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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须知

重要安全须知
X 在使用本产品前，请仔细并完整地阅读本《使用说明》。

X 在将本产品交给第三方使用时，请务必随附本《使用说明》。

X 请勿使用有明显缺陷的产品。

请注意防止健康损害及事故。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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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用户如有植入的起搏器或除颤器，请与耳机至少保持 10 cm 的距离。耳机内
磁铁所产生的磁场会与起搏器和除颤器产生电磁干涉。

X 请将本产品、配件和包装部件置于儿童和宠物可触及范围之外，以防发生
意外和误吞入危害。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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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遇到雷雨天气或长时间不使用时，将电源单元从墙面插座上拔下。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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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防止损坏本产品及使用故障。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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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仅可使用由森海塞尔提供或推荐的附件/配件/备件。

X 只能用柔软、干燥的擦拭布清洁本产品。

X 仅可在允许使用 Bluetooth® 无线传送的环境中使用本产品。 

X 请勿在充电期间使用耳机，因为内置充电电池可能会发热。

X 小心使用产品，将产品存放在干净、无尘的环境中。

X 不要在热源附近使用产品。

用途 /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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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须知

本无线耳机专门针对支持 Bluetooth 无线通讯的移动设备而设计（例如移动
音乐播放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兼容的 Bluetooth 设备
包含支持以下规范的设备：免提规范 (HFP)、耳机规范 (HSP)、高级音频传输
规范 (A2DP)、音频/视频远程控制规范 (AVRCP)、设备 ID 规范 (DIP)。

任何在相关使用说明和产品指南中未指定的用途都被认为是对产品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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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锂聚合物充电电池组的安全须知

警告

在极端情况下，滥用或误用锂聚合物充电电池组可能会导致：

•	  爆炸，

•	  起火，

•	  发热或

•	  冒烟或冒气。

弃置时，请将配有内置充电电池的产品交给专门回收点，或交
专业经销商处理。

只能使用森海塞尔推荐的充电电池和充电器。

给内置充电电池的设备充电时，适宜的环境温度在 10 至 40°C 
(+/-5°C) 之间。

电池供电的产品在使用后请关闭电源。

在长时间不使用产品的情况下，应定期为充电电池充电（约每
隔 3 个月）。

请勿升温到70°C以上，比如在太阳下暴晒或丢入火中。

如果内置充电电池的产品有明显损伤，切勿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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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ENTUM Wireless (M2 OEBT)

MOMENTUM Wireless (M2 OEBT)
M2 OEBT 带您领略森海塞尔高端 MOMENTUM 系列的最新一代产品，让您畅享
自由和纯粹的音色。由于使用 Bluetooth® 无线技术，我们不再需要任何线缆；
而森海塞尔创新型 NoiseGard™ 混合有源降噪技术则在您聆听最喜爱的音乐时，
将环境噪声降至最低。 

技术上的杰作搭载卓越的套件：M2 OEBT 采用优雅的不锈钢结构和华贵的 
Alcantara® 耳垫，完全符合 MOMENTUM 系列的精准美学原则；折叠式头带更能
为您的听觉盛宴带来更多的舒适度和便捷性。来自森海塞尔的 M2 OEBT – 声与
身的自由。 

特性
•	  封闭贴耳式设计，采用 Bluetooth® 无线技术 

•	  柔软耐用的 Alcantara® 可带来兼具舒适性和功能性的佩戴体验  

•	  凭借森海塞尔 18 Ω 高端传感器，在所有音频区间内营造迷人立体声

•	  耐用的可折叠式头带，便于携带

•	 NoiseGard™ 混合有源降噪技术可带来最佳的背景噪音隔离效果和出色的音
质表现

•	  通过 NFC 可随时与智能设备配对

•	  VoiceMax™ 技术采用两个起语音通讯作用的内置式麦克风，用以强化语音
质量并去除外部噪声

•	  在 Bluetooth® 和 NoiseGard™ 均开启的状态下，电池能够持续运转 22 小时

•	  配备一条音频线，以便能够在不允许使用 Bluetooth® 连接的环境中使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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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ENTUM Wireless (M2 OEBT)

Bluetooth

MOMENTUM Wireless (M2 OEBT) 耳机符合 Bluetooth 技术 4.0 标准，与满足以
下规范的所有 Bluetooth 1.1、1.2、2.0、2.1、3.0 和 4.0 设备兼容：

•	  耳机规范 (HSP) 1.2 - 提供耳机与 Bluetooth 智能手机互动的基本功能。  

•	  免提规范 (HFP) 1.6 - 除 HSP 所具备的功能之外，还提供额外功能。如果 HSP 
规范不支持某项功能，例如语音控制，则 HFP 将发挥作用。

•	  音频/视频远程控制规范 (AVRCP) 1.5 - 用于通过耳机控制 Bluetooth 设备中
的音乐（播放、暂停、跳过曲目等）。 

•	  高级音频传输规范 (A2DP) 1.3，支持 aptX® - Bluetooth 设备借此将高品质
立体声音乐输入耳机。 

•	  设备 ID 规范 (DIP) 1.3 - 用于应识别到的耳机，识别标准为制造商、产品 ID、
产品版本等。

NFC

NFC 指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对于具备该技术的电子设备，只需将其相互靠
近或轻轻接触，便可实现连接与通讯。 

VoiceMax

VoiceMax™ 双麦克风技术可过滤背景噪声。两个麦克风协同作用；其中一个
用于分析输入的语音，另一个则用于去除环境噪声。

NoiseGard

NoiseGard™ 混合有源降噪系统是两个降噪系统的组合，共由 4 个麦克风组成。
其中两个麦克风的开口朝向耳机外侧，起前馈型有源降噪系统的作用，可降低
高频范围内的噪声；而另外两个麦克风则位于耳机内部，构成反馈型有源降噪
系统，用于降低低频范围内的噪声。两个麦克风系统相互组合，其结果便是实
现了在十分宽泛的频率范围内降低噪声。

aptX®

aptX® 音频编码技术为您呈现一种鲜亮、纯正、饱满的立体声效果。您不仅
能够听到优质的音频，还能体验并感受到原汁原味的制作效果。凭借 aptX®，
Bluetooth 技术所提供的无线音频质量与最高端的有线连接质量几乎毫无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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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装包括

套装包括

MOMENTUM

耳机

便携包

软质便携包

音频电缆，配 2.5 mm 和 3.5 mm 插头

USB 导线，带微型 USB 插头

飞行适配器

Quick guide 《快速入门》

Safety guide 《安全指南》

配件列表可查阅 www.sennheiser.com。如需了解有关供应商的更多信息，
请联系本地森海塞尔经销商，请在 www.sennheiser.com 的“Sales 
Partner”栏目下查找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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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外观

产品外观

耳机概述

1 头带 6 LED

2 耳垫 7 电源键

3 耳罩 8 三向多功能键

4 麦克风 9 音频输入端 

5 NFC 天线 0 微型 USB 插口

示意图概要

按钮操作示意图

示意图 含义

1 x 按下并立即松开按钮

2 x 按下按钮两次

5s 按下按钮并持续按住 5 秒钟

MOMENTUM

1

2

5

4 3

6

7

8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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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外观

LED 示意图

示意图 含义

LED 发亮

时间间隔或中断。导致 LED 开始闪烁

LED 持续发亮/闪烁
3s 3s 闪烁时间间隔

本使用说明中所用示意图示例：

示意图 含义

5m

LED 持续闪烁

3s LED 持续闪烁，时间间隔为 3 秒

LED 持续发亮 

1s LED 每秒闪烁 3 次

“i”图标

标有“i”图标的注意事项提供了使用耳机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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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外观

LED 指示概述

运行过程中的 LED 指示信息

LED 含义

耳机打开

成功与一个设备配对

耳机关闭

1s 耳机处于配对模式

2s 耳机与设备的连接已断开

2s 耳机电池电量过低，已与设备断开

已清除耳机上的配对设置

打电话过程中的 LED 指示信息

LED 含义

1s 来电

1s 来电，但电池电量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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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外观

按钮概述

电源键

按下 功能 页号

2s
打开及关闭耳机电源 17

三向多功能键

按下 功能 页号

1x
接听/结束通话

接听来电并结束当前通话

播放/暂停曲目

21

21

20

1s
拒绝接听

激活语音控制

转移来电

21

23

22

2x
播放下一曲目

接听来电并保留当前通话/在两个通话之间切换

20

21

3x
检查电池剩余电量

播放上一曲目

19

20

3 x +HOLD

快退曲目 20

2 x +HOLD

快进曲目 20



M2 OEBT | 11 

入门指南

入门指南

充电基本事项

一般而言，完整的充电周期约为 3 小时。初次使用耳机之前，请对充电电池
进行一个完整充电周期的不间断充电。

如果电池电量已几乎用尽，或者耳机正在充电，则 LED 依照下表所述规定发亮
或闪烁，并发出语音提示，说明电池的充电状态。当电池电量较低时，耳机
会发出语音信息，提示应进行充电，以避免电话和音乐功能中断。

建议仅使用随附的 USB导线为耳机充电。如果使用外部USB电源适配器进行
充电，则建议使用输出电流为 500 mA 或更大的适配器。

LED 含义 语音提示

电池电量已几乎用尽 
（剩余电量低于 2%）

“Recharge headset”  
“Power off”

剩余电量低于 15% “Below 3 hours play time”

剩余电量低于 25% 
“Between 3 and 5 hours 

play time”

剩余电量低于 50%
“Between 5 and 11 hours 

play time”

剩余电量低于 80%
“Between 11 and 18 hours 

play time”

剩余电量高于 80%
“Between 18 and 22 hours 

play time”

5m
电池已充满

“Between 18 and 22 hours 
play time”

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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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指南

给耳机充电

1.  将充电线的微型 USB 插头插入耳机的微型 USB 插口。
2.  将 USB 插头插入电脑的 USB 插口。如果使用外部电源适配器，将USB 插头
插入电源适配器（不在供货范围内）或USB 车载充电器适配器（也不在供
货范围内）内，并连接电源。
根据耳机的充电状态，LED 如上表所示闪烁/发亮。

MOMENTUM

1 2

*Accessories not included.

*

*

MOMENTUM

如果利用 USB 导线将耳机与电脑相连，在耳机会自动关闭。将耳机
打开（参见第 17 页），以便能够通过 Bluetooth 无线连接使用智
能手机听音乐或拨打电话。 

也可利用导线收听电脑上的媒体播放器。如果是首次与电脑相连，
可能需要将 M2 OEBT 耳机设定为电脑音响控制面板的默认设备。

0:32

Music Player

MOMEN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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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指南

耳机的配对

小心

故障危险！

手机发出的无线电波可能会影响高敏性和无保护设备的正常工作。

X 只有在允许 Bluetooth 无线传输的场所方可使用本耳机进行
通话。

为了将耳机与一台 Bluetooth 设备配对，可使用近距离无线通讯功能 (NFC) 或 
Bluetooth 搜索功能。为保证耳机与 Bluetooth 设备之间能够建立连接，无论
使用 Bluetooth 还是 NFC 配对，均必须将 Bluetooth 激活。

M2 OEBT 耳机符合 Bluetooth 4.0 标准。为保证能够通过 Bluetooth 技术无线
传输数据，必须将耳机与支持如下规范的兼容性 Bluetooth 设备配对：

X 免提规范 (HFP) 

X 耳机规范 (HSP) 

X 音频/视频远程控制规范 (AVRCP)

X 高级音频传输规范 (A2DP)

X 设备 ID 规范 (DIP)

当打开耳机电源时，耳机会自动尝试连接上两次连接的 Bluetooth 设备。本耳
机最多可保存 8 个已经与其配对的 Bluetooth 设备的连接配置。 

如果将耳机与第 9 个 Bluetooth 设备配对，则使用率最低的 Bluetooth 设备连
接配置将被覆盖。如果想要与被覆盖的 Bluetooth 设备重新建立连接，须再
次与耳机进行配对。

如果您的智能手机支持近距离无线通讯功能 (NFC)，则也可轻松地将无线耳机
与智能手机相互配对并连接。

MOMENTUM

paired

paired + 
connected

MOMENTUM

以下部分以智能手机为例，说明了如何将 M2 OEBT 耳机与 NFC 或 Bluetooth 
设备相配对。如果此处所提供的说明不适用于您的智能手机，则请遵照您的
设备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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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指南

与一个 NFC 设备配对 

1.  激活智能手机上的 NFC 功能。 
2.  将智能手机靠近（低于 3 cm）耳机左侧耳罩上的 NFC 天线。 
您会听到语音提示 “power on” 和 “pairing”，此时 LED 会闪烁蓝色和
红色光。

3.  当智能手机屏幕上显示出确认对话信息时，按下 “Yes”（该步骤可能依
据不同的智能手机而不同）。
如果配对成功，则会听到语音提示 “connected”，并且 LED 熄灭。

1 2

Menu
NFC on
NFC o�

< 3 cm

1

AUTO-ON

3
Pair to the Bluetooth device?
Yes
No

› connected ‹ 

› power on ‹ 
› pairing ‹ 

MOMENTUM

Left

MOMENTUM

1s 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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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指南

将耳机与 Bluetooth 设备配对

在操作过程中，确保耳机位于距智能手机 20 cm 的范围内。

1.  关闭耳机电源（参见第 17 页）。按下电源按钮并按住，直至听到语音
提示 “power on” 和 “pairing” 并且 LED 闪烁蓝色和红色光。
耳机处于配对模式。

2.  启用智能手机上的 Bluetooth 功能。
3.  在智能手机上开始搜索 Bluetooth 设备。 
智能手机上将显示出附近所有激活的 Bluetooth 设备。

4.  在所发现的 Bluetooth 设备中，选择 “MOMENTUM M2 OEBT”，建立与耳
机之间的 Bluetooth 连接。必要时，请键入默认 PIN 码“0000”。
如果配对成功，则会听到语音提示 “connected”，并且 LED 熄灭。

MOMENTUM

1 2

3 4

20 cm

Menu
Bluetooth on
Bluetooth o�

Menu
Add device

MOMENTUM M2 OEBT
Keyword: 0000

MOMENTUM M2 OEBT

› connected ‹ 

› power on ‹ 
› pairing ‹ 

4s

1s

MOMENTUM

如果在 5 分钟之内未建立，则耳机会退出配对模式，并恢复未连接的
状态。关闭耳机电源并重复配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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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指南

断开耳机与 NFC 或 Bluetooth 设备的连接

X 关闭智能手机上的 Bluetooth 功能。
耳机与智能手机之间的连接断开，并且会听到语音提示 “disconnected”。
耳机将会搜索之前所配对的设备。如果未找到任何设备，则在几分钟之后
会听到语音提示 “no device found”。

› disconnected ‹ 

Menu
Bluetooth on
Bluetooth o�

MOMENTUM

调整头带

为实现最优音响质量和最佳佩戴舒适度，可调整耳垫在头带上的位置，以使其
完全适合头部尺寸。耳罩配有卡锁机构，可轻松地在头带滑道内上下移动。

X 佩戴耳机，使头带套在头顶上。

X 通过在头带滑道内上下移动耳罩，调整耳垫的位置，直至：
• 耳垫舒适地佩戴在耳朵上，

• 感觉平顺，耳部感到柔和压力，

• 确保头带紧贴头部。

Right side

MOMENTUM

MOMEN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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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的使用

耳机的使用

打开耳机电源

警告

音量过高会造成危险！

长时间使用高音量可能会导致永久性听力缺陷。

X 佩戴耳机前，请先将耳机调至低音量水平。

X 请勿持续使用高音量收听。

X 按住电源按钮 2 秒钟。
您会听到语音提示 “power on” 和 “connected”，此时 LED 会闪烁蓝
色光。耳机打开。

MOMENTUM

headphones on› connected ‹ 
› power on ‹ 

MOMENTUM

2s

关闭耳机电源

X 按住电源按钮 2 秒钟。
您会听到语音提示 “power off”，此时 LED 会闪烁红色光。耳机关闭。

MOMENTUM

2s

› Power off ‹ headphones off

MOMEN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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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的使用

调节音量

警告

音量过高会造成危险！

长时间使用高音量可能会导致永久性听力缺陷。

X 佩戴耳机前，请先将耳机调至低音量水平。

X 请勿持续使用高音量收听。

您可随时根据个人喜好调节音量。

X 向下推三向多功能键，可降低音量。
当达到最低音量时，您会听到语音提示 “volume min”。

X 向上推三向多功能键，可提高音量。
当达到最高音量时，您会听到语音提示 “volume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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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的使用

检查电池剩余电量

您可以随时获取剩余通话和听音乐时长信息，但通话或听音乐时除外。

X 快速按下三向多功能键三次。
此时可听到有关剩余时间的语音提示。

语音信息 含义

“Recharge headset”
电池电量已几乎用尽 
（剩余电量低于 2%）

“Below 3 hours play time” 剩余电量低于 15%
“Between 3 and 5 hours play time” 剩余电量低于 25%
“Between 5 and 11 hours play time” 剩余电量低于 50%
“Between 11 and 18 hours play time” 剩余电量低于 80%
“Between 18 and 22 hours play time” 剩余电量高于 80%

 
依照不同的智能手机，有关耳机电池剩余电量的信息也可能会显示在
手机屏幕上。

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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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的使用

音乐功能

以下音乐功能仅在耳机和智能手机之间通过 Bluetooth 无线技术或者 USB 导
线相连接的情况下才可使用。有些智能手机可能无法支持所有功能。

如果您的音频源支持 aptX®，耳机会自动通过无线连接播放 aptX® 高品质模
式音乐。如果您的音频源不支持 aptX®，则耳机将以标准质量模式播放音乐。

播放音乐

X 按下三向多功能键。

暂停播放音乐

X 按下三向多功能键。

1x 1x

播放下一曲目

X 快速按下三向多功能键两次。

播放上一曲目

X 快速按下三向多功能键三次。

2x 3x

快进曲目

X 快速按下三向多功能键两次并按住，
直至达到所希望的曲目片段。

快退曲目

X 快速按下三向多功能键三次并按住，
直至达到所希望的曲目片段。

2x +HOLD
3x +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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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的使用

呼叫功能 
以下电话功能仅在耳机和智能手机之间通过 Bluetooth 无线技术或者 USB 导
线相连接的情况下才可使用。有些智能手机可能无法支持所有功能。

拨打电话

X 在手机上拨号。

如果手机并未自动将电话转移至耳机上：

X 在智能手机上将 MOMENTUM M2 OEBT 设置为音频源（必要时请参阅智能手
机的使用说明）。

接听/拒绝接听/结束一次通话

当您在耳机与手机连接的状态下接到电话时，会在耳机中听到铃声，且 LED 会
闪烁蓝色光。如果耳机的电池电量较低，则 LED 闪烁红色光。

如果在听音乐的过程中收到来电，则音乐暂停，直至通话结束。

X 按下三向多功能键。

按下 功能 语音提示/声音

1 x
接听/开始通话

1 s 拒绝接听 “Call rejected”

1 x
结束通话 “Call ended”

1 x 12 接听来电并结束当前通话

2 x 2
HOLD

1
接听来电并保持当前通话 

2 x 2
HOLD

1
在两个接通的通话直接切换

MOMEN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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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的使用

将通话转至/转离耳机

当建立连接之后，可在耳机与智能手机之间切换通话。

X 按下三向多功能键。

按下 功能 语音提示

1 s
将通话从耳机转移至智能
手机

1 s
将通话从智能手机转移至
耳机



M2 OEBT | 23 

耳机的使用

重拨

您的智能手机或 Bluetooth 设备必须支持重拨功能（有免提配置）。可能需
要在您的设备上激活该功能。

X 按下三向多功能键。

按下 功能 语音提示

2 x 重拨上次通话号码 “redialing”

1 x
取消重播 

语音控制功能

仅具备免提配置的 Bluetooth 设备支持语音控制功能。

1.  按下三向多功能键。

按下 功能 语音提示

1 s 开始语音拨号 “voice dialing”

1 x
停止语音拨号 “call ended”

2.  说出您的语音命令，例如 “给 Jane 打电话”。 
Bluetooth 智能手机将拨打 Jane 的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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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的使用

使用音频线 
使用音频线时有两种连接模式：

XX 主动模式 - 正在使用音频线，并且耳机电源已打开。

XX 被动模式 - 正在使用音频线，并且耳机电源已关闭。

无论采用哪种连接模式，连接音频线时，Bluetooth、电话和音乐控制功能均
被取消。仅在下列情况下使用音频线：

• 耳机电池电量已用尽

• 不允许使用无线传输功能，例如在飞机起飞及降落过程中

使用音频线连接

1.  将 2.5 mm 插头插入耳机的音频输入端，直至听到确认插入的声响。沿逆
时针方向转动，确保其锁定到位。
Bluetooth 连接被取消。 

2.  将 3.5 mm 插头插入：
• 智能手机的音频输出端

• 飞行适配器（当使用具有飞行娱乐系统的智能手机时）

在主动模式下，NoiseGard 有源降噪功能启用；在被动模式下，有源降噪
功能取消。

2

1

1

Click

2

1 2

MOMEN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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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与保养

护理与保养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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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防止任何液体接触本产品。

X 不可使用任何溶剂或清洁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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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从耳罩上拉下耳垫。
2.  将固定带放入耳罩的空间内，以将新耳垫固定住。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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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与保养

存放和处理

为使耳机保持良好状态，并防止产生凹口及划痕，将耳罩折叠在头带的内侧。
不使用或携带时，将耳机放入便携包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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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与保养

更换/取出充电电池

小心

有损坏产品的危险！

在产品保修期之内，仅允许森海塞尔特约维修服务伙伴更换充电
电池，否则将丧失质保权。

X 如果需要更换或取出充电电池，请与森海塞尔维修服务伙伴取
得联系。您可登录 www.sennheiser.com.cn 查找所在国家的森
海塞尔服务伙伴。

在保修期过后，具备相关资质的其他维修服务中心在采用合适方法的前提条
件下，也可更换或取出充电电池。森海塞尔维修服务伙伴可为具有相关资质
的维修服务中心提供有关更换及取出充电电池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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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故障排除

问题 可能的原因 可能的解决方法 页号

耳机电源无法
打开

电池电量已用尽 给耳机充电。 12
电池使用寿命已尽 请前往森海塞尔特约维修

服务中心更换电池。

无声音信号 耳机未与设备配对 检查耳机是否已配对。
必要时，重新将耳机与设
备配对。

13

音量过低 增大音量。 18
耳机电源已关闭 打开耳机。 17

耳机无法连接 配对功能不起作用 检查智能手机是否支持 HFP 
或 HSP Bluetooth 规范。

智能手机已关机 打开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上的 
Bluetooth 已禁用

激活智能手机上的 
Bluetooth。

耳机对任何按
钮操作均无
反应

耳机功能故障 清除耳机的配对设置。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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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联系
森海塞尔特约维修服务商以寻求帮助。

您可登录www.sennheiser.com.cn查找所在国家的森海塞尔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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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故障排除

离开 Bluetooth 传输范围

仅当处于智能手机的 Bluetooth 传输范围之内时，才可通过无线连接拨打电话
及收听音乐。传输范围主要取决于环境条件，如墙壁厚度、墙体成份等。在开
阔地带，绝大多数智能手机和 Bluetooth 设备的传输距离均可达到 10 米。

如果耳机超出了智能手机的 Bluetooth 传输范围，音质会变差，且耳机会发出
语音提示 “lost connection”。此时，连接会完全中断。当重新进入 Bluetooth 
传输范围之内并听到语音提示 “connected” 之后，可重新建立连接。

为重新建立连接：

X 按下三向多功能键。 

清除配对设置

1.   关闭耳机电源（参见第 17 页）。按下电源按钮并按住，直至听到语音
提示 “power on” 和 “pairing” 并且 LED 闪烁蓝色和红色光。
耳机处于配对模式。

2.  同时按住三向多功能键和电源按钮 3 秒钟。
LED 会闪烁 3 次紫光，之后耳机转入配对模式。已清除耳机上的配对设置。

1 2

4s 3s

MOMEN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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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产品规格

M2 OEBT
佩戴方式 贴耳式

频率响应 16 Hz～22 kHz
传感器原理 动态、封闭

频率响应（MIC） 宽频：100 Hz～8 kHz 
窄频：300 Hz～3.4 kHz

声压级（SPL） 111 dB（被动：1 kHz/1 V
rms
）

阻抗 主动模式：480 Ω
被动模式：28 Ω

THD (1 kHz，100 dB SPL) < 0.5%
拾音模式（语音音频） 双全向麦克风（双麦克风阵列波束成形）

噪声补偿 NoiseGard™ 混合有源降噪技术，配 4 个
拾音麦克风

总噪声抑制 最多达 20 dB
电源输入 3.7 VDC, 600 mAh: 内置式锂聚合物充电

电池 
5 VDC, 400 mA: USB 充电

工作时间 22 小时 (HFP + ANC)
温度范围 工作：0 至 40°C/32 至 104°F

存放：-25 至 70°C/-13 至 158°F
相对湿度 工作：10 至 80%，无冷凝

存放：10 至 90%
充电时长 约 3 小时
重量 约 210 g

Bluetooth
版本 4.0，1 级
传输频率 2402 MHz 至 2480 MHz
调制方式 GFSK, π/4 DQPSK / 8DPSK
配置规范 HSP、HFP、AVRCP、A2DP、DIP
输出功率 10 mW （最高）
解码器 aptX®

NFC

频率 13.56 MHz
调制方式 ASK
输出功率 500 µV/m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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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声明

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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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当前的保修条件，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sennheiser.com 或联系您的森海塞尔业务伙伴。

商标

Sennheiser 和 NoiseGard™ 是森海塞尔电子有限公司 (Sennheiser electronic 
GmbH & Co. KG) 的注册商标。

Bluetooth 名称及 Bluetooth 商标归 Bluetooth SIG, Inc. 公司所有，森海塞尔电
子有限公司(Sennheiser electronic GmbH & Co. KG)具有该品牌的使用许可。 

N 标识为 NFC Forum, Inc.公司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Alcantara® 是意大利 Alcantara S.p.A. 公司的注册商标。

aptX® 商标及 aptX 标志为 CSR plc 或该集团旗下某一公司的注册商标，可能已
在一个或多个司法管辖区内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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