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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提示

重要安全提示
X 使用产品前请仔细完整地阅读使用说明书。

X 请勿使用有明显缺陷的产品。

X 仅可在允许使用Bluetooth®无线传送的环境中使用本产品。 

防止健康损害及事故

X 请注意防止高音量对听力造成损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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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nheiser头戴式耳机在中低音量水平具有极好的
音响效果。

X 请勿将耳道式耳机插入耳朵深处，切勿在无耳垫的情况下插入耳机。务必
非常缓慢小心地将耳道式耳机从耳朵中取出。

X 本产品会产生较强的持久磁场，可能会对心脏起搏器和植入式除颤器(ICD)
和其它植入物造成干扰。含有磁铁的产品元件与心脏起搏器、植入式除颤
器或其它植入物之间必须至少保持10厘米（3.94英寸）的距离。

X 请将本产品、配件和包装部件放置于儿童和宠物可触及的范围之外，以防
发生意外和误吞引起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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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损坏本产品及产品故障

X 请务必保持本产品干燥，且不要将其置于极端温度下，以防腐蚀或变型。
正常的工作温度为10至40°C。
X 仅可使用Sennheis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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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使用产品，将产品存放在干净、无尘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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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提示

用途/责任

本入耳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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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平板电脑）。兼容的Bluetooth设备包含支持以下规
范的设备：免提规范(HFP)、高级音频传输规范(A2DP)和音频/视频远程控制
规范(AVR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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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因滥用或误用本产品及其附件/配件而造成的损坏，Sennheiser概不负
责。 

使用本产品前，请先了解所在国的具体规定！

使用锂聚合物充电电池组的安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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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着火

•  发热
•  冒烟或产生气体

配有内置充电电池的产品只可交给专业回收点或专业经销商处理。

只能使用Sennheiser推荐的充电电池和充电器。

给内置充电电池的设备充电时，环境温度应该保持在10至40°C之
间。

由电池供电的产品使用后必须关机。

即使长时间不使用也应定期给内置充电电池充电（约每3个月一次）。

不得将充电电池加热超过70°C。请避免日照，切勿将充电电池扔
进火里。

如果内置充电电池的产品有明显损伤，切勿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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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IEBTSW入耳式无线耳机

M2 IEBT SW入耳式无线耳机
M2 IEBT SW入耳式无线耳机为您带来无与伦比的时尚体验、音质表现和随身
携带的便利性。超凡的无线音质使高品质的耳机设计锦上添花，而Bluetooth 
4.2和Qualcomm® aptX™或AAC音频编解码器则为卓越的无线音质保驾护
航。

特性
•  定制加工的不锈钢入耳式声道，能够达到极高的声学精度
•  支持Qualcomm® aptX™，带来纯正Hi-Fi音质
•  支持AAC（高级音频编码），提供更加出色的音质和透明度
•  充电1.5小时，电量支持时间长达6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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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IEBTSW入耳式无线耳机

Bluetooth
M2 IEBT SW入耳式无线耳机符合Bluetooth 4.2标准，与满足以下规范的所
有Bluetooth 1.1、1.2、2.0、2.1、3.0、4.0、4.1和设备兼容：免提规范(HFP)
、高级音频传输规范(A2DP)和音频/视频远程控制规范(AVRCP)。

aptXTM

AAC或aptXTM音频编码技术为您呈现鲜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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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tXT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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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tXTM  LL
Qualcomm® aptX™ LL（低延时）音频确保您的Bluetooth®无线设备所提供
的声音与视觉媒体同步。不仅能减少延迟，还可以改善音频传输的端到端速
度，为您带来高品质的同步用户体验。您还能利用aptX的低延时技术在各种
应用中享受毫无束缚的无线体验，例如玩游戏和观赏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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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装包括

套装包括

耳机

便携包

XS S L
耳垫

USB充电线

Quick
Guide 《简要说明》

Safety
Guide 《安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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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nheiser经销商，请在www.sennheiser.com
的“Sales Partner”栏目下查找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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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产品概述

耳机概述

1耳垫 6音量/曲目 - 按钮

2Bluetooth天线（定位） 7LED

3线缆整理器 8微型USB插口

4音量/曲目 + 按钮 9微型USB盖

5多功能键 0磁座 

98

4

6
7

5

0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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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示意图概要

按钮操作示意图

示意图 含义

1x 按下并立即松开按钮

2x 按下按钮两次

2s 按下按钮并持续按住2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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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LED示意图

示意图 含义

LED发亮

间隔表示闪烁

LED持续发亮/闪烁

3s 闪烁之前，LED发亮的时间

本说明书中可能使用的示意图示例：

示意图 含义

5m

LED持续闪烁

3s LED发亮3秒钟，然后关闭，再重复

2s 2s LED发亮，然后关闭2秒钟，再重复

LED持续发亮 

1s LED每秒持续闪烁蓝色光和红色光

示意图“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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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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LED指示概述

操作过程中的LED指示信息

LED 含义

耳机打开

成功与一个设备配对/连接

耳机关闭

与设备的配对未成功

1s 耳机处于配对模式

1.5s
1s 1s

1.5s 来电

设备已成功从耳机清除

2s 2s 耳机处于待机模式（例如，耳机已配对，但未
连接至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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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按钮概述

多功能键

按下 功能 页码

1x
接听/结束通话

接听来电并结束当前通话

播放/暂停曲目

22

22

21

1s
拒绝接听

在耳机和智能手机之间转移通话

22

23

2x
接听来电并保留当前通话/在两个通话之间切换 22

3x
激活语音控制 24

音量/曲目 + 按钮

按下 功能 页码

1x
增大音量 18

1s
播放下一曲目 21

音量/曲目 - 按钮

按下 功能 页码

1x
降低音量 18

1s
播放上一曲目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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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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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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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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充电 

充电完成

1.5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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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指南

给耳机充电

1.  打开微型USB盖，使用微型USB插口。
2.  将充电线的微型USB插头插入耳机的微型USB插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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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入电源适配器或USB车载充电器适配器内，并连接电源。 
根据耳机电量的不同，LED闪烁/发亮。耳机采用了智能充电技术，以防止
过充。 

1.5 h

CHARGING TIME

* not included.

*

*

*3

1

2

如果环境温度低于15°C，充电时间可能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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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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2 IEBT SW入耳式无线耳机符合Bluetooth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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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频/视频远程控制规范(AVRCP)
X 高级音频传输规范(A2DP)
初次打开耳机电源时，耳机自动转入配对模式。如果耳机曾与一些设备配
对，打开电源时耳机会自动尝试连接两个最近连接的Bluetooth设备。本耳机最
多可保存8个Bluetooth设备或智能手机的连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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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ired

paired + 
connected

要将耳机与PC或Mac配对并连接，建议使用Sennheiser Bluetooth USB
软件狗，例如BTD 800 U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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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指南

将耳机与Bluetooth设备配对

在执行该操作的过程中，确保耳机已关闭并位于距智能手机20厘米的范围内。

首次开机时，耳机会自动转入配对模式。

1.  按住多功能键4秒钟。 
您会听到语音提示“power on”，随后会听到蜂鸣声。LED同时闪烁蓝色光
和红色光。耳机处于配对模式。

2.  激活智能手机上的Bluet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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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 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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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闪烁蓝色光3次。 

Menu
Add Device

Menu
Bluetooth on
Bluetooth off

*** IE FREE

*** IE FREE
Keyword: 0000

3

4

1

2

1s 1s

› connected ‹ 

4s

< 20 cm

如果在5分钟之内未建立，则耳机会退出配对模式，并关闭电源。如有
必要，重复配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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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指南

断开耳机与Bluetooth设备的连接

X 停用智能手机上的Bluetooth。
耳机与智能手机之间的连接断开。耳机将会搜索其他所配对的设备。如果未
找到任何设备，您会听到语音提示“lost connection”。耳机转入待机模式。

Menu
Bluetooth on
Bluetooth off

› lost conne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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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的使用

耳机的使用

佩戴耳机

1.  您可从后方或前方佩戴入耳式耳机。
2.  调整线缆整理器，以便佩戴舒适。
3.  如果适用，扣上磁座，使入耳式耳机固定在脖子上。

1 2

FRONT

BACK

3

耳机默认提供中等规格的耳垫。如有必要，请更换其他规格的耳垫，使
耳垫与您的耳朵完美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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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住多功能键2秒钟。
您会听到语音提示“power on”和“connected”。LED闪烁蓝色光3次。

打开耳机电源时，确保您智能手机上的Bluetooth为激活状态。

关闭耳机电源

X 按住多功能键4秒钟。
您会听到语音提示“power off”。LED闪烁红色光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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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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音频源
之间进行切换时可能导致音量骤增，永久损害您的听力。 

X 在佩戴耳机和切换音频源前，请先调至低音量水平。

X 请勿持续使用高音量收听。

您可根据自己的音量偏好，调节听音乐和通话的音量。 

X 按一下音量/曲目 + 或 - 按钮，以增大或降低音量。
当达到最小或最大音量时，耳机会发出提示。

按下 功能

1x

增大音量

1x

降低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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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的使用

检查耳机的电量

当耳机处于待机模式，未播放音乐或未用于拨打电话时，您可以检查剩余的
播放和通话时间。

X 快速按下音量/曲目 - 按钮。
此时可听到有关剩余时间的语音提示。

语音提示 LED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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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ow 1 hour play time” 剩余电量低于10%

“between 1 and 2 hours play 
time” 1s 剩余电量低于20%

“between 2 and 4 hours play 
time” 1s 剩余电量低于50%

“between 4 and 6 hours play 
time” 1s 剩余电量高于50%

 
设备上的电量指示符

耳机的电量也可能会显示在智能手机或设备的屏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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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音乐/视频

播放音乐/视频
如果音频源支持AAC、aptX或aptX LL音频编解码器，M2 IEBT SW入耳式无
线耳机会以令人惊叹的高分辨率音质自动无线播放音乐。如果音频源不支持
这些音频编解码器，M2 IEBT SW入耳式无线耳机将以标准音质播放音乐。

如果在支持aptX LL编解码器的设备上使用耳机观赏视频，声音和视觉媒体同
步将自动优化，从而为您带来高度精准的视听体验。

X 将耳机与智能手机配对并连接，参见第14页。
X 在智能手机或设备上播放音乐/视频。
音乐通过M2 IEBT SW入耳式无线耳机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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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音乐/视频

控制音乐播放

以下音乐功能可在耳机和设备使用Bluetooth连接时使用。有些智能手机或音
乐播放器可能无法支持所有功能。 

播放/暂停音乐

X 快速按下多功能键。

按下 功能

1x 播放或暂停音乐

播放下一曲目

X 按住音量/曲目 + 按钮1秒钟，播放下一曲目。

按下 功能

1s 播放列表中的下一个曲目

播放上一曲目

X 按住音量/曲目 - 按钮1秒钟，播放上一曲目。

按下 功能

1s 播放列表中的上一个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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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耳机上拨打电话

在耳机上拨打电话 
以下电话功能可在耳机和智能手机使用Bluetooth连接时使用。有些智能手机
可能无法支持所有功能。

拨打电话

X 在智能手机上拨号。

如果智能手机并未自动将电话转移至耳机上，在智能手机上选择M2 
IEBT SW入耳式无线(*** IE FREE)耳机作为音频源（必要时请参阅智能
手机的使用说明书）。

接听/拒绝接听/结束通话

当您在耳机与手机连接的状态下接到电话时，铃声会通过耳机播放，且LED
会闪烁紫色光。 

如果在播放音乐的过程中收到来电，则音乐暂停，直至通话结束。 

X 相应地按下多功能键：

按下 功能 信号

1x
接听来电  

1x
结束通话 “call ended”

1s
拒绝接听 “call rejected”

1x 12

接听来电并结束当前
通话

2x
HOLD

保留通话

2x
2

HOLD

1

接听来电并保持当前
通话

2x
HOLD

2
1

在两个接通的通话直
接切换

1s
12

拒绝接听来电并继续
当前通话



M2 IEBT SW | 23 

在耳机上拨打电话

将通话静音/取消静音

X 通话时快速按两下多功能键。

按下 功能 信号

2x 将通话静音

2x 将通话取消静音

将通话转至/转离耳机

当通话连接之后，可在耳机与智能手机之间切换通话。 

X 按住多功能键一秒钟。

按下 功能

1s 将通话从耳机转移至智能手机

1s 将通话从智能手机转移至耳机

重拨

当耳机未播放音乐或用于拨打电话时，您可以使用该功能。

X 按两下多功能键。 

按下 功能 信号

2x 重拨上次通话号码 “redialing”

1x 取消重播 “call 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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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耳机上拨打电话

语音控制功能

当耳机未用于拨打电话时，您可以使用该功能。

1.  按三下多功能键。

按下 功能 信号

3x 开始语音控制 “voice dialing”

2.  说出您的语音命令，例如“Call Jane”。 
Bluetooth智能手机给Jane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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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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耳道大小的不同，您可以更换耳垫。所在地Sennheiser经销商有备用耳
垫供应。

1.  轻轻从入耳式声道上完全拉下耳垫。
2.  将新耳垫推回到入耳式声道上，以使其固定。确保耳垫完全安装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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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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使用或携带时，务必
将耳机放入便携包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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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与保养

关于充电电池的信息

Sennheiser确保并保证购买头戴式耳机/耳塞式耳机时随附的电池可达到最佳性
能。购买时或在质保期间，如果您怀疑电池明显有瑕疵，请立即将头戴式耳
机/耳塞式耳机送交任何Sennheiser服务合作伙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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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故障排除

常见故障排除

问题 可能的原因 可能的解决方法 页码

耳机电源无法
打开

电池电量已用尽 给耳机充电。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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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音量过低 增大音量。 18
耳机电源已关闭 打开耳机电源。 17

耳机无法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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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重新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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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nheis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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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nheiser维修服务伙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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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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要重新建立连接，按下多功能键。

清除之前已配对的设备

1.  将耳机设置为配对模式，参见第14页。
LED闪烁蓝色光和红色光。耳机处于配对模式。

2.  按住音量/曲目 + 按钮2秒钟。 
LED闪烁紫色光3次。耳机与所有设备的连接永久断开，并立即转入配对模
式。

1 2

1s 1s4s
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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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入耳式无线耳机

佩戴方式 耳道式

频率响应 15 ～ 22,000 Hz
传感器原理 动圈

声压级（SPL） 112 dB（被动：1 kHz/0 dBFS）
THD（1 kHz，100 dB） < 0.5%
拾音模式（语音音频） 全向

电源输入 3.7 V⎓，100 mAh：内置式锂聚合物充电
电池
5 V⎓，500 mA：USB充电

续航时间 最高6小时(A2DP)/ 最高8.5小时(HFP)
温度范围 工作：0至40°C

存放：-25至70°C
表面最大静磁场值 100mT
充电时长 1.5小时
重量 约17克

Bluetooth
版本 4.2，1级
传输频率 2402 ～ 2480 MHz
调制方式 GFSK，π/4 DQPSK
配置规范 HFP，AVRCP，A2DP
RF输出功率 10 mW（最高）
支持的编解码器 SBC，AAC，aptX，aptX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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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

商标
蓝牙®(Bluetooth®)文字标记和标识为蓝牙技术联盟(Bluetooth SIG, Inc.)的注
册商标，Sennheiser电子有限公司(Sennheiser electronic GmbH & Co. KG)
对该类商标的使用均获得授权。

Qualcomm aptX是Qualcomm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Ltd.的产
品。Qualcomm是Qualcomm Incorporated在美国及其他国家/地区的注册
商标，已获得使用许可。aptX是Qualcomm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Ltd.在美国及其他国家/地区的注册商标，已获得使用许可。

本文中提及的其他公司和产品名称是各自所有人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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