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5
模块化多功能无线音响灯
Modular Multi-functional
Wireless Speaker Lamp

精 致 于 型 · 卓 越 于 音



一机多能·还你整洁空间
多功能的模块化组合式设计

一机即可满足你对炫彩灯光、震撼音效、快速充电等众多需求

无论在案头、床头桌使用，简洁整齐，彰显品位



创新的模块化设计
模块多能

炫彩灯光

震撼音效

无线配对

快速充电

模块化设计随心组合扩展

RGB 1600万色LED氛围灯

双全频扬声器双低音辐射器

双机无线立体声配对音效更加震撼

Qi无线快充+QC3.0快充+USB充电

1600 万色氛围灯
触控调节柔美灯光

高品质无线音响
双机无线立体声

多功能充电底座
无线有线双快充



创新的模块化设计带来多功能部件

同时带来超多玩法

根据场景需求与使用习惯

既可以独立使用某些部件

也可以随心组合

更可以扩展将上市的更多部件

模块多能 超多玩法



浪漫时刻·美妙音乐相伴

多彩氛围灯 蓝牙音箱



用心呵护·点亮智趣生活
整洁舒适的床边，柔美惬意的灯光与音乐

远离喧嚣，放松心情，享受夜的静好

阅读灯 蓝牙音箱



浪漫夜晚 · 简约不简单
一机多能，整洁的床头柜，同时满足浪漫色彩

氛围灯光、立体声音响、手机等快速充电
阅读灯 / 护眼灯

氛围灯
蓝牙音箱×2

无线立体声配对
QC 3.0

快速充电



亲朋小聚 · 畅燃轰趴
在家里与亲友小型聚会

体验 PUB 般浪漫与热烈气氛

惊艳的色彩与音效与亲友一起

尽情欢乐

炫彩氛围灯
蓝牙音箱×2

无线立体声配对



多种充电选择 · 随时电力十足
轻轻一放便可为手机及无线设备充电，

Qi 无线充电技术，普充与快速充电两种模式，

自动识别手机充电功率 5W / 7.5W / 10W。

高通 QC 3.0 USB 快速充电

Qi 无线快充 QC3.0 快充



防眩光设计 · 尽享阅读时间

阅读灯 蓝牙音箱 QC 3.0
快速充电



温馨呵护 · 柔和护眼
无论夜晚观看电视、手机阅读

柔和多彩的灯光创造轻松气氛，并保护视力

护眼灯 / 氛围灯 QC3.0 快速充电



极简 · 轻松契合场景

蓝牙音箱 QC 3.0
快速充电



随心组合 · 照明充电两不误
根据需要，通过简单组合模块部件，

既可以独立使用无线音响、多功能无线充电座

亦可组合为氛围灯使用。

多场景灯光 QC3.0 快速充电



动静皆宜 · 尽显智慧之美

多场景灯光 QC3.0 快速充电



在欣赏音乐的同时
为手机等快速充电

蓝牙音箱 QC 3.0
快速充电



双机无线立体声配对 · 音效更震撼
采用最新 TWS 无线立体声配对技术，拥有两台 M5 即可组合使用

天生一对，音乐更美妙、更震撼。

蓝牙音箱 A 无线立体声配对 蓝牙音箱 B



多彩夜晚 梦幻相伴
1600 万色，可以随意变换，给你想要的不同色彩。

轻轻触摸让卧室颜色千变万化，还可调节亮度，

梦的颜色也可以如此真实。



6
RGB灯珠

12
暖白灯珠

12
正白灯珠

灯珠寿命＞2 万小时



触控灯光
LED氛围灯采用轻触式灯光控制

轻触顶部外缘任意位置打开灯光

长按顶部外缘任意位置关灯

顺时针滑动调高亮度

逆时针滑动降低亮度

双击顶部任意位置变换色彩



内建优质蓝牙 DSP方案与功放电声系统
兼容市面上主流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等智能设备，

采用 Bluetooth V4.2 版本，专业 DSP +功放电声设计，同时具备 TWS 无线立体声配对功能，

震撼音质，10 米连接距离，播放更自由。



专业电声系统 震撼音质
双全频国际品牌喇叭+双低音辐射器

被动双膜共振技术组合，

独立搭载两个小体积金属低音鼓和全频单元产生共振，

低音响起层层声浪，声声入耳。



7.4V 锂电 动力澎湃
内置优质锂电池组，

高压输出驱动音响系统，能量充沛，低音强劲。

约 6 小时连续播放，

好声音能唱响更久。



Qi 无线快充
无线感应距离 5mm 以内，

自动识别手机 5W/7.5W/10W 快充功率

支持市面上大部分无线充设备。

Qi 无线快充

智能识别指示灯带



高通 QC3.0 快速充电
多功能无线充电座提供 QC3.0 快速充电接口

为本机提供充足电量同时

可以为手机等快速充电

QC3.0快充

DC充电接口
36W 输入能量充沛



USB2.0 充电接口

额外的标准 USB 充电接口
除了 Qi 无线快充、QC3.0 快充

额外提供 1 个 USB2.0 标准充电接口

满足第 3 件设备如平板电脑等充电之需



智能提示
无线充电器的状态，LED智能提示

随时给你提示，通过环形指示灯的闪烁与常亮，

异物放置闪烁功能，

轻松判断设备运行状态是否正常。



智能安全
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同样注重安全保护，

如果充电器温度过高、放置异物，

设备会自动切换到智能保护状态并提示，

避免安全隐患。



经典红与黑



产品规格
99x84x208mm

84mm

99mm

208mm

附赠电源适配器

产品名称：模块化多功能无线音响灯
产品型号：M5
执行标准：GB8898-2011, GB17625.1-2012, GB13837-2012
主要材质：PC/ABS 工程塑料
组装规格1：208×φ99mm(氛围灯+无线音响+多功能充电座)
组装规格2：102×φ90mm(氛围灯+多功能充电座)
多功能充电座：

成品规格：最大直径90mm，最小直径77.8mm，高22.3mm，重约69g
额定输入： 12V---3A
输出标准：无线快速充电(Qi协议)、USB快速充电(QC3.0协议)、USB2.0、PogoPin
无线快速充电感应距离：5mm以内
无线快速充电功率：5W/7.5W/10W 自动识别充电功率
USB QC 3.0 快速充电协议：支持，兼容华为FCP快充协议
USB QC 3.0 快充额定输出：3.6~12V，5V---3A; 9V---2A; 12V---1.5A
USB 2.0 额定输出：5V---2A

无线音响：
成品规格：最大直径：99mm；最小直径：90mm；高约110.8mm，重约570g
无线模块：蓝牙 V4.2，支持A2DP（蓝牙立体声协议）、AVRCP（蓝牙遥控协议）等
无线频率：2.4GHz-2.480GHz
无线立体声配对：支持
扬声器规格：1.75寸全频4Ω10W×2；低音辐射器×2
输出总功率：20W max
信噪比：≥68dB
频响范围：120Hz~18kHz
内置电池：锂离子电池 7.4V, 2200mAh, 16.28Wh
充满时长：约4小时
使用时长：约5~6小时（独立使用情况下，依实验室环境测试数据）
控制方式：触摸控制

氛围灯：
成品规格：最大直径 90mm，最小直径84mm，高84.5mm，重约156g
灯光色彩：RGB 1600万色
色温范围：2800K~7000K
灯珠寿命：＞2万小时
额定功率：5W
控制方式：触摸控制

12V3A 36W



高品质礼盒包装



包装展示



多功能无线充电座 无线音响 RGB LED氛围灯

模块化多功能无线音响灯

为本机供电，并可独立使用

具有 Qi 标准无线快速充电功能

具有高通 QC3.0 标准 USB 快速充电功能

具有 USB 2.0 标准普通 USB 充电功能

可独立使用无线音响；

高品质立体声音效；

双机无线配对立体声, 更加震撼。

LED氛围灯

1600万色 LED 氛围灯；

轻触式控制；

需连接充电座或接入充电座的无线音响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