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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網絡世界的聲音連接網絡世界的聲音連接網絡世界的聲音

連接網絡世界的聲音

在消費類音頻電子產品中，收音機可以說是最早把冷冰冰的電

子產品和溫暖的人性結合得很好的傳統產品，而說到時尚則首選是

互聯網，它把人類帶入了嶄新的世界，大量且更新快的音頻資訊得

以让人追趕潮流。HKV-001網絡收音機則是把這傳統和時尚得以完美

結合的音頻產品，它既能沿用人們傳統的收聽習慣，又能分享到互

聯網的潮流時尚，它能让人無比清晰地享受遙遠國度傳來的不同類

型的樂音，還能让學習全球各種外語而足不出戶變為可能，還能让

旅居外地的游子得以聽到故裡亲切的鄉音…這些功能都無需開啟電

腦，且能以無線的方式播放，並比市面上同類的產品有更好的性價

比。



產品特色產品特色產品特色

產品特色





極低功耗極低功耗極低功耗

極低功耗

HKV-001 使用時功耗只有 0.8W(相對 PC 功耗 > 100W, 只是其零

頭), 極為環保,是互聯網產品中少見的環保設計.





有效利用網絡資源有效利用網絡資源有效利用網絡資源

有效利用網絡資源

HKV-001 直接透過互聯網能收聽全球成千上萬個音頻頻道和網上

電台，能收聽最新的主打歌或你喜歡的類型節目，還能轻易地建立

自己的個人喜愛電台清單。





單一系統無限娛樂單一系統無限娛樂單一系統無限娛樂

單一系統無限娛樂

HKV-001 這單一的系統除了能让用戶用耳機或本機喇叭收聽節目

外，還能透過專業的 FM 無線發射，擺脫纜線的束膊。用戶沿用傳統

收聽FM廣播的習慣，既能用高保真的HiFi音響系統收聽，也能用普

通的 FM 收音機收聽，不受地點限制地享受自己喜愛的節目。





構建微型網絡系統釋放音樂構建微型網絡系統釋放音樂構建微型網絡系統釋放音樂

構建微型網絡系統釋放音樂

HKV-001 隨機附送的應用管理软件能使用戶簡單而快捷地將儲存

在電腦的喜愛音樂文件經網絡傳送到 HKV-001，再經其專業的 FM廣

播，將曼妙的音樂滲透到家中的每個角落。





友善而簡約的設置和操作友善而簡約的設置和操作友善而簡約的設置和操作

友善而簡約的設置和操作

HKV-001 隨機附送的應用软件友善而簡約，使用戶的設置和音頻

資訊的管理更簡單而有效。加上精致的遙控器，使用戶能舒適/轻松

/迅速地控制 HKV-001 上的一切功能。





强大的應用软件支持及擴展能力强大的應用软件支持及擴展能力强大的應用软件支持及擴展能力

强大的應用软件支持及擴展能力

HKV-001 擁有强大的软件支持，支持 Win32 軟件和 Android 應用

程式,不但可以網上在線地更新機內软件還能連接系統官方網站及時

地更新本來已很龐大的系統網上電台庫,還能按個人興趣組織和管理

自己的個人喜愛電台清單。





提升網上電台及各傳播媒體的商業價值提升網上電台及各傳播媒體的商業價值提升網上電台及各傳播媒體的商業價值

提升網上電台及各傳播媒體的商業價值

HKV-001 能友善地連接網絡和傳統收音機，轻易地使網上電台與

聽眾得到良好的交流，使網上電台及各傳播媒體的商業價值得以大

大提升。







產品用途廣泛產品用途廣泛產品用途廣泛

產品用途廣泛

一般性獨立應用一般性獨立應用一般性獨立應用

一般性獨立應用

;;;

;

加入家庭音響系統構建個人音樂電腦-音響播放系統,使傳統收

音機能夠接收互聯網上眾多免費網上電台.

定制基於互聯網的語音播放系統定制基於互聯網的語音播放系統定制基於互聯網的語音播放系統

定制基於互聯網的語音播放系統

;;;

;

學校電化教學輔助工具: 學校裡巧妙地利用 HKV-001 和傳統收音

機，就能轻易地構建無線的公共廣播系統/教學用的語音中心/考試用

的聽力中心, 使用電腦及應用軟件實現服務器端主動控制播發,簡單,

靈活。

商場語音提示系統/語音廣告系統: 制作/控制中心經由互聯網

可以主動連接安裝於不同商場,不同樓層的 HKV-001 接駁喇叭終端,

可以即時更換不同的語音廣告內容到不同的終端播放,簡單方便.

車站公共廣播系統: 公共場所巧妙地利用 HKV-001 和傳統收音

機，就能轻易地構建無線的公共廣播系統/語音提示系統/語音廣告系

統。



產品規格產品規格產品規格

產品規格

播放音頻播放音頻播放音頻

播放音頻

 網上電台： 是

 局域網(LAN)廣播： 是

 音頻解壓縮格式： MP3/WMA/AAC/AAC+/Ogg/WAV

 播放輸出： 本機立體聲耳機/本機聲喇叭/外接副音箱/

調頻(FM)廣播

 音量控制： 音量增加/減少

 系統控制： 本機按鍵控制/紅外線遙控器控制/Android

應用程式

連接連接連接

連接

 互聯網：10/100M 乙太網

 電源： 直流整流器(輸入：AC100~230V 輸出：DC5V

2000mA)

調頻調頻調頻

調頻

(FM)(FM)(FM)

(FM)

廣播廣播廣播

廣播

 調制方式： 立體聲調頻(FM)發射

 發射頻率： 70MHz~108MHz

 FM 性能： ALC / SN>66dB /分離度>40dB

配件配件配件

配件

 資料： CD-ROM(應用软件，使用手冊)

 遙控器：紅外線遙控器

 電纜： 網線(CAT 5)

 直流整流器：輸入 = AC100~230V 輸出 = DC5V 2000mA

功耗功耗功耗

功耗

 待機： < 800 毫瓦

 播放: ~ 1.2 瓦(雙路 4歐姆 5瓦喇叭,音量 75%, FM 發

射器關閉)

 播放: ~ 900 毫瓦(FM 發射器開啟)

使用環境使用環境使用環境

使用環境





操作溫度：攝氏 0~40 度

尺寸尺寸尺寸

尺寸

 產品尺寸： 110x110x170 毫米(寬 x深 x高)



連接個人電腦連接個人電腦連接個人電腦

連接個人電腦

操作系統： Windows XP/Vist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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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軟件管理軟件管理軟件

管理軟件

支持多國語言支持多國語言支持多國語言

支持多國語言

 英文, 中文(傳統,簡體)及用戶自訂義

電台列表管理電台列表管理電台列表管理

電台列表管理

 互聯網查找電台功能(可按地點,語言,類別和關鍵詞不同

條件進行查詢)

 喜愛電台列表上載,下載,文檔存儲,開啟

 電台顯示信息編輯

 用戶添加新電台資料功能

 使用電腦即時連接網絡電台進行收聽測試

LANLANLAN

LAN

播放器播放器播放器

播放器

 支持眾多格式語音文件(WAV, WMA, MP3, AAC+, OGG)

 可以管理不同播放清單(添加, 刪除播放文件)



 支持單個和所有文件播放

 支持自動重複選項

系統設置系統設置系統設置

系統設置

 可以瀏覽 HKV-001 網絡參數

 可以更改HKV-001選擇頻道,音量,緩衝時間,FM發射器等

參數

AndroidAndroidAndroid

Android

應用程式應用程式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



主要特性主要特性主要特性

主要特性

 網上電自動連接局域網中的 HKV-001 網絡播放器

 顯示網絡播放器工作狀態信息

 遙控網絡播放器音量,頻道和顯示器

 管理[喜愛電台]列表

 直接選擇收聽[喜愛電台]列表中的電台

 支持中英文介面

 在線索搜電台和加入電台列表功能

 可直接發送電話內儲存的歌曲到 HKV-001 播放器播放

 當未能連接 HKV-001 網絡播放器時可支持有限的網絡收

音機功能

 電話網絡收音機支持自動連接功能

聯繫我們聯繫我們聯繫我們

聯繫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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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 俄比科技有限公司

電郵地址: info@wobbitech.com.hk

http://wobbitech.com.hk
mailto:info@wobbitech.com.hk?subject=HKV001_Internet_Rad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