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ite 蓝牙耳机概述

配对您的移动电话和平板电脑

通话控制

1.
2.
3.
4.
5.

戴上耳机，长按耳机电源键
3 秒，语音提示“power on”；
关机状态下长按电源
5 秒，语音提示“pairing”后开始配对；
开启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的蓝牙功能并搜索耳机设备；
选择 ADDASOUND ELITE；
配对成功后您将听到语音提示“ Connected”。

接听来电
短按电源键

说明 : 如果您关闭或退出手机或平板电脑的蓝牙功能， 耳机处于
待机模式，语音提示“Disconnected”。

拒绝来电
长按电源键

ELITE 蓝牙耳机
使用手册

1.
2.

， 接听来电。

结束通话
通话状态中， 短按电源键

， 结束通话。

访问 Addasound.com，下载 BlueSound （手机客户端） 并安装；
在耳机与手机的连接状态下， 开启并使用 BlueSound 软件。
* 语音输入功能需匹配手机端语音识别软件， 中国地区用户可在
手机端使用科大讯飞、 百度语音助手等第三方语音识别软件。

3 秒， 拒绝接听当前来电。

重复拨号
连续两次快速短按电源键
动拨打最后呼出号码。
ELITE

电脑端语音输入方式

手机端语音输入方式

2.
3.
4.

访问 Addasound.com， 下载 BlueSound 语音输入终端程序
（PC 端） 并安装；
将蓝牙适配器插入电脑 USB 端口， 并运行 BlueSound 软件；
带上耳机， 进入配对模式， 通过 Bluesound 软件搜索并配对连
接；
打开电脑的 “控制面板”， 将 ADDASOUND ELITE 设定为默认
的音频设备。

警告！

使用 USB 连接线充电

3.
4.
使用本产品时遵守以下安全准则可降低听力受损的风险：

HELLO

1.

HELLO

2.
3.
4.

ELITE

电源键/开关键 长按5秒后进入配对模式

配 USB 充电示意图

连接耳机时， 将音量控制调节到最小， 然后慢慢将音量调节
到舒适的程度。
尽可能保持音量最小。
如果需要增大音量， 请慢慢调节音量控制。
如果耳内感觉不适或者出现了耳鸣， 请立即停止使用耳机。

5.
6.
7.
8.

如果您佩戴有心脏起搏器或其他电子医疗设备， 那么您应该在
使用本产品前征求医生的意见。
本包装中包含可能危及儿童的细小部件。因此应置于儿童无法
触及的地方。吞食塑料袋或袋中所装的细小零部件可能造成窒
息。
切勿试图自己动手拆开本产品或将任何物体插入本产品中， 否
则可能造成短路， 进而导致火灾或触电。
用户不得更换或修理任何组件。只有授权经销商或维修服务中
心才可打开产品。如果出于某种原因 ( 包括正常磨损和损坏开裂 )
需要更换本产品的任何部件， 请与您的经销商联系。
产品应避免雨淋、 潮湿或接触其他液体。
如果出现产品过热、 产品跌落或受损， 或者产品掉入液体中
情况， 请停止使用。
切勿将本产品挂于或存放在任何气囊展开区域， 因为当气囊展
开时可能会造成严重伤害。
请根据当地的标准和法规来处置本产品。

说明：长期使用较高的音量会使您的耳朵习惯这种音量， 从而
在您感觉不到任何明显不适的情况下对您的听力造成永久性的
伤害。

2.
3.
4.

如果您的耳机已与您的一部手机或平板电脑配对， 直接开启另一
部移动设备的蓝牙功能并搜索耳机设备；
长按电源键
2 秒关机 ， 再次长按电源键
5 秒， 语音提示
“pairing”
在新设备上选择 ADDASOUND ELITE，语音提示“Connected”；
您的耳机与两部设备同时连接后， 您可以选择使用任何一部移动
设备来接听电话或收听音乐。

蓝牙耳机支持播放具备蓝牙音频传输协议 （A2DP） 的移动终端上的
音频文件。

2.
3.

4.

在驾乘汽车时使用耳机可能受到当地法律制裁。请咨询地方当
局， 在需全身心投入的情况下使用耳机时， 应格外小心。

本产品由可充电电池供电。新电池必须在进行两到三次充电放
电的过程后， 才能完全发挥其全部效力。电池完全充满后请与
充电器断开， 因为充电过度会缩短电池寿命。
不用的时候， 充满电的电池中的电量会慢慢丢失。
产品不应放置在太热或者太冷的地方， 如炎炎夏日或严寒冬季
放在密封车内， 因为这样会使电池容量减少， 也会缩短电池
的寿命。
请尽量使电池温度始终保持在 0℃到 45℃之间。如果电池过热
或过冷，那么即使是充满电的状态下，产品可能暂时无法运作。

1.

2.

除产品提供的数据线以外，请勿尝试用其他设备为本产品充电。
使用任何其他型号都有可能损坏或损毁本产品， 而且也存在危
险。同时也会因此而造成审核或保修失效。要获得经审核的增
强配件的适用性讯息， 请咨询您的经销商。
根据本产品随附的说明为产品充电。

如何为您的蓝牙耳机充电：

电池警告！

2.
3.
切记：务必保证安全驾驶， 避免分心并遵守当地法律！

1.

1.

1.

音频控制

充电器养护：

内置式电池养护：

安全信息！
1.
2.

音量调节键

配对两部移动设备

长期接触大音量的声音可能会导致永久性失聪。请尽可能调低
音量并避免长时间在过高的声压级下使用耳机。在使用本耳机
之前， 请阅读下面的安全准则。

* 语音输入功能需要匹配端语音识别软件， 中国地区用户可在电
脑端使用科大讯飞等第三方语音识别软件。
* 可作为网络电话的语音通讯设备， 例如 Skype 以及 Lync 等。

， 语音提示 “Last Number Redial” 可自

音量调节
通话状态中， 短按
键 对音量进行调节， 音量共分低中高三档，
音量从低—中—高—低进行循环。

1.

充电

4.

“小心”—本产品所用电池如使用不当， 可能导致火灾或化学品
灼伤。电池在受损情况下可能爆炸。
只能使用专为此产品提供的充电器对电池进行充电。
请根据当地的法规来处置电池。可能的话， 请循环使用。不要
将电池作为家庭垃圾处理或扔入火中， 以免发生爆炸。
除非使用手册或快速入门指南中另有说明， 否则， 用户不得
自行取出或更换产品的电池。进行此类操作存在风险， 可能会
损坏产品。

有关电池的信息， 请访问 www.addasound.com/batteries

1.
2.
3.

请使用 Elite 蓝牙耳机配件中的数据线为您的 Elite 充电。
充电时请使用 ADDASOUND 为该产品配备的数据线， 使用其
他的数据线或者充电器可能会损坏本产品， 并使质保失效。
充电时间：1.5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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