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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175
Digital Wireless Headphone System

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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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信息

� 在使用本产品前，请仔细并完整地阅读本《使用说明》。

� 在将本产品交给第三方使用时，请务必随附本《安全指南》。

� 请勿使用有明显缺陷的产品。

请注意防止健康损害及事故。

� 请注意防护高音量对听力造成的损伤。在高音量下长时间
使用耳机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听力损伤。森海塞尔头戴式
耳机在中低音量水平具有极好的音响效果。

� 请勿在需要特别小心的情况下（如在路上或作业时）使用本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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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勿在靠近水的地方使用产品，勿将产品暴露于雨中或潮湿环境中，
以减少火灾和触电危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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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使用森海塞尔提供的电源装置。

请防止损坏本产品及使用故障。

� 请务必保持本产品干燥，且不要置于极端温度下，以防腐蚀或变型。
正常的工作温度为 0~40°C。

� 小心使用产品，将产品存放在干净、无尘的环境中。

� 如果产品出现明显损坏、意外跌落、或有异物进入，请不要继续使
用。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到授权的专业修理厂或 Sennheiser服务商
那里，对产品进行检测。

� 结束使用后请关闭耳机，以节约电池电量。如长时间不使用产品，请
取出电池。

� 将电源单元从 AC插座上拔下。

– 将产品与电源完全断开，

– 遇到雷雨天气时，

– 长时间不使用产品。

� 确保电源单元

– 处于安全工作状态并易于接触。

– 正确插入 AC插座，

– 只在允许的温度范围内工作，

– 不暴露于直射阳光下，以避免热量积聚。

� 请勿将耳机长时间放在玻璃仿真头、座椅扶手或类似物体上，这样可
能会使头带变松，从而减小耳机的接触压力。

� 清漆或家具上光剂可能会造成发射器支脚变质，从而污损家具。因
此，请将发射器置于防滑垫上，以防家具污损。

� 不要在热源附近使用产品。

� 只能用柔软、干燥的擦拭布清洁本产品。

� 仅可使用由 Sennheiser提供或推荐的附件 /配件 /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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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 责任

� 本无线头戴式耳机系统适用于Hi-Fi系统、电视机和家庭影院系统，并
同时支持模拟和数字信号（RS 165耳机系统只支持模拟信号）。

� 本产品仅适合个人家用。不适合商业用途。本产品也不得与便携式音
频装置一起使用。

� 任何超出《产品指南》规定用途以外的使用行为均属于不规范使用。

� 对滥用或误用本产品及其附件 /配件所造成的损坏，森海塞尔概不负
责。

用途 / 责任

本无线头戴式耳机系统适用于 Hi-Fi系统、电视机和家庭影院系统，并同
时支持模拟和数字信号。

本产品仅适合个人家用。不适合商业用途。本产品也不得与便携式音频
装置一起使用。

任何超出本《使用说明》以及相关产品指南规定用途以外的使用行为均
属于不规范使用。

对滥用或误用本产品及其附件/配件所造成的损坏，森海塞尔概不负责。

在使用本设备前，请务必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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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 充电电池的安全操作指南

警告

在极端情况下，如果发生滥用或误用，标准 / 充电电池可能会泄漏，并
可能造成以下危害：

• 爆炸
• 起火
• 发热
• 冒烟 /冒气

请远离儿童。 请勿升温到 70°C以上， 

比如在太阳下暴晒或丢入 
火中。

请勿接触水汽。 在长时间不使用充电电池的
情况下，应定期对其充电
（每隔 3 个月）。

请勿将其破坏或 
拆解。

如长时间不使用本产品，请
取出标准 /充电电池。

注意正确的极性 
方向。

只能使用森海塞尔推荐的充
电电池和充电器。

将标准 /充电电池妥

为包装 /存放，使端

部不要相互接触 –否

则会有短路 /起火 

危险。

请勿继续使用有缺陷的标 
准 /充电电池，并立即作回

收处理。

电池供电的产品在使
用后请关闭电源。

对于有明显缺陷的产品， 
请立即将标准 /充电电池 

取出。

给充电电池充电的适
宜环境温度为 10 ~ 

40°C。

标准 /充电电池应在特定的

回收点处理，或交给专业处
理商。

请勿给标准充电电池
充电。

请勿在电池盒内将标准电池
和充电电池混用。

LR03

HR03

LR03

HR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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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175 数字式无线头戴式耳机系统

森海塞尔的 RS 175产品将家庭娱乐世界带入了更高层次，符合人机工学 
的紧凑结构及一系列独特的功能使您尽享高清音乐和影视节目。低音增
强效果和环绕声聆听模式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家庭娱乐享受，前者增强
了低音响应，后者则通过两个虚拟环绕声模式提供了更富有空间感、更
生动的立体声效果。 

创新的数字式无线技术可以确保您从一个房间转移到另一个房间时仍可
获得清晰、准确的信号传输。此外，人性化的设计使得 RS 175的设置和 
使用变得非常容易。主控制器位于耳机上，所以您可以集中注意力、尽
享美妙的音频体验。由于佩戴舒适，本耳机也非常适合长时间使用。 

森海塞尔 RS 175：更加尽情的家庭娱乐享受！ 

特性

• 封闭头戴护耳式耳机，具有卓越的数字无线音频传输性能

• 高清数字音频质量，传输距离最高可达视线范围内 100 m

• 可根据情境在动态低音和虚拟环绕声聆听模式间切换

• 支持模拟和数字音频输入，可在不同的输入端之间切换

• 智能化设计的控制功能，提供了最大的使用便利性

• 多功能发射器还能起到 “便捷充电座 ”和扩展底座的作用

• 多接收器传送系统，发射器最多可同时支持两对头戴式耳机

• 符合人机工学的设计提高了佩戴舒适度

• 2年质保

DigitalAn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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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装包括

HDR 175头戴式耳机

TR 175发射器

带多国适配头的电源 

（欧洲、英国、美国、澳大利亚）

AAA低自放电镍氢充电电池

数字光缆， 1.5 m

2 m立体声音频线，带 3.5 mm插头

《快速入门》

《安全指南》

SURR     

LO

HI

BASS

US

EU

UK AU

Safety Guide

Quick Guide

Safety GuideSafety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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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外观

HDR 175 头戴式耳机综述

1

3

2

4

0

9

7

8
6

5

1 头戴式

2 充电触头

3 耳垫

4 耳罩 /电池盒

5 SURR 虚拟环绕声键

6 音量 + 键

7 音量 – 键

8 BASS 键

9 HDR电源键 

0 HDR状态指示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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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 175 发射器综述

SURR     

LO

HI

BASS

1

2

4

9

7

5

6

8

0

3

1 TR状态指示 LED  

2 BASS 键（带 LED指示灯）

3 虚拟环绕声 LED指示灯，低 LO

和高 HI

4 SURR虚拟环绕声键

5 充电状态指示 LED 

6 充电触头

7  DIGITAL OPTICAL IN 数字光缆音
频输入

8 输入选择切换

9 ANALOG 3.5 mm IN 模拟式音频
信号输入（3.5 mm插孔）

0 DC 9V 0.3A 电源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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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概述

头戴式耳机和发射器上的 LED 指示灯用于标识当前的工作状态。如果耳
机不再使用，则 LED指示灯在约 30秒后自动熄灭，以免打扰。

头戴式耳机上的 LED 指示灯

HDR 状态指示 LED 含义

耳机电源已关闭。

发射器与耳机已连接。

发射器与耳机已连接，而且充电电池电量
已基本耗尽。

耳机与发射器的连接已断，或无法连接发
射器。

耳机与发射器的连接已断，或无法连接发
射器，而且充电电池电量已基本耗尽。

1s1s

1s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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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器上的 LED 指示灯

将耳机从发射器机座上拿起后，充电状态 LED 指示灯显示耳机大致的工
作时间：

SURR     

LO

HI

BASS

1

4

2

3

1 充电状态指示 LED 含义

发射器未充电。

充电电池正在充电。

充电电池已充满。

发现充电 /电池故障。

充电状态指示 LED 工作时间 电池容量 

最多达 4小时 0~25%

约 4~9小时 25~50%

约 9~14小时 50~75%

约 14~18小时 75~100%

2 环绕声 LED 指示灯 含义

环绕声模式已关闭。

LO：低环绕声模式激活。

HI：高环绕声模式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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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ASS LED 指示灯 含义

动态低音放大未开启。

动态低音放大已开启。

4 发射器状态指示 LED  含义

发射器已连接 AC插座。

发射器处于待机模式。

发射器与耳机已连接。

发射器检测到一个不兼容的数字音频播放
输入信号（见第 28页 ).

1 s

1.5 s1.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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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175 进入工作状态

设置发射器
� 在音响源附近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

� 将发射器与屋内的其它无线装置隔开至少 50 cm，以避免相互干涉。

� 请勿将发射器放在搁架、混凝土加强墙壁灯金属物体附近，因为这样
可能会缩小发射器的覆盖范围。

SURR     

LO

HI

B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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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发射器与音响源连接

可以同时在发射器上连接 2 个不同的音频源（比如电视和立体声 hi-fi

系统）。发射器具备数字和模拟音频输入端。如果连接了 2 个音频源，
可通过 AUDIO INPUT SELECTION 开关进行切换（见第 22页）。

� 连接发射器前，请先关闭音响源。

� 查看音响源上提供的连接选项（音频输出通常标注为 “OUT”）。

� 选择对应的连接电缆，必要时还要选择合适的适配头。

� 根据所选择的连接选项，请参看相应的章节，并根据如何将发射器连
接至音响源的说明进行操作。 

也可以参照初学者入门视频，了解如何将数字式无线耳机系统连
接至电视机，网址是 www.sennheiser.com/how-to-videos。

音响源上提供的连接选项 连接电缆 页码

光缆（数字） 数字光缆 14

3.5 mm或 6.3 mm插口

（模拟式）

立体声音频电缆；  
6.3 mm插口：3.5 mm插口转

换到 6.3 mm插头的适配器

（需单独订购）

15

RCA（模拟）
立体声音频电缆，带从
3.5 mm插孔转换到 2个 RCA

插头的适配器（需单独订购）

16

您可以向本地森海塞尔合作伙伴购买配件和适配器。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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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方式 A：光缆 （数字）

为获得最佳的音频效果，我们建议您使用供应的数字光缆连接 RS 175耳 
机系统与家庭影院或 hi-fi系统。

您的无线耳机系统只允许使用设备的 PCM音频输出端与数字光缆输入端
DIGITAL OPTICAL IN 连接，以实现数字音频流传输。请参阅声音菜单或  
《使用说明》，从其他的音频流如比特流切换到 PCM。

* 依据所使用的设备，声音菜单也有所不同 

� 连接发射器前，请先关闭音响源。

� 连接电缆前拔掉两个插头上的保护盖。

� 将数字光缆的一端连接到发射器的 DIGITAL OPTICAL IN输入端上，另  
一端连接到音响源的光缆输出端上。

A

Digital Digital sound output
 PCM
 Bitstream

Sound menu*

OPTICAL

Digital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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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方式 B：3.5 mm 或 6.3 mm 插口 （模拟）

在将发射器连至耳机插孔时，有些电视制式会将扬声器静音。在电视机
菜单中查看是否可以禁用静音功能。此外，也可以采取不同的选项 (A或
C)来连接电视机和发射器。

� 连接发射器前，请先关闭音响源。

� 必要时，可将 6.3 mm适配插头与立体声音频电缆接驳。

� 将立体声音频电缆接至发射器的 3.5 mm插口，并连接到音响源的耳 
机插孔上。

* 可选配件 

B

将音响源上耳机插孔的音量调节到至少中等水平。

PHONES

Analog

*

PHONES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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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方式 C：RCA （模拟）

� 连接发射器前，请先关闭音响源。

� 将 RCA适配器插至立体声音频电缆上。

� 将立体声音频电缆连接至发射器的 3.5 mm插口。

� 将 RCA 插头与音响源的 RCA 输出（绝大部分情况下标识为 “AUDIO

OUT”）连接。将红色的 RCA插头插入红色的 RCA插孔中，白色的 RCA

插头插入白色或黑色的 RCA插孔。

* 可选配件 

C

Analog

*

OFF

R

L
AUDIO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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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发射器与 AC 插座连接

1 选择适用国别的适配器，并将其滑入电源单元，直至卡紧到位。

2 将电源单元的接头接入发射器的输入插孔。

3 将电源单元插入 AC插座。
TR状态指示 LED  点亮 1秒钟。发射器处于待机模式。

STANDBY

2

3

1

US

EU

UK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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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或替换充电电池

1 按逆时针方向轻轻旋动耳垫，直至感到轻微阻力。

2 将耳垫提起脱离耳罩，露出电池盒。

3 将充电电池插入电池盒。若要更换电池，请将电池从电池盒中抽出，
并插入新的电池。插入电池时，千万不要看错电池极性。旧电池应作
为特殊废弃物处置，或交给专业处理商。

4 将耳垫卡紧到耳罩上。装回耳垫时，要注意耳垫后面的 L（左）和 R

（右）标记。

5 按顺时针方向旋动耳垫，直至听到卡入声。要确认耳垫已卡牢在耳
罩上。

也可以用标准电池（AAA， 1.5 V）给耳机供电。不过需要注意的 
是，标准电池是不能充电的，如果使用的是非充电电池，则不得将
耳机放在耳机底座上。

1 2

3 4 5

NEW



RS 175进入工作状态

RS 175 | 19

更换充电电池

一般而言，完整的充电周期约为 8.5小时。不过，在初次使用耳机之前，
请先将充电电池不间断充电至少 16小时，以达到最佳电池效果。

当充电电池电量基本用完时，HDR状态指示 LED会变为红色，而且您会
听到耳机发出蜂鸣声。几分钟后，耳机会关闭。

� 将耳机放在发射器的耳机充电座上。您可以将耳机放在任一侧，条件
是耳机和发射器的充电触头要良好接触。
耳机会自动关闭，而且发射器上的充电状态指示 LED  会点亮并呈  
红色。当充电电池完全充满时，充电状态 LED指示灯  会变成绿色。

小心 有损坏耳机的危险！

如果将非充电电池插入电池盒，电池在充电过程中可能会
出现泄漏，并损坏耳机。

� 如果使用的是非充电电池，请勿将耳机放在底座上。

8.5h

在不使用的情况下，请将耳机放在耳机底座上，以确保电池在需要
时完全充满。发射器采用了智能充电技术，以防止过充。

将耳机从发射器机座上拿起后，充电状态 LED指示灯显示耳机大致
的工作时间（参见第 10页）。

SURR     

LO

HI

BASS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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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头带

为了获得良好的音质和最佳佩戴舒适度，必须调整头带，以妥善贴合
头部。该耳机的特点是有一条可调节头带，上有卡锁机构，便于调节。

� 佩戴耳机，使头带套在头顶上。佩戴耳机时，请注意头带外侧的 L（左）
和 R（右）标记。

� 调节头带长度，直至

• 耳垫舒适地盖住耳朵，

• 感觉平顺，耳部感到柔和压力，

• 确保头带紧贴头部。

R

R



使用 RS 175头戴式耳机系统

RS 175 | 21

使用 RS 175 头戴式耳机系统

打开无线耳机系统开关

1 打开音响源。 

如果通过耳机插孔（见第 15页）连接音响源，应该在音响源（如电
视机）上将耳机插孔的音量至少调节至中等水平。

2 上下调节AUDIO INPUT SELECTION 开关，以选择音响源（见第22页）。
发射器上的 LED  状态指示灯便会亮绿光。

3 按住 HDR电源键  约 2秒种，即可打开耳机电源。
处于待机模式的发射器能识别已开启的配对耳机，并自动发出信号。
发射器和耳机上的状态指示 LED会点亮，并呈现绿色。

??

音量过高会造成危险！

在高音量下收听可能会导致永久性听力损伤。

� 在佩戴耳机和切换音频输入端前，请先将耳机调至低音量
水平。在不同的输入端之间进行切换时可能导致音量骤增，
损害您的听力。

� 请勿长时间收听高音量。

VOLUME

如果耳机被携至信号覆盖范围以外，或超过5分钟未能从发射器接
收到音频信号，则耳机会自动关闭。

SURR     

LO

HI

BASS

2s
AUTO-ON

Analog

Digital

SURR     

LO

HI

BASS

1 2

3

O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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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音频输入端

如果模拟和数字音频输入端同时与不同的音频源连接，可在这两个输入
端之间进行切换。

� 上推 AUDIO INPUT SELECTION 开关，可以聆听与数字光缆输入端连接    
的音响源（见第 14页）。

� 下推 AUDIO INPUT SELECTION 开关，可以聆听与模拟输入端连接的音    
响源（见第 15和 16页）。

调节音量
� 反复按下音量+键或音量–键，直至将音量调节至所需水平。当达到最
低或最高音量设置值后，就会在耳机中听到蜂鸣声。

将耳机静音 / 取消静音

� 按下 HDR电源键  将耳机静音。

� 按下 HDR电源键  或音量 +/– 键中的任一个取消静音。

Digital

Analog

Vol Vol

如果耳机静音 15分钟，耳机会自动关闭，以节约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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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 关闭虚拟环绕声模式

RS 175耳机系统提供两个虚拟环绕声模式（高 HI/低 LO），模拟外部立   
体声扬声器产生的声音，从而形成富有空间感、生动的声音效果。

环绕声效果的强弱与选择的模式有关。根据您个人对立体声质量的要
求，可以选择高 HI或低 LO模式。

� 按下耳机或发射器上的 SURR键。
环绕声效果在关闭和 2个环绕声模式之间切换，通过 LO、HI LED指示 
灯得到显示。

环绕声 LED 指示灯 含义

虚拟环绕声模式已关闭

低 LO虚拟环绕声模式激活

高 HI虚拟环绕声模式激活

LO

SURR

HI

High
SURR     

LO

HI

BASS

OR

LO

SURR

HI

Low

LO

SURR

HI

Off

LO

SURR

HI

LO

SURR

HI

LO

SURR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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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 关闭动态低音增强效果

动态低音增强功能可以增加低音响应。 

� 按下耳机或发射器上的 BASS键。
低音放大效果可在开和关模式之间切换，由 BASS LED指示灯指示。

BASS LED 指示灯 含义

低音放大功能开启。

低音放大功能关闭。

BASS

SURR

LO HI

bass boost directOR

BASS

B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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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器正与一副或多副耳机配对

本包装中内含的耳机和发射器在出厂时已完成配对。如果您清除了无线
耳机系统中的所有配对信息，并希望接收丢失的配对信号，只需按以下
步骤，就能将另一副耳机与发射器配对。

用 TR 175发射器最多可同时连接 2副配对耳机。

� 将耳机在发射器的耳机底座上放置一秒钟。
发射器上的充电状态 LED  指示灯便会点亮，并呈红色。耳机已与  
发射器配对成功。

SURR     

LO

HI

BASS

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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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无线耳机系统

可用两种方式关闭无线耳机系统。

� 按住 HDR电源键  约 2秒种。
耳机关闭。如果发射器未连接其它已开启的配对耳机，便会切换至待
机模式。所有 LED指示灯均熄灭。

� 将耳机放在发射器的耳机底座上。
耳机关闭，并开始充电程序（参见第 19 页）。如果发射器未连接其
它已开启的配对耳机，便会切换至待机模式。

A

2s

SURR     

LO

HI

BASS

OFF AUTO-STANDBY

B

若要断开发射器与电源的连接，请将电源单元从 AC插座上拔下。

SURR     

LO

HI

BASS AUTO-
STANDBY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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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175 的清洁与维护

若要清洁无线耳机系统：

� 关闭无线耳机系统，并将发射器从 AC插座上断开，再予以清洁。

� 只能用柔软、干燥的擦拭布清洁本产品。

更换耳垫

为保证卫生，应布施更换耳垫。所在地森海塞尔经销商有备用耳垫
供应。

1 按逆时针方向轻轻旋动耳垫，直至感到轻微阻力。

2 提起耳垫，将其从耳罩上取下，并妥善处置。

3 将新耳垫卡紧到耳罩上。请注意耳垫背后的 L（左）和 R（右）标记。

4 按顺时针方向旋动耳垫，直至听到卡入声。要确认耳垫已卡牢在耳
罩上。

??

液体可能会损坏本产品的电子器件！

渗入产品外壳的液体可能会造成短路并损坏电子器件。

� 防止任何液体接触本产品。

� 请勿使用任何清洗剂或溶剂。

您可请 Sennheiser 维修服务部帮忙更换头带软垫。为此，请联系  
Sennheiser 经销商。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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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故障排除

声音问题

问题 可能的原因 可能的解决方法 页码

没有声音

耳机电源已关闭。 打开耳机。 21

无电源连接。 检查电源单元的连接情况。 17

耳机被静音。 关闭静音功能。 22

音频插头未妥善连接。 检查音频插头的连接情况。 13

音响源关闭。 打开音响源。 –

模拟式音响源的音量被设置在最低音量
或静音。

将音响源上的音量至少升高至中等水平 /

关闭音响源上的静音功能。
–

音频线有缺陷。 更换音频线。 –

耳机与发射器未正确配对 
（如新增耳机）。

将耳机与发射器重新配对。 25

选择了错误的音频输入端。 选择另一个音频输入端。 22

数字音频连接使用了不兼容的数据传输
设置。

将设备 /音响源的数字音频输出端调整

到 PCM，采样率最高为 96 kHz（见音响

源《使用说明》）。

–

偶尔出现声音
过度下降

耳机超出发射器覆盖范围。 减小耳机和发射器间的距离。 –

信号被屏蔽。 移除发射器和耳机之间的障碍物。 –

附近有干扰设备（如WLAN路由器、

蓝牙装置或微波）。

改变发射器或耳机的位置。 12

确认发射器和其它无线装置之间至少保
持 50 cm的隔离。

–

声音过低

耳机音量调得太低。 调高耳机音量。 22

模拟式音响源的音量调得太低。
将模拟式音响源的音量至少调高至中等
水平。

–

使用耳机和电
视音质时有 
回声

某些电视机可以调节数字式音频输出的
音频信号延时或迟滞。

检查电视的音频输出设置，并将迟滞设
为 “0”。

–

只有一个侧耳
机有声音

音频线未妥善连接。 检查插头的连接情况。 13

音频线有缺陷。 更换音频线。 –

声音失真

音响源的信号失真。 调低音响源的音量。 –

耳机音量调得太高。 调低耳机音量。 22

模拟式音响源的音量调得太高。
将模拟式音响源的音量至少调低至中等
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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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问题

如果您遇到表内未列出的问题，或者表中提供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请登录www.sennheiser.com.cn的RS 175

产品页面，查看最新的常见问题列表。

您也可以联系当地的森海塞尔服务商请求帮助。您可登录 www.sennheiser.com.cn查找所在国家的森海塞尔
服务商。

问题 可能的原因 可能的解决方法 页码

发射器未开启 无电源连接。 检查电源单元的连接情况。 17

耳机未开启

充电电池电量基本耗尽。 给充电电池充电。 19

电池盒内无电池。 插入充电电池。 18

充电电池插入方向错误。
取出耳机内的充电电池并重新插入。 
注意正确的极性方向。

18

工作时间缩短 充电电池耗尽。 更换新的充电电池。 18

您会听到耳机
发出蜂鸣声

充电电池电量基本耗尽。 给充电电池充电。 19

耳机无法连接
发射器

与发射器间的距离过长。 减小与发射器之间的距离。 –

耳机未与发射器配对。 将耳机与发射器配对。 25

有一副耳机正在充电，无法给另一副耳
机配对。

进行近距离配对：

1.将耳机尽可能靠近发射器放置。

2.打开耳机。

3.同时按住音量 +/-键约 7秒钟。

–

耳机不兼容。
只能使用森海塞尔 HDR 165、 175、 185

或 195无线耳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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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发射器的覆盖范围
发射器的覆盖范围主要取决于环境条件，如墙壁厚度、墙体组成等。如
果耳机离开发射器覆盖区，音频信号会不时中断，直至最终彻底断开。

如果您在 5分钟内重新进入信号覆盖区，则连接会自动重新建立。

如果在信号覆盖区以外的时间超过 5分钟，耳机会自动关闭。

清除耳机的配对设置

1 同时按住音量 +/-键 2秒钟。
HDR状态指示 LED会快速闪烁，并呈红色。

2 按下 HDR电源键 ，并继续按住音量 +/-键。松开全部 3个键。
HDR状态指示 LED点亮，呈绿色或红色，这取决于电池的状况，并开
始慢速闪烁。耳机的配对设置被清除。

SURR     

LO

HI

BASS

1 2

BASS
SURR

BASSBASS
SURRSURR

2s



产品规格

RS 175 | 31

产品规格

RS 175 系统

HDR 175 耳机

TR 175 发射器

Sennheiser NT 9-3AW 电源单元

载波频率 2.40 至 2.48 GHz

调制 8-FSK数字

SNR
模拟输入：典型值 85 dBA（1 Vrms时）

数字输入：> 90 dBA

RF输出功率 最大 10 dBm

信号覆盖范围 最高可达视线范围内 100 m

最多可同时连接的耳机数量 2

温度范围
工作：0°C至 +40°C

存放：-25°C至 +70°C

相对湿度
工作：10至 80%，无冷凝

存放：10 至 90%

传感器原理 环抱式，封闭

传感器系统 动态，钕磁铁

频率响应 17 Hz 至 22 kHz

最高声压级（SPL） 最大 114 dB（1 kHz时）， 3% THD

THD < 0.5%（1 kHz时） , 100 dB SPL

工作时间 最多达 18小时

充电时间  
（充电电池） 

最长 8.5小时

电源
2节 AAA低自放电镍氢充电电池，

1.2 V， 820 mAh

磁场强度 2.7 mT

重量（含电池） 约 310 g

尺寸（宽 x 高 x 深） 约 17 cm  x 20 cm x 9.5 cm

连接
数字：光缆

模拟：3.5 mm立体声插孔

电源 9 V , 300 mA

耗电量
工作：通常 4 W

待机模式：≤ 0.3 W（未充电）

尺寸（宽 x 高 x 深） 约 12.7 cm  x 23.4 cm x 10 cm

标称输入电压 / 
额定输入电流

100–240 V~/  
100 mA 

电源频率 50–60 Hz

标称输出电压 9 V 

标称输出电流 300 mA



温度范围
工作：0°C至 +40°C

存放：-40°C至 +85°C

相对湿度
工作：0至 90%，无冷凝

存放：0 至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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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声明

保修

森海塞尔电子有限公司 (Sennheiser electronic GmbH & Co. KG) 为本产品       
提供 24 个月的保修服务。

如需了解现行的保修条件，请浏览本公司网站 www.sennheiser.com.cn 

或联系您所在地的森海塞尔经销商。

本产品满足以下要求

符合 EU标准声明

• 《能源相关产品生态化设计指令》（ErP Directive）(2009/125/EC)

• 《危害性物质限用指令》（RoHS Directive） (2011/65/EU)

Sennheiser电子有限公司 (Sennheiser electronic GmbH & Co. KG)声明，下     
列设备符合无线电设备指令 (2014/53/EU)：RS 175 (TR 175, HDR 175)。

《符合 EU标准声明》全文下载地址： www.sennheiser.com/download

有关废弃处理的提示 

• 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WEEE Directive ） (2012/19/EU)

• 《欧盟电池环保指令》（Battery Directive）(2006/66/E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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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开收集电气电子废旧设备、蓄电池 /电池（如果有）以及包装是为了
资源再利用，或者是当地主管部门的要求，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负面影
响，如避免隐含的有害物质。这样，您也为环境保护和健康保护作出了
重要贡献。

商标

森海塞尔是森海塞尔 electronic GmbH & Co. KG的注册商标。

本《使用说明》中所提及的其它产品和公司名称可能是各自所有人的商
标或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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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nheiser electronic GmbH & Co. KG

Am Labor 1, 30900 Wedemark, Germany 
www.sennheiser.com 

Publ. 09/19, A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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