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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感謝您購買JAYBIRD X3。 我們
在您運動娛樂期間，為您帶來美
妙音樂。
有關詳細的視頻錄影說明，請訪問 jaybirdsport.com/support/

在安裝或使用本產品之前，請參閱安全警告來瞭解重要的產品安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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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充電線+充電接
插頭

矽膠耳塞 
（小號、大號）

線夾

襯衫夾

攜帶袋

矽膠耳塞頭
（小、大號）

Comply™隔離式耳塞頭
（小、中、大號）

矽膠耳撐
（中號）

矽膠耳撐
（中號）

麥克風

LED指示燈

包裝盒內物品

音量+

音量 -

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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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電池狀態

A 拿起隨附的充電夾和
USB電纜，並將其插入
USB電源。

 B 充電時LED指示燈會顯示紅色。
當充滿電時， LED會從紅色變
為綠色。

我們建議您使用5V USB電源給耳塞機充電。超過5.5伏電壓的牆壁電源適配器/汽車電源適配器/充電器會損壞
Jaybird耳塞機，因此應避免使用。

2.5小 時充電可提供
8小 時的播放時間。

20分 鐘充電可提供
1小 時的播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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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電池狀態

當不播放音樂時，按音量+或音量 - 
將播報電池電量信息*。

剩餘電量高於10％時，LED閃爍綠
色；剩餘電量低於10％時，LED閃
爍紅色。

您的手機和MySound手機應用程
式也會指示電池狀態。

*待機模式：處於通電狀態，但未播放音樂，也未用於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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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機/音樂設備上，打開
藍牙並確保它正在主動搜
索藍牙設備。

A

B 在X3處於關閉狀態下，
按住電源按鈕，直到看到
LED紅綠色交替閃爍。這
時您會聽到SEARCHING 
FOR YOUR MUSIC 
DEVICE（正在搜索您的
音樂設備）的語音提示。

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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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發現設備清單中選
擇“Jaybird X3”。C

X3語音提示會說：
“headphones connected
（耳機已連接）”。
現在一切準備就緒，您可以開始
收聽美妙音樂了。

D

如果配對不成功，請按電源按鈕來關閉耳塞
機，直到聽到“POWER OFF（已關機）”
的語音提示，然後重複上述配對步驟。

注意：當您第一次開啟X3耳塞機或復位後，
耳塞機將處於配對模式。

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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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完美貼合
1. 設置耳撐**

請把X3放在自己前面，
確保帶有遙控器的耳機
線放在左邊。將耳撐交
換到相對的一側，使帶
有’L’ (左) 字樣的耳撐
位於帶有遙控器的耳機
線一側。

A
旋轉耳撐，使其
指向耳機線，如
圖所示。

B
把X3耳塞機塞入
耳朵，確保帶遙
控器的耳機線在
您的左邊。

C

耳
塞

機線朝上方式
 L’

   

運動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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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完美貼合
2. 找到大小合適的耳塞頭和耳撐 左

右

用隨附的中號耳塞頭和耳撐開始嘗試。耳機線朝上時，
需將耳塞機牢固塞入耳孔。A

如果感到耳塞機不舒服，或感覺其鬆動，請嘗試
其它尺寸的耳塞頭和/或耳撐。您也可以嘗試使用
Comply™泡沫塞頭或乾脆拿掉耳撐。要實現完美
貼合，可能需要您花點時間耐心嘗試。

B

實現完美貼合後，請轉到
第3步。C

耳
塞

機線朝上方式
 L’

   

運動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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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線夾

將X3放在身前，然後如圖所示安裝線夾。A

通過向外拉動上面和下面的耳機線，找到合適的
線長使耳機線緊密貼合在後腦勺周圍。請避免耳
機線過度鬆弛。

B

將最後一圈插入線夾，並用力拉動。C

實現完美貼合

耳
塞

機線朝上方式
 L’

   

運動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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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完美配合
1. 找到合適尺寸的耳塞頭和耳撐

左

右

請安裝隨附的中號耳塞頭和耳撐，然後採用耳機線朝下的方式配
戴，把耳塞機牢固塞入耳孔。
帶遙控器的耳機線應該在您的右側。

A

如果感覺耳塞機不舒服，或感覺其鬆動，請嘗試使用其它尺寸的耳
塞頭和/或耳撐。您也可以嘗試使用Comply™泡沫耳塞頭或乾脆拿
掉耳撐。要實現完美貼合，可能需要您花點時間耐心嘗試。

B

實現完美貼合後，即可開始收聽音樂。C

耳機線朝下 

休閒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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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完美貼合
2. 襯衫夾

您可以使用附帶的襯衫夾，將X3耳塞
機固定在襯衫背面。

夾子的長邊應位於襯衫的外側。

耳機線朝下 

休閒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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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說明
按鈕功能

電源開關

要打開或關閉X3，請按住
電源按鈕約4秒鐘。您會聽
到POWER ON（開機）或
POWER OFF（關機）的語
音提示。

按下4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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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音樂

音量 +

播放/暫停

音量 -

快進

語音命令

後退

要播放或暫停歌曲或視頻，請短按電源按鈕。
要跳過一首歌曲：請按1秒鐘Vol. +（音量 +）按鈕。
要後退，請按1秒鐘Vol. -（音量 - ）按鈕。
要調整音量，請短按Vol +或Vol - 按鈕
要啟動語音命令（Siri或Google Now），請按1秒鐘電源按鈕。

短按 按下1秒鐘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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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使用說明
電話通話

接聽來電 拒接來電 重撥

靜音/取消靜音

切換來電

要接聽來電，請短按電源按鈕。

要拒接來電，請按1秒鐘電源按鈕。

要對來電進行靜音或取消靜音，請按1秒鐘Vol -按鈕。

要重撥電話號碼，請按兩下電源按鈕。*

要切換來電，即把來電從手機揚聲器切換到X3耳塞機，請短按Vol +按鈕。

*待機模式：耳塞機處於通電狀態，但未播放音樂，也未用來打電話。

短按 按兩下按下1 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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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使用說明
多點 - 連接到多個設備

多點連接功能允許耳塞機同時連接到兩台設備。譬如，您可以把耳塞機同時連接到筆記型電腦和手
機。這樣在收聽筆記型電腦上播放音樂的同時，您還可以接聽手機上的來電。

確保X3耳塞機已經配對並連接到兩個設備。請按照第5-6頁的配對說明進行配對。

確保只有要連接的兩個設備已開機並靠近耳塞機。

您的X3最多能記住八個已
配對的Bluetooth®藍牙設
備，並且同時可以連接兩
個設備。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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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使用說明
分享功能   

ShareMe（分享功能）允許您與另一對X3耳塞機共用您正在收聽的音樂。

接通兩對X3耳塞機上的電源。A 僅將一對耳塞機連接到音樂設備。
確保第二對耳塞機未連接到任何Bluetooth
藍牙設備。

B

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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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使用說明
分享功能  

ShareMe（分享功能）允許您與另一對X3耳塞機共用您正在收聽的音樂。

在已連接的耳塞機上按住VOL +，同時按住第二個
耳塞機上的’VOL - ‘，直到兩個耳塞機上的LED
都紅/綠交替閃亮。

C 隨後，兩個LED指示燈將停止閃亮，這說明兩個耳塞
機都已連接到設備上。這時您將聽到Headphones 
Connected（耳機已連接）的語音提示。這時，您就可
以與他人一起共用音樂了。

D

保持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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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使用說明
智能手錶

蘋果手錶OS作業系統 谷歌Android Wear作業系統三星Tizen作業系統

用合適的智慧手錶與X3耳塞機配合，也可以收聽音樂。這時您不再需要隨身攜帶手機，您只需將手機音樂同
步到智慧手錶中，然後將X3與該智能手錶配對即可。請閱讀您的智慧手錶用戶手冊，瞭解如何把其與藍牙設
備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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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若耳塞機無回應，則用帶接插頭的USB電纜把耳塞機連通電源。該操作將關閉耳塞機，並執行軟復位。

若該操作無法解決問題，我們建議您將耳塞機重置為原始出廠設置，方法是：

注意：一旦您的耳塞機被重置，您必須在耳塞機和您的設備之間進行重新配對。配對方法是從您設備的藍牙功能
表中選擇FORGET（忘記）或REMOVE（刪除）Jaybird X3。按照第5-6頁中的配對說明來重新配對。

首先把耳塞機置於配對模
式。為此，請關閉耳塞機，
然後按住電源按鈕超過4
秒，直到看到LED燈紅/綠
色交替閃爍。

1 當LED燈紅色/綠色交
替閃爍時，請按兩下
電源按鈕。

2 LED將變為橙色，
您的耳塞機將關
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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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Bluetooth藍牙版本 4.1, 多點
轉碼器 AAC、SBC、改性SBC
設定檔 免提、耳機、A2DP、AVCRP、SPP
有效範圍 10米（30英尺）
播放時間 8小時*
待機時間 110小時*
直流電源 Bluetooth藍牙耳機用電源：5伏 0.5安
充電時間 2.5小時
快速充電 20 分鐘 = 1小時播放時間
尺寸 耳塞尺寸27×24毫米，耳機線長度490毫米
重量 約13克

* 播放時間和待機時間可能因使用條件而異。通過MySound應用程式在聲音設定檔中添加額外的低音將縮短播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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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警告和安全
有關全面保修服務、保養及維護細節，請訪問：
jaybirdsport.com/warranty +1.866.244.3399

警告 : 鑒於這些耳機會影響您聽到周圍的聲音，請勿在開車、騎自行車或有行駛車輛存在的場合使用本耳塞機。在某些活動中，若聽
不到周圍聲音，則可能出現危險，因此請勿在這種活動中使用本耳塞機。使用本耳塞機時，若音量過大，則可能會造成永久性聽力損
害。無論何時使用本耳塞機，均要在使用之前把音量調低。在把物體插入耳道時，請小心行事，並自行承擔風險。當本耳機設備連接
到110伏或220伏市電期間，請勿佩戴該耳機。

Jaybird, LLC版權所有2016年。版權所有。Jaybird 和Jaybird徽標是Jaybird的商標。
Bluetooth是Bluetooth SIG, Inc. USA公司擁有的商標。該商標授權給Jaybird, LLC有限責任公司使用。iPhone, iPad 和iPod是
Apple Inc.公司在美國和其它國家註冊的商標。App Store是Apple Inc.公司的服務商標。所有其它商標均為其各自所有者的財
產。Android是Google Inc.公司在美國和其它國家的商標。根據Freebit EP2177045、US8630436、US8976995和相應的國際專利
授權進行生產，在馬來西亞組裝。

耳塞頭清潔
要安全衛生地使用Jaybird耳塞機，就要對其耳塞頭進行清潔。

重要提示：要清潔耳塞頭，請事先把其從耳塞機上取下。否則若因清潔耳塞頭而把Jaybird耳塞機中精細電路弄濕，則耳塞機可能會
永久損壞。

1.  用一隻手牢固抓住耳塞機，用另一隻手抓住耳塞頭。小心地從耳塞機上取下耳塞頭。
2. 用溫水和沾有溫和型肥皂沫的濕布來擦拭耳塞頭，以清除上面的污垢和耳垢。不要使用刺激性清潔劑。
3. 在把耳塞頭裝回到耳塞機上之前，請沖洗並使耳塞頭完全乾燥。
4. 小心推動耳塞頭，使其卡入耳塞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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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音量過大和收聽時間過長，否則可能會永久性
地損壞您的聽力。

請勿在交通道路中使用。

jaybirdsport.com 網站上有本產品視頻介紹

收聽者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