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xi Pro 個人輔聽器
BE2021

特點

談話功能 
只要把機器放在桌面上，就可以輕 
鬆與他人進行溝通談話

接聽手機功能 
與你的朋友溝通，不需要讓他們重 
複自己說的話

方便易用
獨特的柔軟易握的材質，符合人體 
工程學設計

收“聽”電視 
收看喜歡的電視節目，與你的親人 
共享電視樂趣

樂享﹒改善聽力
Maxi Pro 是一款可以幫助您與旁人或親人享受無障礙交
流樂趣的個人輔聽產品。即使環境聲音繁雜，它也可
以給您傳遞響亮而清晰的聲音。這就意味著你無需用
盡各種辦法去聽清別人說話。

Maxi Pro 功能非常出色。將它與電視連接，可將音量調
節到適合自己的範圍，或者與手機使用，將來電者的
音量放大，使用 Maxi Pro 你不會錯過身邊的樂趣。

Maxi Pro 設計穩健以及易用，配置大觸感按鈕，柔軟易
握的橡膠材質以及高對比度顯示燈。非常適合行動能
力不佳或因顫抖，低視力以及反映遲緩而不適合配套
助聽器的人群。



規格與重量
長: 140 毫米, 5.5”
寬: 45 毫米, 1.8”

技術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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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及覆蓋
 藍牙頻率：2402 – 2480 MHz
 覆蓋：可達 25 米，無阻擋區域 
 連接: Qualcomm® aptX™ 低延遲

電源及電池
 電池規格：2 x 3.7V 750mAh Li-on
 待機時間： 高達 70 小時
 耗電量：18 毫安

套裝
 BE2021 Maxi Pro

 BE9233 頭戴式耳機*

 充電線

 電源適配器

 主插頭

 用戶手冊

特點
 數碼音頻 

沒有延遲和失真，清晰以及自然的聲音。

 Qualcomm® aptX™ LL 連接 
利用藍牙技術可直接連接你的手機，通過電視
伴侶可直接連接電視。

 簡單易用 
Maxi Pro 配置大觸感按鈕，柔軟易握的橡膠材
料以及高對比度顯示燈。適合行動遲緩或視力
不好的人群使用。

 搭配助听器使用 搭配助聽器使用 
可與其他遠程助聽器搭配使用（需要使用環
頸圈）

配件
 BE9122 立體聲耳機，黑

 BE9124 入耳立體聲耳機，黑

 BE9233 頭戴式耳機，黑

 BE9229 耳麥，黑

 BE9159 90 釐米纖長環頸圈，黑

 BE9161 15 釐米纖長環頸圈，黑

 BE9228 光纖線，白 

 BE9123 迷你立體聲與 RCA 轉換線套裝，白

 BE9254 單接口 DC 與 USB 充電線，白

 BE9148 雙接口 DC 與 USB 充電線，白

 BE9273 全球適用充電器，白

 BE9262 全球適用充電器，黑
連接
 耳機輸入：3.5 毫米迷你立體聲接口
 輸入：2.5 毫米連接口，DC 5V, 1.0 A1.0 A

輸出信號
 使用 BE9124 耳機輸出等級 

135dB  @ 1kHz (SPL90)  
136dB (HF Ave. SPL90) 
完全增益: 49dB @ 1kHz  
參考測試增益: 49dB @ 1kHz (SPL70)

 使用 BE9122 耳機輸出等級 
122dB @ 1kHz (SPL90) 
127dB (HF Ave. SPL90) 
完全增益: 36dB @ 1kHz 
参考测试增益: 36dB @ 1kHz( SPL70)

 麥克風 SNR 
53dB @ 1kHz 1% THD  (電子)

 失真 
0.2% THD @ 1kHz – 6dB @ 1% THD  
(電子麥克風)

 藍牙 SNR 
85dB @1kHz 1%THD (BT with TV streamer)

 頻率範圍 
20Hz – 8kHz (Mic), 20Hz – 20kHz (Bluetooth)

 輸出電源 
最大 82mW @ 1kHz / 16 Ω (THD=1%)

耳機
*配件隨套裝有所不同

高: 27 毫米, 1.1”
重量: 127 克

充電插口

麥克風 
指示燈

開/關 

麥克風選擇

音量/聲調 
顯示燈

音量控制

音調控制

電池電量 
顯示燈

電源適配器

主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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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機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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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要求
 操作溫度：0° – 35 ° C
 濕度：15% – 90% (無凝結)

維護及清潔
 清洗產品，拔掉所有電源線及電線。使用柔軟

的無絨布擦拭，避免沾濕插口。

 避免使用窗戶或家用清潔劑，氣溶膠、噴霧劑
溶劑、酒精、氨或磨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