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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聽/終止 來電

靜音/暫停

狀態按鈕和指示燈 

音量

重設

電池指示燈

USB-C 充電口

AUX 模擬輸入

立体声 
左声道

右声道

啟動 Reykjavik，按住 MODE 按鈕
直到狀態指示燈常亮白色。

*關閉產品，按住 MODE 按鈕直到狀態指示燈呈白色
閃動狀態，然後鬆開。

*在播放時，按 靜音/暫停按鈕將音樂靜音或取消
靜音。

*在播放時，按 靜音/暫停按鈕來播放或暫停音樂

啟用設備所配對的 Bluetooth 並選
擇VIFA_REYxxxxxx 作為
藍牙設備。

按住 MODE 鍵直到狀態指示燈呈
藍色閃爍。

當建立連線後，狀態指示燈常
亮藍色。

啟動 Reykjavik，按住 MODE 鍵直
到狀態指示燈常亮白色。

使用  
(    USB-C  或者      AUX) 將
線連接到背面的插孔，然後從設
備播放音樂。

有限播放連線後狀態指示燈常
亮綠色。

在充電時，把 USB-C 連接線連接至 

USB 電源適配器或者連接線直接連電

腦。電池指示燈會顯示電源狀態。

*請注意 USB 電源適配器不包括在本包裝內。如果沒有

充電，且電量小於 5%，電池指示燈將閃動。

超過 95%

80 到 95% 之間

15 到 80% 之間

 15% 以下

接聽來電

當綠燈閃動即表示有來電，短按 
此按鈕接聽來電。

拒絕來電

按住此按鈕可拒絕通話。

終止通話

在通話時，短按此按鈕中斷通話

靜音

在通話中，短按 靜音/暫停按鈕 
可以靜音或取消靜音。此時狀態
指示燈呈白色閃動狀態。

連接按鈕和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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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兩台 REYKJAVIK 音箱 連接兩台 REYKJAVIK 音箱 註冊和商標 規格 支援

便攜式無線音箱
 
Bluetooth®  藍牙™ Wireless Technology 
AUX 3.5mm 迷你輸入
USB 播放
鋰離子電池 
DSP 信號處理，優化更少的失真並提
高準確性
3 通道純數字功放
可同時連接 2 台音箱

麥克風及來電接聽
（包括過濾噪聲以及回聲）

Bluetooth®  藍牙™ Wireless Technology 
AUX 3.5 mm 迷你插孔
USB-C

描述 

技術特點

輸入選項

規格

2 X 19 mm  高音軟球頂和釹磁鐵的 
Vifa 單元

70 mm 帶鋁盆和釹磁鐵的揚聲器單元。

62 Hz – 20 kHz @ +/- 3 dB
USB，5V
3 分鐘無信號後自動進入
30 分鐘無信號後自動進入

鋰離子電池 19Wh

65mm/139 mm 
0.5 kg 
定制的 Kvadrat 布料，
陽極氧化鋁

高頻單元

低音單元

頻率響應
輸入電壓
睡眠狀態
自動關機

內置電池

高度/直徑
淨重 
殼體

如果您發現有新的問題，且沒有在此文檔中提到，請造訪
www.vifa.dk/support    尋找更多資訊。

註冊您的 Reykjavik
我們鼓勵您在 www.vifa.dk/support 上註冊您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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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子內

USB-C 連接線

安全說明和保修卡

快速指南

1x Reykjavik + 保護袋

保證兩台 Reykjavik 音箱都是開啟
狀態。

短按（主要的）一台音響的Link按鍵直
到Link指示燈閃爍黃光。

在第二台音箱重複上述操作。 

當兩台音箱連接在一起後，他們的連接指
示燈為黃色常亮狀態， 表示連接成功。

*當第二台音箱連接上後，它即播放上一台
音箱的音樂。

更換左/右通道時，短按Link按鍵。長按
Link按鍵斷開鏈接。 REYKJAVIK

快速指南

型號：VIFA070

Bluetooth®徽標、Bluetooth 名稱和組合是 Bluetooth SIG 公司
擁有的商標。Vifa Denmark A/S的任何使用都是在此許可之下。 

其他商標和商品名稱是其各自所有者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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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