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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用户
感谢您购买本产品。
请于使用前仔细阅读操作使用
说明书，并妥善保管。

（重要）关于防水性
··本耳机的防水规格相当于·IEC·60529·的·IPX5。

■■关于■IPX5（防止水喷射液体进入的保护等级）
耳机经受来自与耳机距离约·3·m·的各个方向室温自来水喷嘴射
出的约·12.5·L/min·的喷射水流约·3·分钟后，仍可保持其操作
功能。随附的·USB·充电线缆不防水。
并非在所有条件下均保证防水性。

■■在近水环境使用的注意事项
请遵循以下事项。使用不当可能导致故障。
··盖紧·USB·盖。
··切勿用湿手或耳机上存在水滴时打开或关闭·USB·盖。否则可
能导致水滴引起的端子生锈等故障。
··切勿连接和使用·USB·充电线缆。
··切勿使用肥皂水或清洁剂，或浸泡在水中。
··盖紧·USB·盖之前，请移除附着在·USB·盖橡胶密封垫上的所
有毛发、线头、沙粒以及灰尘等。
··在寒冷地区任由水滴残留在耳机上，可能导致·USB·盖卡住等
故障。
··当水积聚在耳机或麦克风中时，声音可能变小或失真。请使
用柔软的乾布擦拭耳机。
··当水进入耳机内部时，请停止使用耳机，并联系最近的经销
商或服务中心。由客户使用不当暴露于水引起的故障不属于
保修范围。随附的·USB·充电线缆不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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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11

准备工作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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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检查并确认随附的附件。

·�1·条·USB·充电线缆
·�1·个·携带盒
·�1·个·耳塞（大号，小号）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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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名称
出厂时，充电电池（安装在耳机内）未充电。使用耳机前，请先
充电。

1 使用■USB■充电线缆将耳机与电脑连接

··在建立连接后约·3·秒内，右耳机上的·
LED·灯呈红色点亮。
··充电期间，LED·灯呈红色点亮。充电
完成后，LED·灯熄灭。
··电池从空电量到充满大约需要·1.5·个
小时。（可工作·70·分钟的快速充电时
间：约·15·分钟）

右耳机

电脑
LED

USB■充电线缆（随附）

■■说明
··使用·USB·充电线缆将耳机与电脑连接时，Bluetooth®·功能无
法使用。
··请在·10·℃·至·35·℃·的室内温度下充电。在此温度范围以外
时，充电可能停止。
··充电时请勿开启电源。
··请勿使用除随附·USB·充电线缆以外的其他线缆。

注意：请仅使用随附的·USB·充电线缆与电脑连接。

充电

准备工作

1 按住■ ■约■3■秒钟

··会发出嘟嘟声，然后右耳机上的·LED·灯
闪烁。

电源

LED

关闭电源
··按住· ·约·3·秒钟。·
会发出嘟嘟声，然后电源关闭。

■■说明
··如果在大约·5·分钟内未操作耳机，电源将自动关闭。（请参见
“自动关闭电源”（→第·6·页））

开启/关闭电源

1 右耳机

2 USB■盖

3 耳塞

4 左耳机

5 线缆调整器

6 耳挂

7 线控器

8 LED■照明灯

9 LED■指示灯*
··通过闪烁次数或颜色指
示耳机状态。·
（*·下文简称“LED”）

10 充电端子（DC■IN）
··充电时，请打开·USB·
盖并将·USB·充电线缆
（随附）连接至本端子。
（请参见“充电”）

11 麦克风

12 音量■＋/下一首

13 电源/配对/播放/暂停/■
拨号■

14 音量■－/上一首

■■说明
··请勿使用除随附·USB·充电
线缆以外的其他线缆。
··使用耳机时，请勿用手掌
遮盖右外壳。这样可能会
阻止·Bluetooth®·连接。

线控器

右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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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无线连接，请在·Bluetooth®·兼容设备上注册耳机。

Bluetooth®■设备上的准备工作
··开启电源，启用·Bluetooth®·功能。
··将设备置于距耳机·1·米的范围内。
··根据需要按照操作说明检查设备操作。

首次开机

1 开启耳机

··耳机将开始搜索要连接的·
Bluetooth®·设备，右耳机
上的·LED·灯以蓝色和红色
交替闪烁。（仅在购买后首
次开机时执行此操作）

2 如果■Bluetooth®■设备检测到耳
机（“RP-BTS50”），则选择耳机

··显示设备名称之前会显
示·MAC·地址（例如，6C ：
5A ：B5 ：B3 ：1D ：0F）。
··提示输入密码时，请输入
“0000（四个零）”。
··如果出现·Bluetooth®·配置文件
选择屏幕，请选择“A2DP”配置
文件。如果不支持“A2DP”或只
需使用电话拨号，请选择“HSP”
或“HFP”配置文件。（有关配置
文件详情，请参见“听音乐”和

“拨打电话”（→第·5·页））

3 检查耳机与■Bluetooth®■设
备的连接

··起初，右耳机上的·LED·
呈蓝色点亮，然后不断亮
起又熄灭。建立连接后，
LED·闪烁模式将改变。

第二次之后的连接

<连接同一■Bluetooth®■设备>
耳机开启后，将搜索之前设置
的·Bluetooth®·设备，并自动
与其建立连接。起初，右耳机
上的·LED·呈蓝色点亮，然后不
断亮起又熄灭。建立连接后，
LED·闪烁模式将改变。

<连接不同的■Bluetooth®■设备>
禁用之前连接设备上的·
Bluetooth®·功能。确认耳机已
关闭。按住· ·约·5·秒钟。会发
出嘟嘟声。耳机将开始搜索其他·
Bluetooth®·设备。右耳机上的·
LED·灯呈蓝色和红色交替闪烁。
继续第·2·步和第·3·步。

连接■Bluetooth®■设备

■■说明
··如果在大约·5·分钟内未建立
设备连接，耳机会关闭。·
重新从第·1·步开始操作。
··无法同时将·2·个或更多·
Bluetooth®·设备连接至耳机。
··您最多可将·8·个设备与耳
机配对。如果配对第·9·个
设备，则会替换最先连接的
设备。要使用被替换的设备，
需要再次对其进行配对。

查看左侧和右侧，然后从颈部后佩戴耳机并钩在两个耳朵上，弯
曲耳挂进行调整。将线缆调整器移向脑后。

线缆调整器

耳挂

调整耳挂
首次使用请按照下述步骤进行操作，确保最舒适和稳固贴合。

1 将耳挂向远离耳机的方向弯曲，从而向外伸展耳挂

2 将耳机戴在耳朵上

3 围绕耳朵弯曲耳挂

4 调整另一侧的耳机

佩戴耳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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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购买时安装有中号耳塞。如果中号不合适，请更换成小号或大
号耳塞（随附）。

■■注意
··切勿过度弯曲耳挂。如果损坏，耳挂将无法调整。

听音乐
如果·Bluetooth®·兼容设备支持“A2DP”和“AVRCP”Bluetooth®·
配置文件，则可利用耳机的遥控操作播放音乐。

··A2DP（高级音频分配配置文件）：将音频传输至耳机。
··AVRCP（音频/视频遥控配置文件）：允许使用耳机遥控设备。

1 连接至■Bluetooth®■设备和耳机（→第■4■页）

2 选择并播放■Bluetooth®■设备中的音乐

··将选定的音乐输出到本装置的耳机。

电池工作时间

电池类型 工作时间

可充电电池（安装在耳机内） 大约·6·小时

工作时间会视工作环境而有所减少。

■■注意
··耳机会发生漏音现象，其程度取决于音量大小。
··将音量调大至接近最大音量时，音乐听起来会失真。调小音量，
直至消除失真。

遥控

您可用耳机控制·Bluetooth®·设备。
··根据·Bluetooth®·设备的不同，以下某些功能可能无法使用或
通过耳机操作的结果会有所不同。

（操作示例）

播放/暂停/拨号

按下
播放/暂停/拨
号

快速按两次
拒绝来电/
切换呼叫设备

上一首/下一首/音量

＋

按下 增大音量

按住
前进至下一曲
目的开始

－

按下 减小音量

按住
返回至当前曲
目的开始

线控器

音量■＋/■
下一首

音量■－/■
上一首

播放/暂停/
拨号

■■说明
··可进行·15·个音量级调
整。·
达到最大或最小音量时，
会发出嘟嘟声。

拨打电话
与支持“HSP”或“HFP”Bluetooth®·配置文件的具备·
Bluetooth®·功能的电话（手机或智能手机）配套使用时，您可使
用耳机拨打电话。

··HSP（耳机配置文件）：·
此配置文件可用于使用耳机上的麦克风接收单声道声音并建立
双向通信。
··HFP（免提配置文件）：·
除·HSP·功能外，此配置文件具有来电和去电功能。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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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具备■Bluetooth®■功能的电话与耳机连接（→第■4■页）

2 接听来电时

按耳机上的■ ■并接听电话

··来电时，耳机响起铃声且·
LED·灯闪烁。
··（仅限·HFP）要拒绝来电，
快速按· ·两次直到铃声
停止。

线控器

拨号

拨打电话时

在具备■Bluetooth®■功能的
电话上拨打电话

··也可参考·Bluetooth®·电
话的操作手册。

（下面介绍了耳机的检查和
操作步骤）
··呼出电话时，耳机响起铃
声且·LED·灯闪烁。
··要取消呼出电话，请按· 。·
同时发出嘟嘟声。

3 开始讲话

··拨打电话期间，LED·灯会重复闪烁·2·次。
··拨打电话期间，可调整音量。关于设置说明，请参见“遥
控”。（→第·5·页）

4 按■ ■结束电话呼叫

··同时发出嘟嘟声。

■■说明
··在具备·Bluetooth®·功能的电话上可能需要进行免提设置。
··您或许可从耳机中听到电话的来电和去电铃声，具体视具备·
Bluetooth®·功能的电话而定。
··（仅限·HFP)快速按两次耳机上的· 。呼叫设备将在具备·
Bluetooth®·功能的电话和耳机之间切换。
··当照明灯打开时，LED·指示灯将会熄灭。

使用功能
LED■照明灯

在左右耳机上配有蓝色·LED·照明灯。出厂默认将LED照明设置为
关闭。每次耳机关闭时均将其设置为关闭。
如需打开·LED·照明灯，请同时按＋和－。如需将其关闭，请同时
按住＋和－约·3·秒钟。
··当电池电量变低时，照明灯将会关闭。
··当照明灯打开时，LED·指示灯将会熄灭。
··当·LED·照明打开时，操作时间将会缩短。

复位耳机

拒绝所有操作时，可复位耳机。若要复位耳机，请使用·USB·充电
线缆将耳机与电脑连接。之前的所有操作被取消。（不会删除配对
设备的信息。）

自动关闭电源

如果耳机静音大约·5·分钟且在此期间，未对·Bluetooth®·设备进
行任何操作，则耳机会发出嘟嘟声并自动关闭电源。

LED■指示灯

使用耳机期间出现低电量时，右耳机上闪烁蓝光的·LED·灯会变为
红色。每隔·1·分钟会发出嘟嘟声。电池耗尽时，电源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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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出厂设置
如果要删除所有配对设备信息等内容，您可以将耳机恢复至出厂
设置（购买时的原始设置）。恢复本机前请对电池充电。
1■■按住■ ■约■5■秒钟

··开始搜索要连接的·Bluetooth®·设备。
2■在搜索时，同时按住＋和－ 5■秒钟以上

··LED·灯将呈蓝色快速闪烁。耳机将恢复出厂设置。

版权信息等
·●Bluetooth®·字标和徽标是·Bluetooth·SIG,·Inc.·的注册商标，
Panasonic·Corporation·获得使用此类标志的授权。·
其他商标和商品名均为各自所有人所有。
·●出现在本文档中的其它系统名和产品名通常是各开发商公司的
注册商标或商标。·
请注意在本资料中没有标注·™·标记和·®·标记。

保养
使用柔软的干布清洁耳机。
··切勿使用溶剂，包括汽油、稀释剂、酒精、厨房洗涤剂、化学
擦拭布等。使用这些溶剂可能导致外部变形或涂层脱落。

保持电池的性能
··长期不使用期间，请每·6·个月将耳机充满电一次，以保持电池
的性能。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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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耳机
··避免将耳机放置在接近热源的地方或在此类地方使用。
··为安全起见，在需要注意周围环境声音的场所（如铁路岔口
和建筑工地），切勿将耳机音量调得过高。
··充电时或电源接通时，切勿长时间使用布等物品阻挡耳机通
风。

■■耳塞
··为防止吞咽，请将耳塞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过敏
··如果与肌肤直接接触的耳机或其他任何部件导致不适，请停
止使用。
··继续使用可能会导致皮疹或其他过敏反应。

■■使用耳机的注意事项
··切勿将耳机音量调得过高。听力专家建议不宜长时间连续使
用耳机播放。
··如果您感到耳鸣，请调低音量或停止使用。
··驾驶机动车辆时请勿使用耳机。这样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
而且在很多地方属违法行为。
··在具有潜在危害的环境中应慎用或停止使用耳机。

在使用过程中，耳机可能会接收手机的无线电干扰。如果出现此
类干扰，请增大耳机和手机之间的间隔距离。

此耳机设计使用环境为温带和热带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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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线传输过程中的数据和/或信息，Panasonic·不承担任何
责任。

■■使用的频带
耳机使用·2.4·GHz·频带。

■■耳机证书
··耳机符合频率限制，并根据频率法已取得证书。因此，不需
要无线许可证。
··以下行为在一些国家/地区会受到法律惩罚：·
–拆分/改造耳机。·
–撕下规格说明。

■■使用限制
··对于与具备·Bluetooth®·功能的设备进行无线传输和/或此类
使用不予保障。
··所有设备都必须符合·Bluetooth·SIG,·Inc.·规定的标准。
··因设备规格和设置的不同，可能无法连接或一些操作有所不
同。
··该系统支持·Bluetooth®·安全功能。视操作环境和/或设置而
定，安全性可能不足。向该系统无线传输数据需谨慎。
··该系统不能将数据传输到·Bluetooth®·设备。

■■使用范围
使用耳机的最大范围为·10·米。
视环境、障碍物或干扰的情况而定，范围可能有所减小。

■■其他设备的干扰
··如果耳机距离其他·Bluetooth®·设备或使用·2.4·GHz·宽带的
设备太近，则耳机可能无法正常工作，而且会因无线电波干
扰而出现噪音和声音跳跃的故障。
··如果附近的广播站等无线电波太强，耳机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用途
··耳机仅针对正常的普通用途。
··切勿在对无线电频率干扰敏感的设备或环境附近使用该系统
（例如：机场、医院、实验室等）。

关于■Bluetooth®

■■常规参数

电源
直流·5·V，500·mA

（内置电池：3.7·V（锂聚合物电池·90·mAh））

功耗 0.6·W

工作时间*1（SBC■模式）大约·6·小时

充电时间*2（25■℃） 大约·1.5·小时

充电温度范围 10·℃·至·35·℃

工作温度范围 0·℃·至·40·℃

工作湿度范围 35%RH·至·80%RH（无凝结）

重量 大约·22·克

防水性 相当于·IPX5

*1·会视工作环境的不同而变短。
*2·从空电量到充满所需的时间。

■■Bluetooth®■部分

Bluetooth®■系统规格 第·4.1·版

无线设备分类 第·2·类（2.5·mW）

频带 2.4·GHz·宽带·FH-SS

支持的配置文件 A2DP、AVRCP、HSP、HFP

支持的编码解码器 SBC、AAC、aptX®

工作距离 最长·10·米

■■扬声器部分

驱动装置 12·毫米

■■端子部分

直流输入 直流·5·V，500·mA

■■麦克风部分

类型 单声道

■■附件部分

USB■充电线缆 0.1·米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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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请求维修之前，请您先进行下列检查。如果您对某些检查点心
存疑问，或者解决方案并未解决问题，请咨询您的经销商，以获
取相关指导。

常规参数

耳机不响应
··使用·USB·充电线缆将耳机与电脑连接。耳机将复位。·
（→第·6·页）

电源和充电

无法给耳机充电
··确认电脑开启，且未处于待机或者睡眠模式。
··您当前使用的·USB·端口是否正常工作？如果您的电脑有其他·
USB·端口，请将连接器从当前端口拔出，然后插入其他端口。
··如果上述措施不适用，请将·USB·充电线缆拔出，并再次插入。
··如果充电时间和工作时间变短，电池同样有可能已经损坏。·
（自带电池充电次数：大约·300·次。）

充电时■LED■灯不亮■/■充电时间延长
··USB·充电线缆（随附）是否与电脑的·USB·端子牢固连接？·
（→第·3·页）
··请务必在·10·℃至·35·℃之间的室温下充电。

无法打开电源
··耳机是否正在充电？在充电期间无法打开电源。·
（→第·3·页）

故障排除指南 Bluetooth®■设备连接

无法连接设备
··从·Bluetooth®·设备中删除耳机的配对信息，然后再次配对。
（→第·4·页）

声音和音量

无声音
··确保耳机与·Bluetooth®·设备连接正确。（→第·4·页）
··检查·Bluetooth®·设备是否正在播放音乐。
··确保耳机已开启，且音量未设置得过低。
··再次配对并连接·Bluetooth®·设备和耳机。（→第·4·页）

音量过低
··调高耳机音量。（→第·5·页）
··调高·Bluetooth®·设备的音量。

设备的声音中断■/■音质较差
··如果信号阻塞，声音可能中断。请勿用手掌或者其他物体完全
遮盖耳机。
··设备可能超出·10·米的通信范围。将设备靠近耳机。
··移除耳机与设备之间的障碍物。
··无线局域网设备未使用时，请将其关闭。
··如果电池电量耗尽，会出现通信问题。给耳机充电。·
（→第·3·页）

拨打电话

听不到对方的声音
··确保耳机与具备·Bluetooth®·功能的电话都已开启。
··检查耳机和具备·Bluetooth®·功能的电话是否已经建立连接。
（→第·4·页）
··检查·Bluetooth®·电话的音频设置。如果呼叫设备设置为具备·
Bluetooth®·功能的电话，则将其切换为耳机。（→第·4·页）
··如果对方的音量过低，请同时调高耳机和·Bluetooth®·电话的
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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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置耳机时电池的拆卸方法
警告

请勿将移除的电池以及其它物品置于婴儿可触及的地方。
此类物品的意外吞咽可能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
··如果您认为已经吞咽此类物品，请立即就医。

如果电池漏液，请采取以下措施，切勿徒手接触液体。
液体进入眼睛可能导致失明。
··请立即用水冲洗眼部，不可揉搓，然后就医。

液体与身体或衣服接触可能导致皮肤发炎或损伤。
··请用清水彻底冲洗，然后就医。

锂离子聚合物充电电池内置于左耳机中。请按照当地法规弃置电池。
弃置本产品时，请按照以下步骤正确拆卸，并取出内置充电电池。
··电池电量用完后，将其拆下。
··如果打算丢弃电池，请联系当地主管部门或经销商，询问正确
的处理方法。

1 抓住左耳机（L）的顶部■，并将一把一字口螺丝刀（可在市场
上买到）放在上盖■A ■下方
··确保手指远离螺丝刀的尖端。
··选择一把对于上盖下方空间足够大的螺丝刀。

2 使用该螺丝刀作为杠杆，将上盖■A ■向上推
··请谨慎操作，切勿让螺丝刀触碰电池。

3 抓住电池■B，并将其取下

4 拔除电池■B ■并用剪刀逐一剪断电线，以将电池从左耳机中分离
··用玻璃纸胶带对取出电池的电线部分进行绝缘。
··请勿损坏或拆解电池。

A 

1
A 

2

B

3
B

4

下列说明针对耳机的弃置处理，而非修理用途。耳机一经拆解就
不可复原。
弃置耳机时，请取出耳机内的电池，并进行回收。

危险

由于充电电池专用于本产品，切勿将其用于任何其他设备。
切勿对取出的电池进行充电。
··请勿接触热源或明火。
··请勿将电池置于受到长时间阳光直射且门窗封闭的车辆内。
··切勿用指甲刺穿电池、使其遭受冲击、拆解或改造。
··切勿使电线接触任何其它金属或相互接触。
··切勿将电池与项链、发夹或相似物品共同携带或存放。

否则可能导致电池发热、起火或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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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含量

部件名称
有害物质

本表格依据SJ/T11364的规定编制。
○: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
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GB/T26572
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
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GB/T26572
规定的限量要求。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Ⅵ))

多溴联苯
(PBB)

多溴⼆苯醚
(PBDE)

打印底板组件 × ○ ○ ○ ○ ○

外壳,构造 ○ ○ ○ ○ ○ ○

线缆 ○ ○ ○ ○ ○ ○

携带盒 ○ ○ ○ ○ ○ ○

使用温度范围：0℃至40℃
保管温度范围：-10℃至50℃

使用湿度范围：35％至80％
保管湿度范围：35％至80％

与产品配套使用的携带盒中不含有六种有害物质。

制造商：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本大阪府门真市大字门真1006番地

进口商：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5号远洋光华中心C座3层、6层

原产地：中国

2016年3月·发行


	用前须知
	附件
	（重要）关于防水性
	部件名称

	准备工作
	充电
	开启/关闭电源
	连接 Bluetooth® 设备
	佩戴耳机的方法

	操作
	听音乐
	拨打电话
	使用功能

	其他
	恢复出厂设置
	版权信息等
	保养
	安全注意事项
	关于 Bluetooth®
	规格
	故障排除指南
	弃置耳机时电池的拆卸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