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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莞市星士达电子有限公司始于年坐落于东莞市厚街镇， 期初我们主要生产 收音机录音机，并注册了我们自己的品牌“” 

                           
               
从年开始，我们开始专注于音频产品的业务。我们的生产范围还扩展到充电扬声器、蓝牙扬声器、台灯扬声器、镜子风扇扬声器、无线语音扬声器、
人工智能扬声器、家用电器、儿童玩具产品等。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和发展，与、、 、、、等众多欧美知名品牌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我们生产的产品通通常在全球知名连锁超市销售，如沃尔玛、百思买等商场销售。中远、山姆会员店等。

  ：  
            
我们的经营原则是：客户至上，以人为本。
我们的经营理念诚信为本，顾客满意，团队合作，持续改进

                     
                         
公司注重引进先进技术，吸引专业人才，营造良好的合作环境，同时配备一流的产品检测设备和先进的生产设备，致力于打造一支音响产品和家用电子领域的高素质专业人才队伍。



H0022
Mushroom Lamp

H0027
Smart Aroma Diffuser Lamp Speaker
智能香薰灯音箱蘑菇灯

              
它的灵感来自自然界的蘑菇，创造了一个简单的，标志性的情感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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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由喷雾加湿器、灯和扬声器结合的优雅设备。完美的音质，巧妙的香薰扩散，舒适的光线，带给您美妙的体验。

     超声波雾化天然香味
                             
超声波雾化技术使水以的频率转化为雾。湿润的空气加上天然的精油香味，让您倍感舒适和放松。
 
   大容量
                     
毫升的容量是普通芳香扩散器的两倍，您可以选择至小时的持续扩散。
 
    一贯的空气增湿器
                    
智能香薰灯音箱的细雾，为空调房的空气增湿，带给您舒适和欢乐。
 
   蓝牙连接
                     
           
蓝牙具有传输速度快、能耗低、可与智能手机、桌面或其他无线蓝牙设备，连接距离可达米。能自动连接最近的六个连接设备，使重新连接变得容易。
 
      香气喷雾时间设定
          
根据个人的需求可设定小时的香气喷雾时间。
 
    特别的音质
                    
音乐是舒缓的，可以连接人的感觉，柔和的光创造一个舒适的原子圈。音乐和光的结合会触动我们的心灵。

Bluetooth:5.0
Atomizing frequency:2.4MHz
Atomizing time:6 hours
Input:DC 24V 1A 
LED power:0.8W
Speaker power:5W
Materials:PP+ABS
Volume:200ml
Color:White/Wood Grain/Marble
Weight：465g
Size：Φ 123×157mm

蓝牙:5.0
雾化频率:2.4MHz
喷雾时间:6小时
输入功率:DC 24V 1A 
LED功率:0.8W
喇叭功率:5W
材质:PP+ABS
体积:200ml
颜色:白色/木纹/大理石纹
重量：465g
尺寸：Φ 123×157mm

输入功率:DC 5V 1A
LED功率:0.6W
电池:3.7V / 450MAH
充电时间：2小时
颜色：白色/绿色
重量:220g
尺寸:Φ 125×130mm
材质:硅胶+ABS



                   
                         

这是一个简单而漂亮的设计，相信能触动你的心。它创造性地结合了镜子、台灯和蓝牙扬声器的功能。该灯可作为台灯、卧室灯和夜灯使用。
可以把它放在梳妆台、床头柜上使用，也可以用于学习、办公等。

H0065
Fast Wireless Charging LED Mirror 
Desk Lamp

                    
                      
    
这是一个简单而漂亮的设计，相信能触动你的心。它创造性地结合了镜面灯、台灯和无线快速充电的功能。你可以用它来化妆，充电，
读书。可以把它放在梳妆台上和床头柜上，也可以用于学习、办公室、酒店等。

   照明灯
                  
             
柔和自然的光线，让您更加美丽迷人。高灯光，自然舒适，镜面灯光，帮助您完成精致妆容。
 
   台灯
                
             
灯光色温，柔和自然。采用无极亮度设计，亮度值也可记忆。它既可用作台灯，也可用作夜灯。

 
    快速无线充电
                     
           
你可以在给手机充电时化妆，它会给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和便利。有了无线充电器，您可以随时为您的标准手机、电子设备充电。
 
    支持标准
           
是世界上第一个推动无线充电技术标准化的组织。

Input:DC 9V 2.6A
Wireless charger power:10W
Mirror size：Φ 6.5″(165mm)
Mirror lamp power:5W
Desk lamp power:4W
Mirror lamp Color temperature:5000K±100K
Desk lamp Color temperature:3000K±100K
Mirror lamp CRI：90
Mirror lamp lux：900（max）
Desk lamp CRI：85
Desk lamp CRI：690（max）
Product size：276×348×125mm
Product color：White/Pink/Light Green
Materials:ABS+PC+Glass
Weight:540g
Package:Color Box

H0069
LED Makeup Mirror Lamp Speaker

Input:DC 9V 2.5A
Mirror size：Φ 6.5″(165mm)
Speaker power:5W
Bluetooth:4.0
Mirror lamp power:5W
Desk lamp power:4W
Mirror lamp Color temperature:5000K±100K
Desk lamp Color temperature:3000K±100K
Mirror lamp CRI：90
Mirror lamp lux：900（max）
Desk lamp CRI：85
Desk lamp CRI：690（max）
Product size：191×145×555mm
Product color：White/Pink
Materials:ABS+PC+Glass
Weight:610g
Package:Color Box

LED化妆镜台灯音箱
无线充电LED化妆镜台灯

输入功率:DC 9V 2.6A
无线充电器功率:10W
镜面尺寸：Φ 6.5″(165mm)
镜灯功率:5W
台灯功率:4W
镜灯色温:5000K±100K
台灯色温:3000K±100K
镜灯显色指数：90
镜灯亮度：900（max）
台灯显色指数：85
台灯显色指数：690（max）
产品尺寸：276×348×125mm
产品颜色：白色/粉色/淡绿色
材质:ABS+PC+玻璃
重量:540g
包装:彩盒

输入功率:DC 9V 2.5A
镜面尺寸：Φ 6.5″(165mm)
喇叭功率:5W
蓝牙:4.0
镜灯功率:5W
台灯功率:4W
镜灯色温:5000K±100K
台灯色温:3000K±100K
镜灯显色指数：90
镜灯亮度：900（max）
台灯显色指数：85
台灯显色指数：690（max）
产品尺寸：191×145×555mm
产品颜色：白色/粉色
材质:ABS+PC+玻璃
重量:610g
包装:彩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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