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說明書

2 充電艙功能鍵

1 功能操作
功能

雙耳使用

開機

長按3秒

長按3秒

關機

長按5秒

長按5秒

語音助理

長按2秒後
放開

長按2秒後
放開

單擊

單擊

6 D H i - F i 高音質

雙邊六孔配置
全音域
出音孔

背向音
氣流平衡孔

耳甲腔
低音輻射孔

耳甲腔
低音輻射孔
背向音
氣流平衡孔

全音域
出音孔

* U形人體工學耳塞

大/中/小三種尺寸可替換

音量加大

快速雙擊(右)

透過手機調整

音量減小

快速雙擊(左)

透過手機調整

下一首曲

快速三擊(右)

快速
三擊

上一首曲

快速三擊(左)

透過手機調整

8 指壓感應式觸控
●獨特的耳機柄「指壓力度感應器」
突破傳統以往的「敲擊」式操作易導致「誤觸」的問
題，我們採用了獨特的耳機柄「指壓力度感應器」。

●操作建議
以拇指托住耳機柄後方，以食指指腹的壓力來觸控感
應器，輕鬆控制音樂播放/來電通話。

●首次使用：
按一下功能鍵按鈕喚醒Airduos Lite開機，或取出耳機觸控區長按
3秒開機。
●充電艙充電使用：
連接Lightning充電線時充電艙橘燈閃爍表示充電中，當橘燈恒亮
表示充電完成。
●充電艙對耳機充電使用：
按一下功能鍵顯示綠燈，此時可喚醒Airduos Lite開機並偵測耳機
電量，當綠燈恒亮表示充電中。
●涓滴充電狀態：
當耳機充飽後燈滅，再點擊多功能鍵會進行涓滴充電。
●開艙狀態:
當充電艙蓋開啟，白色指示燈恒亮，表示耳機已配對成功。

3 藍牙耳機語音提示
●開機：當耳機開機成功時即提示。
●關機：當耳機關機成功時即提示。
●最大音量：當耳機音量調至最大時即提示。
●藍牙已連接：當藍牙連接成功時即提示。
●藍牙已斷開：當藍牙連接斷開時即提示。

步驟一、先將藍牙耳機充飽：將
耳機放在充電艙內，使用附贈的
Lightning 線(*註1)插上USB充電
器(選購)進行充電。

5 單耳使用通話永不間斷
使用單耳通話的重度使用者，就算正在通話中耳機通知電
量不足時，只要先取出另一耳機後再將需充電的耳機置入
充電艙，即可在不中斷通話的情況下，無縫接替左、右耳
使用。

步驟二、充飽電開始使用耳機：
A.開機：按一下充電艙功能鍵按鈕
喚醒Airduos Lite開機，或取出耳
機於觸控區長按3秒開機。

6 音樂分享 適配iOS系統

語音提示

●喚醒螢幕並於主畫面中選中播放中的歌曲，右上角“藍
牙傳輸”符號 。
●點擊“音樂分享”即可與其他音樂播放裝置共同分享同
一首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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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手機或平板進入藍牙模式搜尋出現耳
機名稱「iSee Airduos Lite」。

右耳使用
讓左耳充電

18:18

●首次使用後可略過開機程序，僅需將耳機取
出即可自動開機進入配對狀態。

Airduos

本機是以在規定設計限制內操作為前提，誤用或操作不當可能會
導致意外發生。為防本機受損，請務必在安裝、使用和維護時遵
守以下規定。操作本機前，請先詳閱下列安全資訊說明。請將本
說明書保管於安全處以供未來參考。
01.請詳讀及保管說明書，並注意警告事項。
02.充電前請先檢查充電設備的型號是否適用耳機。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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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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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請勿將耳機放於過熱或過冷的地方(-0℃至45℃為佳)，即使電量充足,都
可能會影響耳機工作。
06.請勿將耳機擲入水或火中以及灰塵較多的環境下。
07.長期不使耳機用會自動耗電，請存放於原包裝或者乾燥通風的地方，且每
個兩個月給其充電一次。
08.使用乾淨乾燥且柔軟的清潔布擦拭。
09.請勿讓孩童玩耍耳機，以免操作不當導致意外或耳機損壞。
10.耳機鋰電池為消耗品，長時間使用後電池壽命會縮短，此為正常現象。
11.提醒您，耳機不適合長時間配戴，請務必於1~2小時後取下耳機讓耳朵充
分休息，避免因長時間配戴造成聽力受損。

IBS-2767

Bluetooth
SportS Headphone

Airduos Lite

播放曲目

●解鎖螢幕並於主畫面中選中「設定」-「藍牙」
-「Airduos Lite」。
●點擊「Airduos Lite」進入多功能菜單，即可進行設備
改名。

●將Airduos Lite與支援iOS系統的設備配對成功。
(iphone/ipad等)

此時Airduos Lite的定位可即時顯示，並標註與您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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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附贈之充電線僅限Airduos Lite使用，
請勿用於其他大電流產品以免損壞。

左耳充飽電取出使用後
再換右耳充電

NCC警示語

iPhone
IBH-2608

01.指壓感應觸控：以拇指托住耳機柄後方，以食指指腹壓力觸控感應
器；停留2秒或5秒來執行藍牙耳機的多功能指令控制。

低功率射頻器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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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使用過程中，可隨時切換成單耳或雙耳，通話、音樂不會中斷。

02.雙耳降噪通話：智慧型演算法來讓對方聆聽更清楚的通話，去除多
餘的環境噪音。

Music Bluetooth Headset

產品名稱：Airduos Lite真無線藍牙耳機
藍牙版本：藍牙5.0
喇叭：Ø10(複合膜單體)

04.使用過程中，可隨時調整耳機音量大小。

播放時間≤3.7 hrs(pink noise@80dB)

05.超越石墨烯的多層複合膜單體+EQ專業調音，能維持清晰音質並同
時強化低音表現。

待機時間>60 hrs

06.耳機雙邊六孔配置：全音域出音孔、耳甲腔低音輻射孔、背向音氣
流平衡孔等，達到6D Hi-Fi高音質聆聽效果。
07.磁吸充電功能：本體輕輕放入充電艙即可牢牢吸附，定位不掉落。

充電時間<1.5 hr
通話時間≤2.5 hrs

08.智慧型充電：回艙可自動判斷剩餘電量進行充電。

耳機電池容量：30mAh

注意事項

09.充電艙多功能鍵：耳機充飽電後，可再觸擊功能鍵執行涓滴充電以
及直接喚醒休眠中的藍牙耳機。

充電艙電池容量：220mAh

1.若使用期間有出現短暫的左右耳對頻狀況，是左右耳正在重整頻段
所致，請留意附近是否有WIFI信號干擾或其他高頻發射設備。
2.取出耳機後若等待5分鐘沒連線時，耳機會自動關機進行休眠。
3.若耳機由待機進入關機狀態亦可以輕觸觸控區3秒進行開機連接。
4.若取出使用時發現手機顯示耳機的電量不足60%時，表示充電艙電
力不足回充，請為充電艙充電。
5.iOS耳機音量與系統連動，第一次使用可以先將音量調至最小來同
步音量。
6.Android系統為分開調整，提供更多段數的調整方式，建議先將手
機音量調整至最大再由耳機來控制大小，能獲得最佳的聆聽音質。

10.磁扣型充電艙：優於結構型扣位(反覆開合增加耗損)，磁扣型提供
了最佳的耐用性與開蓋手感。

通訊距離>10M(無障礙)

11.內附Lightning充電線：充電艙為Lightning接口，正反插拔不受限。

產品內容物：左右耳耳機、充電艙、Lightning充電線、說明書

14.iOS系統支援定位服務：打開「尋找我的裝置」即可進行定位。
15.支援改名服務。

本公司向消費購買用戶保證在此保固卡期限內，所列明之產品性能
良好及配件完整，並提供之免費保修服務，其保修條款如下:
1.消費者由購買日起一年內，產品出現品質瑕疵故障，經本公司技術人員證實
該項商品故障屬正常使用下發生，例如：因結構問題無法維修、保固期內非
人為因素損壞，將提供免費保修服務，所更換之零件歸屬本公司所有。
2.下列情況本公司恕無法提供保修服務：
(1)無法提供購買憑證、保固卡或產品保固卡所記載之內容物與產品不符;
(2)保固卡內容經塗改，或模糊不清而無法辨識;
(3)產品購買日期超過一年保固期;
(4)未依原廠提供安裝指示操作自行拆修故障;
(5)配件線材、電池等於機體以外自然磨損或損耗者。
3.購買產品時，敬請認明本公司正規產品。
4.保固卡提供之免費服務並不包括產品附件及其他裝飾物。
5.保固服務不包含運輸費和不提供到府服務。
6.敬告購買本公司商品愛用者：
(1)為確保您的權益，敬請購買正規的公司貨;
(2)透過網拍平台自行購入的產品一概不予以保固及提供免費維修服務。
7.請務必填妥下列產品保固客戶資料表加蓋經銷店章，您將得到完善的保固及
售後服務：

產品保固客戶資料表
產品型號:Airduos Lite TWS Earbuds

經銷商店章
(未加蓋店章者無效)

購買日期:

12.小體積大續航力：持續使用可達11小時，耳機3.5~3.7小時、充電
艙提供3次回充(實測數據源於嘻哈實驗室：使用粉紅噪@80dB音
量量測)。
13.IPX4防潑水、汗水功能：雨天或者運動流汗可放心使用，充電時請
將尾端接點擦乾即可。

服務保證

產品規格

產品特色

「取得審驗證明之低功率射頻器材，非經核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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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合法通信，指依電信管理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低
功率射頻器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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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定位服務 適配iOS系統

●解鎖螢幕並於主畫面中選中「尋找」-「裝置」
-「Airduos Lite」。

●不用時放回充電艙即可，系統會自動判斷是
否需要充電。

iPad

重要安全資訊說明

●將Airduos Lite與支援藍牙傳輸的設備配對成功。

B.對頻：取出耳機(單耳或雙耳)放置
在耳機1公尺內進行配對。

●開蓋連線，合蓋斷開。

非常感謝您選用Airduos Lite TWS Earbuds藍牙耳機，
本產品必須與支援藍牙無線通訊技術之藍牙裝置(如手
機)配合使用，請在使用前，參閱本說明書後正確操作，
並注意其中之重要的安全事項與維護信息，發揮本產品
更好的優越性能。

6 改名

●將Airduos Lite與支援iOS操作系統的載體配對成功。
(iphone/ipad等)

●對頻後自充電艙隨時取出耳機(單耳或雙耳)
即可自動連線使用，無須重新對頻。

R

使用前請詳閱產品使用說明書

亮燈處
功能鍵

單耳使用

觸控操作位置

接聽電話
暫停/撥放音樂

4 首次使用A irduos L ite

L

Airduos Lite TWS Earbuds

姓名/電話:

嘻哈部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 : CCAH20LPB280T0
L : CCAH20LPB290T0
*包裝文案及說明書內容, 若有誤植或變動, 請依實際商品為準。

地址: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二段309號4樓
電話: 02-2608-6587 傳真: 02-2608-2080
郵件: service@seehot.com.tw
產地: 中國 / 製造號碼/年份: 26819110

Airduos Lite操作影片 SEEHOT Face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