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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節奏
下一次鍛煉，你一定要振奮精神。你應該可以做到。我們將錄音室級別的音效與一流的

健身監測生物技術進行了融合。其效果將讓你熱血沸騰。

擺脫束縛
現在，您可以一邊聽著自己喜歡的曲目一邊監測自己的心率，而無需連接不舒適的線纜

或多個裝置。

無需電池

3.5毫米鍍金音訊插孔為您提供進行生物監測所需要的全部電力。無需更換電池或充電。

防濕抗潮
SMS Audio BioSport™耳機具有IPX4等級的防水耐汗特性。





TM

Auriculares Con Sensores Biométricos Con Marcador de Frecuencia Cardiac
Słuchawki Biometrycznych Z Pulsometr心率監測器

追蹤你的心跳劇烈程度

IPX4等級
Raled用於防止汗液和水濺
侵入

APP相容
適用於主要的健身app應用程式

無需使用電池
插入您的設備即可使用

入耳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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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須知

警告：未經SMS Audio明文批准的變更或改裝，都
可能導致使用者無法正常使用這一產品。

警告：長時間聽超大音量的音樂，會損傷聽力。帶上
耳機前請先調節音量，以防止聲音突然爆響。 

注意： 此裝置符合IPX4水密封等級，這確保了即使
在任何方向上有水潑濺時，這一裝置也不會受損。但
是，這一裝置不防水，因此不能水洗或浸泡在水中。



1] BIOSPORT生物辨識耳機和內置話筒

2] 保護便攜盒 

3] 3種尺寸的凝膠套（小、中、大）

4] 使用者手冊

5] RunKeeperTM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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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箱單



警告：請勿將耳機在您的耳朵內塞入得太深。這樣做可能會給您的耳膜造成
永久性的損傷，並且可能有損音質。

請參照以下關於整本手冊中提到的其他
功能的按鈕說明和位置的指南。

穩固舒適的
凝膠套 心率感測器

穩固舒適的 
佩戴 防纏繞

耳機線
3.5mm 

音訊插頭

線控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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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覽



心率模式

1) 瀏覽以下鏈結下載並安裝RunKeeper。RunKeeper.com/GetApp

2) 啟用RunKeeper

3) 將滑塊向上撥至心率模式 

變更為話筒模式

1) 當接聽/應答電話時，將滑塊撥至手機模式。

聽音樂

請將您的耳機音訊插頭插入您的音訊設備。聽音樂需要您調整音訊設備
的音量，直到達到所需的音量。請記住，長時間聽太高音量的音樂可能
損害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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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門指南



模式   按鈕：  功能：
 
音樂   按一下  播放和暫停
  按兩下  下一曲
  按三下  上一曲
  長按  啟用語音識別

Android®  短按一下  來電：接聽
    通話中：靜音
    多個呼叫：通話之間切換
  長按  來電：拒接
    通話中：結束通話

iOS®   短按一下  來電：接聽
  通話中：結束通話 多個呼叫：通話之間切換
  長按  來電：拒接
    通話中：結束通話

電話

注意：功能可能會因您的手機不同而有所差異。 
請參考您手機使用者手冊的具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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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控制



為什麼我的來電者聽不到我的聲音？

請確保滑塊處於通話模式。

為什麼在RunKeeper中看不到我的心率資料？

請確保您已選擇心率模式，並啟用RunKeeper app應用程式。可能需要等
待10秒，RunKeeper才能顯示出您的心率。

如何增大或減小音量？

用您的手機來調節音量。

為什麼耳塞會從耳朵裏掉出來？

請確保您擁有正確尺寸的凝膠套，並且已將其插入對應的耳朵中。

哪些智慧手機可以讓我使用"BioSport"檢測自己的心率？

許多流行的智慧手機都支持"BioSport"。請瀏覽smsaudio.com/pages/
faq/biosport以了解是否支持您的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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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集



SMS Audio LLC（以下簡稱「SMS」）向原始購買人保證，在授權經銷商處以原始包裝全新購買之日，
並按照與產品附帶手冊中的說明和建議使用，該產品在該購買之時不存在材料和工藝上的缺陷，並且
不會導致產品無法發揮附帶文檔所載之功用，保固期為從授權經銷商處以原始包裝購買該產品之日起
為期1年（以下簡稱「保固期」）。
如果在保固期內出現此類缺陷或者SMS收到有效要求，則可以選擇要求SMS(a)使用新的或翻新的更
換零件免費修理該產品，或(b)更換一個新的或由新的或維修用的零部件製造的產品，其至少在功能上
與原產品相同。
如果要在本保固條款內提出要求，並獲得修理或更換，請將該產品連同購買收據、缺陷描述和預付運
費的證明一起退回至：
SMS Audio, LLC收件地址：SMS Warranty 1159 Logan Circle, NW Atlanta GA 30318。
其中要包含一張給SMS Audio, LLC的5美元匯票以支付返回運費和手續費。您需要負責支付運輸費用
並承擔產品在運輸過程中丟失或損壞的風險。  
本保固不適用於：(a)私人非商業用途、事故、濫用、誤用、使用不當以外的任何使用所造成的產品損
壞；(b)SMS之外的任何其他人進行維護或維修所造成的損壞；(c)SMS之外的任何其他人改裝或修改
後的產品或部件；(d)任何SMS序列號或產品標識被撕去或汙損；(e)產品被暴露於熱、冷、陽光、水或
其他液體、化學品、動物、泥土、沙子或其他污染物；(f)二手買家或以散裝形式購買的，或購買用於轉
售、租賃或借出或其他商業用途的購買者；或(g)在SMS不可控制範圍中使用，包括但不限於，肆意破
壞、火災、風暴、地震、洪水或其他天災。
SMS的供應商、零售商、經銷商、代理商或雇員均不具有授權對本保固作出任何修改、延伸或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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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保固



根據本保固書，SMS的責任範圍僅限於上面規定的維修或更換，並且在任何情況下本公司的責任不得
超出所支付的購買金額。 
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以上列明的本保固和補救措施具有排他性，並且取代所有其他保證、補救
措施和條件，無論是口頭或書面，明示或暗示而作出的。SMS特此否認任何和所有默示保證，包括但
不限於特定目的的適銷性和適用性的保證。如果根據適用法律SMS無法合法地否認或排除默示保證，
則在可能的範圍內，此類默示保證的任何要求應當在保固期限屆滿後失效。
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SMS不對任何由違反保固條款或產品條件或根據任何其他法律理論所產生
的直接、特殊、偶然或必然的損害負責。  
此有限保固以及由本有限保固或產品條件、文檔或包裝所引起的任何爭議（以下簡稱「爭議」）應當由
紐約州法律管轄，而不考慮其法律原則衝突。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不適用於此並特此排除。位於紐
約州、紐約縣和美國的州和聯邦法院，具有司法管轄權，並且應當作為解決任何爭議的唯一機構。 
本有限保固授予您特定的法律權利，您可能還擁有不同州和管轄權的其他權利，並且不應受本有限保
固的影響。本保固不能被轉移或轉讓。 
如果本有限保固的任何條款是非法的、無效的或不可執行的，則該條款應被視為可分割的，不得影響
任何其餘條款。本有限保固的英文版和其他版本之間有任何不一致的情況下，應以英文版本為准。 
關於保固資訊的問題，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warranty@SMSaudio.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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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聲明（美國）
此裝置符合FCC（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規定的第15條。操作應符合以下兩個條件：

• 本產品不得造成有害干擾

• 本產品必須承受任何收到的干擾，包括可能導致意外操作的干擾。

本產品已經過測試，並且根據FCC規定第15條符合B類數位設備的限制。這些限制旨在提供合理的保護，防止在住宅區安裝中
的有害干擾。本產品的使用會產生輻射無線電頻率能量，如果不按照說明進行安裝和使用，可能對無線電通訊造成有害干擾。
但是，無法保證在特定的安裝中不會發生干擾。如果本設備確實對無線電或電視接收造成有害干擾（這可以透過開啟和關閉設
備來確定），則建議使用者嘗試採取以下一項或多項措施對干擾進行糾正：

• 重新調整或放置接收天線。

• 增大設備和接收器之間的距離。

• 將設備連接到與接收器連接不同的電路的電源插座上。

• 諮詢經銷商或經驗豐富的廣播電視技術人員以尋求幫助。

ICES-003（加拿大）

本數位裝置未 超出以下標稱的干擾源設備標準規定的數位設備無線電干擾發射的B類限制：加拿大通訊部ICES - 003 
「數位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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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CE符合性聲明）

本產品符合低電壓指令2006/95/EC；EMC指令2004/108/EC，以及RoHS指令2011/65/EU。聯繫方式：Intel Corporation收
件地址：Corporate Quality, 200 Mission College Blvd., Santa Clara, CA 95054 USA

其他國家認證：

日本：澳洲/紐西蘭：

韓國：

MSIP-REM-CPU-Bio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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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換和退款

產品原始購買的15天之內（退換/退款要求），根據以下條款和條件一件新產品可能會被另一件SMS產品
退換或退款。
如果要獲得退換或退款，您必須獲得一個退貨號碼(RMA)，SMS必須在退換/退款期內收到產品和您原
始包裝內的包裝單/UPC標籤和購買憑據。RMA的有效期為10天。如果要獲得一個RMA號碼，請透過
warranty@SMSaudio.com 聯繫客戶服務部門。
將產品與您原始包裝的包裝單、購買憑據和RMA編號，連同一份注明是否要退換產品（如果是，請注明您
要換的其他SMS產品）或退款的說明一起發送至：
SMS Audio, LLC收件地址：SMS Warranty 1159 Logan Circle, NW Atlanta GA 30318。
新商品退換或退回所產生的運費不予退還。您需要負責支付到SMS的往來運輸費用並承擔產品在運輸過程
中丟失或損壞的風險。  
當在退換/退款期間收到有效的退換/退款要求時，如果是退換，SMS會將退換產品的購買金額（不含稅
和運輸/裝卸/保險/清關費用）計入庫存SMS產品的網路訂單。如果是退款，SMS將在收到退款要求之日
起的30天內退還產品的購買金額（不含稅和運輸/裝卸/保險/清關費用）。
如果產品未保持新產品的特性，SMS Audio保留拒絕任何退款或退換的權利。保持新產品特性是指，在
原來紙箱中的完整產品，以及所有設備、包裝、保固書、手冊和/或配件完好無損（包括無磨損和撕壞）。  
庫存產品網路訂單一般在收到訂單後兩天內發貨，所以如果您想在下單後取消訂單，就必須在24小時內完
成。使用您的銷售訂單編號聯繫warranty@SMSaudio.com，然後會發放退款。請注意在美國以外的所有
訂單，也有可能會發生運輸關稅和收費，SMS Audio對此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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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MSAUDIO.COM進行註冊
其他語言的翻譯，請瀏覽 

www.smsaudio.com/manu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