
2. 无法正常工作。 若您的
Music Tribe 产品无法正常工作,
我们会为您尽快修复。 请联系
您购买产品的销售商。 若你所
在地区没有 Music Tribe 销售商,
请联系 musictribe.com 网站的
“WHERE TO BUY” 一栏下的所列出
的子公司或经销商。
3. 电源连接。 将本设备连
接电源前, 请确保使用的电压
正确。 保险丝需要更换时, 必
须使用相同型号及定额的保
险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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