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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點
•以 Yamaha 原創 VCM 技術打造擴大模組技術的精緻吉他音箱。
•可使用高階吉他傳輸器 Relay G10T(LINE6 製造)做無線連接。

•藍芽®功能，讓您直接從智慧裝置播放音樂。

•內建可充電池，無須外接電源也能使用。

規格表

* 如需更詳細的產品資料,請上 http://download.yamaha.com/ 

  下載 THR30II Wireless THR10II Wireless THR10II 參考手冊。

* 本頁中 THR30II Wireless, THR101II Wireless 和 THR10II 通稱為 THR-II。
THR30II Wireless, THR101II Wireless 通稱為 THR-II Wireless。

電源

使用電源變壓器時

連接
THR-II 可用吉他線做有線連接，您也可選擇無線連接。

藍芽無線連接智慧裝置

* 關於藍芽設定，請參閱智慧裝置使用手冊。

打開或關閉節拍器

尺寸 (寬 x 高 x 深) 420 x 195 x 155 mm 368 x 183 x 140 mm 368 x 183 x 140 mm

重量 4.3 kg 3.2kg 3.0 kg

耗電量 22 W 22 W 11 W

額定輸出功率 30 W (15 W + 15 W) 20 W (10 W + 10 W) 20 W (10 W + 10 W)

電源 電源變壓器或內建可充電池 電源變壓器

附件

‧電源變壓器。 (YNT345-1530)

‧快速指南 (本頁)。

‧安全說明： 包括預防與注意事項。開始使用前，請仔細閱讀。

‧

快速指南

DC IN
 (直流輸入)

插孔
DC 插頭

電源插座
電源變壓器

 (YNT345-1530)

LED 操作 LED (操作後) 狀態

不亮 至少按 3 秒 閃綠燈 配對模式

閃綠燈

閃綠燈

閃綠燈 3 分鐘內設定智慧裝置的藍芽 已連接

亮綠燈 從智慧裝置播放音樂 已連接

連接範例 （以  為例）

•

故障排除

無法用藍芽連接智慧裝置

無法用藍芽連接智慧裝置

無線連接的吉他沒有聲音輸出

注意事項

•

*

關於使用 USB 插孔的注意事項

備註
同時使用連接線與無線連接時，聲音
從連接線連接輸出。

•播放音樂/ 音訊
•使用 iOS / Android app (THR
Remote)

備註
請務必調整裝置的音量避免失真。

•用第三方藍芽腳踏開關進行無線控
制。

藍牙

無線連接

音訊從音樂播放器
或電腦輸出

電腦、平板與智慧型手機

USB 傳輸線

電源變壓器

外部音訊裝置

插座

LED 顯示
與藍牙連接時，
本區 LED 亮起。

• 開啟電源順序
THR-II Wireless → 混音器 → 擴大機 (或主動式喇叭)

• 關閉電源順序
擴大機 (或主動式喇叭) → 混音器 → THR-II

Cubase AI 下載資訊:包括一個下載 Steinberg’s DAW 軟體 

Cubase AI 的存取碼。如需下載相關、安裝與設定 說明，請參

閱參考手冊。

THR-II Wireless 有兩種電源:直流電(搭配使用電源變壓器)或內建可充電池。 
THR10II 可用直流電(搭配電源變壓器)。

將附贈電源變壓器插入位在 THR-II 後側的 DC IN 插孔，再將電源插頭插入
插座。
連接電源線之前，請先參閱安全說明。

開啟/關閉電源
按住 THR-II 頂端的電源鈕 [   ]1 秒，將電源打開。開啟電源時，電源鈕的 
LED 燈會亮起。充電時，THR-II Wireless 會亮綠燈。否則是亮紅燈。

充電內建可充電池 (只限                 )
將附贈電源變壓器插入裝置後側 的 DC IN 插孔。充電時，電源的 LED 會亮
綠燈。

無線連接吉他 (只限                    )
THR-II Wireless 可與 Relay G10T 無線吉他傳輸器 (LINE6 製造)做無線連接 
。此外，只要將 Relay G10T 插入位於 THR-II Wireless 頂端的 INPUT 插孔
超過10秒，就會自動設定聲道最佳化。如需更多無線連接的資訊，請參閱
參考手冊。

按下 THR-II 頂端的藍芽按鈕 (THR10II Wireless 與 THR10II，只要同時按
[USER MEMORY] 鈕 [4] and [5] 即可啟動藍芽功能)，並按照下表說明操作
智慧裝置。

按住 [TUNER TAP] 按鈕 1 秒，打開節拍器。再按住 [TUNER TAP] 按鈕，
即可關閉節拍器。如需節拍器資訊，請參閱參考手冊。

儲存您的設定
THR-II(GUITAR 與 AUDIO 旋鈕除外)的旋鈕設定都儲存在使用者記憶。若
要 儲存您的設定，按住 [USER MEMORY] 鈕 ([1]，[2]，[3]，[4] or [5]) 至
少 2 秒。
有關功能和參數的詳細說明，請參見參考手冊。

使用軟體
您也可以用 [THR Remote] app 編輯音色與設定。 可利用 THR Remote 程式
編 輯設定音箱控制面板,或是壓縮器、雜音消除與箱體模擬。
如果使用Windows和Mac，請上以下網址下載並安裝 THR Remote  
http://download.yamaha.com/.
若使用 Android 與 iOS 系統，用 app 搜尋功能安裝 THR Remote。如需使
用 THR-II 搭配電腦使用的資料，參閱參考手冊。

充電 Relay G10T (只限                      )
將 Relay G10T 插入 THR-II Wireless 頂端的 INPUT 插孔。內建電池會自動
開始充電。

如需使用 THR-II 搭配電腦使用的資料，參
閱參考手冊。

•本裝置與外部裝置連接時，檢查插孔形狀並
使用符合裝置插孔規格的連接線，並確實連
接。

將電腦連接線接在 THR-II USB 插孔時，務必
遵守右側說明，避免資料因為電腦或 THR-II 當
機或關機而遺失。

使用 AB 型 USB 傳輸線 (長度不超過 3 公
尺) 。不可使用 USB 3.0 訊號線。

•將電腦插入 USB 插孔前，請務必解除電腦的
暫停/睡眠/待機模式。

•連接或拔掉 USB 訊號線之前，請退出在電腦
上執行的所有程式並將電腦音量調到最小。

•連接或拔掉 USB 訊號線時，務必將 THR-II 
的輸出控制(音量和音訊)調到最小 。

•連接或拔掉 USB 訊號線兩個動作請務必間隔
至少6 秒。

•
•
拔下電源變壓器時，THR-II Wireless 是否已
經充飽電?

•行動裝置的藍芽設定是否正確？請參閱行動
裝置的使用手冊。

•是否使用 Relay G10T?THR-II Wireless 無法
連接 Relay G10T 以外的吉他無線傳輸器。

•Relay G10T 是否插在 THR-II Wireless 頂端
的 INPUT (輸入)插孔至少 10 秒?

•裝置會自動設定合適的聲道。樂器的音量控
制使否已經調高?

•節拍器功能使否已經關閉?節拍器功能設為開
(ON)，吉他變靜音。按〔TUNER / TAP〕鈕(
按 下即鬆開)，關閉節拍器功能。

•LED 畫面被關掉或閃綠燈？請參閱參考手冊 。

電源變壓器是否確實插好?

如須連接 Android 裝置的資訊，參閱 Android 智
慧裝置連接手冊。如須連接 iOS 裝置的資訊，參
閱 iPhone/iPad 連接手冊。

Yamaha 下載網頁 http://download.yamah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