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ke Music Everyware 

1 
 

OE Mars One 360°无线 HiFi 音箱系统 

产品使用说明 

 

 

感谢您购买 OE Mars One 360°无线 HiFi 音箱系统 。 

在使用产品前，请仔细阅读这份使用说明。以确保您能正确的使用。 

 

1. 音响组件 

OE Mars One 音响 × 1 台 

国标两插八字两孔电源线 × 1 条 

国标 WLANS 网络连接线 × 1 条 

使用说明书（含保修卡）× 1 份 

国标 AUX 音频线 × 1 条 

重要安全警告卡× 1 份 

保修卡× 1 份 

 

 

 

2. 使用说明 
 

2.1  结构功能 
 

——产品正视图—— 

 

 

1、蘑菇头智能触控面板                         

2、360°蜂巢式金属罩网                       6、360°全方位发声铝带式高音单元 

3、一体成型全铝机身                          7、360°全方位发声锥形中音单元 

4、内嵌式金属底座                            8、OE 新一代超长冲程低音单元 

5、橡胶防震固定脚钉 

 

 

——产品顶视图—— 

 

1. “○”模式切换键 

2. “OE”开/关机状态指示灯 

3. “＜＞”曲目切换键/音量加减键 

4. “  ”播放/暂停键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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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式切换按键 

  开机状态下，轻触此键可在 WiFi/Bluetooth/AUX 模式间切换 

2. “OE”开/关机显示灯  

  产品连接电源后会默认进入 WiFi 模式状态（绿色等闪烁），产品工作状态下无操作 20 分钟后自动进

入待机状态（红灯常亮）。 

 

3.“OE”工作状态指示灯 

红色常亮：产品接通电源后待机状态； 

  绿色闪烁：WiFi 模式（未连接成功）； 

绿色常亮：WiFi 模式（连接成功）； 

蓝色闪烁：BLuetooth 模式（未连接成功）； 

蓝色常亮：BLuetooth 模式（连接成功）； 

  粉色闪烁：AUX 模式（未接入成功）； 

粉色常亮：AUX 模式（接入成功）。 

4.“＜＞”曲目切换按键 

  工作状态下，手指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滑触横向滑触三个触键，可进行曲目上一首/下一首切换 

“＜＞”音量调节按键 

  工作状态下，常按此键和点触此键可对音量进行增大“＞”和减小“＜”调节 

5.“  ”播放/暂停按键 

工作状态下，按此键可对播放曲目进行播放/暂停操作 

 

——产品底视图—— 

 

1.产品铭牌 

2.AUX 音频接入端口 

3.以太网接入端口 

4.主交流电源输入接口 

5.橡胶减震稳定脚钉 

 

 

注： 

1.产品铭牌 

2.AUX 音频接入端口 

通过 AUX 立体声连接线将 Mars One 与外置音源相连，完成相关播放操作 

3.以太网接入端口 

可使用以太网电缆将 Mars One 连接到家庭网络或者局域网络中 

4.主交流电源输入接口 

内置数字开关电源电路，保证使用安全性的同时降低使用环境的限制 

5.橡胶减震稳定脚钉 

 

2.2  使用指导 
 

·连接电源 

将随机配送的国标两插电源线一端的八字两孔插头插入产品底部的主交流电源输入接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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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端的两脚扁型插头连接家用 110～220V/50～60Hz 电源，此时工作状态指示灯为红色常

亮。 

 

·产品开机 

产品连接电源后处于待机状态，按任意键后唤醒为开机状态，工作状态指示灯变为绿色闪烁，

即：开机完成并进入第一个播放模式（默认 WiFi 播放模式）。 

 

·模式切换 

开机完成后，可按“○”模式切换按键，完成 WiFi/Bluetooth/AUX 三种您所需要的播放模式，

每次触碰“○”模式切换按键进行三种模式循环切换。 

 

·模式操作 

下载和安装“OE 播放器”手机 APP 

在产品联网前，需要先下载并安装“OE 播放器”软件，然后打开并按照屏幕上的指示设

置网络系统； 

您可从 OE 官网（www.oeaudio.com）下载或 App Store、国内主流安卓应用市场。 

 

设置无线 Hi-Fi 系统 

•产品开机且处于 WiFi 播放模式，即：工作状态灯为绿色闪烁； 

•打开 OE 播放器手机 APP，点击“进入轻松连接向导”按提示进行快速设置。 

 

特别提示： 

• 手机/平板电脑仅在首次使用产品时设置无线 Hi-Fi 系统，系统一经设置完毕，再次开机产品自动连接； 

• 产品支持以太网电缆接入，连接时网线一端插入 Mars One 以太网接入端口，另一端插入路由器任一

Line 接入端口，具体操作同上。 

 

添加其他设备到系统中 

 

•WiFi 模式添加 

•WiFi 播放模式下，点击播放界面右上角的“+”，进入添加设备界面； 

•系统直接跳转“连接向导”界面，具体操作方法同“设置无线 Hi-Fi 系统”； 

•设备添加完成后，已添加的设备会统一显示在播放列表中。 

 

•Bluetooth 模式添加 

•产品连电开机，按“○”模式切换按键或“OE 播放器”手机 APP 功能列表中选择“蓝

牙”进入 Bluetooth 播放模式，LED 为蓝色为蓝牙模式，蓝色 LED 快闪为搜索状态，慢

闪为待机状态，常亮为连接状态； 

•当慢闪时要进行手机配对的话就要按“○”键大于 5 秒，进入配对模式，这时蓝色 LED

进入快闪状态，就可以在手机的蓝牙列表里找到“Mars One”进行配对 

•打开手机或其他播放器的蓝牙开关，在搜索列表中选择“Mars One”，设备自动连接； 

设备添加完成后，已添加的设备会统一显示在播放列表中。 

 

•AUX 模式及 AUX 无线立体声模式添加 

•产品连电开机，按“○”模式切换按键或“OE 播放器”手机 APP 功能列表中选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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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输入”进入 AUX 播放模式； 

•使用两台“Mars One”设备在 AUX 播放模式下实现无线立体声模式，长按另一台需要

无线连接的“Mars One”设备的“○”模式切换按键 10 秒后指示灯会反复闪烁绿色、

蓝色、粉色，这是 AUX 插入端的“Mars One”会主动寻找另一台 Mars One，完成连接

后会显示绿色常亮，在保证 WiFi 模式连通状态下，可实现 AUX 单端插入立体声同步播

放模式。在“OE 播放器”中设置两个设备的左右声道分配。 

•通过 AUX 音频线将设备连接到手机或其他支持 AUX 播放的设备上； 

设备添加完成后，已添加的设备会统一显示在播放列表中。 

 

特别提示： 

• OE 无线 HiFi 音响系统支持最多 99 个无线播放设备，除“Mars One”外，您也可添加 OE 无线音响连

接器以便连接如低音炮等其他音频设备，打造属于自己的 360°无线 HiFi 音响系统或家庭影院系统； 

•通过蓝牙连接设备，要获得稳定的蓝牙无线播放，需保证手机或其他蓝牙播放器与设备之间的距离

保持在 10 米范围内，勿超此限，且设备暂不支持手机蓝牙通话； 

• 添加成功的不同播放设备，系统支持“左声道”、“右声道”、“立体声”三种声音模式独立设置。 

执行音频播放相关操作 

•••播放列表中选择并点击需要播放音乐的设备，进入音源列表； 

•••选择需要播放的音源，系统不仅提供“我的音乐”、“我的最爱”等本地及共享音源，还

支持“音乐搜索”、“QQ 音乐”、“喜马拉雅”等多个音乐平台及聚合电台，选择音源后进入

播放器界面； 

 

特别提示： 

•从播放列表界面左右滑动，可以分别进入音源列表和播放界面； 

•您也可以通过操作智能触控面板手动进行播放操作。 

 

多个设备同步播放 APP 操作 

•••播放列表中选择一个主播放设备和一个或多个附属播放设备，长按其中一个附属播放设

备，待颜色变浅后将其拖拽到主播放设备中，系统语音提示“同步播放中”，按此步骤将其

他附属播放设备依次拖拽到主播放设备中； 

•••为主/附播放设备选择声道，点击“   声道切换”为各播放设备选择独立的声道，系统

支持“左声道”、“右声道”、“立体声”设置，设置成功会伴有系统语音提示； 

•••点击主播放器选择音源即可实现多设备同步播放。 

 

特别提示： 

•“Mars One”支持无线无损通讯协议，通过“OE 播放器”手机 APP 可实现多设备同步立体声播放； 

•如需取消或减少同步播放的设备，长按需要去掉的附属播放设备，待颜色变浅后将其拖拽出主播放

设备中即可，成功后系统会伴有语音提示； 

 

·产品开/关机 

  产品在无操作或不工作状态下（WiFi/Bluetooth/AUX 任意模式 ），20 分钟后会自动进入待

机状态。 

 

3. 重要安全提示 
•  切勿在近水的地方使用本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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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勿直接用手直接碰触高音蘑菇头或金属网部件进行“拿、捏、提”等动作，可能会造

成相关部件人为损坏。如需移动“Mars One”设备的位置，请用双手拖住“Mars One”设

备进行移动，   

•  请使用软干布清洁本设备，家用清洁剂或溶剂可能会损坏 Mars One 组件的表面；  

•  切勿堵塞任何通风口，按照制造商说明进行连接使用； 

•  切勿将本设备安装在热源（例如散热器、热暂存器、炉子）或其他会产生热的装置附

近； 

•  防止电源线被踩到或夹到，尤其要小心保护插头、电源插座及其在本设备上的出口点； 

•  只使用厂家指定的附件/配件； 

•  雷雨天气或长期不使用本设备时，应拔出其电源插头； 

•  本设备的一切维修应由合格的 OE（授权方） 维修人员执行，一旦本设备受到任何损

坏，就需要进行维修。损坏情况包括：电源线或插头损坏、有液体渗入或异物落入到

本设备中、本设备接触到雨水或湿气而不能正常工作、或被摔落等；  

•  电源插头应能随时从插座拔出； 

•  警告:为降低火灾或触电风险，切勿让本设备接触到雨水或湿气。 

•  不要让本设备接触到滴落物或溅出物，不要将装有液体的物体（如花瓶）放在设备上。 

4. 规格参数 
 

产品型号：Mars One 

操控模式：智能触控 

软件系统：OE 播放器 （Android/IOS）  

额定功率：180W 

最大功率：200W  

频响范围：35Hz-38kHz  

灵敏度：87dB/1M/1W 

分频方式：三路独立 DSP 分频 

音频处理：八通道 DSP 数字音频处理器 

音频传输：无线 WiFi /蓝牙/AUX 

失真度：<0.03%(全功率输出时)  

箱体材料：航空铝质全铝机身,4 层钢琴烤漆。  

净重：3.9KG 

 

5. 售后服务 
 

5.1  保修条款 

·正常正确使用中，如出现因材质或工艺缺陷导致的任何功能问题，均可享受自购买日

期起一年免费保修服务。 

·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其他地区将遵从当地法律规定；另请保留好购买的收据或发票，

以作为保修凭证。 

 

注：消费者购买产品须为正品，即：在我司或我司授权经营商处购买，方可进行相关质保服务。若所购买

产品为非正品，出现任何问题由消费者自行承担。 

 

·不属于免费保修义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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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说明书要求/错误/不当使用、保管、保养或操作产品造成的故障或损坏（如震荡、

撞击、跌落、弯折、撕扯、牵拉等人为因素引起的损坏或故障）； 

因用户私自拆机或非 OE 公司特约维修点拆修引起的故障； 

将产品长期置于潮湿、强磁场场所或者是由于浸水引起的故障； 

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如地震、火灾、雷电等）原因造成的故障或损坏； 

因产品整机或部件已经超出保修期或无法提供有效保修凭证（OE 授权经销商的盖章

收据或者发票）； 

其他非产品设计、技术、制造、质量等问题而导致的故障或损坏。 

 

注：人为损坏的判定由 OE 专业的维修人员分析确定； 

三包期从开具发票、收据等有效凭证日开始算起，三包凭证内容的最终解释权、修改权归北京欧意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所有！ 

 

5.2  售后流程 
 

如果用户所购买的 OE 无线音响发生故障，请先与卖家联系；若卖家拒绝提供售后服务，

请通过电话 400 8988 360 或邮件（oe@oe360.cn）反馈给 OE 公司工作人员，我司会妥善处

理并为您提供满意的售后服务。 

 

注： 

返修期间，消费者需要承担退回到工厂的运费，维修好后我司将免运费寄回给消费者。 

建议消费者从本地代理商处购买产品，以便得到更快速、更便捷的售前售后服务。 

不可自行维修、拆卸或将产品放在有水的地方。 

产品不能正常使用或有其他疑问，请拨打客服：400 8988 360 咨询或发邮件到 oe@oe360.cn 咨询。 

 

5.3  联络方式 

OE 亚太区运营商信息： 

北京欧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甲 1 号鼎好电子大厦 A 座 3 层 

客服电话：400 8988 360 

售后服务电话：010-5721556 

网址：www.oeaudio.com 

 

6. 产品三包凭证 
 

经 销 商：   

条码编号：   购买日期：   

用户名称：   用户电话：   

用户地址：   

●请关注 OE 智能官方微信，填写保修卡，拍照并发送至微信客服或官方邮箱（oe@oe360.cn）

获取保修服务。 

 

●本说明书仅适用于 OE Mars One 360°无线 HiFi 音响，其他产品参见对应说明书！为

了本产品能更好的为您服务，请在使用前仔细阅读本使用手册； 

mailto:发邮件到oe@oe360.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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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疑问，请向 OE 客服部（010-57211556）或当地经销售商咨询； 

●欢迎关注“OE 音响”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OE 音响”、官方网站，以获取最新的产

品资讯； 

●“OE”商标和产品相关专利技术、外观专利均注册在案，仿冒必究。 

 

 

 

 

 

OE 

Make Music Every 

让音乐无处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