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 560M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Headphones    
with Built-in Microphone

控件和连接器

(1) VOLUME + / NEXT SONG - 快速按下以增大音
量， 按住不放可跳至下一首歌曲。

(2) PLAY/PAUSE - 用于多种功能， 包括蓝牙配对， 
播放， 暂停， 挂断， 拒绝呼叫和重拨。 按住
此按钮 1 秒钟以打开耳机。

(3) VOLUME - / PREVIOUS SONG - 快速按下以降低
音量， 并按住以播放上一首歌曲。

(4) 3.5 mm INPUT - 连接 3.5 毫米立体声电缆以
用于有线音频。 

(5) LED - 红色和蓝色状态指示灯。 

(6) MICROPHONE

(7) USB PORT - 用于充电的 Micro USB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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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 

打开耳机包装后， 应插入 USB 充电电缆， 并至少充电 
4 个小时。 第一次给电池充满电后， 后续充电仅需  
2-3 个小时。 充电时，  LED 将亮红色。 电池电量耗尽后， 
LED会熄灭。

耳机将发出两次哔声， 表明电池电量低， 并且指示灯
将闪烁红色。 当电压下降到 3 V 以下时， 耳机将自动关
闭电源， 必须重新充电。

耳机和蓝牙设备的配对

1.  按住 “播放/暂停” 按钮 1 秒钟以打开耳机。 LED  
将交替闪烁红色和蓝色， 并且将发出两次哔声，  
表明设备已准备好进行配对。

2.  打开蓝牙设备上的蓝牙菜单， 然后搜索可用的连
接。 请注意， 如果耳机未与设备成功配对， 则 3 分
钟后它将自动关闭电源。

3.  从列表中选择 “BB 560M”。 配对成功后， 耳机将发
出一声哔哔声， 并且指示灯将呈蓝色亮起。 如果
需要密码， 请使用 “0000”。

耳机成功与另一台设备配对后， 在关闭耳机电源并
再次打开电源时， 它将自动尝试连接到同一设备。

蓝牙无线通话

将蓝牙耳机与手机配对并连接后， 除了听音乐之外，
您还可以使用耳机来接听电话。 

呼出电话

1.  要在使用耳机时拨打新电话， 请像往常一样拨一
个号码。 耳机会听到铃声， 并且语音音频和麦克
风会自动切换到耳机。 （请注意， 某些电话需要在
屏幕上手动确认开关）

2.  要重拨最后一个号码， 请双击 “播放/暂停”  按
钮以拨出最后一个拨打的电话号码。 （某些手机可
能只需要按一下该按钮。）

接听和挂断电话

1.  电话响起时， 请按一下 “播放/暂停”  按钮， 或者
按电话接听键来接听电话。

2.  要拒绝通话， 请按住播放/暂停  按钮 1 秒钟。

3.  要结束通话， 请按 “播放/暂停”  按钮或按电话
屏幕上的 “挂断” 按钮。 通话结束后， 通话之前正
在播放的任何音乐都将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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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 蓝牙 V5.0  
频率范围 2.402 - 2.480 GHz ISM 频段

无线传输标准 2 级
渠道  1 个带宽的 79 个通道

连接类型 点对点 
发射范围 10 m （自由空间）

频率响应 20 Hz - 20 kHz
信噪比 80 分贝

音频功率输出 2 x 10 毫瓦

状态指示 红色和蓝色双色指示灯

适用配对产品 USB 蓝牙适配器， 蓝牙手机， iPad， MID， 
符合 HFP， HSP， A2DP， AVRCP 蓝牙协议等 

支持解码器 单板/MP3/ACC
电池 聚合物锂离子电池 3.7 V， 185 mAH
充电时间 2-3 小时

充电电源 电脑 USB 5 V; 充电器， 输出 DC 5 V 300 mA
工作时间 充满电后最多 7 小时



法律声明
对于任何因在此说明书提到的全部或部份描述、 图片或声明而造成的损失, Music Tribe 不负任何责任。 技术
参数和外观若有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 所有的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Midas, Klark Teknik, Lab Gruppen, 
Lake, Tannoy, Turbosound, TC Electronic, TC Helicon, Behringer, Bugera, Oberheim, Auratone, Aston Microphones 和 Coolaudio 是 
Music Tribe Global Brands Ltd. 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 Music Tribe Global Brands Ltd. 2021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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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