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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感谢购买 PSB Speakers 出品的 M4U TW1 耳机。本款高保真耳机能够营造逼真的音乐动感和精准纯正的
音质，让您更加投入地沉浸在自己心爱的音乐中。

凭借在音响领域从业 45 年以上的卓越成就和不懈研究，M4U 耳机为音乐发烧友和专业人士营造了无
与伦比的音质与全天候舒适感。PSB 凭借其高保真音质和时尚的人体工学设计让您能够随时随地欣赏
属于自己的个人音乐会。

规格信息

工作温度范围： 5°C – 40°C 
工作频率范围： 蓝牙 2.4G 
输入额定值：  5VDC, 500mA 
电池额定值：  3.7V, 90mAh 
电池充电时间： 2 小时 
重量：   10g

生产日期：产品序列号第二部分的第一个数字表示生产的年份；“7” 是指 2017 年。

责任方：Lenbrook Industries Limited. 633 Granite Court, Pickering, Ontario, Canada，邮编：L1W 3K1.电话：(905) 
831-6333，传真：(905) 831-6936

Bluetooth® 文字商标和标志是 Bluetooth SIG, Inc 拥有的注册商标，NAD Electronics 对此类商标的任何使用都
已得到许可。
 
为了避免可能的听力伤害，请不要长时间开高音量戴耳机。 

OSHA 指导方针关于噪音暴露的限值

《职业安全健康管理》(OSHA) 已经针对最大日常暴露和音压级【以分贝 (dB)为单位】发布耳机使用建
议。分贝是随着音量成倍增加的

安全信息

请阅读本手册以确保尽可能了解您的 PSB 产品和音乐。

本设备符合《联邦通讯委员会规则》(FCC Rules) 第 15 节之规定。其操作受以下两种情况的制约：(1) 本
设备不得产生有害干扰，以及 (2) 本设备必须接受任何收到的干扰，包括可能造成意外操作的干扰。

90dB 8 小时

95dB 4  小时

100dB 2  小时

105dB 1  小时

110dB 30 分钟

115dB 15 分钟

120dB 避免，因为可能会造成伤害



 警告 

• 您在使用头戴式耳机时，可能会忽略警告或声明内容。请在戴头戴式耳机时注意环境音效并确认是
否需要戴耳机。

• 为了避免可能的听力伤害，请不要长时间开高音量戴耳机。
• 这些耳机只能连接 USB2.0 或更高版本的 USB 接口。
• 如果更换了型号不正确的电池或未按说明处置用过的电池，则可能会有爆炸风险。
• 请务必阅读您想连接头戴式耳机的设备的用户手册。
• 在公共场所使用头戴式耳机时，要检查音量设置，确保不会打扰周围的人。
• 不保证本头戴式耳机可以用于所有蓝牙设备/手机。
• 本头戴式耳机不支持与所有蓝牙设备/手机连接。
• 蓝牙无线技术最多可以穿过 10m 的障碍物（人、金属物体、墙壁等）进行通讯，而无线电波环境

会影响实际范围。
• 您要连接的蓝牙设备必须支持与这些头戴式耳机相同的配置才能使用蓝牙功能。要了解蓝牙设备兼

容的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蓝牙设备用户手册。
• 由于蓝牙无线技术的诸多特性，本头戴式耳机上的音频播放要比传输设备上的播放稍微延迟一些。
• 开车时不要使用头戴式耳机。 
• 如果您感觉温度升高或听不到声音了，请立即取下头戴式耳机。
• 不要使用手机适配器来连接本头戴式耳机与飞机座椅插座，因为这可能会导致过热并造成受伤或财

产损失。
• 头戴式耳机及其配件包含可能会导致窒息危险的小部件。不适合 3 岁以下儿童使用。
• 本产品包含磁性材料。请咨询医生这是否会影响您体内植入的医疗设备。
• 仅将本产品与代理批准的符合当地法规要求的电源一起使用（如，UL，CSA，VDE，CCC）。
• 不要将包含电池的产品裸露在过热的地方（如，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明火旁等类似位置）。
• 长期暴露于吵闹的音乐声中可能会造成永久性听力损伤。为了避免长时间使用耳机造成人身伤害，

应将音量保持在图 1 描述的等级。
• 水或其他外来物质渗入设备到内可能会造成起火或震动。
• 不要尝试调整本产品，因为这可能会导致人身伤害和/或产品故障。
• 将电池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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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

耳机摆放位置
两侧耳机分别标有“L”和“R”，以区分左侧耳机和右侧耳机。请务必正确佩戴，以便享受最逼真
的音响效果，最大程度地获得个人音乐体验和契合感。

电源与配对...
1. 按住 M4U TW1-L 的电源按钮 5 秒钟后松开。准备配对

时，LED 指示灯将快速红蓝交替闪烁。

2. 在设备上打开蓝牙设置并打开蓝牙。

3. 从蓝牙设置中选择 PSB M4U TW1-L。配对成功后，耳
机上的 LED 指示灯将持续发出蓝光。 

4. 按住电源按钮 3 秒钟，打开 M4U TW1-R 耳机的电
源。此时左侧耳机和右侧耳机将自动同步。 

注意：下次打开耳机电源时，如果位于连接范围内，它们会重新配对并自
动重新连接至最近连接过的设备。请务必先打开 M4U TW1-L（按住 3 秒
钟）。然后再打开 M4U TW1-R（按住 3 秒钟）。

重新建立无线连接

1. 忘记/断开此前连接到耳机的全部蓝牙设备（即手机/平板电脑）。
2. 按住两侧耳机的电源按钮 5 秒钟，以打开电源并进入配对模式。进入配对模式时，LED 指示灯将

快速红蓝交替闪烁。松开电源按钮。切勿将任何一侧耳机连接到设备。
3. 在左侧耳机上，按住电源按钮进入搜索模式（按住 3 秒钟）。当 LED 指示灯开始缓缓红蓝交替闪

烁时，松开电源按钮并等待 5 秒钟。两侧耳机将互相建立连接，然后 TW1-L 将回到配对模式。
4. 接下来按电源按钮（约 5 秒钟）关闭左侧耳机。您应当可以观察到两侧耳机的 LED 指示灯闪烁红

光然后关闭。
5. 重新打开左侧耳机（按住电源按钮 5 秒钟）。此时，进入设备的蓝牙设置，并从列表中选择 PSB 

M4U TW1-L。连接成功后，即可打开 M4U TW1-R（按住电源按钮 3 秒钟）。该侧耳机将自动与设
备和右侧耳机配对。打开音乐，尽情享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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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接听电话，轻按触摸按钮。再次轻按即可结束通话。

要拒接来电，按住触摸按钮直至听到语音提示。

连接到设备后，连按两次触摸按钮。

要暂停播放，连按两次触摸按钮。

要跳到上一首歌曲，按住左侧耳机的触摸按钮直至上一首歌曲开始播放。

要跳到下一首歌曲，按住右侧耳机的触摸按钮直至下一首歌曲开始播放。

要激活设备上的语音助手，按住任一触摸按钮 5 秒钟。

触摸按钮

麦克风 触摸按钮 USB 连接 LED 指示灯 电源按钮

触摸控件… 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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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U TW1耳机的电池寿命
 
当仅剩 15 分钟电量时，M4U TW1 会发布提示警告音。在为耳机充电或电池耗尽前，此警告将每隔 5 
分钟重复一次。

音乐播放时间:    单侧耳机——长达 5.5 小时
双侧耳机——长达 4.5 小时

通话时间:    长达 5 小时

为耳机充电:

1. 将 USB 充电线缆插入两侧耳机的充电口。

2. 将线缆的 USB 端插入通电的 USB 端口。 
 红灯亮：正在充电 
 红灯灭：充电完毕

3. 完成充电大约需要 2 小时。

M4U 8 头戴式耳机的护理

为了安全、卫生地使用 M4U 头戴式耳机，定期进行维护和清洁非常重要。但是，过度清洁可能会导
致产品损坏并缩短使用寿命。不使用时，始终将头戴式耳机放在提供的保护套内并置于干净干燥的环
境中。避免将耳机放在过热或低温以及潮湿的环境中，并且避免将其裸露在液体中。

清洁…

对于常规清洁，使用稍微潮湿的抹布轻轻擦拭耳机软垫，然后用干抹布擦去残留的水分即可。

          警告

液体或清洗剂可能会对头戴式耳机内部的电子元件造成无法修复的损害。M4U 质保不包括此类损坏。

本产品的使用寿命结束时，不宜和常规家庭垃圾一同处置。而应该送到电子电气设备回收利用回收
点。 

这些材料可根据其标记再次回收利用。通过重复利用、原材料循环使用，或其他形式的旧产品回收利
用，您正在为环境保护做出重要贡献。包装上的以下符号表示回收指令。

            您当地的行政办公室可以建议您负责的垃圾处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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