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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剛才購買的產品所帶來的是在個人音效、舒適性、款式
和豪華程度方面的終極體驗。

請花幾分鐘的時間來熟悉你的新耳機的控制和操作。此
外，請注意在本手冊中出現的任何警告事項。聽任何大音
量的音訊來源，可導致永久性的聽力損傷。

另外，你可以上Tweet與我分享您的看法：@SMSaudio和@50cent。

SYNC by 50頭戴式藍芽®耳機恭喜您

恭 喜 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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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鈕的位置和說明SYNC by 50頭戴式藍芽®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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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能 速 覽



電源開/關：

開啟方式：將電源/配對開關推至中間位置。這時鈴聲就會響起，表明
電源已開啟，LED指示燈將會開始閃爍。 

關閉方式：將電源/配對開關推至關閉(off)位置。LED指示燈將停止閃
爍。 

 

連接您的裝置：

1. 請確保您的裝置處於藍芽®可發現模式。

2. 當電源打開時，LED指示燈會閃爍，撥下並按住電源/配對開關至
SYNC位置 約3秒鐘。LED燈將開始快速閃爍。 

3. 鬆開電源/配對開關至中間位置，然後在您的配對裝置上選擇
「SYNC by 50」（新手機將自動連接 - 某些手機可能要求輸入密碼
「0000」）。

4. 一旦連接成功，下次SYNC by 50頭戴式藍芽®耳機開啟時，它會自
動連接到您的裝置。

 

入門 SYNC by 50頭戴式藍芽®耳機

快 速 入 門 指 南



聽音樂：

使用藍芽： 一旦您的裝置連接到SYNC by 50頭戴式藍芽®耳機，即會
開始播放音樂，並且您將透過無線方式收聽。

使用3.5mm音訊線：除了透過使用藍芽®無線收聽，您也可以使用附帶
的音訊線來收聽。只需將音訊線的直插頭端插入耳機的3.5mm插孔中，
並且將另一端插入您的裝置中。 

釋放您的音樂...

請記住，透過使用附帶的音訊線，即使您的電池電量不足並且耳機的電
源關閉時，您仍然可以聽音樂。

入門SYNC by 50頭戴式藍芽®耳機



線控按鈕/電話模式

線控按鈕齊全：

使用藍芽®進行無線連接時，使用者將獲得全部功能*以調整音量或
曲目以及暫停音樂和接聽電話（功能速覽中說明的按鈕功能）。

*SMS Audio並不能保證所有裝置和功能的相容性。

 

接聽電話：

使用藍芽®：當有來電時，只需按一下中間的按鈕來接聽電話（按
住2-3秒可以忽略呼叫）。如果要結束通話，則再次按一下中間的按
鈕。如果正在聽音樂，則音樂會暫停並且手機鈴音會響起。一旦通
話結束後，音樂就會恢復播放。

使用3.5mm音訊線：當有來電時，只需按下音訊線上附帶的接聽/掛
斷按鈕。如果要結束通話，請再次按接聽/掛斷按鈕。如果正在聽音
樂，則音樂會暫停並且手機鈴音會響起。一旦通話結束後，音樂就
會恢復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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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充電

自動關機和低電量：

當電池電壓低於3.3V時，紅色的LED指示燈會開始閃爍。一旦電池
電壓低於3.0V，其將自動關閉電源。如果3-4分鐘沒有動作，SYNC 
by 50頭戴式藍芽®耳機也將自動關閉，以節省電量。

 

充電模式：

如果要為SYNC by 50頭戴式耳機充電，請將附帶電纜的Micro USB
端插入耳機左側的連接埠，USB端插入一個相容的USB/AC適配
器。在充電時，LED指示燈會變成紅色。充電需要大約4小時才能
為耳機充滿電，一旦完全充滿電，LED指示燈就會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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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有限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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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o Warranty 2885 South Congress Ave., Suite D, Delray Beach, FL 3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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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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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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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有限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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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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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o Exchange/Return 2885 South Congress Ave., Suite D, Delray Beach, FL 3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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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配件完好損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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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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長時間聽超大音量的音樂，會損傷人的聽力。帶上耳機前請先調節音
量，以防止聲音突然爆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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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產品不得造成有害干擾，(2) 本產品必
須接受任何收到的干擾，包括可能導致意外操作的干擾。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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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設備會產生，使用和輻射無線電頻率能量，如果不按照說明進行
安裝和使用，可能對無線電通信造成有害幹擾。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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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該產品。

注意：SMS Audio, LLC在此聲明SYNC by 50耳機符合1999/5/EC指令的基本要
求和相關規定。符合標準聲明的副本可以透過以下方式獲得 
www.smsaudio.net/directive1999/syncby50_onear_bt.pdf

NCC Statement: 須加在使用手冊內
根據NCC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 規定:

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可，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
不得擅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
擾現象時，應立即停用，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前項合法通
信，指依電信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
低功率射頻電機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
設備之干擾。

第十二條

第十四條

安全提示 SYNC by 50頭戴式藍芽®耳機

為 了 您 的 安 全



© 2012 SMS Audio, LLC, Delray Beach, FL 33445。保留所有權利。「SMS Audio」和「STREET by 50」及其徽標
是SMS Audio, LLC或其授權人的注冊商標。該 標誌是SMS Audio, LLC或其授權人的注冊商標。iPod、iPhone 

和iPad 是Apple, Inc.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注冊商標。 
Apple不負責本產品的使用，也不對其是否符合安全和監管標準負責。 
Bluetooth（藍芽）和Bluetooth標誌是Bluetooth SIG, Inc.的注冊商標。

在SMSAUDIO.COM進行註冊
其他語言的翻譯，請瀏覽

www.smsaudio.com/manu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