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说明
请妥善保存本说明书，以备将来参考。

• 警告：为降低发生火灾或触电的危险，切勿将本产品置于雨淋或潮湿的环境中。切勿将本产品置
于有滴水或溅水的地方、以及盛有液体的容器底下。例如：装有水的花瓶不应放于本产品上方。

• 警告：将直插式电源适配器用作断开设备时，该断开设备应保持随时易于使用。

注 意
小心触电，请勿打开！

注意：RISQUE DE CHOC ELECTRIQUE-NE PAS OUVRIR

• 等边三角形加闪电符号（有箭头方向）目的在提醒用户产品外壳内存在未绝缘的“危险电压”，
可能会导致触电。

• 警告：为了减少触电风险，切勿取下盖子 (或后盖 )，因为其内含用户不可维修的零件。维修工作
请交由合格人员处理。

• 等边三角形加感叹号旨在提醒用户设备的随附文件中包含重要的操作和维护说明。

• 本产品可回收重复利用。禁止将带此标记的产品与普通生活垃圾一同丢弃。当本产品无法继续使
用时，将其送至专门的电子、电气设备回收点，您可以通过本地官方机构了解更多关于回收点的
信息。

• 请以负责任的态度地回收利用废物，以便促进物质资源的可持续再利用。如需对您已开封的设备
退货，请使用退货和回收系统或联系所购产品的零售商进行处理。他们可以将本产品用于环境安
全回收。

• 请勿在设备上放置明火源，例如点燃的蜡烛。

• 请勿在靠近水或潮湿的地方使用本产品。

• •仅用干布进行清洁本产品。

• 清洁前，请从壁式插座上拔掉本产品的插头。

• 将本产品放置在坚实平面上。

• 请勿将本产品放在可能会阻止空气通过通风孔的封闭书柜或机柜中。

• 切勿在任何热源附近安装，如散热器、热寄存器、炉具或其他发热设备。

• 保护好电源线，防止被踩踏或挤压电源线，特别是插头、电源插座以及与产品连接处。

• 产品损坏时，需要进行维修。请勿自行维修本产品。打开或拆除封盖可能会将您暴露于电压危险
或其他危险中。请与制造商联系，将其转介到您附近的授权服务中心。

• 请勿使壁式插座、延长线或一体式电源插座过载，以免引发火灾或触电危险。

• 请勿让异物或液体进入本产品。

• 请使用合适的电源。按照使用说明书或产品标示的说明，将产品插入合适的电源。

• 如发生错误，请拔掉电源线等待 60秒，然后重新插好电源线。



1. On / Off / Volume dial

Rotate the dial clockwise to switch on GENEVA TIME.
Rotate clockwise to increase volume
Rotate anti-clockwise to decrease volume and to switch OFF

2. Speaker LED

in Bluetooth mode (See “Bluetooth”chapter for more informations):
- blinking blue: GENEVA TIME is in pairing mode
- fix blue: GENEVA TIME is paired to a device

in Line-IN / AUX mode
- LED is red

NOTE: after 5 minutes non-playing, GENEVA TIME turns automatically off. To 
turn it on please rotate anticlockwise until you hear the click sound, then rotate 
clockwise again to switch it on

3. Alarm ON LED. Set alarm time by rotating the dial “SET ALARM” on the back 
of the product.

If the LED is RED, Alarm is ON

4. Alarm ON/OFF button

If the button is pressed, alarm is ON (LED i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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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之声 
（GENEVA）

1. 开 /关 /音量调节旋钮

顺时针转动旋钮打开 GENEVA TIME。 

顺时针旋转增加音量

逆时针旋转减小音量并关闭（OFF）

2. 扬声器 LED

蓝牙模式（更多信息请参见“蓝牙”章节）：

 – 闪烁蓝色：GENEVA TIME正在配对

 – 蓝色长亮：GENEVA TIME完成设备配对

线路输入 /AUX模式

 – LED为红色

注意：停止播放5分钟后，GENEVA TIME会自动关机。如需打开设备，请逆时针旋转直至听到咔嗒声，
然后再顺时针旋转打开

3. 闹钟开启 LED。本产品背面有“闹钟设置”（SET ALARM）通过旋钮来设置闹钟时间。

如果 LED为红色，则闹钟开启

4. 闹钟开 /关按钮

如果按下按钮，则闹钟开启（LED亮起）



1. Battery slot for clock. Use AA 1.5V battery only

2. Set clock dial. Remove the rubber cover and rotate the dial to adjust time. 
Once the clock is set, re install the rubber cover on top of the dial.

3. Line In connector

4. USB charge connector. Max input is 5V - 1A

5. Set alarm dial

6. Ac Adapter conn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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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钟电池槽。使用 AA 1.5V电池

2. 设置时钟。取下透明橡胶盖，转动表盘调整时间。设置时钟后，将橡胶盖重新安装在表盘顶部。

3. 线路输入连接器

4. USB充电连接器。最大输入为 5V-1A

5. 设置闹钟旋钮

6. 交流适配连接器



入门
GENEVA TIME是一款模拟闹钟和蓝牙扬声器，支持线路输入 /AUX功能以及有线和无线充电。

重要说明：

1. 用户可以设置闹钟铃声。蓝牙和线路输入 /AUX输入不能用作闹钟信号。

2. 闹钟使用 1节 AA电池工作。请每年检查一次电池。

3. 扬声器仅在接上交流适配器的情况下工作

4. 无线和有线充电仅适用于连接交流适配器

5. 无线充电仅适用于兼容的无线充电设备

6. 智能手机保护套会减缓无线充电速度：GENEVA TIME的充电电池与智能手机之间的距离越远，充
电速度就越慢。



蓝牙模式
配对之前，请确认您的设备支持蓝牙 2.1+EDR A2DP，并且未连接至任何其他蓝牙产品。设备可能会
以不同方式配对。以下是通用配对指南。

1. 打开 Geneva Time。此时蓝牙处于开启状态。

将音量调高约 ¼，然后开始配对。同时调高音源设备（您进行流媒体播放的设备）的音量。

2. 打开设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上的蓝牙

3. 当您的设备屏幕上出现“GENEVA TIME”时，选择“GENEVA TIME”开始搜索。

有些设备可能会提示您输入 PIN码。如果需要，请输入“0000”。“GENEVA TIME”将从“未配对”
变为“已连接”。

4. 您可以开始无线播放音乐。无需再次配对设备，即可调整音量。

重要说明：如果没有播放音乐，GENEVA TIME大约会在 5分钟后关机。

线路输入 /AUX
当您使用 GENEVA TIME背面的 3.5mm线路输入（AUX）连接器连接信号源时，LED将变为红色。

适时调整设备和 GENEVA TIME的音量，以获得最佳聆听体验



www.genevalab.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