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BS-043RN
全自動智慧藍牙耳機

使用手冊

*上述時間根據用戶使用習慣及設備設定,可能有所不同。

藍牙耳機須與支持藍牙無線技術的兼容設備配合使用。
使用本耳機，您可以隨時隨地自由接撥2台帶藍牙功能
的電話。
使用耳機前，請仔細閱讀本手冊。另請參閱您設備說明
書的藍牙功能之說明，注意其中之重要的安全事項與維
護信息。
請勿讓兒童隨意取用耳機。

藍牙規格
支持協議
功率級別
有效範圍
工作頻率
電池規格
充電電壓
充電時間
通話時間*
播放音樂時間*
待機時間*
尺寸（mm）
重量

V4.1

HSP,HFP,A2DP,AVRCP

Class 2

10公尺
2.402-2.480GHz

3.7V/50mAH可充電聚合物鋰電池
DC4.75-5.25V

約1.5小時
最長達3小時
最長達2.5小時
最長達150小時
20（長）X13（寬）X73（高）
約 7.2 克

基本操作
1.充电

第一次或長時間沒有使用前，請先對耳機進行充分充電。
電池充滿電約需1.5小時。
耳機充電時指示燈長亮紅色,充滿電後指示燈亮藍色。
當耳機電池電量偏低時,指示燈閃爍紅色(電量過低時,耳機
會自動關機),請按上述操作對耳機充電,以免影響耳機電池
使用壽命(長時間沒有使用或電量耗盡再給耳機充電時,充
電指示燈可能要延遲幾分鐘才作反應）

注：
充電前請先檢查充電設備的型號是否適用耳機。
請使用原廠配套電池及充電設備,使用其他類型配件,可能違反
對本產品的認可或保修條款,並可能導致危險。
耳機配有內置式不可拆卸鋰聚合物充電電池,請勿嘗試從耳機
中取出電池,以免毀壞耳機。
耳機在擱置時會自動耗電,建議每三個月給耳機充一次電。
請勿將耳機放於過熱或過冷的地方(-10℃-50℃為佳),即使電
量充足,都可能會影響耳機工作。
請勿將耳機擲入水或火中。

2.開機
在關機狀態下長按多功能鍵約2秒，耳機喇叭發出“嘟
嘟嘟嘟”四聲響，藍色指示燈長亮1秒，耳機進入開機
狀態。

4.關機
在開機狀態下長按多功能鍵約2秒，耳機喇叭發出“嘟
嘟嘟嘟”四聲響，紅色指示燈常亮1秒後熄滅，耳機進
入關機狀態。

5.自動關機
非充電狀態，耳機在20分鐘內沒有和任何兼容藍牙設
備連接，耳機將自動關機。
注：在充電狀態，耳機將一直保持開機狀態。

6.與藍牙手機配對使用
將耳機與配對的手機放置在1米範圍之內，確定耳
機處於關機狀態,並且啟動手機的藍牙功能。
長按耳機多功能鍵直至指示燈紅、藍色交替閃爍，
耳機喇叭發出“嘟嘟”兩聲響,耳機進入配對狀
態。
使手機開始尋找藍牙設備（具體請參照手機使用說
明）。
手機將搜尋到“SBS-043RN”,選擇已搜尋到的
“SBS-043RN”。等待數秒  後，耳機喇叭發出
“嘟嘟”兩聲響，此時耳機已與手機連接成功。
(如果耳機進入配對狀態後5分鐘內未配對成功,耳
機將進入待機模式,請按上述操作重新配對）。
確定耳機和手機間無障礙物,可以通過耳機實現接
聽電話等操作。
耳機關機後,只要在有效範圍內重新開機,耳機將自
動與配對過的手機連接。 （具體操作附操作說明）

6.1.

6.2.

6.3.

6.4.

6.5.

6.6.

7.自動連接

充電期間耳機仍可正常工作。
充電即自動開機，提開即接通來電，放下即掛斷電
話，可免去所有按鍵操作，解除駕駛人士的煩惱。
磁吸式旋轉充電座，方便使用不同角度的USB充電口
磁吸功能，可以提高行車時振動充電的可靠性。

3.自動開機
在關機狀態下，將耳機插入充電座中(確保充電座已插
入DC5V輸出的電源中)，耳機喇叭發出“嘟嘟嘟嘟”
四聲響，紅指示燈長亮0.5秒後轉為藍指示燈長亮1秒，
隨後紅指示燈長亮，藍指示燈閃爍，耳機進入開機狀

全自動智慧藍牙耳機的特點

狀態1

狀態2

狀態3

狀態4

狀態5

狀態6

狀態

配對狀態

未連接設備狀態

通話或音樂狀態

待機狀態

充電狀態

低電壓狀態

耳機的指示燈

耳機能被搜尋到。紅藍指示燈交替閃爍。

耳機未與設備連接。藍指示燈每2秒閃1次。

耳機與設備連接，但沒有任何操作。
藍指示燈每5秒閃1次。

在通話或音樂狀態下，藍指示燈10秒閃爍1次。

對耳機電池充電，充電時長亮紅指示燈，
充完電長亮藍指示燈。

電池電壓低於3.6V時，耳機紅指示燈閃爍，
喇叭每隔一段時間發出提示音。

耳機狀態

1.1.

1.2.

1.3.

此功能是當耳機和手機已配對過，不再需要手動連接
的操作，耳機自動連接上手機（首先要確保手機藍牙
功能已打開，耳機和手機在有效距離內）

9.掛斷電話

9.1.短按耳機多功能鍵（耳機非充電狀態）
9.2.把耳機放入充電座中（確保充電座有DC5V電源
　　輸出）
9.3.按手機掛斷鍵（耳機非充電狀態）

在通話狀態時以下方式可以掛斷來電

8.接聽電話
耳機喇叭發出來電鈴聲時以下方式可以接聽來電
8.1.短按耳機多功能鍵（耳機非充電狀態）
8.2.從充電座中取出耳機（耳機充電狀態）
8.3.按手機接聽鍵（耳機非充電狀態）

10.拒接電話
耳機喇叭發出來電鈴聲,長按多功能鍵2秒，喇叭發出
“嘟嘟”兩聲響，可拒接來電。

11.語音播號
連機狀態下,長按耳機“V-”鍵2秒，喇叭發出“嘟”
的一聲,此時即可說出語音標籤實現語音撥號（請確定
手機是否支持語音撥號功能,手機內是否已存有語音標
簽,具體使用方法請查閱手機的使用說明）

12.靜音
在通話狀態下，長按“V+”鍵3秒耳機喇叭發出“嘟
嘟”兩聲可打開靜音，在靜音狀態下長按“V+”鍵3秒
耳機喇叭發出“嘟嘟”兩聲可解除靜音。在靜音狀態
下，喇叭每隔5秒發出“嘟嘟”兩聲（只靜音麥克風，
不會靜音喇叭）

13.末碼重播
13.1.單待機狀態下,雙擊耳機多功能鍵，自動重播機

     最後撥出去的號碼；
13.2.雙待機狀態下,雙擊耳機多功能鍵發起第一部連 

    接手機的末碼重播，長按“V+”發起第二部連
     接手機的末碼重播，長按“V+”發起第二部連
     為準）

14.音量調整
連接手機狀態下，短按“V+”或“V-”可進行音量調

15.上下曲控制
在音樂狀態，長按V+或V-2秒，耳機喇叭發出“嘟”的
一聲，可實現音樂上下曲控制。
注：因不同手機的技術差異，不能確保所有手機都能實
現上一曲功能，有可能是回到歌曲的開頭。

情況1：

情況2：

耳機處於關機狀態，手動開機後，耳機會按照
配對列表與手機逐個連接。
耳機處於關機狀態，放入帶DC5V輸出的充電座
中，耳機會自動開機，並按照配對列表與手機
逐個連接。

手機藍牙版本2.1以下的需要輸入配對碼“0000”手機 
藍牙版本2.1及以上的無需輸入。

注：

結構示意圖

(1)音量提高鍵+(V+) 
(2)喇叭 
(3)音量降低鍵- (V-)  

7

8
6

(4)多功能鍵
(5)指示燈 
(6)麥克風

(7)回復開關
(8)USB充電座

1

2

3

4

5

產品規格



22.維護和保養
22.1.
22.2.

22.3.

20.1.

20.2.

不要使用強腐蝕性的溶劑清潔耳機。
不要讓耳機接觸鋒利的物品，以免刮花或損害
耳機。
請確保耳機存放在乾燥的地方,避免高溫,潮濕和
灰塵。

16.音樂暫停/播放控制
在音樂狀態，短按耳機MFB鍵，耳機喇叭發出“嘟”的
一聲，可實現音樂暫停與播放控制。

17.清除配對列表
耳機在待機狀態下,長按“V+”和“V-”鍵，直到紅藍
燈快閃2次喇叭發出2聲“嘟嘟”提示音，然後再按住功
能鍵直至關機耳機的配對列表就會清空，當耳機的配對
表為空時，自動開機就不會回連,而會進入配對狀
態。

18.耳機重啟
如果藍牙耳機出現當機的情況，此時可以用牙籤輕戳一
下重啟開關鍵，使耳機重啟。

19.連接兩部藍牙手機

注：如涉及到兩部手機分別用A手機和B手機代替

當A、B手機均沒有配對時，雙連機的具體操作如
下：
配對到A手機：藍牙耳機在關機狀態按多功能鍵直
至指示燈交替閃爍紅色藍色，使用A手機搜尋到耳
機“SBS-043RN ”後，選擇“SBS-043RN ”，
使您的耳機和A手機配對並連接上耳機進入連接待
機狀態；
關閉A手機藍牙功能，藍牙耳機就回到未連接狀
態；
連接到B手機：按耳機多功能鍵直至指示燈交替閃
爍 紅 色 藍 色 ， 使 用 B 手 機 搜 尋 到 耳 機
“SBS-043RN ”後，選擇“SBS-043RN ”，使
您的耳機和B手機配對並連接上，耳機進入連接待

同時連接A、B兩手機：
機狀態；

雙待機：
此 功 能 是 指 兩 部 帶 藍 牙 功 能 的 手 機 共 用 一 台
SBS-043RN 藍牙耳機。

a)

b)

c)

d)

方法1：

方法2：

開啟A手機藍牙功能，在A手機藍牙功能項中的配
對設備列表中選擇“SBS-043RN ”，並按連
接，使您的  耳機和第A手機連接上；此時耳機已
經與A和B兩部手機連接上了。
開啟A/B手機藍牙功能，並把開機後的耳機重新
開機。耳機會自動回連最後連接過的一台手機
（A或B手機），如需連接第二台手機，需操作手
機（A或B手機）手動連接。

因不同手機的技術差異，不能確保所有手機都兼容
此項功能。
連接兩部藍牙手機後進行末碼重播，耳機會選擇與
它最先發生連接的手機（不一定是最先配對的那部
手機）執行。另一手機不響應此次操作。
連接兩部藍牙手機後進行語音播號（手機必須支持
語音播號），耳機會選擇與它最先發生連接的手機
（不一定是最先配對的那部手機）執行。另一手機
不響應此次操作。

20.切換通話手機

21.與手機的斷開連接

注：

要斷開耳機與已配對手機等設備之間的連接，請關閉
耳機或從手機等設備的藍牙功能表中，斷開耳機的連
接。斷開連接時，耳機喇叭發出“嘟嘟”兩聲響。

在雙待機情況下，當耳機正與A手機通話時，B
手機有電話進來，短按一下多功能鍵，可接聽B
手機的來電並保留A手機的通話。長按耳機多功
能鍵2秒，喇叭發出“嘟”一聲，可以結束當前
通話並接聽來電。
耳機與A手機或B手機正在通話時，重複短按一
下多功能鍵可實現重複切換A或B手機的通話。

重啟鍵

SBS-043RN

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低功率電 
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規定:

第十二條 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 機,非
經許可,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得 擅自變更頻率

、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 性及功能。

第十四條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 飛航安
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擾現 象時,應立即
停用,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 繼續使用。前項合法
通信,指依電信法規定 作業之無線電通信。 低功率
射頻電機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 學及醫療用
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