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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一、感谢您购买我公司出品的月光宝盒便携无损音乐播放器 Z6。在使用产品之
前，请认真阅读本说明书。当您开始使用该产品时，本公司认为您已经认真阅读
了本说明书。

二、请在购买产品后一个月内，认真填写“产品三包凭证回执”并邮寄或送到本
公司登记，以便为您提供更好的服务。

三、本说明书所涉及的内容改变时，恕不另行通知，以产品实物为准。如有需要
可到我公司网站（www.huaqidigital.com）查询。

四、作为移动存储类产品，本公司强烈建议您在使用中及时进行数据备份，对
于使用中由于误操作或硬件损坏引起的数据丢失，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五、请用户切勿自行维修，切勿自行打开产品，否则我们将无法为您提供正常的
售后服务。

六、Flash（闪存）设备的生产厂家一般以 1000 为进制计算容量，即 1K=1000byte，
1M=1000K,1G=1000M。操作系统是以 1024K 为 1M 计算，格式化后的报告容量会少
于标称容量。不同操作系统下，系统文件也会占有少量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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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北京华旗随身数码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数码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
新技术企业，公司主体由原来的北京华旗资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数码产品事业
部发展而成，于 2006 年 4 月正式脱离华旗集团独立运营。

公司拥有出色的产品研发能力，下设爱国者月光宝盒 MP3、爱国者月光宝盒
MP4、爱国者月光宝盒 MP5 和爱国者月光宝盒数码配件四大产品体系，已成功推
出了二百余种不同类型的数码产品。旗下的“月光宝盒”、
“半岛铁盒”等品牌已
成为全球知名品牌。依托华旗集团的整体资源，公司拥有完整的营销体系，在全
国设有 17 个营销平台及 3000 余家经销代理机构，在海外设有华旗资讯（新加坡）
公司、华旗资讯（法国）公司、华旗资讯（印度）公司等多家办公机构，产品远
销北美、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并深得全球用户好评。

北京华旗随身数码股份有限公司秉承华旗的“六赢”理念，坚持“大众、代
理、员工、公司、供方、社会”六方的合理利益均得到满足的原则，取得了长期
稳定的发展。旗下主力产品爱国者月光宝盒 MP3，在入市仅一年即实现国内市场
占有率第一，并连续三年销量遥遥领先，将垄断此领域长达四、五年之久的众多
韩国品牌远远甩在身后，成为 IT 消费类电子产品领域首个领先众多国际品牌的
民族品牌。

面对竞争激烈的全球数码产品市场，北京华旗随身数码股份有限公司以民族
文化为本，以自主科技创新为核心，积极向“将爱国者月光宝盒建设成为数码领
域的第一品牌”的公司愿景挺进。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爱国者希望与越来越多
的民族企业团结一致，六赢合作，共同发展，共创一个良性的竞争环境，开创全
球数码产业的中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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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本产品是精密电子产品，使用中需要特别注意：
1、 请将产品远离电磁环境；
2、 请不要分离或改造产品；
3、 请不要在产品上放置重物；
4、 请远离潮湿、烟尘等恶劣环境；
5、 该设备不应遭受水滴或水溅，设备上不应放置诸如花瓶之类装满液体的物
品；
6、 请避免产品和水或其它液体接触，如果不小心发生，请用干布吸干；
7、 请不要用水或其它化学试剂清洁产品，请用软布清洁产品表面；
8、 请不要使用过大的力度按产品的屏幕；
9、 请不要将产品放在直射阳光下，远离高温和低温环境；
10、请不要剧烈震动或撞击产品；
11、为了保护听力，请不要将音量调的太高（医生指出，长时间使用较大音量收
听损伤听者的听力）。出现耳鸣时，请调低音量或停止使用；
12、插入扩展卡时，请注意产品上标注的提示，不要插反或过大力气插入，以免
损坏插槽；
13、确保本产品放置安全，避免儿童触摸发生意外及跌落；
14、本机 USB 与电脑连接时间过长机身会发热，建议不要长时间与电脑连接，不
用时请从 USB 接口拔除；
15、不要在特别热、冷、多尘和潮湿、干燥的环境中使用产品；
16、使用时不要让产品跌落；
17、产品在格式化或正在进行上传下载时请不要断开连接，否则可能导致程序出
错；
18、请勿擅自拆卸本机，如有任何疑问请与经销商联系；
19、因为产品的性能和功能而发生的变化，将不另行通知；
20、本机被作为移动硬盘时，用户请按正确文件管理操作方法存储和导出文件，
错误的操作方法导致文件丢失，本公司概不负责；
3

21、请定期对播放器进行“磁盘整理”。可以通过随机附带的 USB 线将产品与 PC
进行连接，待 PC 正确识别播放器后，利用 windows 操作系统对其进行格式
化；格式化会清除产品中已有数据。所以，格式化前请一定事先备份数据；
22、因容量计算的不同，产品系统固件及 Flash 存储器的 FAT 分区表要占用一
定的空间，本机标识的内存容量与 PC 连接后显示的内存容量会有一定出
入，具体要视机器采用的固件版本及 Flash 类别而定，这是属于正常的；
23、现行电脑病毒较多，容易因为病毒的原因导致本机的文件和固件程序等被破
坏,请加强病毒预防。如果已经病毒感染，造成产品无法使用，用户可以在
确定没有病毒的电脑上升级固件，然后再格式化磁盘解决；
24、对于因为产品损坏、维修或其他原因造成的抹除内存资料损失，本公司概不
负责；
25、请用户遵照使用手册进行操作，并及时备份重要数据；
26、不要在禁止使用电子设备的地区内使用该产品，比如在飞机上；
27、请不要在驾驶或在街上行走时使用该产品，否则可能会引起车祸；
28、电池充电注意事项：
① 本播放器电池采用的是聚合物锂电池,可重复充电使用。在前三次充电必
须充够 4 小时以上，并且每次要用完电池的电量再进行充电，可以延长
寿命；
② 充满电后建议继续充半小时，以保证更长的播放时间；
③ 锂电池须由客服人员更换，用户不可自行更换（注意：如果电池更换不
当会有爆炸危险，只能用同样类型或等效类型的电池来更换）；
④ 电池的寿命可能会随使用条件、生产时间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⑤ 电池（电池包或组合电池）不得暴漏在过热环；
29、充电:
通过电脑 USB 口充电时, 本机无论开机与否，只要您把产品与电脑连接,就
可以给产品充电；（注：连接电脑充电，如不需拷贝文件；当电脑显示连接到磁
盘后，点击右下角的连接图标安全弹出连接模式进行充电）
我们建议在屏幕背光关闭的状态下充电，可以延长显示屏的寿命，在充电的
过程中,产品有一定的升温,属于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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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本产品可能会由于软件的更新而导致实际使用与说明书内容产生差异，请以
购买的产品为准，操作指南仅供参考。
31、为了保证使用安全：
① 本机有高压保护功能，当输入电压高于 6V 时，本机会停止充电。
② 本机有温度保护功能，当温度高于 50 度或低于零下 10 度时，本机会停
止充电。

声明:
若发现本文档中有编辑错误或疏忽，请及时反馈给相关经销商，我们非常赞
许您这种行为。
鉴于产品的不断改进，本公司保留修改产品规格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此文件中的内容可能在不通知用户的情形下进行更改。
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为任何目的、以任何方式复制、翻版或传播
此说明书的任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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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包装清单
主机

一台

数据传输线

一根

三包卡

一张

合格证

一张

说明书

一本

按键指南

一张

皮套

一个

注：本产品装箱单请以实物为准

二、规格参数
尺寸
重量
屏幕

约 106x64x15mm(W*H*D)
约 160g
2.4 英寸 TFT 屏幕，分辨率 240x320

适配耳机阻抗 16Ω ～600Ω
传输速度

音频格式

USB 声卡
电池
播放时间

充电规格
扩展

读取速度可达 20M/s，写入速度可达 15M/s
测试环境：Class10 与 300X EXFAT 格式 TF 卡，Win7 操作系统
为了保证传输速度，推荐使用 Class10 或 300X 以上 的 TF 卡
DSD: DSD64, DSD128 (ISO,DSF,DFF);
WAV: 192 kHz/24 bit(支持双精度浮点运算);
FLAC: 192 kHz/24 bit;
APE(Fast): 48 kHz/16bit;
APE(Normal): 96 kHz/24 bit;
ALAC: 192 kHz/24 bit;
MP1,MP2,MP3;
Windows 系统免驱动
内置 2500mAH 锂电池
音乐连续播放约 15 小时
测试条件：音源格式 DSD64,音量 100,32Ω 耳机负载,黑屏状态，按
键灯关，音效关闭。
（实际播放时长与您的设置，操作习惯有关）
使用 5V 1A 电源适配器进行充电，充满约 4 小时。
使用 PC 充电时，充电时间约 7 小时。
兼容最大容量 128GB TF 卡，支持 FAT32/EXFAT 格式 TF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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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键/主界面说明
1、 按键说明

1. 电源键

短按：屏幕锁定、解锁；长按：开关机

2. 耳机接口

支持 3.5 毫米插头规格耳机

3. 音量加

短按：增大音量；长按：连续增大音量

4. 音量减
5. TF 卡槽
6. Micro USB 接口

短按：减小音量；长按：连续减小音量
支持 TF 卡扩展，最大支持 128GB TF 卡
可进行充电/数据传输

7. 返回键
8. 播放/暂停

短按：返回键；长按：返回主菜单
短按：歌曲播放/暂停；长按：进入当前播放
在[音乐播放]中，短按：下一曲；长按：音乐快进
其它功能，短按：向右、向下光标选择；长按：快速切换
在[音乐播放]中，短按：上一曲；长按：音乐快退
其它功能，短按：向左、向上光标选择；长按：快速切换
在功能菜单下，按此键进入/播放当前选项
音乐播放功能下，按此键为切换歌词显示/专辑封面功能
同时按住电源键与音量加键，约 8 秒左右机器会关机

9. 下一曲/快进
10. 上一曲/快退
11. 确认/切换键
复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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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界面说明

1.耳机标识
3.数据连接标识
5.电池电量图标
7.循环模式
9.播放进度条
11.歌曲格式
13.歌曲名称

2.睡眠关机标识
4.充电标识
6.主界面
8.当前音量
10.歌曲总时长
12.当前播放时长
14.播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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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具体操作
开机：长按“电源键”3 秒开机。
关机：长按“电源键”3 秒关机。
主界面，共有五个选项：当前播放、音乐列表、文件列表、音乐设置，系统
设置。按“<” “>”键，切换选项。短按“

”键，进入到当前选项。

首次插入 TF 卡开机后，本机会自动扫描卡内的所有音乐文件，并创建歌曲
库。见下图：

五、当前播放
首次进入当前播放，需先进入“音乐列表”或“文件列表”选择任一歌曲播
放后，才可进入“当前播放”功能。
在当前播放界面下：
① 短按“<” “>”进行上一曲/下一曲选择。若当前正在播放歌曲，短按
“<”键则会回到该歌曲的起点位置。
② 长按“<” “>”可以对正在播放的歌曲进行快退/快进。
③ 短按“

”键可切换 “歌词”
“专辑封面”
“歌曲信息”
（默认为歌曲信

息，如下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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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显示界面为：

专辑封面界面显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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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一界面下，长按播放/暂停键可以进入“当前播放”功能。
（升级/恢复/
无播放歌曲状态等界面下无效）
注：
① 歌词文件需为 LRC 格式，歌词文件名称需要与歌曲名称一致，且放在同
一目录下，切换到歌词显示界面即可显示。
② 专辑背景，若当前歌曲自带专辑封面时即可显示。

六、音乐列表
进入音乐列表，有四个选项：HiFi 音乐，普通音乐，正在播放，我的收藏
列表。短按“<” “>”键切换选项。 按“

”键进入。

1、 HiFi 音乐：进入后会按照“歌名，歌手，专辑，风格”进行分类排序。
2、 普通音乐：参照 HiFi 音乐。
“HiFi 音乐”与“普通音乐”的区分：
① HiFi 音乐：本机采用智能算法，将 DSD64、128（ISO，DSF，DFF），采样
率 88.2KHZ 以上的音乐归为“HiFi 音乐”。
② 普通音乐：采样率小于 88.2KHZ 的音乐归为普通音乐。
3、 正在播放：显示当前正在播放的音乐列表。按“<” “>”键，可以选择相
应歌曲。 短按“

”键播放。

4、 我的收藏列表：共有八个列表，可将喜爱的音乐添加至音乐列表中。
① 添加歌曲：在 HiFi 音乐、普通音乐、文件列表中，选择要添加的歌曲，
长按“

”键进入收藏列表界面，按“<” “>”键选择想添加到的列

表，短按“

”保存至当前列表。

② 删除歌曲：在收藏列表中，长按“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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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可将当前选中的音乐文件删

七、文件列表
进入文件列表，显示 TF 卡内的所有文件。短按“<” “>”键选择文件。 短
按“

”键进入。屏幕左侧会显示四个图标选项：

：不可播放
：音乐文件，按“
：文件夹，按“

”键播放
”键进入

：CUE/ISO 文件，按“

”键进入

八、音乐设置
进入音乐设置，共有八个选项，分别为：
1、 MP3 音乐音效：关闭、流行、摇滚、古典、金属、舞曲、爵士、重低音，自
定义。
① 音效选择方式：将光标移动到当前所需要的音效模式上，短按“

”键

确认。
② 自定义音效设置：进入后按“<” “>”键切换频率，按下“

”键选

择，线条会变为蓝色，长按“<” “>”进行调节，按返回键，保存并退
出。
注：音效只支持 MP3 格式。
2、 循环模式：包括顺序播放、全部循环、单曲循环，随机播放。
循环模式选择方式：将光标移动到当前所需要的模式上，短按“

”键确认。

3、 最大音量：可限制本机的最大音量，最低 100，最高 160。按“<” “>”键
调节，短按“

”键确认。

4、 开机音量：
① 记忆音量：记忆上次关机时设定的音量。
② 自定义开机音量：可限制本机开机时的最大音量，最低为 0，最高为 120。
按“<” “>”键调节，短按“

”键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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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左右平衡：可设置左右声道平衡，进入后按“<” “>”键调节，短按“

”

键确认。
6、 睡眠模式：可设置睡眠定时关机时间：关闭、15 分、30 分、45 分、60 分、
75 分、90 分、105 分。设置后，当播放到设置好的时间会自动关机。
7、 屏保呼吸灯：可设置在黑屏播放状态下的按键呼吸灯打开或关闭。
8、 音乐格式支持列表：可在此功能内查看音乐格式支持的类型与参数范围。

九、系统设置
1、 亮度：亮度调节共 10 级选项。按“<” “>”键调节，短按“

”键确认。

2、 语言设置/Language： English，简体中文，繁体中文。
3、 背光时间：设置屏幕背光（屏保）时间。关闭、30 秒、60 秒、90 秒、120
秒、150 秒、180 秒，210 秒。
4、 自动关机：当机器无任何操作且不再播放歌曲时，会在设定好的时间关机。
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6 分、7 分、8 分。
5、 按键灯控制：可以设置按键灯状态，按下时点亮/按下时熄灭。
6、 列表循环：循环目录功能。此功能打开后，在列表第一个文件下，按“<”
键会跳转至最后一个文件。
7、 本机信息：显示本机信息（产品名称/硬件版本/固件版本）
8、 固件升级：将升级软件“Z6.NFG”复制到存储卡后，进入此功能后本机会自
动扫描升级软件并开始升级。升级完成后会自动关机。
注意事项：
① 在升级时确保本机电量充足
② 建议连接充电器或满电情况下升级软件
③ 为了确保安全，在低电量情况下，本机会禁止升级
④ 升级过程中请不要操作机器，升级完成后本机会自动关机
⑤ 升级前请备份数据
9、 恢复出厂：恢复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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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USB 声卡
连接电脑后，待出现选择界面。按“<” “>”选择 USB 声卡模式。此时为
外置声卡模式，调节音量请按机器：“+”或“-”键。如果继续增大音量请在音
乐设置中的“最大音量”里调节。
注：
① 本机为 USB 免驱动(Windows 系统)
② 建议使用本机自带的数据线
③ 台式机建议使用后置的 USB 接口
④ USB 声卡目前支持 Windows 系统

十一、联机操作
1、 在开/关机状态，用随机提供的 USB 线连接 PC, PC 会提示出现可移动磁盘。
点击进入,选择相应的文件夹拷贝文件即可。
2、 用随机提供的 USB 线连接 PC ,可对本机进行充电/数据传输。
3、 为了保证传输速度以及数据安全，建议使用 CLASS10 或 300X 以上的正品卡。

十二、常见问题
如何充电？
请连接电源适配器或者用电脑为本机充电。
歌曲为什么播放不了？
1、 请检查歌曲格式是否被本机支持（不支持 DTS 格式，SACD/DSD 中的压缩格
式 DST）可以在电脑上用 foobar 查看音乐文件属性。
2、 有可能是 TF 卡损坏，请换一张 TF 卡。
TF 卡不被识别？
1、 本机支持 FAT32/EXFAT 格式 TF 卡。
2、 请检查 TF 卡是否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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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部分歌曲时，机器反应迟钝？
1、 大码流音乐的播放对 TF 卡本身的传输速度要求较高，当 TF 卡传输速度过慢
或者因为内部坏块过多而影响数据正常传输，可能会导致系统运行变慢或者
播放音乐不正常。请从正规渠道购买 C10 或 300X 以上的品牌 TF 卡。
2、 TF 卡内存放的歌曲较多。
3、 使用速度较低的 TF 卡，播放高码流歌曲也会造成卡顿。推荐使用
CLASS10/300X 以上的正品品牌 TF 卡。
4、 TF 卡可能损坏。
5、 TF 卡内的空间需要留出 30MB 以上。
如何传输数据？
建议使用本机自带的 Micro USB 数据线连接至电脑为本机传输数据。传输数据时
请检查 TF 卡是否为 FAT32 或 EXFAT 格式。
传输速度太慢？
由于市场上 TF 卡种类繁多，TF 卡不稳定会直接影响传输速度与 TF 卡寿命。请
使用 CLASS10 或 300X 的正品品牌 TF 卡。正常情况下，本机传输速度≥15M/S。
播放时有轻微发热？
因为电子产品需要通电才能工作的，所以通电工作后就会发热。 Z6 产品为 HiFi
播放器，采用的芯片与元器件功耗较大。所以 Z6 会有轻微发热的现象。这个温
度不会对机器和人体产生危害。
支持边充边放吗？
支持。
电脑为什么不识别 Z6？
请换一根数据线，或换一个 USB 接口，台式机建议使用后置的 USB 接口。
支持的操作系统有什么？
支持 Windows 系列，OS，LINUX。
歌词如何显示，部分歌词显示乱码？
1、 在当前播放界面下，短按“

”键进入歌词显示界面。支持 LRC 格式歌词。

2、 部分歌词文件编码信息不完整，可能会造成无法显示/乱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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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哪里升级固件？如何升级固件？
详情请关注月光宝盒官方微信：yueguangbaohe-hq。
升级固件的方式为：将升级文件（Z6.NFG 文件）放到 TF 卡中，将卡插入本机内，
开机进入系统设置-固件升级，本机会自动搜索固件。按提示操作进行升级。
注意：升级过程中请不要操作！
开关机，插拔耳机时会有响声？
因为在开机/关机，插拔耳机时，电路会被激活，此时会有很小的声音传出来。
歌曲总时长很长，如何快速到歌曲结尾处？
在下一首歌曲播放时，长按“<”键，可以快速搜索到上一首歌曲的最后部分。

十三、服务条款:
1、 我们向您承诺：
此产品主机一个月包换，十二个月保修，其它配件保修三个月。本承诺自购买日
期（以正式购货发票日期为准）起生效，在服务期内，如在正常使用和维护情况
下产品本身机件材料及工艺出现问题，发生故障，经本公司查验属实，您将得到
我公司客户服务中心为您提供的免费服务。
2、 全国范围联保
北京华旗随身数码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实行全国联保。无论您在中国大陆何处购
买，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保修范围内的硬件故障时，凭保修证书、购机发票到本公
司客户服务中心的任何一个服务站均可获得维修服务。欢迎您随时查询我公司网
站 http://www.aigo.com; http://www.huaqidigital.com 或拨打服务热线电话
400-610-6666。请您选择距离您最近的维修机构进行服务，接受服务时请务必出
示该产品的三包凭证和购机发票。
3、 故障修复时间
当您的机器需要进行维修时，我们将在收到机器的当地一个有效工作日（外地两
个有效工作日）为您返回。如遇特殊情况，不能在有效工作日内完成维修的，我
公司服务人员将提前打电话与您协商修复日期。前述修复时间不含回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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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限责任担保
您的产品在正常使用中出现故障时，我公司仅承诺上述免费保修服务。出现下列
情况，请您选择我公司提供的有偿服务。我公司的“服务承诺”，仅限于对产品
故障硬件进行维修。
① 您的产品经我公司维修机构维修后，继续享有对原机保修期的承诺。如
果维修部件超过了免费保修期限，请您交纳一定的维修服务费，我公司
将为您的产品进行维修，维修服务费的标准由我公司的维修机构提供。
② 当您向我公司的维修机构要求提供保修服务时，请您出示三包凭证或购
机发票。如果您不能出示三包凭证或购机发票，三包凭证或购机发票与
送修产品不符，我公司有权不提供保修服务。
③ 涂改保修卡序列号，序列号与机身号码不符及机身无序列号，我公司有
权不提供保修服务。
④ 因未按使用说明书操作，安装错误引发的损坏，我公司有权不提供保修
服务。
⑤ 人为引起的损坏，我公司有权不提供保修服务。
⑥ 水灾、火灾等一切自然灾害引起的损坏，我公司有权不提供保修服务。
⑦ 经非本公司授权服务人员修理、改动、改装或拆卸的，我公司有权不提
供保修服务。
5、 特别提示：
③ 您应在产品交接前向经销商要求开箱对机器质量进行验收。本产品交接
完成以后发现的瑕疵或故障（经使用才能发现的缺陷不在此限内），推定
为非我公司过错造成。
④ 销售商向您做出的所有额外承诺，我公司不承担责任。为了向您提供更
优质的售后服务，保护您的权益，我公司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
声明:
本产品中预置的所有作品之版权归相应的版权人所有，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
权法》保护，我公司出售本产品的行为不代表向用户转让或授予与作品版权相关
的任何权利。
以专家的眼 执著的心 推广专业资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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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声明
根据电子产品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及相关标准
（SJ/T11363-2006 SJ/T11363-2006）进行表述
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元素名称及含量

部件名称
PCB
壳料
屏幕
电池
数据线


铅 Pb

汞 Hg

O
O
O
O
O

O
O
O
O
O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六价铬 多溴联苯
镉 Cd
CrVl
PBB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多溴二苯
醚 PBDE
O
O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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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1363-2006SJ 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X: 表 示 该 有 毒 有 害 物 质 至 少 在 该 部 件 的 某 一 均 质 材 料 中 的 含 量 超 出
SJ/T11363-2006SJ 规定的限量要求。



备注：以上物料中规定铅超标；目前国内无强制要求，属于豁免。
产品型号：月光宝盒便携无损音乐播放器 Z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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