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户手册
SMS-EB-BIOSPRT 系列



简体中文 | BIOSPORT 生物识别耳机



BIOSPORT 生物识别耳机 | 简体中文

加快节奏

下一次锻炼，你一定要振奋精神。你应该可以做到。我们将录音棚级别的音效与一流的
健身监测生物技术进行了融合。其效果将让你热血沸腾。

摆脱束缚

现在，您可以一边听着自己喜欢的曲目一边监测自己的心率，而无需连接不舒适的线缆
或多个装置。

无需电池

3.5 毫米镀金音频插孔为您提供进行生物监测所需要的全部电力。无需更换电池或充电。

防湿抗潮

SMS Audio BioSport™ 耳机具有 IPX4 等级的防水耐汗特性。





TM

Auriculares Con Sensores Biométricos Con Marcador de Frecuencia Cardiac
Słuchawki Biometrycznych Z Pulsometr

入耳式

心率监测器
追踪你的心跳剧烈程度

IPX4 等级
Raled 用于防止汗液和水溅
侵入

APP 兼容
适用于主要的健身 app 应用程序

APP 兼容
适用于主要的健身 app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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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须知

警告：未经 SMS Audio 明文批准的变更或改装，
都可能导致用户无法正常使用该产品。

警告：长时间听超大音量的音乐，会损伤听力。带上
耳机前请先调节音量，以防止声音突然爆响。

注意： 此装置符合 IPX4 水密封等级，这确保了即
使在任何方向上有水泼溅时，该装置也不会受损。但
是，该装置不防水，因此不能水洗或浸泡在水中。



1] BioSport 生物识别耳机和内置话筒

2] 保护收纳盒 

3] 3 种尺寸的凝胶套（小、中、大）

4] 用户手册

5] RunKeeperTM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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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箱单



警告：请勿将耳机在您的耳朵内塞入得太深。这样做可能会给您的耳膜造成
永久性的损伤，并且可能有损音质。

请参照以下关于整本手册中提到的其他
功能的按钮说明和位置的指南。

稳固舒适的
凝胶套 心率传感器

稳固舒适的 
佩戴 防缠绕

耳机线
3.5 mm 音频插孔

线控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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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览



心率模式

1) 访问以下链接下载并安装 RunKeeper。RunKeeper.com/GetApp

2) 启动 RunKeeper

3) 将滑块向上拨至心率模式 

更改为话筒模式

1) 当接听/应答电话时，将滑块拨至手机模式。

听音乐

请将您的耳机音频插头插入您的音频设备。听音乐需要您调整音频设备
的音量，直到达到所需的音量。请记住，长时间听太高音量的音乐可能
损害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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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指南



模式   按钮：  操作：
 
音乐   按一下  播放和暂停
  按两下  下一曲
  按三下  上一曲
  长按  启动语音识别

Android®  短按一下  来电：接听
    通话中：静音
    多个呼叫：通话之间切换
  长按  来电：拒接
    通话中：结束通话

iOS®   短按一下  来电：接听
  通话中：结束通话 多个呼叫：通话之间切换
  长按  来电：拒接
    通话中：结束通话

电话

注意：功能可能会因您的手机不同而有所差异。 
请参考您手机用户手册的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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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控制



为什么我的来电者听不到我的声音？

请确保滑块处于通话模式。

为什么在 RunKeeper 中看不到我的心率信息？

请确保您已选择心率模式，并启动 RunKeeper app 应用程序。可能需要等
待 10 秒，RunKeeper 才能显示出您的心率。

如何增大或减小音量？

用您的手机来调节音量。

为什么耳塞会从耳朵里掉出来？

请确保您拥有正确尺寸的凝胶套，并且已将其插入对应的耳朵中。

哪些智能手机可以让我使用 “BioSport” 检测自己的心率？

许多流行的智能手机都支持 “BioSport”。请访问 smsaudio.com/
pages/faq/biosport 以查看是否支持您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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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答



SMS Audio LLC （以下简称 “SMS”） 向一手购买人保证，在授权经销商处以原始包装全新购买之
日，并按照与产品随附手册中的说明和建议使用，该产品在该购买之时不存在材料和工艺上的缺陷，并
且不会导致产品无法发挥随附文档所载之功用，承保期为从授权经销商处以原始包装购买该产品之日
起为期 1 年（以下简称“保修期”）。
如果在保修期内出现此类缺陷或者 SMS 收到有效要求，则可以选择要求 SMS (a) 使用新的或翻新的
更换零件免费修理该产品，或 (b) 调换一个新的或由新的或维修用的零部件制造的产品，其至少在功能
上与原产品相同。
如果要在本保修条款内提出要求，并获得修理或更换，请将该产品连同购买收据、缺陷描述和预付运
费的证明一并退回至：
SMS Audio, LLC 收件地址：SMS Warranty 1159 Logan Circle, NW Atlanta GA 30318。
其中要包含一张给 SMS Audio, LLC 的 5 美元汇票以支付返回运费和手续费。您需要负责支付运输费
用并承担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丢失或损坏的风险。  
本保修不适用于：(a) 私人非商业用途、事故、滥用、误用、使用不当以外的任何使用所造成的产品损
坏；(b) SMS 之外的任何其他人进行维护或维修所造成的损坏；(c) SMS 之外的任何其他人改装或修
改后的产品或部件；(d) 任何 SMS 序列号或产品标识被撕去或污损；(e) 产品被暴露于热、冷、阳光、水
或其他液体、化学品、动物、泥土、沙子或其他污染物；(f) 二手买家或以散装形式购买的，或购买用于
转售、租赁或借出或其他商业用途的购买者；或 (g) 在 SMS 不可控制范围中使用，包括但不限于，肆意
破坏、火灾、风暴、地震、洪水或其他天灾。
SMS 的供应商、零售商、经销商、代理商或雇员均不具有授权对本保修作出任何修改、延伸或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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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保修



根据本保修书，SMS 的责任范围仅限于上面规定的维修或更换，并且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的责任不得
超出所支付的购买金额。 
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以上列明的本保修和补救措施具有排他性，并且取代所有其他保证、补救
措施和条件，无论是口头或书面，明示或暗示而作出的。SMS 特此否认任何和所有默示保证，包括但
不限于特定目的的适销性和适用性的保证。如果根据适用法律 SMS 无法合法地否认或排除默示保
证，则在可能的范围内，此类默示保证的任何要求应当在保修期限届满后失效。
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SMS 不对任何由违反保修条款或产品条件或根据任何其他法律理论所产
生的直接、特殊、偶然或必然的损害负责。  
此有限保修以及由本有限保修或产品条件、文档或包装所引起的任何争议（以下简称“争议”）应当由
纽约州法律管辖，而不考虑其法律原则冲突。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不适用于此并特此排除。位于纽
约州、纽约县和美国的州和联邦法院，具有司法管辖权，并应作为解决任何争议的唯一机构。 
本有限保修授予您特定的法律权利，您可能还拥有不同州和管辖权的其他权利，并且不应受本有限保
修的影响。本保证不能被转移或让渡。 
如果本有限保修的任何条款是非法的、无效的或不可执行的，则该条款应被视为可分割的，不得影响
任何其余条款。本有限保修的英文版和其他版本之间有任何不一致的情况下，应以英文版本为准。 
关于保修信息的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warranty@SMSaud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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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 声明（美国）
此装置符合 FCC（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规定的第 15 条。操作应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 本产品不得造成有害干扰

• 本产品必须承受任何收到的干扰，包括可能导致意外操作的干扰。

本产品已经过测试，并且根据 FCC 规定第 15 条符合 B 类数字设备的限制。这些限制旨在提供合理的保护，防止在住宅区安装
中的有害干扰。本产品的使用会产生辐射无线射频能量，如果不按照说明进行安装和使用，可能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干扰。
但是，无法保证在特定的安装中不会发生干扰。如果本设备确实对无线电或电视接收造成有害干扰（这可以通过打开和关闭
设备来确定），则建议用户尝试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措施对干扰进行纠正：

• 重新调整或放置接收天线。

• 增大设备和接收器之间的距离。

• 将设备连接到与接收器连接不同的电路的电源插座上。

• 咨询经销商或经验丰富的广播电视技术人员以寻求帮助。

ICES-003（加拿大）

本数字装置不超过以下标称的干扰源设备标准规定的数字设备无线电噪声发射的 B 类限制：加拿大通信部 ICES-003“数字装
置”。

Cet appareil numérique respecte les limites bruits radioélectriques applicables aux appareils numériques de Classe B 
prescrites dans la norme sur le matériel brouilleur: “Appareils Numériques”, NMB-003 édictee par le Ministre Canadian 
des Communications.

欧洲（CE 符合性声明）

本产品符合低电压指令 2006/95/EC；EMC 指令 2004/108/EC，以及 RoHS 指令 2011/65/EU。联系方式：Intel Corporation 
收件地址：Corporate Quality, 200 Mission College Blvd., Santa Clara, CA 95054 USA

其他国家认证：

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

韩国：

MSIP-REM-CPU-Bio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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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换和退款

产品原始购买的 15 天之内（退换/退款要求），根据以下条款和条件一件新产品可能会被另一件 SMS 产
品退换或退款。
如果要获得退换或退款，您必须获得一个退货号码 (RMA)，SMS 必须在退换/退款期内收到产品和您原
始包装内的装箱单/UPC 标签和购买凭据。RMA 的有效期为 10 天。如果要获得一个 RMA 号码，请通过 
warranty@SMSaudio.com 联系客户服务部门。
将产品与您原始包装的装箱单、购买凭据和 RMA 号码，连同一份注明是否要退换产品（如果是，请注明
您要换的其他 SMS 产品）或退款的说明一并发送至：
SMS Audio, LLC 收件地址：SMS Warranty 1159 Logan Circle, NW Atlanta GA 30318。
新商品退换或退回所产生的运费不予退还。您需要负责支付到 SMS 的往来运输费用并承担产品在运输过
程中丢失或损坏的风险。  
当在退换/退款期间收到有效的退换/退款要求时，如果是退换，SMS 会将退换产品的购买金额（不含税
和运输/装卸/保险/清关费用）计入库存 SMS 产品的网上订单。如果是退款，SMS 将在收到退款要求之日
起的 30 天内退还产品的购买金额（不含税和运输/装卸/保险/清关费用）。
如果产品未保持新产品的特性，SMS Audio 保留拒绝任何退款或退换的权利。保持新产品特性是指，在
原来纸箱中的完整产品，以及所有设备、包装、保修卡、手册和/或配件完好无损（包括无磨损和撕坏）。  
库存产品网上订单一般在收到订单后两天内发货，所以如果您想在下单后取消订单，就必须在 24 小时内完
成。使用您的销售订单编号联系 warranty@SMSaudio.com，然后会发放退款。请注意在美国以外的所有
订单，也有可能会发生运输关税和收费，SMS Audio 对此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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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MSAUDIO.COM 进行注册
其他语言的翻译，请访问 

www.smsaudio.com/manu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