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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x TV—单个机盒、震撼
音效、免除杂乱
每年，电视变得更大更好，也越来越成为我们娱
乐休闲系统的中心。可以在电视上浏览网络，从
几乎任何地方播放音乐，即时、轻松地打开您所
有的数码文件，使用铺天盖地的流媒体服务、网
络电台和视频网站。但电视也在变得越来越薄，
这也意味着电视里不再有安装优质内置音箱的空
间。所以，大部分电视的声音很小、呆板乏味，
其音箱的音质扁平，没有生气。
Minx TV是对所有平板电视的完美升级。如果
您想要轻松地避免杂乱无章的环绕音箱，Minx TV
是最佳选择。与条形音箱不同，Minx TV无需外部
低音炮，即可呈现动人心魄的音效。
Minx TV还具备高品质蓝牙播放音频功能，让
您无线播放任何手机、平板电脑或电脑上的
音频。

机内情况
集技术之大成
电视制造商专注于制造更纤薄的电视，
以至于通常使用音质非常糟糕的纤薄音
响。Minx TV绝非如此！

100瓦功放—50瓦低音炮以

音频数字信号处理系统

及两个25瓦BMR驱动单元通

（DSP）— 采用音乐及影片

道，使声音充盈整个房间，呈

制作先进技术进行数字信号

现与大屏幕画面匹配的最佳音效。
蓝牙流媒体—Minx TV还具备

专业音箱—Minx TV配备的

蓝牙播放音频功能！几乎所有

数字功放展现超凡不俗的功

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电脑

率与控制力，内置165毫米

中都有立体声蓝牙，所以只要您的设备

（6.5英寸）低音炮保证电视电影呈现

位于10米范围内，就能轻松地无线播

与大屏幕画面匹配的最佳卓越音效。

放音频媒体流。

两个荣获专利的57毫米（2.25英寸）
BMR（平衡模式发声）音箱驱动单元
带来环绕满屋的宽广声音、无与伦比的
音乐表现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清晰人
声——您将无需为了听清人物对话而调

处理，Minx TV小巧紧凑的外形可以释
放震耳声音。其效果令人惊叹，呈现比
电视机盒系统更加洪亮、清晰、饱满的
优美声音。

除了标准蓝牙编解码器（SBC），Minx
TV还支持更高品质的aptX蓝牙系统。
音质更好，最大化呈现蓝牙无线流媒体
音频中的细节。

大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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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屏幕电视震撼音效，蓝牙流媒
体播放，一切尽在一个操作简单
的机盒之中
平衡模式发声驱动单元
专利BMR（平衡模式发声）音箱单元相比同等尺寸的
传统音箱声场更为宽广，充斥整个房间——最适用于
电视、电影、音乐单个机盒系统。电视与条形音箱常
用的普通音箱利用“活塞”效果前后移动产生声音。
我们的平衡模式发声音箱不仅通过前移及后移，而且
采用水平和竖直振动，从而营造更宽广的声音。“最
佳听音点”的范围由此扩大；无论坐在房间的哪个位
置，Minx TV的出众音质始终如一。

强大的低音！
6.5英寸低音炮—Minx TV配备向下发声的低音炮，以

精湛的连接功能
数字音频—Minx TV使用Toslink（光纤）输入口，可以从
您的电视直接接收数码信号。Minx TV 处理高品质的数码
音频信号，其音效大大优于平常电视内置音箱的音效。随
机甚至赠送光纤线缆！
有线连接—Minx TV也配备RCA或3.5毫米的模拟音频输
入。这对没有数字音频输出的电视或较早版本的iPod非常

强化低音。与条形音箱不同，不需要连接外部低音炮。由于低音炮
朝向下方，摆放位置不再重要，而且音箱喇叭可以免受敲击。

重现艺术家本人追求的音乐效
果！
Minx TV的卓越音质使YouTube和音乐频道如VEVO呈现史无前例的
绝佳音效——这也是艺术家的初衷。

有用。Minx TV的模拟输入功能使您可以连接电视、MP3
播放器等外部音频源，通过Minx TV让优美的音乐充斥整个房间。
请注意：如果使用3.5毫米插孔，RCA输入将会被静音。
蓝牙流媒体—Minx TV还具备蓝牙播放音频功能！几乎所
有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及计算机均配备立体声蓝牙，因
此无线音频流式播放轻松简单。Minx TV支持更高品质的
aptX蓝牙系统，所以您所有的蓝牙设备将会呈现最高音质。

设计师摘记
“与电视本身的乏味声音相比，差别令人惊
叹。《Top Gear》的紧张更加令人惊心动
魄，《唐顿庄园》含糊的对话也可以听得
一清二楚。”
Vince，销售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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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吗？

轻松简单的操控
Minx TV 随设备提供您所需的所有线缆，

Minx TV拥有环保的自动关机功能。如果无声响长达30分

以及用于调整音量、输入及声音模式的遥

钟，Minx TV会自动关闭。

控器。

用Minx TV播放所有
您最喜爱的音乐，
无论存储在何处

四种声音模式：
根据聆听的内容和个人喜好，您可以选择四种声音模式（可在
遥控器上选择）改善声音体验。每种声音模式对100瓦内置功

Minx TV内置无线蓝牙流媒体播放意味着它不只是一个出色的电视
声音系统。Minx TV释放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笔记本电脑的无尽
音乐，让您最爱的乐曲充盈房间。

放的EQ设置进行细微调整，以适应不同的聆听情境。
1.人声：人声设定使人声更清晰，对于远离电视或听力不敏感
的人士最为理想，可以更加清晰、细致地展现嗓音。

通过Minx TV，您可以播放蓝牙设备上的所有音乐，不论是自己的
音乐，还是Spotify、Pandora或BBC iPlayer等流媒体应用程序。

2.音乐：音乐模式更多地控制中心通道，以免音乐音场的前部
过窄。

任何您能在手机、平板电脑或笔记本电脑上播放的音乐，都能在
3.电影：电影模式能够呈现出中型电影院的效果，增强音效与

Minx TV上播放的更加优美动听！

动作的声音。分离音乐和对话，让音轨给人留下更加深刻的
印象。
4.电视：将单声道或立体声电视配乐，转变成身临其境的环绕
立体声体验。

放置简便
Minx TV的摆放容易快捷，可以放在您电视机下方或电视节支架的
第一层。

您知道吗？
Minx TV可以记住多达八个连接过的蓝牙设备，所以每次打开
时，它会自动连接最后八个连接过的蓝牙设备中的一个，您不
需要开启配对模式就能与设备自动连接。

www.cambridge-audio.com

V

购买 Minx TV的几大理由
Minx TV实现无与伦比的优质音频，兼容几乎所有音频源…以下为选
择剑桥音响Minx TV而非其他系统的10大理由

1

聆听您的所有音乐，无论存储在何处
Minx TV可以播放存储在任何地方（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或计算机）的所有音乐。Minx TV支持数码
和模拟输入，还有蓝牙传输，而不仅局限于某类设
备——可以播放来自所有设备的音乐！

2

无杂乱
Minx TV是对所有平板电视的完美升级。如果您想
要轻松地避免杂乱无章的环绕音箱，Minx电视是最
佳选择。与条形音箱不同，Minx TV无需外部低音
炮，即可呈现动人心魄的音效。

3

高级元件
为呈现最佳声音，Minx TV使用强大的100瓦DSP
驱动数码功放，以驱动质量上乘的专利BMR（平衡
模式发声）驱动单元。它甚至拥有非同凡响的6.5英
寸低音炮！

4

流媒体服务、应用与音乐
通过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计算机蓝牙配对，让
这些设备上的应用程序和流媒体服务拥有Minx TV
的顶级音质。使用Minx TV，便捷即时地收听所有
Last.fm、Spotify或BBC iPlayer Radio等广受欢迎的

5

8

人声模式对于远离电视或听力不敏感的人士最为理
想，可以更加清晰、细致地展现嗓音。
数字音频
Minx TV使用Toslink（光纤）输入口，可以从您的
电视直接接收数码信号。Minx TV 处理高品质数码

服务，感受卓越音质。

音频信号，其音效大大优于平常电视内置音箱的音

游戏

效。随机甚至赠送光纤线缆！

如果您试过在电视、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玩游戏，您
就知道声音是多么糟糕。但现在您可以将音频发送
至Minx TV，聆听震撼巨响和超凡音效，还原逼真
细节！

6

7

超清晰人声

不同声音模式：
根据聆听的内容和个人喜好，您可以选择四种声音

9

环保
Minx TV拥有环保的自动关机功能。如果30分钟不
播放任何声音，Minx TV就会自动关闭。

10

重量级
Minx TV可以承受重达30千克（66磅）的电
视——远远超出其他电视音箱系统的承重能力。

模式（可在遥控器上选择）改善声音体验。每种声
音模式对100瓦内置功放的EQ设置进行细微调整，
以适应不同的聆听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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