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Bluetooth

14:52

Bluetooth

Paired

3 1 31 2 4 2

按钮和指示灯 电池充电 蓝牙连接 蓝牙连接 有线连接 有线连接 通话 通话

接听/终止 来电

静音/暂停

状态按钮与指示灯 

音量

重置

电池指示灯

USB-C 充电口

AUX 模拟输入

连接按钮与指示灯

立体声

左声道

右声道

启动Reykjavik，长按 MODE按钮
直到状态指示灯长亮白色。

*关闭产品, 长按 MODE按钮直到状态指示灯白色闪
烁，然后松手。

*在播放时，按 静音/暂停按钮来播放或暂停音乐。

启用设备所配对的Bluetooth并选

择VIFA_REYxxxxxx作为

蓝牙设备。

长按MODE键直到状态指示灯呈
蓝色闪烁。

当连接建立后状态指示灯长亮
蓝色。

启动Reykjavik，长按MODE键直
到状态指示灯长亮白色。

使用,  
(     USB-C or     AUX ) 将线连
接到背面的插孔然后从设备播
放音乐。

有线播放连接后状态指示灯长
亮绿色。

在充电时, 把 USB-C 连接线连接到 
USB 电源适配器或者连接线直接连上
电脑。 电池指示灯会显示电源状态。

*请注意USB 电源适配器不包括在本包装内. 如果没有

充电，并且电量小于 5%, 电池指示灯会闪烁。

超过95%

80到 95 %之间

15 到 80 %之间

15% 以下

接听来电

当绿灯闪烁表示有来电， 短按 此
按钮接听来电。

拒绝来电

长按此按钮可拒绝通话。

终止通话

在通话中，短按此按钮中断通话。

静音

在通话中，短按 静音/暂停按钮 
可以静音或取消静音。此时状态 
指示灯呈白色闪烁。

*在播放时，按 静音/暂停按钮将音乐静音或者取
消静音。



1 2 Bluetooth 徽标、Bluetooth 名称和组合是 Bluetooth SIG 公司拥
有的商标。Vifa Denmark A/S的任何使用都是在此许可之下。其

他商标和商品名称是其各自所有者的名称。

The maximum ambient temperature should not exceed 40°C. Vifa Denmark 
A/S hereby declares that the product Reykjavik (VIFA070), which contains 

Bluetooth radio transceiver, is in compliance with EU directive  
2014/53/EU (RED).  The radiated power for RF frequency  

range 2402-2480MHz is less than 10dBm.  
The complete EU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can be downloaded  

from: www.vifa.dk/support Firmware version:  
Equal or later than version 4.2

连接两台 REYKJAVIK 音箱 注册和商标 规格 规格 支持

便携式无线音箱

 
Bluetooth® 蓝牙TM  Wireless Technology 
AUX 3.5mm 迷你输入

USB 播放
锂离子电池 
DSP信号处理，优化更少的失真并提高

准确性

3 通道纯数字功放

可同时连接2台音箱

麦克风及来电接听

(包括过滤噪声以及回声)

Bluetooth® 蓝牙TM  Wireless Technology 

AUX 3.5 mm 迷你插孔

USB-C

2 X 19 mm  高音软球顶和钕磁铁的
Vifa单元

70 mm 带铝盆和钕磁铁的扬声器单元。

62 Hz – 20 kHz @ +/- 3 dB
USB, 5V

3 分钟无信号后自动进入

30 分钟无信号后自动进入

锂离子电池 19Wh

65 mm / 139 mm 
0.6 kg 
定制的Kvadrat布料,

阳极氧化铝

描述 

技术特点

输入选项

高频单元

低音单元

频率响应

输入电压

睡眠状态

自动关机

内置电池

高度/直径
净重 

壳体 

如果你发现有新的问题 且并没有在此文档里提到, 请到

www.vifa.dk/support    寻找更多的信息。

注册你的 Reykjavik
我们鼓励你在www.vifa.dk/support上注册你的产品。

2018 09 Rev. 3.2

盒子内

USB-C 连接线

安全说明和保修卡

快速指南

1x Reykjavik + 便携袋

保证两台 Reykjavik 音箱都是开启状态。

短按（主要的）一台音响的Link按键直到
Link指示灯闪烁黄光。

在第二台音箱（子音箱）重复上述操作。 

当两台音箱连接在一起后 , 他们的连接指

示灯为黄色长亮, 表示连接已成功。

*当第二台音箱连接上后，它即播放上一
台音箱的音乐。

更换左/右通道时，短按Link按键。长按
Link按键断开链接。

 

REYKJAVIK
型号: VIFA070

快速指南

连接两台 REYKJAVIK 音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