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用户，非常感谢您选择
SXmini Q Mini!为了确保正确安全的使
用，请您仔细阅读相关的图示和使用
说明。

    SXmini Q Mini 是特别为专业及高端
人士打造的,采用了YiHi SX450J-BT处
理器；这款芯片使用的是目前最先进的
电子技术：App蓝牙可控制系统、GUI电
脑操作界面、智能口感控制系统，精确
控温。这款设备兼备如此多强大的功能
，定会给用户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体验
快感，尽情享受吧！

标准配置

1× SXmini Q Mini 主机
1× USB 线
1× 说明书
1× 保修卡
1× 礼品盒和礼品袋

参数与特性

主界面（焦耳模式）

调节温度580°F
ADJUST< <

300°C
ADJUST< <

50.0J 3.16v

000090.0J POWERFUL
0.14Ω  300°C
M3C1

华氏度或摄氏度切换

退出菜单进入主界面
EXIT
ON< <

Temperature Unit
°F< <

Temperature Unit
°C< <

主界面（功率模式）
200W 3.19v

000433.9J POWERFUL
0.17Ω  3.64v
M1C1

焦耳模式下，选择你所
使用的发热丝

当使用百醇雾化器的时候，
需要选择这个功能键

COIL SELECT
Ni200< <

COIL SELECT
Ti01< <

COIL SELECT
SS316< <

客户可以根据TCR（TCR即金属电阻
温度系数，用来评测一种金属在温
度变化情况下的电阻变化率）系
数，使用除钛丝，镍丝，不锈钢丝
以外其他任何可支持控温的丝。

COIL SELECT
MANUAL TCR< <

COIL SELECT
SX  Pure< <

开关机
SYSTEM

ON< <
SYSTEM

OFF< <

打开蓝牙，连接手机，所有的
设置都可以在手机中进行操
作，关掉蓝牙之后手机将与设
备断开连接。

按住点火开关并保持5秒的时
间，设备将与手机进行配对。

设备与手机配对完成示意图

BLUETOOTH
ON< <

BLUETOOTH
OFF< <

当您切换到焦耳模式时，请将雾化器跟
主机进行一次匹配的动作，让雾化器和
SXmini主机保持在同一温度，同时按下

请用手机 在APP商城下载SXi-Q APP(免
费下载)并进行安装；
请进入蓝牙配对界面：连续按点火开关
5次进入配对界面，按住点火开关保持5
秒以上，设备开始与手机进行配对；
请配对：打开APP，点击“连接”然后
进行搜索，点击搜索到的设备并连接，
手机上将会显示“配对成功”，同时设
备的显示屏幕将会出现“设备与手机连
接成功”的图标。

防劫持和配对注意事项：：
连接过程中APP会自动生成新的配对密
码,并保存到你的手机和设备上，一旦
保存了配对密码,其他手机(哪怕是已经
安装过我们APP的)只要没和这台设备配
对,就无法连接到这台设备上。
如果用户有多个手机,每更换一次手机
来控制同一台设备,都必须执行一次配
对动作.即设备只认最近配对成功过的
手机。
使用过程中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的售
后客服：Cservice@yihisxmini.com

加减开关键，将会读取雾化器阻值并且
显示在屏幕上。当屏幕关闭后，雾化器
和主机完成匹配动作，匹配后可以完成
精准的温控。每次当您调节到温控模式
或者使用新的雾化器的时候，必须先匹
配雾化器。

Low Battery!

温度补偿，温控效果更精准

连接雾化器或者检查雾化器
连接是否良好

电池电压过低警告

电池电量不足警告

CHECK
ATOMZER

CHECK
BATTERY

芯片过热，请至少等待10秒
Too Hot!  Please
Wait 10S!

雾化器电阻过低警告

输出短路警告

Low Resistance

Short

抗干烧提示Dry Coil
NO Liquid!

Compensate Temp
50°C<

旋转屏幕，往左、往右

功率模式或焦耳模式切换

同时按下“+、-”开关键，
读取雾化器的电阻值

Power&Joule
Joule< <

Power&Joule
Power< <

DISPLAY
Left/Right< <

Set Resistance
0.065

注意事项

蓝牙功能说明 APP主界面 设置界面 一个设备拥有5个不同的系统设置界面(电脑端)
智能口感曲线设置界面（双曲线调节）

菜单及logo定制界面

定制菜单名称及定制自己的logo，详情请参照我们官网视频。从电脑中打开（*.sxc）文件

保存5个您设置的配置

在功率模式下单曲线调节，焦耳模式下双曲线调节口感。双曲线调节表示
根据个人的口感既可以调节温度曲线也可以调节功率曲线，使温控更加精准。

保存5个您设置的口感，一个配置可设置5个口感，自己可
以随意拖动来改变曲线。

保存（*.sxc）文件到电脑,
方便下次调用或与别人分享。

将设置好的参数下载到主机

相关图示
开机： 快速按点火开关5次开机
锁屏与开锁： 锁屏功能可以防止机子在
无意碰撞时自动点火;在主界面或者屏保
的状态下按点火开关三次锁屏或者开
锁。
进入主界面： 当主机处于开机或者开锁
的状态，按一次点火开关进入主界面。
选择记忆模式： 按点火开关进入主界面
（必须快速进入）;
1.进入主界面时，按“+”键来选择
M1-M5的记忆模式,在MQ自定义口感模式
下，不能调节M1-M5；
2.如果想要调节M1-M5的功率或者焦耳，
选择了M1或M2......之后，按“-”键，
然后用加减按键进行调节。
3.如果调节好记忆模式下的功率后，需
要选择口感模式，先快速按点火开关一
次，然后按“-”键进行切换。
选择口感模式： 按点火开关一次进入主
界面；“-”键选择口感模式（超强劲模
式、强劲模式、标准模式、温柔模式和
自定义模式S1~S5）。
进入菜单： 按点火开关5次进入主菜
单；用点火开关选择下列图标所示的设
置。

操作指南

屏幕解锁

锁屏

初级模式，允许抽烟和调
节功率大小

5V/2A USB快速平衡直充,
同时监测电池电压

OPERATION MODE
Novice< <

60.0W8.5v

00000J NOVICE
0.45Ω  9.5V
M1C1

200W 8.5v

00000J Standard
0.45Ω  9.5V
M1C1

专业模式，所有功能
都可用

OPERATION MODE
Advanced< <

CONFIGURE MODE
Configure 1< <

防干烧技术：为了防止干烧，防止雾化
丝过热或缺少烟油，主机会自动侦测其
状态并且在屏幕上发出提示：“丝烧干
了, 请加油”。
可在官网上通过ID号查询主机的真伪,
ID号4处统一：盒子底部、保修卡、机
身底部及芯片软件内。
禁止私自拆机，否则保修无效。
请不要将主机置于高温潮湿等坏境下，
否则可能损坏主机。
在使用前请确保电池表皮完整无损，建
议使用同品牌同型号同使用寿命电池。
如果烟油洒在了设备上，请及时擦干，
避免烟油浸入芯片导致设备的使用寿命
缩短。
任何非官方授权经销商购买的产品都不
在保修范围内。
USB主要是用来升级的；官方建议把电
池取出来充电，出于安全角度考虑，充
电时将禁止抽烟；如果坚持要用USB充

电，请小心插拔以确保USB的使用寿
命；从购买之日起，主机的保修期为1
年，USB的保修期为3个月。
因主机有升级功能,说明书内容提及的
功能以后将会有所变动；关于任何最新
消息，请参照我们网站
www.yihisxmini.com；使用过程中遇到任
何问题，请联系我们的客服人员,
电话：0086 18027003801
      0086 18027003806
QQ：  2851639185
      2850457816
      2850457817

多国语言说明书（法语、西班牙语、意
大利语、德语、俄语、日语、韩语等）
可在官网上自行下载电子版。

安装驱动，连接电脑
查看主机名称、芯片版本、SXi-Q
版本号及主机的ID号，验证真伪作用

详见SXi-Q页面

根据自己的喜好修改菜单和显示内容
的工具，在电脑上修改好你想要的内
容，然后下载更新到你的主机上去

打开升级文件并升级

详见设置页

主界面(电脑端)

使用说明书

q mini

.搭载亿海SX450J-BT处理器;

.双18650电池，功率最高可达到200瓦;

.可变焦耳模式，支持全丝温控（镍丝，钛 
 丝，不锈钢丝等所有能支持温控的丝);
.支持所有百纯科技的雾化器;
.可拆卸电池;
.采用16位ADC进行电阻采样，支持精确可达到
 0.0001欧姆;
.创新科技SXi-Q软件控制系统;
.可自定义口感,可自定义Logo和菜单名;
.温控，防干烧技术;
.输出焦耳：10J-120J. 
 212-572°F/100-300°C.
.阻值：0.05-1.0欧姆（焦耳模式);
.焦耳技术（焦耳是能量的单位，瓦数*时间  
 =焦耳，详情请访问我们的官网）;
.输出电压：1.0 - 9.5 伏特;
.阻值： 0.05 欧姆 - 3.0 欧姆(功率模式);
.口感模式：超强劲模式，强劲模式，标准模
 式，温柔模式、节能模式和自定义模式S1-S5;
.可升压可降压，DC-DC技术;
.5V/2A平衡快速充电功能;
.高品质锌合金+铝合金+不锈钢和磁铁;
.人体力学设计，握感更好;
.屏幕可旋转(向左/向右);
.可软件升级，可GUI电脑界面操作;
.具有反接保护、短路保护、低阻保护、低压保
护、过热保护和电池过充保护功能.

BAT1

3.64v
BAT2

3.44v

18+
仅成年人使用

由SXmini公司设计与制造

地址：中国 广东省 常平镇 漱旧村第一工业小区中天光纤

电话：+86 0769 83865833
传真：+86 0769 83865833

邮箱 ：Cservice@yihisxmini.com
www.yihisxmini.com

Innvation for you!

200.0W 8.5v

000433.9J
0.45Ω  9.5v
M1C1

120.0J 8.3v

000090.0J

SXQ-S1

0.10Ω  300°C
M1

510头（不锈钢）

功率
散热片及装饰片

电阻

电阻

输出电压

输出电压

电池电压

焦耳量

焦耳量

焦耳量

配置

配置

记忆模式

记忆模式

口感模式

点火按键（不锈钢）

OLED 显示屏

“+”键（不锈钢）

“-”键（不锈钢）
USB接口

温度
STANDARDC1

蓝牙被打开标志图

Standard

SXi-Q  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