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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您和您爱的人 
倍感安心

对于听障人士来说，普通人习以为常的小事往往会演变成不

小的挑战，比如说听见门铃声。

而如今，这样的挑战有了应对的方案，您的听力问题可以通

过很多种途径得到提高。瑞典贝尔曼 Bellman & Symfon 不仅

提供居家的提醒方案，而且能帮助您在餐桌上轻松加入谈话

之中。

在此，您可以更详细地了解这些解决方案。



居家提示系统

手机感应器 BE9250/BE9251

产品描述

当有电话或者新资讯时，移动设备的屏幕亮起的光会触发手机感应器，您只

需将它放在移动设备的屏幕上，并接上电话发射器或者闪光接收器即可。

强劲的振动 即使嗜睡者也能唤醒

防滑面壳 保持在原位

安全性高 低电压工作

线长 2 米

尺寸与重量 88 x 88 x 27毫米, 120 克

振动器 BE1270

产品描述

振动器能以强劲的振动唤醒酣睡的人，甚至是嗜睡者。把它连接上来访系

列的接收器或者充电配件后放在枕头下即可。

光学感应 显示屏亮起即可触发

感光强度 可见性光源 > 3 勒克司（lux）

连接头 感应器插头：2.5 毫米插头 
(BE9250) 电源插头：3.5 毫米

电池 (BE9250) 1 颗 AAA 1.5 V 碱性电池  
使用时间 >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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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使用产品
振动器 和 振动闹钟

闹钟专业版 BE1370

响亮的声音信号 铃声递增可超过100分贝

睡眠振动器 以强劲的振动唤醒您

使用方便 大旋转调节按钮

背景灯照明 可调节亮度的背景灯

尺寸及重量 121 x 92 x 108 毫米, 390 克

强劲的振动 即使嗜睡者也可唤醒

蓝牙® 包含一个简单易用的 APP

智能提醒 手机来电和信息提醒

贪睡拉绳 贪睡或停止，只需轻拉

快速设置 不再忘记 可独立使用，无需连接手机

闹钟基础版 BE1350Vibio 无线振动器 BE1221

产品描述

振动闹钟可以通过高频响亮的声音、高亮度的闪光和来自振动器的强劲振动

来唤醒您。它具有清晰的显示表盘和人性设计的旋转调节按钮让时间和闹钟

的调节变得更加方便。

产品描述

Vibio 是一款无线振动器，可通过蓝牙连接到您的手机。它带有一个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 的免费应用程序。在 Vibio 应用程序中，您可以创建多个闹钟，选

择振动功率并允许通过电话或消息进行通知。

产品描述

振动闹钟可以通过高频响亮的声音、高亮度的闪光和强劲振动来唤醒您。 

它使用方便且具有很多其他功能，如夜光圈、备用电池及电话连接口。

响亮的声音信号 铃声递增可超过100分贝

高亮度的闪光 四颗高亮度的LED灯

振动器 以强劲的振动唤醒您 

备用电池 即使停电也能正常工作

尺寸及重量 121 x 92 x 108 毫米, 390 克

声音 闪光 振动

信号探测



音频产品

听力系统
在嘈杂环境中听得更好

个人交流系统 Domino 
个人交流系统 Domino 由一个发射器和一个接收器组成。接收器(1)
接收您身旁人的讲话声。 只需它挂在脖子上或是放在您前方的桌

子上。发射器(2)接收远距离的讲话声。把它放在桌子的另一端，

或挂在您的同事、同学或是老师身上。

个人交流器 Maxi 和 Mino
个人交流器 Maxi 和Mino由单独一部配有内置麦克风的主机组成，

您只需将它放在您前方的桌子上，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音量，它

就会将清晰而响亮的声音传递给您。您可以用耳机直接收听，如

果您有佩戴助听器或者人工耳蜗，也可以用环颈圈将它们连接起

来使用。

听力系统能帮助听障人士在嘈杂的环境下听得更好，比如在办公场

所或者学校。即使您身处嘈杂的环境，它也能过滤掉噪音将清晰的

声音传递给您，让您不必费力就可以听清周围人的讲话。

来自瑞典贝尔曼公司的听力系统不仅是全数码，而且能和助听器及

人工耳蜗一起使用。我们除了提供个人交流器用于家庭聚会及看电

视以外，也提供更加先进的可用于听讲座及开工作会议的个人交流

系统。

在此，您可以浏览更多关于贝尔曼听力产品的信息。 在餐厅

个人交流系统能帮助您在嘈杂环境中听清言

语声。 

在家里

只需使用个人交流器，您的爱人就无需再提

高音量或者不断重复说话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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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

把发射器和接收器放在桌子的两端，就可以

听清大家的谈话了。

在学校

请老师把发射器佩戴在脖子上，就能听清老

师的讲课了。

在车里

把发射器夹在同伴的衣服上，就可降低交通

噪音。

看电视

把发射器连到电视或收音机上，自由选择适

合您的音量聆听，无需打扰到家人。

在药店

把发射器放在您前面的柜台上您就可以听到

清晰的话语声而不会错过重要信息了。

在影剧院

在配有电感环绕场所的影剧院看表演，内置

的电感功能可以让您听到更精彩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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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产品

个人交流系统
发现听力改善的乐趣

BE8005 个人交流系统 Domino Pro  BE8005

产品描述

Domino Pro 是一款全数码的个人交流系统 ，它能过滤掉嘈杂的背景噪音将清

晰的言语声传递给您。产品包含了一个接收器，以及一个发射器。其中多项

高级设置，如左右耳平衡调节等，可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

麦克风 全向及定向

信号处理  16 位全数码

无线电线路 2.4 GHz 无线传输

电池 可充电锂电池

尺寸及重量 99 x 48 x 22 毫米, 74 克 /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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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风 全向

信号处理 16 位全数码

无线电线路 2.4 GHz 无线传输

电池 可充电锂电池

尺寸及重量  99 x 48 x 22 毫米, 74 克 /部

BE8015 个人交流系统  Domino Classic BE8020

产品描述

Domino Classic 是我们最经济实惠的个人交流系统，它使用数字信号处理技

术过滤背景噪音并加强言语声。Domino Classic 包含了一个接收您周围声音

的接收器，以及一个接收远距离声音的发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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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交流器
发现听力改善的乐趣

麦克风 全向

信号处理 16位全数码

内置电感功能 在配有电感环绕系统的场所使用

电池  2颗AA 1.5V 碱性电池

尺寸及重量 140 x 45 x 27 毫米, 133 克

BE2020 个人交流器 Maxi BE8028

产品描述

Maxi 是一款简单易用的数码型个人交流器，它专为视力不好而且手脚不灵活

的听障人士设计。您可以用耳机直接收听，如果您有佩戴助听器或者人工耳

蜗，也可以用环颈圈将它们连接起来使用。

麦克风 全向

信号处理 16 位全数码

内置电感功能 配有电感拾音圈的场所使用

电池  2 颗 AA 1.5V 碱性电池

尺寸及重量 140 x 45 x 27 毫米, 127 克

BE8054 个人交流系统 Maxi Pro BE8054-A-01

产品描述

个人交流系统 Maxi Pro 是一款完善的聆听工具，可通过蓝牙连接到电视、手机

和平板电脑。它包括一个个人交流系统 Maxi Pro 和一个电视伴侣。个人交流系

统 Maxi Pro 可与普通头戴式耳机或入耳式耳塞以及助听器配合使用配。

麦克风 两个全向麦克风

灵活性 可用于交流和收听电视等

轻巧 别在衣领或者腰带上

电池 一节AAA号电池最长使用时间可达100小时

尺寸及重量 65 x 43 x 16 毫米, 40克

BE1053 个人交流器 Response BE1053-02

产品描述

Response是我们一款最实惠的个人交流器。它轻巧、便携，专为一对一谈

话而设计。电视连接线配件还可提升你收听电视的效果。Response有两个

内置立体声麦克风接收声音，可与头戴式耳机或入耳式耳塞连接。

（仅在指定国家区域销售）

麦克风 全向及定向

信号处理 16位全数码

内置电感功能 在配有电感环绕系统的场所使用

电池 可充电锂电池

尺寸及重量 99 x 48 x 22 毫米, 74 克

BE2030 个人交流器 Mino BE2030

产品描述

Mino 是一款数码型个人交流器，它可以便携地放进口袋里，是专为需要小型

轻便的听力产品的用户设计的。您可以用耳机直接收听，如果您有佩戴助听

器或者人工耳蜗，也可以用环颈圈将它们连接起来使用。



音频产品

配件
完善您的解决方案

环颈圈 BE9159/BE9161

Microset™耳麦 BE9129

产品描述

耳麦MicroSet™是一款专门为Mino设计的配件，它由一个隐蔽的领夹麦克风

和一个耳塞组成。将麦克风夹在您的衣领上，将Mino藏在口袋里，您的双

手就可以做其它事情啦！

线长   95 厘米

连接头 3.5毫米立体声插头

麦克风 全向

重量 15 克

颜色 黑色

领夹麦克风 BE9127/BE9136

产品描述

延长麦克风不仅可以用于在会议上的远距离交谈，改善噪音环境下的收听效

果。您还可以把它粘贴在电视喇叭附近，当做来收听电视的简易配件。

音频转换线 BE9126 / BE9137

产品描述

音频转换线可以把个人交流器或个人交流系统连接到电视机、DVD或立

体声音响系统，即可享受高品质的立体声效果。音频转换线包括一条5米

（BE9126）或1.5米（BE9137）的连接线和一个立体声莲花头转换头。

音频线长 5米（BE9126）1.5米（BE9137）

音频线插头 2.5和 3.5毫米的转换接口

转换线长 25 厘米

莲花转换插头 3.5毫米立体声插头

颜色  黑色

线长  5米 （BE9127）1.5米（BE9136）

连接头 2.5毫米插头

麦克风 全向

重量 35 克

颜色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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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输出功率 双声道输出

软布管  干净舒适

不易打结的线材 容易处理

镀金插头 防氧化

线长 长版90 厘米，短版 15 厘米

产品描述

环颈圈既轻便又舒适，而且高输出功率。只需将它连接到您的个人交流器或

手机，然后把您的助听器到“T”档的位置即可。环颈圈有长版和短版两个

型号可供选择。

频率范围 20 Hz - 20 kHz

阻抗 32 Ω ± 10%

灵敏度  113 dB/mW @ 1 kHz SPL

插头 3.5毫米立体声插头

线长 1.2 米

头戴式耳机  BE9122

产品描述

立体声耳机的耳套是半封闭式，音质清晰无杂音。单侧的耳机线十分人性

化，而且很耐用。

下挂式耳塞 BE9125

产品描述

下挂式耳塞可以传递高达140dB的音量，不仅配戴舒适，而且摘戴簡單。

频率范围 800 - 3000 Hz

输出功率 124 dB SPL @ 1kHz, 50 mW

插头 3.5毫米立体声插头

重量 38 克

线长 1.5 米

频率范围 20 Hz - 20 kHz

阻抗 16 Ω +/- 10%

灵敏度 104 dB/mW @ 1 kHz SPL

插头 3.5毫米立体声输出插头

线长 1.2 米

入耳式耳塞 BE9124

产品描述

立体声耳塞不但轻便且输出高清晰的音质，入耳式的耳套可以减少漏音， 

并很好地隔离环境中的噪音。

电视连接线 BE9022

产品描述

电视连接线是一款专为Response设计的配件，可粘贴在电视喇叭附近， 

便可清晰地聆听电视声音了。也可以用于在会议上的远距离交谈，改善 

噪音环境下的收听效果。

线长 5米

连接头 3.5毫米插头+3.5毫米转接头

麦克风 全向

颜色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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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专注于听力事业

瑞典Bellman & Symfon贝尔曼公司一直为提高

听障人士的生活品质而不断努力。我们的团

队及合作伙伴与听力学家及顶尖专家紧密合

作，致力于保护和改善您的听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