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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观简介

外观简介

挂绳孔

拉杆天线

内置麦克风

Micro SD/TF卡插孔

移动U盘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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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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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IN线路输入插孔

耳机插孔

USB接口(连接电脑/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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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电源开关

电池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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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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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切换/拒接来电键

点歌/自动搜台键：音乐播放时可以点选歌曲，
收音时短按自动搜台，通话时短按电话录音

上一曲/音量减键： 播放时短按为上一曲，暂
停播放时短按为上一目录
长按为音量减小;收音时短按搜索电台

17

17

14

13

12

15 下一曲/音量加键：播放时短按为下一曲，暂
停播放时短按为下一目录，长按为音量增加
收音时短按搜索电台

开关机/播放与暂停/接听电话

扬声器

1

外观简介



请使用经德劲公司认可的电池给本机供电。
随机配送一块充电锂电池。
若使用其它不合格的电池可能因电压不稳定影响
收音机正常工作，并可能引发燃烧或爆炸等危险。
当电池使用时间明显缩短或电池外体突起或变形
时，请立即更换新电池。

给锂电池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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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池供电

(一) 锂电池安装与更换

1. 电量充足

2. 不闪烁，稍有不足

3. 闪 ，电量低，请充电烁

二、锂电池供电

(二) 电量指示

1. 关机状态下，打开电池盖取出电池。

2. 按金属导电极性正确装入电量充足的电池。

3. 盖上电池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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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使用本机时充电应连续在6个小时以上，不

应超过12小时；首次充电使用后，以后可以在3-5
小时内充满电量。

三、给锂电池充电

(一) 使用电源适配器充电

1. 安装好锂电池。 

2. 将配送的USB线大端插入电源适配器的USB口。

3. 先连接电源适配器与电源插座，再连接电源适
配器与本机，显示窗上电量“       ”与“     ”
交替显示，表示充电正在进行。

充电时，请选择匹配的外接电源适配器(5V DC/

500mA，USB接口)给本机充电。电源适配器可
以从我公司邮购，也可以从市场购买，另外某些
手机电源适配器也可以通用。

交流电电流会干扰电台信号的接收，充电时不建
议收音。

4. 当电池电量充满后，电量符号静止并显示满格。

不支持取出电池后，使用电源适配器或连接电脑
播放音乐或收音。

长时间不使用本机时，请取出电池或每两个月对
播放器进行充满电一次。

提醒：



锂电池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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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与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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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机与关机

1. 当<ON/OFF开关 位于“OFF”时，本机处于

电源断开状态，此时，若将<ON/OFF开关>推至

“ON”位置，机器开机，进入蓝牙待机模式。
在开机状态下，长按<    键>可以关机，或将

<ON/OFF开关>推至“OFF”位置直接关闭电源。

>

按键动作包括短按、长按、按住三种操作方法。
后面除特殊说明、均属短按。

短按：按一下按键，马上生效。

长按：按下按键，超过1.2秒以上不松手才生效，
且仅生效一次。

按住：按下按键到松手的过程中，事件以一定的
频率多次生效，比如“快进、快退”。

四、按键动作定义

2. 当<ON/OFF开关>位于“ON”时，机器在关机
状态，长按<    键>可以开机。

开机时，显示窗首先显示“OPEN”并播放语音 
“蓝牙模式”，然后开机进入蓝牙待机状态，

推荐使用我司赠送的USB数据连接线进行充电，
否则会影响充电时间及效果。

(二) 使用电脑充电

1. 

端接本机的USB接口。

将配送的USB线大端插入电脑的USB接口，小

2. 充电时电量符号“      ”与“    ”交替显示。

3. 电量充满后，电量符号静止并显示满格。

如图示，下方一条四段线不停闪动，表示进入蓝
牙待机模式，此时可以通过手机等蓝牙设备对本
机进行搜索，配对，连接的操作。 

提醒：



(一) 蓝牙接收模式

模式切换 蓝牙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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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模式切换

开机后，短按<    键>可以切换工作模式，切换
时有语音提示：

蓝牙模式 时间模式

音乐模式 收音模式

:20 30

:00 23
MP3

9 39
FM

(1)手机蓝牙与本机蓝牙配对连接

此时本机已进入蓝牙连接状态，可以用来通话或
收听手机等蓝牙设备中的音乐。

1. 打开本蓝牙音响，切换到蓝牙等待连接模式。

提醒：
如果本机已经连接了一台蓝牙设备，同一时间则
不能再连接另一台设备。
不同的手机配对，连接的方式有所不同，大部分
手机配对后会马上进行自动连接。
连接不正常时，有可能是手机程序紊乱，请关机
再打开手机，重新搜索、配对与连接。

蓝牙连接蓝牙等待连接

2. 打开手机蓝牙功能

3. 用手机对蓝牙设备进行搜索，搜索到本机的名

称为DE660。

4. 点击手机的“配对”提示条目对本机进行配对,

配对时如果提示输入蓝牙密码，请输入“0000”。

5. 配对完成后在进行连接操作，连接完成后本机
会提示“蓝牙连接”，显示如上图。

此时显示窗左上角的蓝牙指示符号如果闪烁，表
示蓝牙处于待机状态，未被连接。
如果左上角的蓝牙指示符常亮，表示蓝牙处于已
连接状态。

蓝牙符号



通话录音
接听电话时短按<    键>可以电话录音，再次短

按此键录音结束并保存到U盘或TF卡中。

(3)

提醒：
在低电量时，请及时充电，否则可能造成蓝牙连
接或通话不正常。

在时间模式/MP3音乐模式/FM收音模式/蓝牙音
乐模式下都可以接听电话。

本机与手机等其他蓝牙设备连接成功后，可用本
机收听其他蓝牙设备中的音乐，并可通过本机的
按键操作手机上的音乐。

(4)蓝牙音乐播放

蓝牙播放音乐

提醒：

录音前，必须先正确插入U盘或TF卡。

确保手机的音频功能已连接上。
本机必须在蓝牙模式下才可以收听手机中的音乐。

在FM收音模式下，短按<     键>可以切换到蓝
牙模式。
如果长时间不使用蓝牙功能时，建议断开蓝牙连
接并退出手机的蓝牙功能。

提醒：

(2)用本蓝牙音响接听电话

手机蓝牙与本机连接成功后，可以使用本机接听
电话。

1.对方来电时，短按 接听电话，长按

<    键>拒接电话，通话完毕再短按<    键>，
挂断电话。

2.来电时，显示界面必须有如下图显示“P H”
字样后才能短按本机的<    键>接听电话，如果

铃声响起时未出现“P H”字样，则只能通过手机

的接听键来接听电话，出现“P H”字样的时间长
短不同的手机会有所不同。

<    键>

特别提示：
本机的蓝牙接听电话与蓝牙播放音乐是两个完全
独立的功能，必须同时连接上这两种功能才能
分别使用。
不同的手机与本机连接时，手机会出现不同的操
作提示，大部分手机会一次连接上通话功能与音
乐播放功能，少数手机必须分别连接这两种功能，
请确保在连接本机与其他设备时，两种功能都已
经连接上。

有的手机在播放音乐时还需要单独打开使用蓝牙
耳机收听音乐的播放控制功能。
大部分品牌手机在用本机接听电话时，不管是通
过手机的相应按键还是本机的接听电话键，都会
连接到本机接听电话。

9 10

蓝牙接听电话



但是I-PHONE 手机在接听电话时，如果是通过点

按I-PHONE 手机的相应按键接听电话，则手机会
默认你想通过手机直接接听电话，声音不会传到
本机，且在接听电话后，播放蓝牙音乐也需要短
按本机的<    键>进行激活，否则手机中的音乐
不会传到本机;来电时，如果短按本机的<    键>
接听电话，则与其他品牌手机一样，声音会传到
本机。

本机使用的是目前具有最好适应性的美国原装

CSR芯片，但不能保证所有的手机都能与本机匹
配，有的手机因为蓝牙通讯协议的问题不能很好
的与本机相匹配，造成不能正常使用蓝牙功能，
或者使用时存在一些无法预知的变化，所以在购
买时，请与你的手机等蓝牙设备进行连接测试，
确保能够正常使用。

调整时钟

(二) 调整时间

时间模式
:20 30

分钟小时

在时间模式，短按 进入时间设置。<     键>

设置时，短按<     键>移动光标。

短按 设置数字。<     键>或<     键>

数字设置完短按 保存设置。<     键>

开机后，短按<    键>选择时间模式：

设置时间时，光标一定要跑完，跑到分钟，再次
短按<     键>退回到时间显示模式才能有效保存
本次设置的时间 。

电池无电或更换电池时间超过15秒时，时间将失
效，需要重新设置时间。

提醒：

11 12

蓝牙功能提醒



音乐播放 点歌播放

(三) MP3音乐播放模式

1.暂停操作:在音乐播放时，短按 暂停

播放，暂停播放时，显示当前歌曲排位数目。

<     键>

将拷有MP3格式音乐的TF卡或U盘正确插到本机

相应插口，然后开机，短按<     键>选择音乐
模式，本机自动播放歌曲并显示播放时间进度。

MP3音乐模式
:00 23

MP3

播放进度：分钟与秒

(1)播放音乐 在音乐模式播放音乐时， 短按<     键>可以进
入数字点歌界面。

在点歌界面，短按<     键>或<     键>进行数

字的选择，设置好个位数字后（例如数字“96”，
首先设置个位6），短按<     键>进入十位数字

的设置（例如数字“96”中的9）。

(2)点歌播放

如果同时插有TF卡和U盘，会优先播放TF卡中的

音乐，播放完之后再继续播放U盘中的音乐。

2.播放操作:暂停播放时,短按<     键>播放。

3.播放上一曲操作: 

短按<     键>往上选择歌曲；
播放下一曲操作: 

短按<     键>往下选择歌曲

4.暂停播放时，短按<     键>或<     键>选择
歌曲目录。

5.音量增加：长按<     键>，增加音量。

  音量减小：长按<     键>，减小音量

提醒：

输入完成后按<     键>确认并播放所选的歌曲。

如果输入的数字超出储存的歌曲数目，则所选歌
曲无效。
如果机器有多个目录，点歌数字为当前目录的歌
曲。如需点其他目录歌曲，则需要在音乐暂停状

态下 短按<     键>或<     键>切换到所需目
录再进行点歌。

提醒：

本机支持热拨插的功能，但不建议在音乐播放时

直接拨、插TF卡或U盘, 请在关机状态下插入或

拨出TF卡或U盘。 

特别提醒：

13 14



(四) 收音机

开机后，短按<     键>选择收音机模式，显示窗

右下角显示 “FM”指示符号。

收音时，长按<     键>2秒进入FM收音自动搜台

模式，本机会进行FM自动搜台，并将搜到的电台
保存到机器的记忆中。

本机最多可以保存40个电台，搜台完毕会停到第

一个电台，此时短按<    键>可以调取所保存的
电台收听。

使用拉杆天线

调谐电台时，请根据收听到的信号强弱改变拉杆
天线的长短及方向，可以更好地接收电台信号。

收音 使用防滑垫

收音机模式

9 39
FM 调频指示符号

频率显示

短按<     键>或<     键>调台，当搜索到电台
时，会自动停止搜索。

半自动搜台

自动搜台自动存台

提醒：

连接外接电源或连接电脑时，因电流干扰大，不
建议使用收音功能。

15 16

八、使用防滑垫

随机赠送了两块防滑垫，一大一小，大防滑垫适
用于车载，小防滑垫为桌面使用。

使用车载防滑垫时，机器平放于防滑垫上，将内
置麦克风对着自己，通话时，通话效果会更好。

使用桌面防滑垫时，机器可以立放在防滑垫上。
当防滑垫沾了灰尘，可以使用温水清洗，清洗后
防滑垫粘度会更好。

七、有源音箱(线路输入功能)

本机具备线路输入功能，通过音频线连接，可以
将外部音源(比如：手提电脑，录音笔或其它小型
音频播放器等)的声音转到本机，声音从本机扬声
器播出，即可以把本机当作有源音箱使用。

将音频线一端连接外部音源的 ，另一

端连接本机的<LINE IN插孔>。
正确连接后，打开本机，语音提示“音频输入”

并显示“LINE”，这时在外部音源上按播放键播
放即可。

<耳机插孔>



固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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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升级要在关机状态下进行。
有时因电脑兼容性问题不能成功升级，请重新升
级一次或换一台电脑重新升级。

固件升级

a.升级工具界面

b.点击升级工具界
面上的“替换固件
文件”按钮。

C.找到并打开下载保
存在电脑上的DE660
固件。

d.点击“下载”按钮，
开始升级。

e.显示“   ”表示
升级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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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固件升级

1. 从德劲公司网站 下
载DE660固件升级工具安装程序与DE660最新固
件，下载后保存到电脑。
2.打开下载的固件升级工具程序，运行setup.exe

安装程序，按弹出的界面提示完成安装。

3. 关机状态下(ON/OFF电源开关一定要选在OFF
位置)，使用随机配送的USB线，连接电脑与本机，
显示窗显示电脑连接图标。

http://www.degen.com.cn

4.运行开始/程序打开DE660固件升级工具，弹
出升级工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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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与保养

安全事项

1. 请在正常的室内环境中使用电池，温度：

（20±5）℃，相对湿度：65±20%。

正常环境下使用电池，可以充放电循环300次。

2. 在使用过程中，应远离热源、高压，避免儿童玩弄电
池，切勿摔打电池。

3. 切勿将电池正负极短路，切勿自己拆装电池，也勿将
电池放在受潮处，以免发生危险。

4. 长期不用时，请将电池储存完好，让电池处于半荷电
状态。请用不导电材料包裹电池，以避免金属直接接触
电池，造成电池损坏，将电池保存阴凉干燥处。

5. 废弃电池请妥当处理，不要投入火中或水中。

6. 避免在强光爆晒环境下使用电池，以免发热、变形、
冒烟，避免电池性能下降、降低寿命。

十一、电池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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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一次使用电池时，若发现电池不整洁或有异味等不
正常现象，应停止使用，退回销售商或进行安全处理。

8. 注意避免电池漏液接触皮肤或衣物，若已接触请用清
水冲洗，以免造成皮肤不适。

1. 保持机器干燥。
雨水、湿气和各种液体或水分都可能含有矿物质，一旦
进入本机会腐蚀机件。如果本机不小心被打湿，请取出
电池，等待收音机完全风干后方可装入电池。

2. 不要在灰尘大或肮脏的地方使用或存放本机，这样会
损坏它的可拆卸件和电子元器件。

3. 不要将本机存放在过热的地方。
高温会缩短某些机件的寿命。

4. 不要将本机放在过冷的地方。
否则当本机温度升至常温时，其内部会形成潮气，这样
会损坏线路板。

5. 不要扔放、敲打或撞击本机。

6. 不要用烈性化学制品、清洗剂或强洗剂清洗本机。
请使用清洁、干燥的软布清洁显示屏。

十、维护与保养

电池安全信息

安全警告说明：
本机因受限于外接电源适配器对使用环境的要求，仅适

合在海拔2000m以下地区与非热带气候条件下安全使用。



电池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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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严禁加热和焚烧电池。加热和焚烧电池将会造成电池
隔离物的溶化、安全功能丧失或电解质燃烧，过热就会
使电池发热、冒烟、变形、燃烧或爆炸。

4. 避免在热源附近使用电池。不要在火源、烤炉附近或

超过80℃的环境中使用电池，过热将会导致电池内部短
路，使电池发热、冒烟、变形、燃烧或爆炸。

5 避免在火源附近或阳光直射下充电。否则会造成电池
内部保护电路和功能丧失和发生不正常的化学反应，电
池有可能发热、冒烟、变形、燃烧或爆炸。

6. 使用非专用充电器给电池充电，会发生危险。在非正
常的条件下充电会造成电池内部保护电路功能丧失和发
生不正常的化学反应，电池有可能发热、冒烟、变形、
燃烧或爆炸。

7. 禁止在电池主体上直接焊。过热将会造成电池隔离物
的溶化、安全保护功能丧失，使电池发热、冒烟、变形、
燃烧或爆炸。

8. 不要直接触及漏液电池。 渗漏的电解液
会造成皮肤不适，万一电解液进入眼睛，尽快用清水冲
洗，不可揉眼，并迅速送医院处理。

危险警告

1. 禁止拆装电池。电池内部具有保护电路可以避免发生
危险。不当的拆装会破坏保护电路并能导致电池发热、
冒烟、变形、燃烧或爆炸。

2. 禁止让电池短路。不要将电池的正负极用金属连接，
也不要将电池与金属片放在一起存储和移动。如果电池
被短路，将会有超大电流流过，将会损坏电池，造成电
池发热、冒烟、变形、燃烧或爆炸。

故障解答

十二、故障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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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能开机

可能电池没电了，请及时充电。

2.不能连电脑
要在本机关机状态下连接电脑。

USB数据线已损坏，换条 数据线重试。USB
电脑的 端口接触不良，换个端口或
脑重试。

USB 换台电

3.外响无声音
检查音量级数是否太小，请调大音量。

卡已损坏，TF 换一张好的TF卡重试。

4.不能播放 卡或U盘音乐TF

歌曲格式不对或文件已损坏，删除不能播放的
歌曲，换一首歌曲播放。

5.不能充电

检查USB线是否连接好。

检查电源适配器或USB连接线是否损坏。

6.怎样对机器复位

误操作可能导致机器程序紊乱，请取出电池几
分钟后再装上。



3. 信噪比：  50dB   

录 音  格 式

耳机输出功率

通  信  标准

WAV

≤10mW*2

USB2.0(hight speed) 

资  料 流速率 MP3：16-320Kbps

WMA：8-384Kbps

十三、规格参数

外型尺寸                  约110 * 53 * 26mm

重    量                         约151克(含电池)

机内扬声器              D40mm  

外接耳机                  D3.5mm

      内装电池                锂电3.7V BL-5C  

      外接电源(要求)  

最大消耗电流               约180mA

扬声器最大输出功率               约150mW

锂电播放时间

(音量22级时)    收音机：约8小时

        图中的数字为产品的环保使用期限。仅指电子

信息产品中含有的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不致发生外

泄或突变从而对环境造成污染或对人身、财产造成

严重损害的期限。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名称及含量说明

        依据中国《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的规定，以下表

格中列出了德劲电子信息产品中可能含有的有毒或有害物质的名称

及含量。

部件名称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线路板组件

(含导线)

塑胶壳组件

扬声器

拉杆天线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VI)]

多溴联苯
   (PBB)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

    在SJ/T11363-2006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至少存在于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

    中，是因为目前业界还没有成熟的可替代技术，以致含

    量超出SJ/T11363-2006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

电池组件

信号线/USB线

注：此产品所标示的环保使用期限，是指在一般正常使用状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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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溴二苯醚
    (PBDE)

有毒有害物质元素的名称及含量说明规格参数

电源                    

23

V130301

内存 支持Micro SD/TF  64M-8G

FM频率范围                            87.0 - 108.0MHz

支持播放格式 MP3、WMA

存储电台频率数量 40个

 5V       500mA

播放MP3：约8小时

      充电时间             3-5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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