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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項

▷ 使用本產品前，請充分閱讀本使用說明書。

▷ 將本產品交給第三者時，請務必附上本說明書。

▷ 本產品明顯受損時，請勿使用。

▷ 只能在允許無線藍牙傳輸的地方使用本產品。 

避免健康受損及事故發生

▷ 請勿將音量調太高，以免聽力受損。為了避免聽力受損，請
不要長時間佩戴耳機使用高音量收聽音樂。Sennheiser耳
機在中、低音量時的音質也十分完美。

▷ 將耳機塞入耳朵時，請注意不要塞得過深，而且務必要使用耳塞套。
從耳朵拿出耳機時請緩慢且小心。

▷ 該產品會產生永久性的強磁場，可能干擾心律調節器、植入
式除顫器和其他植入物。請將包含磁鐵的產品組件（耳機
和充電盒）遠離佩戴心律調節器、植入式除顫器和其他植入
物的人員，所隔距離至少 10cm。

▷ 請將產品零件、包裝零件和附件零件放置在兒童和寵物無法觸及之
處，以防發生意外。誤食和窒息危險。

▷ 請勿在需要集中注意力的環境（例如在道路上或操作工具時）使用
本機。

避免造成產品損壞和故障

▷ 請永遠保持產品乾燥，並不可將其暴露於極高溫或極低溫環境 (吹風
機、暖氣、長期陽光照射等 )，以避免腐蝕或變型。

▷ 僅可使用由 Sennheiser公司提供或推薦的附屬裝置 /配件 /備件。

▷ 清潔本機時，只可使用乾軟布。

使用鋰離子充電電池的安全提示

警告

不正確的使用可能引發電池內的電解液外流。情況嚴重時，可
能引發下列危險：

• 產生爆炸
• 產生火災
• 產生過熱現像
• 產生煙霧或有害氣體

請僅使用 Sennheiser公司推薦的電池和充電器。

為產品以及內置電池充電時，環境溫度應該保持在 10 °C至
40 °C之間。

不得將充電電池加熱超過 60 °C。請避免日照，切勿將充電
電池扔進火裡。

即使長時間不使用也應定期給產品的內建電池充電（約每
3個月一次）。



安全注意事項

MOMENTUM True Wireless  |  3

對記錄和處理資料和韌體升級的提示

該產品會儲存諸如音量、音響效果和已連設備的藍牙連接數據等個性化
設定。產品在操作時必須用到這些數據。Sennhaiser或由 Sennhaiser
授權企業不會收集和處理這些數據。

您可透過 App「Sennheiser Smart Control」或網站免費更新產品固
件。"當安裝了 APP的設備聯網時，會把以下資料傳輸給 Sennheiser
服務器，服務器會對這些資料進行處理，為設備提供和傳輸合適的韌體
更新版本：硬體識別號碼、硬體修訂版本編號、產品的韌體版本、作業
系統類型（Android、iOS）和版本、APP版本。這些資料僅限用於準
備和傳輸韌體更新之目的，不會長時間儲存。

如果不想傳輸和處理數據，請不要連到網路。 

規範使用 / 責任

此款耳機作為藍牙相容型附件裝置，專門設計用於無線音訊通訊，如播
放音樂或透過藍牙技術通話等。

任何不符合隨附產品使用說明書規定的使用情況均屬於不規範使用。

對於不正確使用本機及其附屬產品 /附屬零件之結果，Sennheiser 恕
不負責。

Sennheiser 毋庸賠償因與 USB 規格不相容，導致 USB 裝置的損壞。對
因電池電量耗盡、過度老化或超出藍牙訊號範圍而導致的通訊中斷造成
的損失，Sennheiser公司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開始使用此產品前，請務必瞭解並遵循當地相關規定。

由電池提供電源的產品，不使用時務必關機。

將報廢的產品以及內建電池交到正規廢舊回收中心或專業
經銷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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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貨範圍

線上搜尋：

• 詳細的使用說明和其它資訊 (www.sennheiser.com/download)
• Sennheiser Smart Control App，用於設定耳機以及使用耳機的其它   
功能  
(www.sennheiser.com/smartcontrol)

右側耳機 R (M3IETW R) 和 
左側耳機 L (M3IETW L)

含集成式電池的充電盒，用於耳機 
(M3IETW C)

用於充電的 USB連接線，配有 C型 USB插頭和 A型
USB插頭，大約 0.25 m

矽樹脂耳塞套，XS、S、M號（在供應時已安裝在耳機
上）和 L號

快速使用指南

安全注意事項

您可登入 www.sennheiser.com，在MOMENTUM True 
Wireless的產品頁上找到附件清單。您可以向當地的
Sennheiser合作商洽詢：www.sennheiser.com >「服務與支
援」。

http://www.sennheiser.com
http://www.sennheiser.com
http://www.sennheiser.com
http://www.sennheiser.com/download
http://www.sennheiser.com/download
http://www.sennheiser.com/device-control-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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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總覽

充電盒
M3IETW C

LED指示燈
LED指示燈可顯示充電盒或耳機電池的充電過程 /電量（如
果已插入到充電盒中） 

C型 USB插頭輸入端
用於為電池充電

LED按鍵
啟動 LED指示燈 5秒

內建可充電電池，在旅途中可隨時為耳機充電

型號銘牌

為左側耳機 L充電的充電格層

磁性固定架

為右側耳機 R充電的充電格層

充電接頭

1 2 3

9

4 5 7

7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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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塞
M3IETW L和M3IETW R

充電盒 LED 指示燈概覽

如果已連接了 USB連接線，充電盒 LED指示燈將持續顯示充電過程：

觸控式操作介面

可更換的矽樹脂耳塞套

左側耳機 L（副耳機，接收右側耳機的訊號）

LED狀態指示燈

磁性固定架

充電接頭

麥克風，用於感知環境噪音 (「Transparent Hearing」 ) 以及
接聽電話

右側耳機 R（主耳機，受智慧型手機藍牙連接的控制並控制
左側耳機）

內建電池

RL

CC
A

M3IETW L M3IETW R

A

D
D

E

F

0 0

F

F

GB

D
DE

H 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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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已連接了 USB連接線，當您按下 LED鍵時，充電盒的 LED指示
燈將顯示電池電量或耳機的充電過程，顯示持續 5秒鐘：

LED 訊號燈 充電盒，內有耳機 充電盒，內無耳機

黃燈閃爍
...耳機和充電盒正在
充電

...充電盒正在充電

綠燈亮起
...耳機和充電盒已充
滿電

...充電盒已充滿電

紅燈閃爍

...至少有一個耳機存
在充電 /電池故障 (> 
23)

...充電盒存在充電 /
電池故障 (> 23)

LED 訊號燈 充電盒，內有耳機 充電盒，內無耳機  

綠燈亮起 ...耳機已充滿電 ...充電盒已充電
50~100 %

黃燈閃爍
...耳機正透過充電盒
的電池充電

–

黃燈亮起
...充電盒的電池電量
已空，耳機還未充滿
電

...充電盒電量低於 50 
%

紅燈亮起
...耳機和充電盒的電
池電量幾乎為空

...充電盒電池電量幾
乎為空

紅燈閃爍

...至少有一個耳機存
在充電 /電池故障 (> 
23)

...充電盒存在充電 /
電池故障 (> 23)

如果 LED指示燈未亮起：
• 清潔耳機和充電盒內的觸點 (> 23)。
• 給充電盒和耳機的電池充電，直到 LED指示燈重新亮起 (> 12)。

 2

Press

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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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機 LED 指示燈概覽

有關語音提示的說明
耳機可針對以下功能發出語音提示。透過 Smart Control App，您可以
更改語音提示的語言（選擇語音提示或提示音）或者除個別特殊提示
資訊外（比如電池電量為空的提示），可關閉其它狀態提示。 

LED 訊號燈 含義；耳機 ...

紅 -藍燈交替閃
爍大約 1分鐘

...處於藍牙配對模式 (Pairing)

藍燈閃爍 3次 ...藍牙配對成功

紅燈閃爍 3次 ...藍牙配對失敗

藍燈亮起

...已透過藍牙與一台裝置相連
（主耳機 (R) 已與智慧型手機相連；副
耳機 (L) 已與主耳機 (R) 相連）

紅燈亮起

...未透過藍牙與裝置相連或者連接中
斷
（主耳機 (R) 未與智慧型手機相連；副
耳機 (L) 未與主耳機 (R) 相連）

紅燈快速閃爍 ...電池快沒電了

紅燈緩慢閃爍 ...系統故障。執行重啟 (> 26)

當您把耳機插入耳朵時，LED燈會在大約 5秒後自動關閉。

3x

3x

語音訊息 含義 / 耳機 ...

「Power on」 
（「打開電源」）

...已接通

「Power off」 
（「關閉電源」）

...已關閉

「Connected」 
（「已連接」）

...已透過藍牙連接

「No connection」 
（「無連接」）

...未透過藍牙連接

「Pairing」 
（「配對」）

...處於藍牙配對模式 (Pa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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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ring cancelled」（「配對
中斷」）

...藍牙配對模式中斷

「Pairing successful」（「配
對成功」）

...藍牙配對成功

「Pairing failed」  
（「配對失敗」）

...藍牙配對未成功

「Recharge headset」 
（「給耳機充電」）

...電池電量幾乎為空 – 為電池充電

「Call rejected」 
（「拒絕呼叫」）

...拒絕來電

「Call ended」 
（「呼叫結束」）

...結束通話

「Volume min「  
（「最小音量」）

...音量已為最小

「Volume max」  
（「最大音量」）

...音量已為最大

語音訊息 含義 / 耳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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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1. 喚醒耳機和充電盒並為電池充電

供貨時，耳機和充電盒的電池處於睡眠模式，必須連接到電源上進行喚
醒。 

▷ 將耳機放入充電盒中。

▷ 將C型USB連接線與充電盒相連並將連接線連到USB電源上 (> 12)。
耳機和充電盒被喚醒，電池開始充電。現在可以使用耳機。 

2. 為您的智慧型手機安裝 Smart Control App

透過 Sennheiser Smart Control App，您可以使用所有功能並對耳機
進行設定，以及透過均衡器按照您的喜好來調整音質 (> 14)。

3. 耳機與一個藍牙裝置連接

透過藍牙將耳機與您的智慧型手機相連 (> 14)。

“Sennheiser Smart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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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擇合適的耳塞套，確保耳機在耳朵中處於最佳
位置

所感受到的聲音品質，包括低音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耳機的位置是
否正確。 

▷ 請試用各種組合，選擇能夠帶給您最佳音質和佩戴舒適度的耳塞尺
寸。

▷ 您可以選擇 4種不同尺寸的耳塞 XS、S、M和 L (> 15)。

▷ 請將右側和左側耳機分別對應您的右耳和左耳進行佩戴。 

▷ 將耳機稍稍傾斜地放入耳朵中，然後輕輕旋轉，以便舒適且穩固地
將耳機放入耳道中。

L M S XS

RightLeft

R

RL

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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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耳機

關於電池、充電過程以及首次使用的訊息
耳機和充電盒分別有一顆內建電池。透過充電盒，您可在旅途中隨時妥
善地收納耳機並為其充電。

供貨時，耳機和充電盒的電池處於睡眠模式，必須連接到電源上進行喚
醒。Sennheiser建議，在首次使用前，為耳機和充電盒充滿電，充電
期間不要中斷。

充電盒和耳機的完整充電週期大約為 1.5小時。
Sennheiser建議，在為耳機充電時，請使用隨附提供的 USB連接線以
及可相容的普通 USB電源轉接器。
當您將連接了電源的 USB連接線連接到充電盒上時，充電盒電池將開
始充電。當耳機放到充電盒中時，耳機電池也將同時開始充電。充電盒
的 LED指示燈可顯示充電狀態 (> 6)。 
如果耳機電池的電量低於臨界程度，語音提示會提醒您為耳機充電
「Recharge headset」（「給耳機充電」）。
充電盒電池的電量將透過充電盒上的 LED指示燈顯示 (> 6)。

為耳機和充電盒的電池充電

1. 克服輕微的磁性阻力翻開充電盒蓋，將左側耳機放到左邊的充電格層
中，將右側耳機放到右邊的充電格層中。
耳機將被磁力吸入充電格層中。

2. 將 USB連接線的 C型 USB插頭插入充電盒的 C型 USB插口中。

3. 將 A 型 USB 插頭插入相應的 USB 電源插口中（不包含在供貨範圍
內）。應確保 USB電源與電網相連。
耳機和充電盒的電池將開始充電。

如果充電盒中未放入耳機，則僅為充電盒電池充電。

充電盒的 LED指示燈可顯示充電狀態：

電池 電池完全充滿電時操作 / 待機

耳塞 操作約 4小時

透過充電盒充電 操作約 8小時（耳機最多進行 2次額外充電）

耳機在充電盒內 待機約 7天

USB-A

USB-C

L R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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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機與一個藍牙裝置連接
如需使用藍牙無線連接，必須透過您智慧型手機的裝置設定功能為兩個
裝置（例如智慧型手機和耳機）註冊。此過程稱作配對。 
如果操作方式與所述步驟不同，還需遵守您所用藍牙裝置的操作說明
書。

關於藍牙無線連接的訊息
耳機相容標準藍牙 5.0。
如果您的音訊訊號源能夠支援以下其中一種高解析度音訊編解碼技術，
則音樂將自動以更高的音質播放：aptX、aptX® LL或 AAC。否則，耳
機將以標準音質 (SBC) 播放您的音樂。
彼此配對的設備在打開後將直接建立藍牙無線連接，並可以直接使用。

接通時，耳機將自動嘗試與之前使用的藍牙裝置連接。耳機可最多儲存
八個已配對的藍牙設備的連接配置文件。

當耳機與新的藍牙設備配對時，則會覆蓋使用頻率最低的藍牙設備的連
接配置文件。如果稍後您想建立與該藍牙設備的連接，則必須重新配
對。

LED 訊號燈 充電盒，內有耳機 充電盒，內無耳機  

黃燈 
閃爍

...耳機和充電盒正在
充電

...充電盒正在充電

綠燈亮起
...耳機和充電盒已充
滿電

...充電盒已充滿電

紅燈閃爍

...至少有一個耳機存
在充電 /電池故障 (> 
23)

...充電盒存在充電 /
電池故障 (> 23)

當您在初次充電後首次打開耳機時，它將自動切換到配對模式。 

已配對 (paired) 和連接的藍牙設備

已配對的藍牙設備（目前未連接）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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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機與一個藍牙設備配對 (Pairing)

1. 從充電盒中取出兩個耳機並放入耳朵中 (> 15)。耳機與藍牙設備的距  
離最遠為 50 cm。

2. 同時點選左右兩個觸控式操作介面，按住 5秒，直到聽到「Pairing」
（「配對」）語音提示以及訊號音。
耳機的 LED 指示燈閃爍藍燈和紅燈。耳機正處於配對模式 (Pairing) 
中。

3. 啟動您藍牙裝置上的藍牙功能。 

4. 在您的藍牙裝置的選單中啟動藍牙裝置搜尋。 
將顯示您智慧型手機附近的已啟動的所有藍牙裝置。

在已找到的藍牙裝置中選擇「MOMENTUM TW」。如需要請輸入 
PIN碼「0000」。
如果配對成功，您將聽到「Pairing successful」（「配對成功」）語 
音提示，耳機的 LED指示燈將閃爍藍燈 3次。

切斷耳機與藍牙裝置的連接
▷ 在您的藍牙裝置的選單中切斷與耳機的連接。 
耳機將與藍牙裝置切斷連接。之後，耳機會搜尋其它已配對的設備。
如果未找到任何設備，您將聽到「No connection」（「無連接」）語 
音提示。耳機切換至靜止模式。

安裝 Smart Control App
若要使用耳機的全部功能和設定項目，請在您的智慧型手機上安裝免費
的 Sennheiser Smart Control App。 
請在 Apple AppStore中或 Google Play上下載該 App，並將其安裝在
您的智慧型手機上。或者，您也可以使用您的智慧型手機掃描以下二維
碼或者登入以下網頁：

如果在 1分鐘之內未能建立連接，配對模式結束，耳機將切換到
靜止模式。必要時，重複上面的步驟。

“Pairing“

“Pairing
successful“

5s

Hold

1

3 4

2

max. 50 cm

ON
ON

ON

ON
 
MOMENTUM 

TW 

如果您想刪除耳機的藍牙配對清單，請恢復耳機的原廠設定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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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ennheiser.com/smartcontrol

▷ 透過藍牙無線連接將您的智慧型手機與耳機相連 (> 13)。

▷ 啟動 Smart Control App。
Smart Control App將識別耳機並啟動所有可用設定項目和功能。

選擇合適的耳塞套，確保耳機處於最佳位置

所感受到的聲音品質，包括低音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耳機在耳朵中
的位置是否正確。 

▷ 將耳塞從耳道中取出。

▷ 將新的耳塞插入耳道中，注意耳塞應卡入。

▷ 請試用各種組合，選擇能夠帶給您最佳音質和佩戴舒適度的耳塞尺
寸。
您可以選擇 4種不同尺寸的耳塞套 XS、S、M和 L。耳塞必須穩固位
於耳道中且完全堵住您的耳朵。

將耳機塞入耳朵 

▷ 請將右側和左側耳機分別對應您的右耳和左耳進行佩戴。 

▷ 將耳機稍稍傾斜地放入耳朵中，然後輕輕旋轉，以便舒適且穩固地
將耳機放入耳道中 (> 15)。

L M S XS

Click

RightLeft

R

RL

L

 1

http://www.sennheiser.com/device-control-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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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耳機

▷ 從充電盒中取出兩個耳機並放入耳朵中 (> 15)。 
當已配對的藍牙設備在無線訊號涵蓋範圍內時，您將聽到「Power
On」（「打開電源」）和「Connected」（「已連接」）語音提示。耳
機的 LED指示燈亮藍燈。

關閉耳機

禁止直接關閉耳機。  

您可以單獨使用右側耳機，不必佩戴左側耳機。但是，不可以僅
單獨使用左側耳機。

當您將耳機從耳朵中取出時，Smart Pause功能將自動停止音樂
播放 (> 19)。

警告

高音量有害聽覺！

長時間使用偏高音量，會造成聽覺永久受損。

▷ 在您戴上耳機之前，請將音量調低 (> 17)。
▷ 聽高音量的時間不宜過長。

如果在 15分鐘內沒有找到任何已配對的藍牙設備或者耳機在大約
60分鐘內未啟動（已透過藍牙連接但是無音頻播放），耳機將自
動切入靜止模式。如需將耳機從靜止模式中重新喚醒，請點選 1
次觸控式操作介面或者暫時將耳機放入充電盒中。

“Power on“

“Connected“

On

OffL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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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關閉時，請將耳機放入充電盒中。 
一旦耳機被放入充電盒中，它將自動關閉並開始充電 (> 12)。

設定音量

增加音量：

▷ 請點選右側耳機的觸控式操作介面並按住，直到音量提高。 
減小音量：

▷ 請點選左側耳機的觸控式操作介面並按住，直到音量降低。 
已經達到最大或最小音量時，您會聽到「Volume max」（「最大音
量」）或「Volume min」（「最小音量」）語音提示。

收聽環境噪音或對話 – 啟用 / 關閉
「Transparent Hearing」功能
透過「Transparent Hearing」，您可以聽到環境噪音或者與別人進行
對話，無需將耳機從耳朵中取出。這樣，您便可以聽見火車或飛機上的
廣播通知或者進行簡短的對話。

如果在 15分鐘內沒有找到任何已配對的藍牙設備或者耳機在大約
60分鐘內未啟動（已透過藍牙連接但是無音頻播放），耳機將自
動切入靜止模式。如需將耳機從靜止模式中重新喚醒，請點選 1
次觸控式操作介面或者暫時將耳機放入充電盒中。

當您將耳機從耳朵中取出時，音樂播放將中斷。您也可以關閉該
Smart Pause功能 (> 19)。

警告

高音量有害聽覺！

長時間使用偏高音量，會造成聽覺永久受損。 

▷ 在您佩戴耳機之前以及切換音訊訊號源前，請將音量調

低。

▷ 聽高音量的時間不宜過長。

透過您連接的藍牙裝置或 Smart Control App，可直接調節音量。

HoldHold

R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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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 2次右側耳機上的觸控式操作介面。
在 Smart Control App中設定的 Transparent Hearing模式將啟動。   
您可以感知環境噪音，而不必將耳機從耳朵中取出。

如需啟動 Transparent Hearing模式：

▷ 點選 2次右側耳機上的觸控式操作介面。

設定 Transparent Hearing 功能
如需完整使用 Transparent Hearing的所有功能，需下載 Smart 
Control App (> 14)。

▷ 請在 Smart Control App中選擇所需的 Transparent Hearing功能：

使用語音助手 / 語音選擇
▷ 點選 1次右側耳機上的觸控式操作介面。
智慧型手機的可用語音助手將被啟動（*根據所使用的系統或者您智
慧型手機上已有的 App；Siri、Google Assistant、Baidu...）。

▷ 請向語音助手說出您想問的問題。

如需取消語音助手 /語音選擇：

▷ 點選 1次右側或左側耳機上的觸控式操作介面。

2x

R

ON/OFF

Transparent Hearing 說明

「Keep music playing and 
mix with ambient sound」
（「音樂繼續播放並與環境
噪音混合」）

繼續播放音訊（例如音樂）並與環境噪
音混合。

「No music playback, only 
ambient sound」
（「無音樂播放，只有環境
噪音」）

音頻播放（比如音樂）靜音，您只能聽
到環境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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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mart Pause 功能
耳機將自動識別，您是否將耳機佩戴到了耳朵中或者已將其從耳朵中取
出。

當您將耳機從耳朵中取出時，音樂播放將暫停；當您將耳機重新塞入耳
朵時，音樂播放繼續。

透過 Smart Control App，您也可以禁用此功能。

控制音樂播放
僅當耳機透過藍牙與裝置相連時，音樂播放功能才可用。某些智慧型手
機或音樂播放器無法支援所有功能。 
您可以透過左側耳機控制音樂播放。 

播放音樂／暫停

▷ 點選 1次左側耳機上的觸控式操作介面。

播放下一個曲目

▷ 點選 2次左側耳機上的觸控式操作介面。

1x

R

ON/OFF

Siri, Google Assistant, 
Baidu, ...*

您可以單獨使用右側耳機（主耳機）。但不可以單獨使用左側耳
機（副耳機），它需要借助右側耳機進行藍牙傳輸。

左側觸控式操作介面 功能

點選 1次 播放音樂或暫停

L



使用耳機

20  |  MOMENTUM True Wireless

播放上一個曲目

▷ 點選 3次左側耳機上的觸控式操作介面。

使用耳機打電話
僅當耳機透過藍牙與智慧型手機相連時，通話功能才可用。某些智慧型
手機無法支援所有功能。

您可以透過右側耳機控制通話功能。 

撥打電話

▷ 使用您的智慧型手機選擇想要呼叫的電話號碼。
如果您的智慧型手機無法自動將來電轉接到耳機上，請在您的智慧型
手機上選擇「MOMENTUM TW」作為輸出裝置（必要時請參閱智 
慧型手機的操作說明書）。

接受 / 拒絕 / 結束來電

當您的耳機已與智慧型手機相連時，在收到來電時，您會從耳機中聽到
鈴聲。 
如果您在聽音樂，在收到來電時音樂會暫停，直到你結束通話。 

左側觸控式操作介面 功能

點選 2次 播放播放清單中的下一個曲目

左側觸控式操作介面 功能

點選 3次 播放播放清單中的上一個曲目

右側觸控式操作介面 功能

點選 1次 接聽來電

點選 1次
結束通話
「Call ended」（「呼叫結束」）語音
提示

點選 2次
拒絕來電
「Call rejected」（「拒絕呼叫」）語
音提示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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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電池電量
當耳機與您的藍牙裝置相連時，將在您智慧型手機或裝置的顯示屏中顯
示電池電量（取決於所用的裝置和操作系統）。

在 Smart Control App中也會顯示耳機電池的電量。

透過充電盒顯示電池電量

如果 USB連接線已與充電盒連接：

▷ 按下充電盒上的 LED按鍵。
充電盒的 LED指示燈將顯示電池電量，顯示按住 5秒鐘： 

設定音效 / 均衡器
如需使用音效 /均衡器，您需下載 Smart Control App (> 14)。

▷ 在 Smart Control App中透過均衡器選擇所需的音效。
該音效將儲存在耳機中。這樣當您使用其它藍牙裝置時，不必使用
Smart Control App也可以啟動該音效設定。

點選 1次 接聽來電並結束正在通話的電話

點選 2次 拒絕來電並繼續正在通話的電話

右側觸控式操作介面 功能

LED 訊號燈 充電盒，內有耳機 充電盒，內無耳機  

綠燈亮起 ...耳機已充滿電 ...充電盒已充電
50~100 %

黃燈 
閃爍

...耳機正透過充電盒
的電池充電

–

黃燈亮起
...充電盒的電池電量
已空，耳機還未充滿
電

...充電盒電量低於 50 
%

紅燈亮起
...耳機和充電盒的電
池電量為空

...充電盒電池電量為
空

紅燈閃爍

...至少有一個耳機存
在充電 /電池故障 (> 
23)

...充電盒存在充電 /
電池故障 (> 23)

Press

1x
Press

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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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語音提示 / 提示音
如需設定語音提示和提示音，您需下載 Smart Control App (> 14)。
您可以更改語音提示的語言（選擇語音提示或提示音）或者除個別特
殊提示資訊外（比如電池電量為空的提示），可關閉其它狀態提示。

將耳機儲存在充電盒中或者放在其中進行攜
帶
當您不使用耳機或者要移動耳機時，請將其儲存在充電盒中，避免耳機
受損。耳機將自動充電，以便確保始終擁有最長的電池續航時間。

▷ 克服輕微的磁性阻力翻開充電盒蓋，將左側耳機放到左邊的充電格
層中，將右側耳機放到右邊的充電格層中。
耳機將被磁力吸入充電格層中。

▷ 關閉充電盒蓋。

L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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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或維護耳機

▷ 清潔本機時，只可使用乾軟布。

▷ 不定期地用棉簽清潔耳機上和充電盒中的充電接點。

更換耳塞套
出於衛生原因應定期更換耳墊。您可以向 Sennheiser專業經銷商購買
備用耳塞。

1. 將耳塞從耳道中取出。

2. 將新的耳塞插入耳道中，注意耳塞應卡入。

有關內建電池的訊息
Sennheiser保證並承諾，在購買產品時，電池功能一切良好。如果在
購買後或者在保修期內，您發覺電池存在明顯的損傷或者顯示有充電 /
電池故障 (> 6)，請不要再繼續使用產品，切斷電源，將產品立即送回
給 Sennheiser服務合作夥伴。

安裝韌體更新
固件更新可免費下載，您可以透過 Sennheiser Smart Control App從
互聯網上獲取。

注意

液體能毀損本機的電子零件！

如果液體滲入產品外殼，可能會導致短路或損壞產品的電子器件。

▷ 請確保本機遠離任何液體。

▷ 請勿使用溶劑或去污劑。

L M S XS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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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耳機與您的智慧型手機相連並啟動 Smart Control App (> 14)。 

▷ 透過 App，您可以獲得可用固件更新的相關資訊，並可以安裝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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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出現故障時
目前常見問題集 (FAQ)
請訪問 MOMENTUM True Wireless 產品頁面

www.sennheiser.com/truewireless 

您可以在這裡看到目前常見問題集 (FAQ) 和解決方法建議。

無法使用左側耳機？

請確保耳機已充電 (> 12) 以及耳機已與您的藍牙設備配對並已連接 (> 
14)。只有在使用了右側耳機時，才能使用左側耳機（因為右側耳機控
制藍牙傳輸）。左側耳機至右側耳機的訊號有效距離大約為 25 cm。

無法使用右側耳機？

請確保耳機已充電 (> 12) 以及耳機已與您的藍牙設備配對並已連接 (> 
14)。

耳機未接通 /不對任何點選產生反應？

點選 1次觸控式操作面，將耳機從靜止狀態喚醒 (> 16)。
請確認耳機已充電 (> 12)。如果是這種情況，請重啟耳機 (> 26)。

耳機無法充電？

重啟耳機 (> 26)。

運作時間縮短？

電池損耗。聯絡您的 Sennheiser服務合作夥伴。

有時沒有聲音？

請確保耳機在藍牙設備的無線訊號涵蓋範圍內 (> 26)。

聲音太小？

調高音量 (> 17)。

耳機的音效聽起來很混亂？

可使用 Smart Control App，透過均衡器調節音效設定。確保已與
Smart Control App建立了連接並檢查均衡器的設定 (> 21)。

只有一側有聲音？

請確保耳機已充電 (> 12)，耳機已與您的藍牙設備配對並已連接 (> 14) 
以及耳機已正確放入您的耳朵中 (> 15)。

聲音與電視 /筆記型電腦的畫面不匹配（未達到畫音同步）？

請確保使用具備 aptX Low Latency (LL) 標準的藍牙裝置，以便減少音
訊傳輸延遲。

耳機佩戴不舒服？

請測試不同尺寸的耳塞套，找出您佩戴起來最舒服以及能實現最佳音質
的耳塞套尺寸 (> 15)。

耳機已與 Smart Control App連接，但是不能播放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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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只透過 Smart Control App連接耳機，則只能建立一種用於控制
耳機的連接（透過 Bluetooth Low Energy）。播放音樂時，您必須透
過智慧型手機的藍牙菜單將耳機與智慧型手機進行配對 (> 13)。

您的問題或故障仍然存在？

如果您產品出現的問題未在常見問題中列出或者不能按照所述解決方法
排除故障，請聯絡您的 Sennheiser專業經銷商。
您可以在網頁 www.sennheiser.com > 「服務和支援」區段下找到您
本地的 Sennheiser專業經銷商。

如果超出了藍牙範圍

無線通話和數據流只能在您智慧型手機的藍牙範圍內使用。藍牙範圍取
決於環境條件，例如牆壁的厚度和組成。在直接可視連接中，大多數智
慧型手機和藍牙裝置的作用範圍不超過 10公尺。
如果您和耳機離開了智慧型手機的藍牙有效範圍，聲音品質將持續降
低，直到您聽到「No connection」（「無連接」），連接完全中斷。如
果您和耳機馬上重新返回智慧型手機的藍牙有效範圍，連接將自動建
立，您會聽到「Connected」（「已連接」）語音提示。如果不是這種
情況，請點選 1次耳機的觸控式操作介面。
您可以單獨使用右側耳機（主耳機）。但不可以單獨使用左側耳機
（副耳機），它需要借助右側耳機進行藍牙傳輸。

重啟耳機

如果耳機功能出現故障，請重啟：

▷ 請確保耳機和充電盒的觸點潔淨且正確相接（當您將耳機放入充電
盒時，充電盒的 LED將亮起）。必要時清潔觸點 (>  23)。

▷ 透過 USB連接線，將充電盒連接到電源上 (> 12)。

▷ 將耳機放入充電盒中，（在 60秒之內）點選左右兩側的觸控式操作
介面，並按住 6秒鐘。 
耳機已重啟。

將耳機恢復為原廠設定 / 重置

如果耳機功能出現故障並且手動重啟 (> 26) 後沒有得到改善，請將耳機
恢復為原廠設定。在此過程中將刪除所有配對設定。

▷ 請確保耳機和充電盒的觸點潔淨且正確相接（當您將耳機放入充電
盒時，充電盒的 LED將亮起）。必要時清潔觸點 (>  23)。

▷ 透過 USB連接線，將充電盒連接到電源上 (>  12)。

▷ 將耳機放入充電盒中，（在 60秒之內）點選左右兩側的觸控式操作
介面，並至少按住 30秒鐘。
耳機已恢復原廠設定。

6s

Hold

http://www.sennheis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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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透過 Smart Control App將耳機恢復為原廠設定。

30s

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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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格
MOMENTUM True Wireless M3IETW

藍牙技術 （Bluetooth）

佩戴方式 True wireless Stereo耳機

佩戴方式 耳道

頻率回應範圍 5 Hz至 21 kHz

換能原理 動圈式、密閉型

轉換器尺寸 7 mm

聲壓級 (SPL) 107 dB (1 kHz/1 mW)

非線性諧波失真係數 (1 kHz，
94 dB SPL)

< 0.08 %

麥克風原理 MEMS

麥克風頻率範圍 100 Hz至 10 kHz

麥克風靈敏度 1 kHz時，94 dB SPL

麥克風收音特徵（語音） 雙麥克風波束形成陣列

電源供應 內置鋰離子電池，3.7 V 
左側耳機：60 mAh
右側耳機：85 mAh
充電盒：600 mAh
USB充電，使用充電盒上的 C型 USB
插口：5V ，650 mA

使用時間 4小時（透過 A2DP播放音樂），使用
耳機電池；
12小時，使用充電盒電池

待機時間 約 7天（耳機在充電盒內）

電池充電時間 約 1.5 小時

溫度範圍 運作：0至 +40°C
存放：-25至 +60°C

相對空氣濕度 運作：10 ~ 80%，無凝結
存放：10至 90%

磁場強度 耳機：1.6 mT
充電盒：130 mT

耳機的氣候條件防護 濺水防護符合 IPX4

重量 左側耳機：約 6 g
右側耳機：約 7 g
充電盒：約 57 g

版本 5.0，相容，等級 1，BLE

發送頻率 2,402 MHz ~ 2,480 MHz

調制 GFSK，π/4 DQPSK，8DPSK

規範 HSP、HFP、AVRCP、A2DP

輸出功率 10 mW（最大）

編碼技術 aptX®、aptX® LL、AAC、S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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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聲明
保固

Sennheiser  electronic  GmbH  &  Co. KG 為此產品提供兩年（24 個
月）保固。

您可以在本公司網站 www.sennheiser.com或向 Sennheiser專業經銷
商了解最新的保固服務範圍。

符合下列指令的要求

• 一般產品安全標準 (2001/95/EC)
• 符合各國具體的音量限制規定

歐盟符合性聲明

• RoHS指令 (2011/65/EC)
Sennheiser electronic GmbH & Co. KG在此聲明，無線電裝置型號
M3IETW L、M3IETW R、M3IETW C符合無線電裝置標準 (2014/53/
EU)。
完整版的歐盟符合性聲明參見：www.sennheiser.com/download。

有關廢棄處理的提示

• 電池標準 (2006/66/EG & 2013/56/EU)
• 廢電機電子裝置 (WEEE) 符合 2012/19/EU 指令
在產品、蓄電池 /電池（如果有）和 /或包裝上有垃圾箱車輪上畫了
一個叉的標誌表示該產品使用壽命到期時不得作為一般生活垃圾進行廢
棄處理，而需分類收集處理。廢棄處理包裝時請遵守您所在地區有關垃
圾分類的法律規定。

關於該產品循環再利用的更多訊息請從當地主管部門、城市收集或回收
站點或者 Sennheiser合作商處獲取。
分開收集電氣電子廢舊裝置、蓄電池 /電池（如果有）以及包裝是為
了資源再利用，或者是當地主管部門的要求，同時也是為了避免負面影
響，如避免隱含的有害物質。這樣，您也為環境保護和健康保護作出了
重要貢獻。

商標

Sennheiser是 Sennheiser electronic GmbH & Co. KG的註冊商標。
Apple，Apple標誌是 Apple Inc.在美國和其他國家註冊的商標。App 
Store是 Apple Inc.的服務標記。 
Google Play和 Google Play是 Google LLC.的商標。 
Bluetooth®字樣標記和標誌是 Bluetooth SIG, Inc. 擁有的註冊商標，
Sennheiser electronic GmbH & Co. KG任何使用此類標記之處均獲得
授權。 
Qualcomm aptX是 Qualcomm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Ltd.的產
品。Qualcomm是 Qualcomm Incorporated在美國和其他國家註冊的
商標，使用此商標之處亦獲得授權。 
aptX是 Qualcomm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Ltd.在美國和其他國
家 /地區註冊的商標，使用此商標之處亦獲得授權。 
本使用者文件中提及的其他產品和公司名稱可能是相關所有者的商標或
註冊商標。

http://www.sennheiser.com
message URL http://www.sennheiser.com/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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