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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ENTUM Wireless
Around-Ear耳机
M3AEBTXL

使用说明书

请使用搜索功能、导航功能（左）或者以下链接：
开始

“产品总览 ” 
“第一步 ” 
“使用耳机 ” 
“常见问题 /出现故障时 ” 
“技术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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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提示
▷ 在使用产品前请仔细完整地阅读本使用说明书。

▷ 请始终将产品连同本使用说明书一起交给第三方。

▷ 当产品出现明显损坏或发出响亮、异常（振鸣声或蜂鸣声）噪音
时，请不要继续使用。 

▷ 只能在允许无线蓝牙传输的地方使用本产品。 

避免健康受损及事故发生

▷ 注意保护听力，免受高音量伤害。为了避免听力受损，请不
要长时间佩戴耳机使用高音量收听音乐。 Sennheiser耳机
在中、低音量时的音质也十分完美。

▷ 该产品会产生永久性的强磁场，可能干扰心脏起搏器、植入
式除颤器和其他植入物。请将包含磁铁的产品组件远离佩戴
心脏起搏器、植入式除颤器和其他植入物的人员，所隔距离
至少 10 cm。

▷ 请将产品零件、包装零件和附件零件放置在儿童和宠物无法触及之
处，以防发生意外。误食和窒息危险。

▷ 请勿在需要集中注意力时使用本产品（如在行车途中或在从事手工
作业时）。尤其是产品的主动式噪音抑制系统会隔绝环境噪音或严重
改变警告信号音。 

避免产品受损及故障发生

▷ 保持产品干燥，不要将其暴露在极低或极高的环境温度下（吹风
机、暖气、长时间日照等）以防锈蚀或变形。正常使用温度在 0 °C
至 40 °C之间。

▷ 为避免出现响亮的异常（振鸣声或蜂鸣声）噪音以及确保降噪功能
正常，切勿遮盖耳罩外侧主动式噪音抑制系统的麦克风开孔。

▷ 仅可使用由 Sennheiser公司提供或推荐的附属设备 /配件 /备件。

▷ 只能使用柔软干燥的抹布清洁皮革制品以外的产品零件。

真皮部件的保养

▷ 请定期使用蘸水的干净软布擦拭真皮部件。

▷ 请不要使用皮革抛光剂、洗涤剂或肥皂水清洁真皮部件。

▷ 请不要将耳机存放在潮湿的环境。

锂聚合物充电电池的安全提示

警告

如果滥用或不按规定使用，充电电池可能会漏液。在极端情
况下，还可能导致以下危险：
• 过热
• 着火
• 爆炸
• 产生烟雾或有害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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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记录和处理数据和固件升级的提示

该产品会保存诸如音量和已连设备的蓝牙地址等个性化设置。产品在运
行时必须用到这些数据。Sennheiser或由 Sennheiser授权企业不会收
集和处理这些数据。

本产品将收集诸如接通周期和运行时间（如音乐播放、ANC程序、EQ
设置）等使用数据，这些数据将以加密和匿名的方式通过 “Sennheiser 
Smart Control”App传输给 Sennheiser或者由 Sennheiser授权相应
企业进行传输、保存和处理。处理这些数据是为了确定统计参数，以便
提供和维护产品功能以及进行产品优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将其与某
一特定人员联系起来。如果不想这些数据被传输和处理，则可在 App
菜单的 “Privacy”（隐私）设置中取消权限。
您可通过 App“Sennheiser Smart Control”或网站免费更新产品固件。
当安装了 APP的设备联网时，会把以下数据传输给 Sennheiser服务
器，服务器会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为设备提供和传输合适的固件更新
版本：硬件标识符、硬件审核号、产品的固件版本、操作系统类型
（Android、 iOS）和版本以及 App的版本，这些数据仅用于规定用途
且不会永久性保存。如果不想传输和处理数据，请不要联网。

预期用途 /责任

此款耳机作为蓝牙兼容型附件设备，专门设计用于无线音频通讯，如播
放音乐或通过蓝牙技术通话等。

任何不符合随附产品使用说明书规定的使用行为均属于不规范使用。

对产品以及附加设备 /配件的滥用或不规范使用而造成的损坏，
Sennheiser不承担任何责任。
如果使用规格不符合要求的 USB设备， Sennheiser对可能造成的损坏
不承担任何责任。

Sennheiser公司对因电池电量耗尽、过度老化或超出蓝牙信号范围而
导致的通讯中断及其损失不负任何负责。

调试前，请注意所在国家 /地区的有关规定。

请仅使用 Sennheiser推荐的电池和匹配的充电器。

只能在 0 °C至 40 °C的环境温度下给产品 /电池充电。

不得将产品 /电池加热超过 60 °C。请避免日照，切勿将产
品 /电池扔进火里。

即使长时间不使用也应定期给产品 /电池充电（约每 3个
月一次）。

使用完毕后，关闭由电池供电的设备。

将报废的产品以及内置电池交到正规废旧回收中心或专业
经销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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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货范围

在线查找：
• 详细的使用说明和更多信息 (www.sennheiser.com/download)
• Sennheiser Smart Control App，用于设置耳机以及使用耳机的其它   
功能 (www.sennheiser.com/smartcontrol)

Around-Ear耳机MOMENTUM Wireless M3AEBTXL

带 C型 USB插头的 USB线
约 1.2 m

USB适配器 
C型 USB转 A型 USB插头

带 3.5 mm插头的模拟音频线
约 1.4 m

便携包

简要说明

安全提示

您可以访问 www.sennheiser.com上的MOMENTUM Wireless
产品页面查看附件列表。请联系您所在国家 /地区的 Sennheiser
专业经销商：www.sennheiser.com > “服务与支持 ”。

http://www.sennheiser.com
http://www.sennheiser.com
http://www.sennheiser.com/download
http://www.sennheiser.com/download
http://www.sennheiser.com/smart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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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总览

羊皮革头带

LED指示灯

主动式噪音抑制系统 ANC开关 
关、开、 Transparent Hearing模式

NFC 天线

音量键 + 调高

用于音乐和来电功能的多功能键

音量键 - 调低

主动式噪音抑制系统 ANC的外部麦克风

语音助手键；
按住 5秒钟激活蓝牙配对模式 (Pairing)

OFF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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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指示灯的概览

有关语音提示的说明

耳机针对不同的功能发出语音提示（参见以下示例）。通过 Smart 
Control App，您可以更改语音提示的语言（选择语音提示或提示音）
或者除个别特殊提示信息外（比如电池电量为空的提示），可关闭其它
状态提示。

C型 USB的输入端； 
用于充电和音乐播放 /数据连接

模拟音频线的输入端； 
接入音频线时，飞行模式激活 /蓝牙关闭

耳罩，内置主动式噪音抑制系统 ANC的麦克风，可无级调节

羊皮耳垫

耳罩关节，具有开关耳机的功能

用于接听电话的麦克风

LED指示灯 含义；耳机 ...

 亮起绿灯约 2秒 ...启动

亮起蓝灯约 2秒 ...已通过蓝牙与一台设备相连

亮起红灯约 2秒 ...未通过蓝牙与设备相连或者连接中断

红 -蓝灯交替闪
烁大约 5分钟

...处于蓝牙配对模式 (Pairing)

绿灯闪烁 ...发出来电信号

红灯快速闪烁 ...电量几乎耗尽

红灯闪烁 3次 ...关闭

红灯脉动 ...耳机需要充电（电量已经非常低）

黄灯闪烁 ...正在充电

绿灯亮起 ...已充满电

红灯闪烁 发生充电 /电池错误 (> 29)

如果 LED指示灯在充电时没有立即亮起，请清洁充电插口并使耳
机一直充电，直至 LED指示灯再次亮起 (> 9)。

语音提示 含义 /耳机
“Power on” 
（“打开电源 ”）

已启用

“Power off” 
（“关闭电源 ”）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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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提示的说明

耳机可针对以下功能发出振动提示。 

“Device (1) (2) connected” 
（“设备 (1) (2) 已连接 ”）

与设备 1或 2已连接

“No connection”
（“没有连接 ”）

未通过蓝牙连接

“Pairing” 
（“配对 ”）

处于蓝牙配对模式 (Pairing)

“Pairing successful”（“配对
成功 ”）

蓝牙配对成功

“No device found” 
（“未找到设备 ”）

没有连接任何已配对的设备

“Volume min“  
（“最小音量 ”）

音量已为最小

“Volume max” 
（“最大音量 ”）

音量已为最大

“Call rejected” 
（“拒绝呼叫 ”）

拒绝来电

“Call ended” 
（“呼叫结束 ”）

结束通话

“Mute on” 
（“启用静音 ”）

麦克风静音，当前来电被保留

“Mute off” 
（“停用静音 ”）

麦克风再次激活

“More than xx % battery left” 
（“剩余电量高于 xx %”）

电池具有所述电量

“Recharge headset” 
（“给耳机充电 ”）

电池没电。给耳机充电。

事件 备注

来电呼叫 仅在耳机没有戴上时振动

通过 TILE App定位 通过 TILE App，已注册的
MOMENTUM 3会进行振动，以便在
其处于附近时找到它 (> 25)。

语音提示 含义 /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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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1.给电池充电
交付时，耳机的电池没有完全充满电。首次使用前，请给电池充满电且
不能中断 (> 9)。

2.为您的智能手机安装 Smart Control App
通过 Sennheiser Smart Control App，您可以使用所有功能并对耳机进
行设置，以及通过均衡器按照您的喜好来调整音质 (> 13)。

3.耳机与一个蓝牙设备连接
通过蓝牙将耳机与您的智能手机相连 (> 10)。

4.戴上耳机并调整头带
您可以根据头围大小调整耳机，以确保音质良好且佩戴舒适 (> 17)。

USB-CUSB-C

“Sennheiser Smart Control”

5s

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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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耳机

关于电池和充电过程的信息
耳机有内置式电池。一个完整的充电周期大约持续 3个小时。大约 10
分钟的充电时间可以获得 1.5小时的耳机播放时间。首次使用前应将耳
机充满电且不得间断。

耳机充电期间，LED指示灯亮起 (> 6)。如果电池的电量低于临界水平，
语音提示会提醒您为耳机充电 “Recharge headset”。
Sennheiser建议，在为耳机充电时，请使用随附提供的 C型 USB连接
线以及可兼容的普通 C型 USB电源。
耳机充电期间，您仍然可以收听音乐或打电话。但在这种情况下会延长
充电时间。

为耳机的电池充电

1. 将 USB连接线的 C型 USB插头插入耳机的 USB插口中。

2. 将另一个 C型 USB插头插入相应的 USB电源插口中（*不包含在供
货范围内）。应确保 USB电源与电网相连。
耳机开始充电过程。 LED指示灯显示状态。

LED指示灯 含义

红灯闪烁 耳机需要充电（电量已经非常低）

黄灯闪烁 电池已充电

绿灯亮起 电池充满电

红灯闪烁 发生充电 /电池错误 (> 29)

3 HRS

Pulsing

USB-A

USB-C

USB-C

USB-C
1

2 USB-C USB Micr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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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与一个蓝牙设备连接
如需使用蓝牙无线连接，必须为两个设备（耳机和比如智能手机）注
册一次。此过程称作配对。 
如果您的蓝牙设备支持通过 NFC（近场通信）自动配对，将自动创建
连接。 
如果您的蓝牙设备不支持 NFC，则使用设备设置进行配对过程。
如果操作方式与所述步骤不同，还需遵守您所用蓝牙设备的操作说明
书。

关于蓝牙无线连接的信息
该耳机兼容标准蓝牙 5.0。 
如果您的音频信号源能够支持以下其中一种高分辨率音频编解码技术，
则音乐将自动以更高的音质播放：aptX、aptX LL或 AAC。否则，耳机
将以标准音质 (SBC) 播放您的音乐。
彼此配对的设备在打开后将直接建立蓝牙无线连接，并可以直接使用。

接通时，耳机自动尝试与之前使用的两个蓝牙设备连接。耳机可最多保
存八个已配对的蓝牙设备的连接配置文件。

当耳机与新的蓝牙设备配对时，则会覆盖使用频率最低的蓝牙设备的连
接配置文件。如果稍后您想建立与该蓝牙设备的连接，则必须重新配
对。

如果您没有带 C型 USB插口的 USB电源可用，请使用 USB适配器
连接 A型 USB插口（供货范围）。

第一次启动耳机后，耳机自动进入配对模式。

已配对 (paired) 和连接的蓝牙设备

已配对的蓝牙设备（当前未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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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通过 NFC与一个蓝牙设备配对
(Pairing)
1. 激活蓝牙设备上的 NFC功能。 

2. 启动耳机 (> 14)。

3. 将您的蓝牙设备与耳机右侧耳罩中的 NFC 天线保持小于 3 cm 的距 
离。 
您会听到语音提示 “Pairing”（“ 配对 ”）并且 LED 指示灯闪烁蓝灯
和红灯。

4. 当您的蓝牙设备显示屏上出现关于蓝牙配对的确认询问时，点击 “是
”（此处文字根据蓝牙设备而有所不同）。
配对成功时，您将听到语音提示 “Pairing successful”（“ 配对成功 
”）和 “Device (1) connected”（“设备 (1)已连接 ”）。LED指示灯亮  
起蓝灯 2秒钟。

< 3 cm

Pairing

ON

ON

1 2

3 4

ONMOMENTUM 3

Connected
2s

“Pairing“ “Device (1) 
connected“

“Pairing 
successful“

ONOFF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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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与一个蓝牙设备配对 (Pairing)
1. 启动耳机 (> 14) 并将其置于蓝牙设备附近（最多 20 cm）。

2. 按住语音助手键 5秒钟，直至听到语音提示 “Pairing”（“配对 ”）。
LED指示灯闪烁蓝灯和红灯。耳机处于配对模式。

3. 激活您蓝牙设备上的蓝牙功能。

4. 在您的蓝牙设备的菜单中激活蓝牙设备搜索。 
将显示您蓝牙设备附近的所有已激活的蓝牙设备。

5. 在已找到的蓝牙设备中选择 “MOMENTUM 3”。如需要请输入 PIN码 
“0000”。
配对成功时，您将听到语音提示 “Pairing successful”（“ 配对成功 
”）和 “Device (1) connected”（“设备 (1)已连接 ”）。LED指示灯亮  
起蓝灯 2秒钟。

如果在 5分钟之内未能建立连接，配对模式结束，耳机将切换到
待机模式。必要时，重复上面的步骤。

Pairing

1

2 3 4 5

Connected
2s

“Pairing“

“Device (1) 
connected“

“Pairing 
successful“

< 20 cm

ONOFF

Click

*** MOMENTUM 3
*** MOMENTUM 3
Keyword: 0000

Menu
Bluetooth on
Bluetooth off

Menu
Add Device

5s

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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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耳机与蓝牙设备的连接
▷ 在您的蓝牙设备的菜单中切断与耳机的连接。 
耳机将与蓝牙设备切断连接。您会听到语音提示 “Device (1) 
disconnected”（“设备 (1)已断开 ”）。耳机切换到待机模式。

安装 Smart Control App
若要使用耳机的全部功能和设置项，请在您的智能手机上安装免费的
Sennheiser Smart Control App。 
请在 Apple AppStore中或 Google Play上下载该 App，并将其安装在
您的智能手机上。或者，您也可以使用您的智能手机扫描以下二维码或
者登录以下网页：
www.sennheiser.com/smartcontrol

▷ 通过蓝牙无线连接将您的智能手机与耳机相连 (> 10)。

▷ 启动 Smart Control App。
Smart Control App将识别耳机并激活所有可用设置项和功能。

如需删除耳机的蓝牙配对列表 > 30。

如需使用耳机的其他功能，请下载相应制造商的 App：
• TILE App (> 25)
• Amazon Alexa App (> 23)

http://www.sennheiser.com/smart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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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耳机

▷ 将（左右）两个耳罩彼此翻开。
关节轻轻插入。耳机开启。您会听到语音提示 “Power on”（“ 打开 
电源 ”）， LED指示灯亮起绿灯 2秒。 
当已配对的蓝牙设备在无线信号覆盖范围内时，您将听到语音提示
“Device (1) connected”（“设备 (1)已连接 ”）。 LED指示灯亮起蓝  
灯 2秒钟。

警告

高音量导致危险！

长时间使用偏高音量会造成听觉永久受损。

▷ 在您戴上耳机之前，请将音量调低 (> 18)。
▷ 听高音量的时间不宜过长。

警告

打开时有夹手危险！

打开耳罩时，可能会夹住手指关节处，导致受伤。

▷ 打开耳罩时，请与手指关节保持足够的间距，以免皮肤
被夹伤。

当您启动耳机时，请确保您的蓝牙设备上的蓝牙已激活。

如果蓝牙已激活而耳机在几分钟内没有找到任何配对的蓝牙设
备，您将听到语音提示 “No device found”（“未找到设备 ”）。
LED指示灯亮起红灯 2秒钟。耳机切换到待机模式。

Connected

No connection

“Device (1) 
connected“

“No device 
found““Power on“

OFF

Click

ON

Power on
2s 2s

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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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耳机，但不要接通
▷ 在您翻起耳罩的过程中按住多功能键，并按住该按键保持至少 4秒
钟。
耳机保持关机状态。您会听到语音指示 “Power off”（“关闭电源 ”）。 
LED指示灯亮起红灯 2秒钟。

如需再次接通耳机：
▷ 将两个耳罩彼此合拢然后再翻开。 
耳机将正常接通 (> 14)。

启动耳机，但没有蓝牙无线连接（飞行模
式）
▷ 在您翻起耳罩的过程中按住语音助手键，并按住该按键保持至少 4秒
钟。
耳机启动，无蓝牙无线连接。您会听到语音提示 “Power on”（“ 打 
开电源 ”）和 “No connection”（“无连接 ”）。LED指示灯亮起绿灯 
约 2秒，亮起红灯约 2秒。

“Power off“

Click

OFF

2s

4s

Hold

如将模拟音频电缆与耳机连接起来，则同样会激活飞行模式（蓝
牙无线连接关闭） (> 25)。

OFF

“Power on“
“No connection“

Click

ON

2s 2s

4s

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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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耳机
▷ 将左侧耳罩和右侧耳罩折叠在一起，使其略微受到关节的阻力。
您会听到语音提示 “Power off”（“ 关闭电源 ”）并且 LED 指示灯闪 
烁红灯 3次。耳机关闭。

当您摘下耳机并放在肩膀上时，耳机切换到待机模式，以节省电
量。一旦您将其重新戴上，待机模式就会被禁用。

在关闭状态下将耳机与强磁保持至少 10 cm的距离，否则耳机可
能意外启动。

“Power off“

1

2

OFF

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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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耳机并调整头带 
为确保良好音质和最佳的配戴舒适性，请根据您的头围调整耳机。 

▷ 戴耳机时，头带必须过头顶。注意耳罩上的左 L和右 R标记。

▷ 将耳罩在头带的轨道中向上或向下推，直至：
– 使耳垫能舒服地包围耳朵，
– 在耳朵周围能够感觉到均匀的压力，
– 使头带贴在头顶。
针对最佳音质和主动噪音抑制系统 ANC，必须使耳垫完全包裹住您
的耳部。

查询电池电量
当耳机与您的蓝牙设备相连时，将在您智能手机的显示屏中显示电池电
量（取决于所用的设备和操作系统）。

在 Smart Control App中也会显示电池电量。
您可通过语音提示功能了解耳机的电池充电状态（通话期间不可用）：
▷ 按住多功能键 2秒。

语音提示 含义

“Recharge headset”（“重
新给耳机充电 ”）

电池已空。给电池充电 (> 9)。
附加地， LED指示灯闪烁红灯。

“More than xx% battery 
left”

以百分比指定剩余电量。

"recharge 
headset"

„More than xx % 
battery left“

2s

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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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音量

您可以调整音乐、语音提示和来电的播放音量：
▷ 当您听音乐或打电话时：按下音量键 +或 -，增加或降低播放音量。
已经达到最大或最小音量时，您会听到 “Volume max”（“最大音量 ”）
或 “Volume min”（“最小音量 ”）语音提示。

关于主动式噪音抑制系统 ANC的信息
由于采用了封闭式结构型式该耳机可以提供有效的被动式环境噪音隔
离。 
此外，耳机还提供主动式噪音抑制功能 Active Noise 
Cancellation“ANC”，您可借助该功能将环境噪声降至最低。
即使在主动式噪音抑制系统 ANC激活时，耳机的音质也始终处于最佳
状态。

当耳机和您的音频源已通过蓝牙、 USB线或音频线连接时（前提条件
是电池已充分充电），您可以激活或禁用主动式噪音抑制系统 ANC。 
如果想要在嘈杂的环境中享受一份静谧，利用 ANC即可将耳机变为降
噪设备，无需连接电缆或与所有蓝牙设备断开 (> 15)。
通过 Smart Control App，您可以选择不同的 ANC模式，其根据应用
情况提供最佳的设置。因此使得例如低频噪音消隐、风声最小化或避免
可能出现的对耳部的压力感。 
主动式噪音抑制系统的相关提示

• 尤其是能够有效降低例如发动机的轰鸣声或风扇的沙沙声等持续噪
音。

• 说话声或高频噪音虽已显著降低，但仍可感知。
• 在极安静的环境下，可能会有轻微的响声。此时，请关闭 ANC。
• 如果出现异常（振鸣声或蜂鸣声）噪音，请取下耳机，然后重新戴
上。注意耳罩应紧密贴合耳朵且位置正确。

• 为避免出现响亮的异常（振鸣声或蜂鸣声）噪音以及确保降噪功能正
常，切勿遮盖耳罩外侧主动式噪音抑制系统的麦克风开孔。

警告

高音量导致危险！

长时间使用偏高音量会造成听觉永久受损。在音频源间切
换时可能出现极端的音量变化情况，这会持续伤害您的听
力。 

▷ 在您佩戴耳机之前以及切换音频信号源前，请将音量调

低。

▷ 听高音量的时间不宜过长。

通过您连接的蓝牙设备同样可以调节音量。

„Volume max“

„Volume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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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 /关闭主动式噪音抑制系统 ANC
▷ 将 ANC开关推到中间位置，启动主动式噪音抑制系统 ANC。
在 Smart Control App中设置的 ANC模式已激活 (> 19)。

▷ 将 ANC开关推到中间位置，启动主动式噪音抑制系统 ANC。

设置主动式噪音抑制系统 ANC
为了能够完整使用所有 ANC设置和功能，需使用 Smart Control App 
(> 13)。

▷ 在 Smart Control App中选择所需的 ANC模式：

* 默认设置

收听环境噪音或对话 – 启用 /关闭
“Transparent Hearing”
通过 “Transparent Hearing”，即使在噪音抑制系统 ANC激活时，您也
可以毫无障碍地听到环境噪音或进行交流，无需摘下耳机。这样，您便
可以听见火车或飞机上的广播通知或者进行简短的对话。

▷ 将 ANC开关推到下部位置并再松开，激活 Transparent Hearing。
您会听到 2声信号音。在 Smart Control App中设置的 Transparent  
Hearing模式将激活 (> 20)。您可以感知环境噪音，而不必将耳机摘  
下。

如需激活 Transparent Hearing模式：

如果您没有将耳机戴在头上，主动式噪音抑制系统 ANC将自动
暂停，以节约电量。

ON

OFF

ANC模式 降低低频背景音和噪音
耳罩中所用的 ANC麦克
风

应用

“Max”* 最大程度降低 朝向耳朵，朝向外部 在嘈杂环境中，例如机场 /道
路交通

“Anti Wind” 轻度降低，没有干扰的风声或
运动噪音

朝向耳朵 在户外和旅途中

“Anti Pressure” 舒适的降低，耳部没有压力感 朝向外部 在家或在酒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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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ANC开关重新推到下部位置并再松开。
您会听到 1声信号音。在 Smart Control App中设置的 ANC模式已  
激活 (> 19)。

设置 Transparent Hearing
如需完整使用 Transparent Hearing的所有功能，需下载 Smart 
Control App (> 13)。

▷ 请在 Smart Control App中选择所需的 Transparent Hearing功能：

* 默认设置

用耳机听音乐
如果耳机和您的音频源已通过蓝牙 (> 10)、 USB线 (> 26) 或音频线 (> 
25) 相连，您便可以听到音乐。

控制音乐播放
仅当耳机通过蓝牙与设备相连时，以下音乐播放功能才可用。某些智能
手机或音乐播放器无法支持所有功能。 

播放音乐／暂停
▷ 按下多功能键 1次。

ON

OFF

Transparent Hearing 说明

“Keep music playing and 
mix with ambient sound”

继续播放音频（比如音乐）并与环境噪
音混合。

“No music playback, only 
ambient sound” *

音频播放（比如音乐）静音，您只能听
到环境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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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下一个曲目

▷ 快速按下多功能键 2次。

播放上一个曲目

▷ 快速按下多功能键 3次。

快进曲目

▷ 快速按下多功能键 2次并保持按住状态，直至您跳转到所需的曲目。

回放曲目

▷ 快速按下多功能键 3次并保持按住状态，直至您跳转回所需的曲目。

用耳机通话
仅当耳机和智能手机通过蓝牙相连时，以下通话功能才可用。某些智能
手机无法支持所有功能。

拨打电话

▷ 使用您的智能手机选择想要呼叫的电话号码。
如果您的智能手机无法自动将来电转接到耳机上，请在您的智能手机
上选择 “MOMENTUM 3” 作为输出设备（必要时请参见智能手机的 
操作说明书）。

多功能键 功能

按下 1次 播放音乐或暂停

如果没有开始播放音乐：
• 检查是否激活了 Transparent Hearing (> 19)，并在必要时禁用   
该功能。 

• 在蓝牙设备上启动音乐播放 App。 

多功能键 功能

按下 2次 播放播放列表中的下一个曲目

多功能键 功能

按下 3次 播放播放列表中的上一个曲目

多功能键 功能

按 2次并按
住

快进曲目

多功能键 功能

按 3次并按
住

回放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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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 /拒绝 /结束来电

当您的耳机已与智能手机相连时，在收到来电时，您会从耳机中听到铃
声。 
如果您在听音乐，在收到来电时音乐会暂停，直到你结束通话。 
如果在您没有戴上耳机时有电话呼入，则耳机振动。

将麦克风静音 

为了在通话期间将耳机的麦克风静音：
▷ 按下音量键 - 2秒钟。
麦克风被静音。您会听到语音指示 “Mute on”（“启用静音 ”）。 

为了继续通话并再次激活麦克风：
▷ 按下音量键 - 或 + 2秒钟。
麦克风再次激活。您会听到语音指示 “Mute off”（“静音停用 ”）。 

多功能键 功能

按下 1次
接听来电

按下 1次 结束通话
语音提示 “Call ended”（“呼叫结束
”）

按住 1秒钟 拒绝来电
语音提示 “Call rejected”（“拒绝呼
叫 ”）

按下 2次
重拨 
语音提示 “Redial”（重拨）
（仅在未激活音乐播放时）

按下 1次
接听来电并结束正在通话的电话

按下 2次
保留当前通话并接听来电

按下 2次
在当前通话和保留通话之间切换 

„Mute on“

„Mute off“

2s

Hold
2s

Hold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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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当前通话 

如果您在通话期间摘下耳机，通话将自动保留并且麦克风静音。您将每
30秒听到一次语音提示 “Mute on”（“启用静音 ”）。
为了继续通话并再次激活麦克风，只需将耳机戴上即可。您会听到语音
指示 “Mute off”（“静音停用 ”）。

使用语音助手 /语音选择
▷ 按下语音助手键 1次。
智能手机的可用语音助手将被激活（*根据所使用的系统或者您智能
手机上已有的 App； Siri、 Google Assistant、 ...）。

▷ 请向语音助手说出您想问的问题。

如需取消语音助手 /语音选择：
▷ 按下语音助手键 1次。

将 Amazon Alexa设置为语音助手
如需将 Amazon Alexa设置为语音助手，必须先在 Amazon Alexa App
中将耳机添加为设备，并通过 Sennheiser Smart Control App的设置
激活 Alexa：
1. 确保耳机已通过蓝牙与您的智能手机相连 (> 10)。

2. 启动 Sennheiser Smart Control App (> 13)。

3. 打开耳机的设置并激活 Amazon Alexa用于语音助手键。

4. 启动 Amazon Alexa App并选择 “添加设备 ”。 

5. 从找到的设备列表中选择 “MOMENTUM 3”。
现在可以通过耳机的语音助手键使用 Amazon Alexa。 

如需将 Amazon Alexa设置为语音助手，必须先对耳机进行一次
配置 (> 23)。

ON/OFF

Siri, Google Assistent, ...

1x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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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mart Pause功能
耳机配有一个承压传感器，其自动识别您是否戴上或摘下了耳机。您可
以使用以下功能。

• 当您摘下耳机时，主动式噪音抑制系统 ANC 自行关闭；当你再次戴
上耳机时，主动式噪音抑制系统 ANC自行启动。

• 当您将耳机摘下时，音乐播放将暂停；当您将耳机重新戴上时，音乐
播放继续。

• 当您戴上耳机时，接受电话通话；当您在通话中摘下耳机时，通话静
音并在您重新戴上耳机后继续。

通过 Smart Control App，您也可以禁用此功能。

设置音效 /均衡器
如需使用音效 /均衡器，您需下载 Smart Control App (> 13)。

▷ 在 Smart Control App中通过均衡器选择所需的音效。
该音效将保存在耳机中。这样当您使用其它蓝牙设备时，不必使用
Smart Control App也可以激活该音效设置。

设置语音提示 /提示音
如需设置语音提示和提示音，您需下载 Smart Control App (> 13)。

Amazon Alexa

Headphone
settings

Momentum 3
Add Device

1 2 3

4 5

ON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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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更改语音提示的语言（选择语音提示或提示音）或者除个别
特殊提示信息外（比如电池电量为空的提示），可关闭其它状态提
示。

TILE用于寻找耳机
使用 TILE功能可以随时定位耳机。例如当您无法找到耳机时，您可以
借此迅速地将其找回。为此，耳机和智能手机（通过已安装的 TILE 
App）会使用蓝牙频率连接。

▷ 创建一个 TILE用户账号，并通过 TILE App注册MOMENTUM 
Wireless。

使用音频线 /激活飞行模式
当您连接音频线时即已激活飞行模式，蓝牙无线连接关闭。 
下列情况下使用音频线：
• 不允许无线连接，例如在飞机起飞和着陆时。
• 耳机的电池没电，
• 您的音频源不提供蓝牙连接。
用于控制音乐和 /或来电的功能不可用。只要电池已充电，您可以充分
使用主动式噪音抑制系统 ANC。
您也可以在耳机没有连接音频线的情况下激活飞行模式 (> 15)。

通过音频线连接耳机
▷ 将音频线的 2.5 mm插头和耳机的音频接口相连，直至可以听到其卡
入的声音。沿顺时针方向旋转插头，以固定音频线。
飞行模式激活并且蓝牙无线连接关闭。 

▷ 将 3.5 mm插头与您的智能手机的音频输出相连。

若要松开音频线：
▷ 逆时针旋转插头并小心地拔出插头。

Flight mode

2.5 mm

3.5 mm

OFF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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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USB线连接耳机
如果您将耳机通过随附的 USB线与Mac/PC/移动设备相连，您可以
直接通过耳机播放您的Mac/PC/移动设备中的音频内容。

将耳机设为Mac/PC/移动设备的默认音频输出设备

▷ 请确保耳机和Mac/PC/移动设备已通过 USB线连接。

▷ 在您的Mac/PC/移动设备的系统设置或系统控制中选择
“MOMENTUM 3”作为默认音频设备。 

▷ 启动Mac/PC/移动设备上的音乐播放。
音乐将通过耳机播放。

当您将耳机与Mac/PC/移动设备连接时，耳机会自动充电。
当您使用 USB线并且想要禁用所有无线连接时，您必须禁用耳机
上的蓝牙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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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或移动耳机
当您不使用耳机或者要移动耳机时，请将其保存在便携包中，避免耳机
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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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和维护耳机

▷ 只能使用柔软干燥的抹布清洁皮革制品以外的产品零件。

清洁和保养真皮部件

定期清洁和保养耳机的真皮部件，以保持产品的最佳状态并延长其使用
寿命。 

▷ 请定期使用蘸水的干净软布擦拭真皮部件。

▷ 不要使用皮革抛光剂、洗涤剂或肥皂水。

▷ 请不要将耳机存放在潮湿的环境。

更换耳垫

出于卫生原因，应定期更换耳垫。您可以向 Sennheiser专业经销商购
买备用耳垫。

若要松开旧的耳垫：
▷ 拔下耳垫。

如果在拔下耳垫时止动环留在耳机上：
▷ 小心地松开耳垫的止动环。必要时使用螺丝刀，以便松开止动环。

若要将新的耳垫装到耳机上：
▷ 将耳垫分出左右面。耳垫的接缝指向下方。

▷ 将耳垫放到耳机上并根据止动环的凹槽调整耳垫。

▷ 用拇指将止动环按紧在耳机上，从而可以听到止动环周围卡入的声
音。

注意

液体会损坏产品的电子线路！

如果液体渗入产品外壳，可能会导致短路或损坏产品的电子器件。

▷ 产品不得与任何液体接触。

▷ 禁止使用溶剂或者清洁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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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内置电池的信息
Sennheiser保证并承诺，在购买产品时，电池功能一切良好。如果在
购买后或者在保修期内，您发觉电池存在明显的损伤或者显示有充电 /
电池故障 (> 6)，请不要再继续使用产品，切断电源，将产品立即送回
给 Sennheiser服务合作伙伴。
超出保修期时，您可以通过 Sennheiser服务合作伙伴有偿更换电池。
请联系您所在国家 /地区的 Sennheiser专业经销商：
www.sennheiser.com > “服务与支持 ”。

安装固件更新
固件更新可免费下载，您可以通过 Sennheiser Smart Control App从
互联网上获取。 Sennheiser建议始终安装最新版本的固件，以确保产
品的最佳性能。

▷ 将耳机与您的智能手机相连并启动 Smart Control App (> 13)。 

▷ 通过 App，您可以获得可用固件更新的相关信息，并可以安装更新。

Click

https://www.sennheis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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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出现故障时
当前常见问题列表 (FAQ)

请访问MOMENTUM Wireless产品页面
www.sennheiser.com/download

您可以在这里看到当前常见问题列表 (FAQ) 和解决方法建议。

您的问题或故障仍然存在？

如果您产品出现的问题未在常见问题中列出或者不能按照所述解决方法
排除故障，请联系您的 Sennheiser专业经销商。
您可以访问 www.sennheiser.com > “服务与支持 ”查找您所在国家 /
地区的专业经销商。

如果超出了蓝牙范围

无线通话和数据流只能在您智能手机的蓝牙范围内使用。蓝牙范围取决
于环境条件，例如墙壁的厚度和组成。在直接可视连接中，大多数智能
手机和蓝牙设备的作用范围不超过 10米。
如果您和耳机离开了智能手机的蓝牙有效范围，声音品质将持续降低，
直到您听到 “Device (1) disconnected”（“设备 (1)已断开 ”），连接完
全中断。如果您和耳机马上重新返回智能手机的蓝牙有效范围，连接将
自动建立。 

删除耳机蓝牙配对列表

1. 启动耳机 (> 14)。

2. 按住语音助手键 5秒。
耳机处于蓝牙配对模式。 LED指示灯闪烁蓝灯和红灯。

3. 再次按住语音助手键 5秒。
蓝牙配对列表已删除。您会听到语音提示 “Pairing list cleared”（“已  
删除配对列表 ”）。 LED指示灯闪烁蓝灯 3次。然后耳机将停留在蓝
牙配对模式中。

重启耳机

如果耳机功能出现故障，请重启：
1. 启动耳机 (> 14)。

2. 按住音量键 + 大约 25秒。 

3. 关闭耳机并重新启动。
耳机已重启。 

5s

Hold
Click

ON

1 2 3
„Pairing list 
cleared“

OFF

5s

Hold

https://www.sennheiser.com/download
https://www.sennheis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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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耳机恢复为出厂设置 /重置

您也可以通过 Smart Control App将耳机恢复为出厂设置（例如 EQ设
置、 ANC模式）。 
如果激活了 TILE功能 (> 25)，则不会重置 TILE设置。为了重置 TILE
设置，需要在 TILE App中禁用耳机。

1 2 3

25s

Hold

Click

ON

OFF

Click

ON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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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MOMENTUM Wireless M3AEBTXL

蓝牙

NFC

佩戴方式 包耳式
转换器原理 动圈式、封闭

声音转换器 42 mm

频率响应范围 6 Hz至 22 kHz

声压级 (SPL) 99 dB SPL/-10 dB FS（通过蓝牙）
根据 EN 50332-2
118 dB SPL/1 V/1 kHz（通过连接线）

阻抗 主动模式：470 Ω
被动模式：100 Ω

非线性谐波失真系数 (1 kHz，
100 dB SPL)

< 0.3 %

噪音抑制 ANC技术，具有 4个录音麦克风

拾音特征（语音） 双麦克风波束形成阵列

电源 内置的锂聚合物充电电池：3.7 V，600-
700 mAh  
USB充电：5 V⎓， 330 mA

电池充电时间 约 3小时

工作时间 17个小时（蓝牙和 ANC激活）

温度范围 运行：0至 +55 °C
充电：0至 +40 °C
存放：-25至 +70 °C

相对空气湿度 运行：25至 75 %，非冷凝
存放：10至 90%

重量（耳机） 约 305 g

磁场强度 10.5 mT

版本 5.0，兼容，等级 1， BLE

发射频率 2400至 2483.5 MHz

调制 GFSK， π/4 DQPSK， 8DPSK

输出功率 10 mW（最大）

规范 HSP、 HFP、 AVRCP、 A2DP、 DIS、
BAS

编码 aptX、 aptX LL、 AAC、 SBC

设备名称 MOMENTUM 3
LE-MOMENTUM 3（仅限 Bluetooth 
Low Energy）

频率 13.56 MHz

调制 ASK

输出功率 500 μV/m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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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声明
质保

Sennheiser electronic GmbH & Co. KG公司为本产品承担 24个月的
保修服务。

您可以访问 www.sennheiser.com网站或联系您的 Sennheiser专业经
销商获取当前适用的质保条款。

本产品满足以下标准要求

• 一般产品安全标准 (2001/95/EC)
• 符合特定国家的音量限制规定

欧盟符合性声明

• RoHS指令 (2011/65/EU)
Sennheiser electronic GmbH & Co. KG在此声明，无线电设备型号
M3AEBTXL符合无线电设备标准 (2014/53/EU)。
完整版的欧盟符合性声明参见：www.sennheiser.com/download。

有关废弃处理的提示

• WEEE指令 (2012/19/EU)
• 电池标准 (2006/66/EG & 2013/56/EU)
在产品、蓄电池 /电池（如果有）和 /或包装上有垃圾箱车轮上画了
一个叉的标志表示该产品使用寿命到期时不得作为一般生活垃圾进行废
弃处理，而需分类收集处理。废弃处理包装时请遵守您所在地区有关垃
圾分类的法律规定。

关于该产品循环再利用的更多信息请从当地主管部门、城市收集或回收
站点或者 Sennheiser合作商处获取。
单独收集废弃的电子和电气设备、电池 /蓄电池（如果有）以及包装，
可促进再利用和 /或回收，避免包含的有害物质等造成不良影响。这
样，您也为环境保护和健康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

商标

Sennheiser是 Sennheiser electronic GmbH & Co. KG的注册商标。
Apple, the Apple logo, iPhone, iPod, iPod touch, iPad, and Siri are 
trademarks of Apple Inc., registered in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App Store is a service mark of Apple Inc. The trademark 
“iPhone” is used with a license from Aiphone K.K.
The Bluetooth® word mark and logos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wned by the Bluetooth SIG, Inc. and any use of such marks by 
Sennheiser electronic GmbH & Co. KG is under license. 
The aptX mark and the aptX logo are trademarks of CSR plc or one of 
its group companies and may be registered in one or more 
jurisdictions.
Android and Google Play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Google Inc.
The N-Mark is a trademark or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NFC Forum, 
Inc.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Amazon, Alexa and all related logos are trademarks of Amazon.com, 
Inc. or its affiliates.
TILE and the TILE design are trademarks of Tile, Inc.

本用户文档中提及的其他产品和公司名称可能是相关所有者的商标或注
册商标。

https://www.sennheiser.com
https://www.sennheiser.com/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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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源码许可条款 
FIPS 180-2 SHA-224/256/384/512 implementation
Last update: 02/02/2007
Issue date: 04/30/2005

HMAC-SHA-224/256/384/512 implementation
Last update: 06/15/2005
Issue date: 06/15/2005

Copyright (C) 2005, 2007 Olivier Gay <olivier.gay@a3.epfl.ch>
All rights reserved.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1.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2.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3.Neither the name of the project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PROJECT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IN NO EVENT SHALL 
THE PROJECT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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