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控制

(1) 电源按钮可打开和关闭耳机。

(2) PLAY/PAUSE 按钮开始播放并暂停音频播
放。 辅助呼叫功能包括接听电话/结束呼
叫/拒绝呼叫 （按住）。

(3) MICRO USB 插孔用于为充电电池充电。

(4) 麦克风可以在通话过程中用于对讲。

(5) AUX IN 立体声插孔可以用作普通有线耳
机， 使用带有 3.5 毫米立体声接口的音频
电缆来收听来自外部设备的音频。 

(6) BLUETOOTH LED 显示蓝牙状态 （蓝色和红色
闪烁 = 处于配对模式； 蓝色 = 已连接；  
蓝色闪烁 = 正在播放音频）。

(7) CHARGE LED 显示充电状态 （红色 = 充电；  
蓝色 = 充满电）。

(8) “前进/音量”按钮可用于增加音量 （短按），
跳至下一首歌曲 （长按） 或在已连接蓝牙
的手机上开始/结束通话。

(9) BACK/VOLUME 按钮可用于减小音量 （短按）
或跳至上一首歌曲 （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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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电源供应 

该装置由内置的锂聚合物可充电电池供电。 首次使
用设备之前， 请给内置电池充电至少四个小时。

要为内部电池充电， 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将随附的 USB 电缆的较小端连接到 MICRO USB  
插孔。

2.  将另一端连接到计算机上的有源 USB 插孔或交流
电源（不附带）。

3.  充电期间， CHARGE LED 指示灯将变为红色。

4.  充满电后， CHARGE LED 指示灯将变为蓝色。

 警告：

•  请勿将电池投入火中！

•  使用内置电池时， 环境温度应为 5° C （41° F）  
至 35° C （95° F）。

•  要获得内置电池的最长使用寿命， 请在室温下
充电。

•  应注意电池处置的环境方面。

•  电池不得暴露在过热的环境中， 例如阳光， 火或
类似物。

•  电池电量不足时， 本机会每 20 秒发出一次哔声。 
当电池电量不足而无法工作时， 本机将自动关闭。

打开/关闭本机

1.  长按电源按钮以打开本机。 BLUETOOTH LED 指示灯
将点亮。

2.  再次长按电源按钮， 关闭设备电源。 BLUETOOTH LED 
指示灯将熄灭。

蓝牙配对 
1.  长按打开本机电源。 BLUETOOTH LED 指示灯将交替

闪烁蓝色和红色， 表示本机处于配对模式。

2.  在蓝牙设备上， 启用蓝牙并从设备列表中选择  
“ HC 2000B”。 （有关详细操作， 请参阅蓝牙设备的用
户手册。）

3.  如果蓝牙设备提示输入密码， 请使用 “0000”。

某些蓝牙设备会要求您接受并确认连接。 如果设备
正确配对， 您将听到指示音。 如果 10分钟内配对不
成功， 耳机将自动关闭。   
     
     
 

笔记: 如果要将耳机连接到另一个 Bluetooth 音频设
备， 则需要先断开当前设备的连接， 然后按照上述步
骤进行新连接。

使用蓝牙设备 
1.  成功配对后， 可以通过耳机听到来自蓝牙设备

的声音。

2.  按 PLAY/PAUSE 按钮暂停播放。 再按一次可恢复
播放。

3.  短按前进/后退按钮可调节耳机音量。 您也可以
直接在配对的蓝牙设备上调节音量。

4.  长按前进/后退按钮以选择所需的音频文件。

笔记: 播放期间， BLUETOOTH LED 指示灯将闪烁蓝色。 
 

接听电话

这些耳机配有内置麦克风， 可让您在具有蓝牙功能
的手机上拨打电话。 确保已将具有蓝牙功能的手机
与耳机配对。 当有电话打入所连接的手机时， 您会
在耳机上听到来电提示。

1.  按 FORWARD （转接） 按钮接听来电。

2.  再次按 FORWARD （转接） 按钮可结束通话。

3.  拒绝来电， 按住返回按钮。

4.  要在耳机和手机之间传送声音， 请在通话过程中
按住 PLAY/PAUSE 按钮。  

使用 AUX IN 插孔  
1.  将音频电缆的一端插入外部音频设备上的  

LINE OUT 或耳机插孔。

2.  将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到耳机上的 AUX IN 3.5 毫米
立体声插孔。

笔记: 如果耳机处于开启模式， 则在插入音频电缆
后， 耳机将自动关闭， 并且可以像正常的有线耳机一
样工作。

3.  开始在外部设备上播放。 可以通过耳机听到外
部设备的声音输出。

4.  要调节音量， 请使用外部音频设备上的音量控制。

5.  完成后， 停止在外部设备上播放并从耳机上的 
AUX IN 插孔断开音频线的连接。

 为避免可能的听力损害， 请勿长时间高音量收听。 
     
     
 

故障排除

没电
•电源未打开；长按打开
本机电源。

•确保电池已充电。

蓝牙设备无法配对或
连接耳机。

•您尚未在设备上激活
蓝牙功能。 请参阅设备
的用户手册以激活蓝
牙功能。

•本机已经与另一台蓝
牙设备配对；断开该设
备的连接， 然后重试。

重要的安全须知

1.  阅读这些说明。

2.  遵守这些说明。

3.  注意所有警告。

4.  请遵循所有说明。

5.  请勿在水附近使用本设备。

6.  仅用干布清洁。

7.  请勿将本产品投入火中， 以免发生爆炸。 

8.  请勿将本产品长时间暴露在阳光直射下。

9.  请勿拆卸或改装本产品。 

10.  请将本产品存放在清洁干燥的环境中。   

警告！ 为避免可能的听力损害， 请勿长时间以高音
量收听。

技术参数

最大限度。 输出电压 ≤ 150 mV 宽带

特性电压 ≥ 75 毫伏

可充电电池

电池类型 3.7 V 185 mAh 锂聚合物
电池

充电功率 直流 5 V 300 mA

工作时间 最多 7 小时后 
充满电

充电时间 大约 2 - 3 小时

蓝牙

版本 版本 5.0
工作频率 2.4 至 2.48 GHz
射频输出功率 0 分贝

工作距离

在开放空间中测量的最
大距离为 10 m （墙壁和
结构可能会影响设备
的范围）



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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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条款
有关音乐集团保修的适用条款及其它相关信息, 请登陆 musictribe.com/warranty 网站查看完整的详细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