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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您可以上 Tweet（推特）与我分享您的看法：@SMSaudio 以及 @50cent

您刚才购买的产品所带来的是在个人音效、舒适性、 
款式和豪华程度方面的终极体验。

请花几分钟的时间来熟悉您的新耳机的控制和操作。 
此外，请注意在本手册中出现的任何警告事项。 
听任何大音量的音频信号源，可导致永久性的听力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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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运动耳机
入耳式

6 6 毫米驱动单元
专业调音获得
专业录音室级的声音

简体中文
专业调音
高性能耳机

纳米涂层
纳米技术最大程度地
防水耐汗

符合人体工学的挂耳钩
旨在固定耳塞就位

MFI 线
带音量控制的 3 键麦克风



警告：长时间听超大音量的音乐，会损伤人的听
力。带上耳机前请先调节音量，以防止声音突然
爆响。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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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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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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全 须 知



包装清单

1) SMS Audio Sync by 50 入耳式蓝牙耳机

2) USB 充电线缆

3) 被动降噪硅胶耳塞（小、中、大）

4) 符合人体工学的挂耳钩（小、中、大）

5) SMS Audio 贴纸

6) 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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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箱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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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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人体工学
的挂耳钩

稳固舒适的 
佩戴

富有弹性的 
耳塞

Micro USB 端口 
保护盖

LED 
指示灯

Micro
USB 端口

多功能按钮 MFB

音量增大/快进键

音量减小/快退键

速 览



入门

警告：请勿将入耳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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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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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弹性的 
耳塞

为耳机充电
打开 Micro USB 端口保护盖，并将充电线缆的 Micro USB 端连接到左耳罩的 USB 端口

使用随附的 Micro USB 线将耳机连接到电脑上的 Micro USB 端口或连接到 
Micro USB 墙式适配器。当连接耳机时，会自动开始充电而红色的指示灯也会点亮。 
充电完成后，指示灯将熄灭。

注意：首次使用前，请确保您为该装置充电至少 8 小时。

电源开/关
开启电源 > 按住多功能按钮 3 秒钟即可开机。 
LED 指示灯将每 4 秒钟闪烁一次

关闭电源 > 按住多功能按钮 3 秒钟即可关机。 
LED 指示灯将熄灭

快速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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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配对
“配对”是指在两个或多个蓝牙设备之间建立起互信连接。设备必须先配对才
可以互相进行通信。配对识别会被存储下来供以后使用，而设备在下一次连
接时会自动识别对方。

注意：您的音频设备必须支持蓝牙 A2DP 兼容性以与连接到您音频设备的耳机进行连接。请参考

用户手册以了解您想要配对的设备

如何与手机、iPhone™、 
iPod touch® 或其他设备配对

1. 将 Sync by 50 入耳式蓝牙耳机保持在距离配对设备的 30 厘米范围之内。

2. 按住多功能按钮约 5 秒钟或直到红色和蓝色 LED 灯交替闪烁。现在耳机
将处于配对模式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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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启动您手机上的蓝牙搜索功能。请参阅您手机的用户手册以了解更多
信息。

4. 在手机的设备列表中选择 Sync by 50 入耳式蓝牙耳机并按照说明进
行操作。

5. 按照指示输入配对码“0000”。如果配对成功，红色的 LED 指示灯会
停止闪烁。Sync by 50 入耳式蓝牙耳机的设备 ID 号会被存储在手机
的设备列表中，所以下次使用时无需再次输入配对码。

与您的 Sync by 50 入耳式蓝牙耳机对应的设备配对之后， 
启动您设备的媒体播放器，音乐将会开始在您的耳机中进行播放。

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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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音频

在您的音源设备上选择音频播放器，并选择通过 Sync by 50 入耳式耳机进行播放

音频将自动开始进入耳机。

按一下多功能按钮可以暂停音频，再按一次则继续播放。

通过按住音量增大键或音量减小键 1 秒钟来调节音量

注意：当音量控制达到最低和最高时，会发出提示音。

在通话过程中的任何时候，或在播放音乐时，音量可以通过音量增大键或音量
减小键进行调节。当音量被调到最大或最小时，耳机中会发出提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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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快进或快退

按两下音量增大键进入下一曲目

按两下音量减小键进入上一曲目

注意：一些音频播放器会将上一曲目选为当前曲目的起点

注意：只有当直接连接到蓝牙 A2DP 兼容的音乐播放器时，此功能才会

正常工作。例如，当连接到从耳机插孔传输音乐的蓝牙发射机适配器时，

此功能无法操作。并非与每个设备共同使用时所有的功能都可用。

如果要获取兼容设备的列表，请访问 www.smsaud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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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听电话

接听/挂断来电 > 按一下多功能按钮

重拨最后一次通话 > 按两下多功能按钮

拒接来电 > 按住多功能按钮

当您已连接到手机并正在播放音乐时，如果有来电，则您会听到一声短的提
示音。按一下多功能按钮以接听电话，再次按下则会结束通话。当通话正在
进行时，音乐将会暂停，一旦通话结束，音乐播放就会自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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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蓝牙:    CSR 蓝牙 4.0 8645 芯片组，附带 APTX | 
2.1 支持的 A2DP 协议

协议：  HSP、HFP、A2DP、AVRCP

频率响应：  20 - 20,000 赫兹

信噪比 :  <2%

使用范围： 最远达 10 米（30 英尺）

工作时间： 长达 8 小时的音频播放和通话*

待机时间： 长达 250 小时

充电时间： 2-3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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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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限 保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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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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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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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ístrese en SMSaudio.com

©2014 SMS Audio, LLC, Delray Beach, FL 33445. Todos los derechos reservados. «SMS Audio» y «SYNC by 
50» junto con sus respectivos logos son marcas comerciales de SMS Audio, LLC o sus licenciatarios.  

La  es una marca registrada de SMS, Audio, LLC o sus licenciatarios. iPod, iPhone y iPad son marcas 
registradas de Apple, Inc. en los EE. UU. y otros países.Apple no es responsable del uso de este dispositivo o de 

su cumplimiento con normas de seguridad y regulació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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기 종 별

B급 기기 
(가정용 정보통신기기)

1. 이 기기는 가정용으로 전자파적합등록을 한 기기로서 
주거지역에서는 물론 모든 지역에서 사용할 수 있습니다.
2.당해 무선설비는 전파혼신 가능성이 있으므로 
인명안전과 관련된 서비스는 
할 수 없음

사 용 자 안 내 문

이 기기는 가정용으로 
전자파적합등록을 한 기기로서 
주거지역에서는 물론 모든 
지역에서 사용할 수 있습니다

入耳式无线运动耳机
SMS-EBBT-SPRT
中国制造
SMS AUDIO, LLC 
2885 SOUTH CONGRESS AVE, SUITE D, 
DELRAY BEACH, FL 33445, USA

进口商：
Benda Magnetic Limited 
Paul Galland 
1 Computer Street PO Box 8542 
Netanya, Israel 42504 
电话：+972732660603
传真：+972732660610 
电邮地址：PolG@benda.co.il 
生产年份： 2014

电池规格
5.0*2.0*35 毫米可充电锂离子电池
工作功率
50/100 毫瓦
频率响应
20~20000 赫兹



在 SMSAUDIO.COM 进行注册
其他语言的翻译，请访问 

www.smsaudio.com/manu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