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示意圖

開機

7

打開磁吸，耳機開機，喇叭發出 “Power on”/“開
機”，指示燈長亮約1秒藍色，耳機進入開機狀態。 (
耳機沒有和任何藍牙設備連接過配對列表為空時, 耳
機開機後會自動進入配對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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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S-086
磁控式立體聲藍牙耳機
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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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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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機
吸住磁吸，耳機關機，喇叭發出“Power off”/“關
機”指示燈長亮約1秒紅色，耳機進入關機狀態。

(1)左右喇叭
(2)電池盒
(3)指示燈
(4)音量增大鍵+(V+)

(5)多功能鍵
(6)音量減小鍵-(V-)
(7)左右對吸磁鐵
(8)USB充電口

(9)麥克風
(10)連接線

耳機狀態
狀態號

狀態

耳機的指示燈

1狀態

配對狀態

耳機能被搜尋到，指示燈交替閃爍紅色藍色。

2狀態

未連接待機狀態

耳機未與設備連接，
指示燈每2秒閃爍1次藍色。

3狀態

已連接待機狀態

耳機與設備已經連接，但沒有任何操作，
無任何指示燈。

4狀態

通話狀態

5狀態

充電狀態

6狀態

低電壓狀態

在通話狀態下，無任何指示燈。
對耳機電池充電，充電時指示燈長亮紅燈，
充滿電時指示燈長亮藍燈。
電池電壓低於3.3V時，耳機指示燈
閃爍紅色，喇叭每隔一段時間提示1次

產品規格
藍牙規格

V4.1

支持協議

耳機（HSP），免持（HFP ），
藍牙立體聲音訊傳輸（A2DP），
音訊／影片遠端控制（AVRCP）

注:如涉及到兩部手機分別用A手機和B手機代替

基本操作
充電

功率級別

Class 2

1.

有效範圍

10公尺

2.

工作頻率

2.402-2.480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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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時。
3. 耳機充電時指示燈長亮紅色，充滿電後指示燈長亮藍
色。

電池規格

3.7V/60mAH聚合物鋰電池

4.

充電電壓

DC 5V

充電時間

約2小時

播放音樂時間* 最長達3.5小時
通話時間*

最長達4小時

待機時間*

最長達150小時

尺寸（mm）

38（長）X10.5（寬）X6.5（高）

重量

約16克

*上 述 時 間 根 據 用 戶 使 用 習 慣 及 設 備 設 定 ， 可 能 有 所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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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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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充電鋰電池，請勿嘗試從
耳機中出電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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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耳機200秒內沒和任何藍牙設備連接，耳機將自動
關機。

與藍牙手機配對使用
1. 將耳機與配對的手機放置在1公尺範圍之內，確定耳
機處於關機狀態，並且開啟手機的藍牙功能。
2. 打開磁吸耳機開機後自動進入配對狀態（未配對連
接過任何設備），配對時間約為120秒，在120秒內
如果未與任何設備配對成功，耳機進入待機狀態。
3. 使手機開始尋找藍牙設備（具體請參照手機使用說
明）。
4. 手機將搜尋到“SBS-086”，選擇已搜尋到的
“SBS-086”。
5. 手機上選擇“SBS-086”連接（如手機版本為2.1
或以下版本，手機需輸入配對密碼“0000”並按
確認鍵），喇叭可聽到“Paired”/“配對成功”
，然後聽到“ Your Phone is Connected”/“已
連接”。此時耳機已與手機連接成功（如果耳機
進入配對狀態後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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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確定耳機和手機間無障礙物，可以連結耳機接聽電
話等操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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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聽電話
方式一：開機狀態下：短按多功能鍵接聽； 開機狀態
下不能使用磁吸功能接聽電話。
方式二：關機狀態下：（要求必須要與手機有過連線記
錄）手機來電時，打開耳機磁吸，耳機開機後與手機回
連，回連成功後自動接聽來電。
方式三：按手機接聽鍵

掛斷電話
方式一：短按耳機多功能鍵
方式二：喇叭磁吸體吸住掛斷，同時耳機關機（喇叭磁
吸體打開狀態）
方式三：按手機掛斷鍵

拒接電話
耳機喇叭發出來電鈴聲，長按多功能鍵約2秒。 （開機
連接狀態下）

語音撥號
連線狀態下，長按耳機“V-”約2秒，耳機喇叭發出“嘟
嘟”的提示音，此時即可說出語音功能實現語音撥號
（請確定手機是否支援語音撥號功能，手機內是否已存
存有語音功能，具體使用方法請查閱手機的使用說明）

處理兩個通話
如果正在進行通話時，有另外一個來電：
1. 長按多功能鍵約2秒可以接受當前通話並接聽另一個
來電。
2. 短按一下耳機多功能鍵可以保持當前的通話並接聽另
一個來電。
3. 第“2”小點操作成功後，短按一下耳機多功能鍵可以
在兩個通話之間切換。
4. 第“2”小點實現後，長按耳機多功能鍵2秒可以結束
當前的通話，再短按耳機多功能鍵可掛斷另一個通話。
（兩個通話時，請勿用磁吸掛電話，以免引起誤操
作。 ）
注：要使用上述功能，您的手機必須支援藍牙免持操
作模式1.5版本，並且手機的通話等候 (網絡服務) 功能
必須已啟動。

末碼重撥
單待機狀態下，雙擊耳機多功能鍵,自動重撥手機最後
撥出去的號碼；
雙待機狀態下，雙擊耳機多功能鍵發起第一部連接手
機的末碼重撥，長按V+約2秒，喇叭發出“嘟”的提
示音，發起第二部連接手機的末碼重撥。 （以連接手
機的先後次序為準。 ）

靜音
通話狀態下,長按“V+”鍵約3秒，喇叭發出“嘟嘟”兩
聲提示音，開啟靜音。靜音期間喇叭每隔10秒會發出2聲
“嘟嘟”的提示音。靜音狀態下，再按V+鍵約3秒喇叭發
發出“嘟嘟”的提示音，可解除靜音。

音量控制
在通話或音樂狀態，短按一下“V+”或“V-”，耳機喇叭
發出“嘟”的一聲提示音，可實現音量大小的調節。當音
量調到最大或最小時，可聽到“噠”的一聲提示音。

上下曲控制
在音樂狀態，長按“V+”或“V-”鍵約2秒，耳機喇叭發出
“嘟”的一聲提示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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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一曲功能，有可能是回到歌曲的開頭。

語言選擇（中英文） （默認中文）
在配對狀態下，短按多功能鍵一下，喇叭發出“嘟”4
聲。

音樂暫停 ／播放控制
方式一：短按多功能鍵，啟動音樂播放（配對待機狀
態），播放中短按多功能鍵暫停播放音樂；
方式二：喇叭磁吸體打開，耳機開機後自動回連手機
（關機狀態下，耳機與手機有過配對記錄），
連接成功後，約5秒內自動播放音樂；喇叭磁
吸體吸住，暫停播放音樂並耳機關機。
注：
在聽音樂狀態下，來電需按多功能鍵接聽，如用喇叭
磁吸體掛斷電話，此時音樂播放是正常（建議此狀態
下不使用喇叭磁吸體吸住來掛斷電話）。

清除配對記錄
耳機在配對狀態下，長按“V+”和“V-”鍵，直至
指示燈快速閃爍藍色2次，喇叭發出“嘟嘟”兩聲提示
音，耳機的配對記錄就會清空。
當耳機的配對記錄清空後，耳機關機後再開機，耳機
不會與配對過的設備回連，直接進入配對狀態。

耳機重啟

4) 同時連接A、B兩手機：
方法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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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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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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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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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號(手機必須支持
語音撥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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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響應此次操作。
手機藍牙版本V2.1以下的設備需要輸入配對碼
“0000”，手機藍牙版本V2.1及以上版本的無需輸入。

在任何狀態下，只要給耳機充電，耳機就會重啟。

連接兩部藍牙耳機

切換通話手機
在雙待機的情況下，當耳機正響應A手機通話時，
B手機有來電，您可短按一下多功能鍵來接聽B手機
的來電，此時A手機的通話處於等待狀態。重複短
按一下多功能鍵可實現重複切換A與B手機的通話。
長按多功能鍵約2秒，喇叭發出“嘟”的一聲提示
音，可以掛斷正在通話的手機，而切換到另一手機
通話。

與手機的斷開連接
注：如涉及到兩部手機分別用A手機和B手機代替

雙待機：
此功能是指兩部帶藍牙功能的手機共用一台SBS-086
藍牙耳機
當A、B手機均沒有配對時，雙待機的具體操作如下：
1) 配對到A手機：藍牙耳機在關機狀態打開磁吸將耳
機開機至指示燈交替閃爍紅色藍色，使用A手機搜
尋到耳機“SBS-086”後，選擇“SBS-086”，使
您的耳機和A手機配對並連接上。
2) 吸住磁吸將耳機關機，關閉A手機藍牙功能，藍牙耳
機就回到未連接狀態；
3) 連接到B手機：藍牙耳機在關機狀態打開磁吸將耳機
開機至指示燈交替閃爍紅色藍色，使用B手機搜尋到
耳機“SBS-086”後，選擇“SBS-086”，使您的耳
機和B手機配對並連接上。

情況2：耳機處於連線待機狀態,手機和耳機超出有效
距離後，耳機120秒內再次回到有效距離時，耳
機會自動連接手機，超過120秒未與手機連接，
耳機將進入待機未連接狀態; 超過200秒（包括
配對狀態120秒）未與手機連接，耳機將自動關
機。 （確保耳機處於開機狀態）。

維護和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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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故障排除
故障現象

故障原因

解決方法

不能開機

電池電量不足

對耳機進行充電2-3小時

不能關機

在開機狀態下無法關機

對耳機進行充電重啟

配對後無聲

配對不正確

重新配對

可以通話，但亮紅指
示燈

電池電量不足出現紅燈
提示

請立即對耳機進行充電

充電無指示燈

Micro USB充電線無電壓 檢查 Micro USB充電線是
否插好或DC電源開關是否
輸出或DC電源沒輸出
打開

耳機自動關機

電池電量不足

聽音樂、通話震音

歌曲自身問題或音量過大 調小音量

磁吸功能錯亂

由於操作過於頻繁造成
耳機開關機失效

1.吸住磁吸等待10秒左右
再進行操作；
2.對耳機充電重啟

無磁吸功能

兩喇叭頭磁鐵是否有藏
污與汗漬

清潔兩喇叭頭磁鐵髒污
與汗漬

通話有雜音、回音

環境干擾造成或耳機與 換一個場所或將耳機與設
設備距離過遠或音量過大 備的距離拉近或調小音量

對方聲音小

耳機配戴不正確

對耳機進行充電2-3小時

調整耳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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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開連線時，喇叭可聽到“Your Phone is
Disconnected”/ “已斷開”。

SBS-086

附加說明
自動重新連接
此功能是當耳機和手機已配對過，不再需要連接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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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1：耳機處於關機狀態，打開磁吸，耳機在120秒內
會按照配對列表與手機逐個連接；超過120秒未
與手機連接，耳機將進入待機未連接狀態; 超過
200秒（包括配對狀態120秒）未與手機連接，
耳機將自動關機。

本產品複合特定的藍牙版本，不保證兼容所有藍牙設備
的功能。兼容性與功能性請查詢藍牙設備使用說明。
音樂狀態下，針對播放、暫停的可操作性，對藍牙設備的
第三方播放器可能存在兼容性是屬於正常現象。
開機後200秒內沒有與任何兼容藍牙設備連接, 耳機將自
動關機。
操作成功時,耳機會發出相關提示音，但此提示音可能很
小或聽不到均屬於正常。
根據相關配對設備的使用說明。以上操作可能略有不同。
本產品如偶爾出現磁吸功能操作不成功請檢查喇叭體磁
鐵是否有髒污與汗漬等或操作是否按說明書上，的時間
間隔操作，解決方案請將喇叭體磁鐵清潔後按說明書要
求操作。

嘻哈部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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