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M-01W 设置说明

1 连接电源: 把电源适配器一端插入陶瓷音箱尾部并右旋锁紧, 另一端插上电源,

稍等一会, 会有一小段音乐, 表明音箱已经正常启动。

2 连接音箱: 打开终端 的无线设置, 搜索网络, 

点选Boomedia_xxxx, 后四位为机器码。

(手机, PAD, 电脑)2

www.boomedia.com.cn

如果你有一对BM-01W音箱, 你可以为每个音箱设置左右声道来搭建自己的无线Hi-Fi系统。 更新固件,有两种办法:

a) 在音箱的设置界面上有固件升级按键, 使用安卓系统的终端可以从

    我们的网站 www.boomedia.com.cn下载最新的固件, 点取"选取文件"

    按钮来选择你下载的最新固件, 然后点击"固件升级"按钮, 进行固件升级。

    由于IOS系统封闭的原因, 不能点选"选取文件“, 请选择在线升级。 

b) 你也可以点击"在线升级"按钮来直接升级固件。

    整个升级过程大概需要2分钟时间。

安卓系统无线设置, 打开系统下滑菜单,长按无线图标2秒, 打开WLAN

设置, 点选Boomedia_xxxx网络。

*每款安卓设备的Wi-Fi设置界面可能会有所不同, 下面以三星手机为例。 

IOS系统无线设置, 打开系统设置菜单, 选择Wi-Fi设置, 打开 界面,Wi-Fi

点选Boomedia_xxxx网络。 

2 完成第2步之后, 现在已经可以用终端中已储存音乐来推送音箱播放. 

如何播放请见背面使用说明。

用户也可以继续进入设置界面让音箱来连接已有的外部 网络,

这样可以同时进行推送音乐和上网。 

用终端的浏览器, 输入192.168.8.88, 就会有如下界面跳出,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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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出厂设置:

有两种方式来恢复出厂设置.

a)在音箱的设置界面上有恢复出厂设置键，一旦确认恢复，

  你所设置的SSID和密码等信息将全部清除。

b)在我们音箱的前面板上有一小按键，用笔等工具按此按键12秒。

整个过程大概需要2分钟时间。

复位键

复位键

a) 选择语言

根据国旗选择语言

b) 输入网络名称和密码

比如guestroom, office等,

由于各操作系统字体原因,

为防止出现乱码, 建议用

英文作为名称.

密码至少8位

d) 点击保存. 然后请重新

连接网络, 详见步骤     ，

此时Wi-fi音箱的网络名称

和密码已改为你输入的名称

和密码, 选择你刚修改的

网络名称, 输入密码,连接

成功后, 全部设置完成。 

你现在就可以通过音箱上网

并推送音乐, 详见背面使用

说明, Enjoy It!

*你也可以选择Wi-Fi音箱所连

的外部 网络来推送音乐。Wi-Fi

b) 在线升级

a) 固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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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点击"连接其他AP”,

进入"连接其他AP”的界面后,

刷新, 界面中会显示现有的外部

网络如下图, 选择你要连接

的 网络, 并输入外部

密码, 联网成功后会提示成功并自

动返还前一界面。 

Wi-Fi

Wi-Fi Wi-Fi

BM-01W 固件更新和恢复出厂设置BM-01W 设置无线立体声系统

a) 先选一音箱作为主音箱, 经设置步骤     ,     ,    a,     b, 然后点击保存。

b) 选另一音箱作为从音箱, 经设置步骤     ,     进入步骤     (此时不需要步骤      a,     b, 因为

从音箱连接主音箱成功后, 从音箱的网络名称会自动隐藏), 选择声道"右", 然后选择"连接其他AP”

选择主音箱的网络, 输入主音箱的密码。

c) 返回步骤     选择主音箱网络, 刷新浏览器, 

外部 网络, 并输入外部 网络的密码, 这样无线立体声Hi-Fi系统就组建成功了。你现

在就可以通过主音箱上网并推送音乐, 也可以选择主音箱所连的外部Wi-Fi网络来推送音乐。

选择声道"左", 然后选择"连接其他AP”选择路由器

Wi-Fi Wi-Fi

21 22 23

21 22 2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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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器

主音箱 从音箱

SERVER SLAVE

声道"右"

连接其他AP

声道"左"

连接其他AP

*如果你的Wi-Fi音箱以前已经连接过外部网络, 这可能会造成两音箱信道不统一, 

导致连接失败, 请在设置前将两音箱恢复出厂设置，详见恢复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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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卓系统推送音乐, 如果你的终端厂商已经加入DLNA联盟, 他们的产品就可以

直接推送音乐。产品设置完成后, 选取系统自带的音乐播放器, 打开播放

音乐界面, 在左上角会出现DLNA图标, 点选DLNA图标, 选择本音箱就

可完成音乐推送。

如果没有加入DLNA联盟, 你可以在应用商店下载SKIFTA,

BubbleUpnp等应用, 也可完成推送音乐。

我们会在最快时间推出我们的应用, 敬请留意我们的网站。

www.boomedia.com.cn

BM-01W 是什么?

BM-01W 使用说明

BM-01W是一款由爆米花   科技开发并研制的家庭用无线智能有源

陶瓷音箱, 它在产品中内置智能芯片和CLASS D 数字功放, 可以接收

和播放由 网络传输的控制指令和音频信号, 实现手机和平板电脑

等智能终端对产品的无线控制, 使用户在享受Hi-Fi音乐同时，再也不

用为各种繁冗复杂的布线烦恼。产品外表是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釉彩

陶瓷, 用户可以自行选择喜欢的颜色或贴花图案, 它是中国传统和流行

科技的完美结合。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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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系统推送音乐, 产品设置完成后, 选取任意的音乐播放器, 播放音乐后, 

打开IOS的上滑菜单, 会出现AirPlay图标, 选取AirPlay图标, 选择本音箱

就可完成音乐推送。

*IOS5及以下版本, 请连按HOME键两下, 然后向右滑动两下，

点选Airplay图标, 选择本音箱就可完成音乐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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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安卓设备没有加入DLNA联盟, 也可以选择用QQ音乐来推送音乐。

产品设置完成后, 选取QQ音乐, 打开QQ音乐播放界面, 在右下角会

出现Qplay图标, 点选Qplay图标, 选择本音箱就可完成音乐推送。

*如果没有Qplay图标跳出来, 请在QQ音乐的设置里选择开启Qplay。

*QQ音乐需要在线音乐播放来推送（需要连接互联网）。

*各种版本QQ音乐的Qplay图标位置可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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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客户端支持整个系统推送，基本上所有的在线音乐应用都可以使用。

安卓客户端支持三星，索尼等移动设备自带的音乐播放器, 以及QQ音乐, 

KIFTA,BubbleUpnp等应用, 

IOS系统推送音乐, 因为IOS支持整个系统推送音乐,所以基本上所有的

在线音乐应用如百度音乐, 酷狗音乐, QQ音乐, Ituns, 酷我音乐, 多米音乐

天天动听, 网易音乐, 豆瓣FM等都可以用以上方式。

*10吋（260MM）多彩陶瓷球体  抗紫外线的塑料配件

*6.5吋 4ohm PP盆中低音, 1吋 4ohm 丝绸膜高音提供Hi-Fi级的音乐享受

*支持绝大多数移动设备, 实现真正意义的无线音乐传输

*内置150M无线Wi-Fi模块, 亦可作为无线路由延展器使用(热点)

*20V3A电源适配器  内置30瓦CLASS D 数字功放, 自动待机时间2分钟

BM-01W 产品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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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箱频响曲线

*为更好地表现音箱的特色, 建议下载或播放高清, 无损音乐。

*如果你的使用环境只有有线网络，或者你想连的外部网路下

挂有很多终端，而你又不想别人来访问并推送音乐到你的音箱，

请使用我们的桥BDG-1501 & BDG-1501F.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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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由爆米花科技有限公司

持有并申请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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