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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谢您购买 Yamaha BTR-STP200。
本产品是可充电锂离子电池组。
本使用说明书介绍了使用电池组并为电池组
充电时的注意事项。
在使用本产品之前，请务必阅读本使用说明
书，以充分利用本产品的功能。
阅读本说明书后，请将其保存在安全的地方。

注意事项
请在操作使用前，首先仔细阅读 
下述内容
请将本说明书存放在安全的地方，以便将来
随时参阅。

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并正确使用本产品。
如果您不正确地使用本产品，可能会导致
人身伤害或烧伤、液体泄漏、过热、爆炸
或产品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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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为了避免因触电、短路、损伤、火灾或其它
危险可能导致的严重受伤甚至死亡，请务必
遵守下列基本注意事项。这些注意事项包括
但不限于下列情况：

请勿打开
• 本产品不含任何用户可自行修理的零件。
请勿尝试拆卸内部零件或进行任何方式的
改动。

关于潮湿的警告
• 请勿让本产品淋雨或在水附近及潮湿环境
中使用，或将盛有液体的容器（如花瓶、
瓶子或玻璃杯）放在本产品上，否则可能
会导致液体溅入任何开口。

• 请勿在本产品潮湿时为其充电。否则可能
会因短路而导致触电、火灾或故障。

火警
• 请勿在本产品附近放置任何易燃的物品或
明火，因为它们可能会引起火灾。

操作
• 在安装、拆卸本产品或为其充电之前，请
务必阅读安装本产品的设备的使用说明书，
并遵循其中的说明。
否则，可能会导致火灾、过热、爆炸，或
损坏本产品或您的设备。

• 请勿将电池丢弃到火中。
• 电池不得暴露在阳光、火等过热的环境中。
• 万一电池发生泄漏，请勿接触泄漏的电解液。
万一本产品的电解液进入眼睛、嘴，或接触
到皮肤，请立即用水冲洗并去看医生。电解
液具有腐蚀性，可能致视力丧失或化学灼伤。

• 请勿使电池短路。否则，可能会因电池液
泄漏而导致火灾、烧伤或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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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将电池和金属一起放在口袋或袋子中、
随身携带或存放。电池可能会短路、爆裂
或泄漏，从而导致火灾或受伤。

• 请勿将本产品放置在气压极低的地方。
否则，它可能会爆炸，从而导致火灾或受伤。

• 请勿让电池受到机械冲击或跌落。否则，
可能会导致火灾、触电、故障。

放置位置和连接
• 请将本产品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本产
品不适合在儿童可能出现的地方使用。

注意

请务必遵循下述基本注意事项，以避免对您
或他人造成人身伤害。这些注意事项包括但
不限于下列情况：

操作
• 切勿用湿手处理电池。
• 请勿将重物压在本产品上或在其上放置 
重物。

• 始终确保所有电池均已正确插入。否则，
可能会导致过热、火灾或电池液泄漏。

• 存放或丢弃电池时，请使用胶带或其他保
护措施对端子区域进行绝缘。如果电池的
端子接触到其他电池或金属物体，可能会
导致过热、火灾或电池液泄漏。

• 仅使用指定的充电器充电。使用非指定充
电器充电可能会导致电池漏液、过热、爆
炸或故障。

• 在规定的充电温度范围内进行充电。在超
出范围的温度下充电可能会导致泄漏、过
热、爆炸或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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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搬运和维护保养
• 为避免在不使用时过度放电，电池被“锁
定”，在首次出厂时无法正常工作。 要解锁
并启用电池以供首次使用，您必须将其安
装在预期产品或指定的电池充电器中，然
后使用专用电源线将产品或充电器连接到
交流电源插座。

• 本产品为锂离子电池。使用本产品前请充
电。即使您打算长期不使用本产品，也请
每六个月充电一次以保持电池电量。否则，
本产品可能无法保留电量。

• 如果计划长时间不使用本产品，请取下相关
设备中的电池。否则，电池可能会耗尽，或
者电池液可能会泄漏，从而损坏您的设备。

• 在需要使用时才将电池从原包装中取出。

• 保持电池清洁干燥。
• 如果电池端子变脏，请用干净的干布擦拭。
• 电池在不使用时请勿长时间充电。
• 如果计划长时间不使用本产品，请取下相关
设备中的电池。否则，电池可能会耗尽，或
者电池液可能会泄漏，从而损坏您的设备。

• 请勿将本产品安装在环境温度剧烈变化的
地方。否则，设备内部和表面可能会形成
冷凝水，从而导致设备损坏。

• 如果有理由相信设备上或设备内可能发生
冷凝，请将其放置一段时间，然后再打开
设备电源。在存在冷凝的情况下打开电源
可能会导致设备损坏。

• 请勿使用次氯酸钠溶液、乙醇、汽油、稀
释剂、清洁剂或化学抹布清洁本产品表面。
否则，表面可能会褪色或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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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关于本说明书
• 本说明书中显示的插图仅用于说明目的。
• 本说明书中的公司名称和产品名称均为各
自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关于处置
• 处置本产品时，请联系相应的当地机构。
• 请勿将旧电池丢弃在垃圾箱中。请致电 

1-877-2-RECYCLE，找到离您最近的零售收集
点来回收您的电池。您还可在以下可充电电
池回收公司 (RBRC) 网站上找到收集站点：
http://www.call2recycle.org/
当本产品达到其使用寿命时，请在处置本
产品之前取出并回收电池。
请注意：上述措辞仅适用于：镍镉 (Ni-Cd)、
镍金属氢化物 (Ni-MH)、锂离子 (Li-ion) 和
小型密封铅 (Pb) 电池。
（对于美国和加拿大）

本产品的型号、序列号、电源要求等规格
可能标在铭牌上或铭牌附近，铭牌位于本
机底部。请将该序列号填写到下方的横线
上，并妥善保存 本说明书，以便在产品
被盗时作为永久购买凭证使用。

型号名称

序列号

(1003-M06 plate bottom zh 01)

对由于不正当使用或擅自改造本产品所造
成的损失、数据丢失或破坏，Yamaha不
负任何责任。

为便于您理解使用说明书的内容，本公司已
经依据国家的相关标准尽可能的将其中的英
文表述部分翻译成中文。但是，由于专业性、
通用性及特殊性，仍有部分内容仅以英文形
式予以记载。

http://www.call2recycl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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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规格
型号 BTR-STP200

电池类型 可充电锂离子电池组
重量 530 g

大小 186 × 96 × 39 mm

容量 79.92 Wh（2,700 mAh，29.6 V）
充电时间 大约 4 小时 

（使用 STAGEPAS200）
运行温度 0 – 40° C

充电温度 5 – 40° C

• 如果本产品在 -20° C 和 25° C 之间的温度下存
放十二个月，电池充电容量将减少约 10%。

• 电池充电时间是对完全耗尽的电池充满电
所用时间的估计值。电池充电时间因剩余
电池电量和环境温度而异。

• 本使用说明书的内容为出版时最新的技术
规格。请至 Yamaha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
使用说明书。

产品包中所含物品
• 可充电锂离子电池组 × 1

• 使用说明书（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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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
如果需要废弃设备及电池时，请与本地相关机构联系，获取正确的废弃方法。 
请勿将设备及电池随意丢弃或作为生活垃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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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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