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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使用

JAYBIRD RUN
真正的无线运动耳机

牢固舒适，无间贴合可更换耳套和耳扣，适合各种耳部尺寸。

防汗 + 防泼溅

1 次充电可播放 4 小时 + 8 小时续航（使用充电器盒充电）

自定义音效低音雄厚，高音洪亮，不错过一丝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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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牙™ – 连接提示
您的右侧 Jabird RUN 耳机是主（主要）耳机。 
右侧耳机配对并连接至音频设备以及左侧耳机。

若要获得出色蓝牙性能，请设法减少右侧耳机与音
频设备间的距离。 例如，请将音频设备放置在右
侧口袋或右侧手臂（如果跑步时戴有臂带）。

右侧 
耳机

理想的设备位置

左侧 
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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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览

耳扣

状态 LED 指示灯

耳套

麦克风

打开按钮/充电器盒电池状态 
LED 指示灯

充电状态 LED 指示灯 
左侧耳机

充电状态 LED 指示灯 
右侧耳机

多功能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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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内容
便携/附件收纳盒

已装配耳套和耳扣的耳机

充电器盒

4 对耳扣

2 对椭圆形硅胶耳套

USB 充电连接线

可在线购买附件，网址为 jaybirdsport.com

2 对圆形硅胶耳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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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合
尝试不同耳套和耳扣的组合。 正确选择将为您提供非凡音质，牢固舒适，无间贴合，
让您佩戴于无形。

弯曲耳套 
追求最佳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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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ybird RUN 充满电后，可提供 4 小时播放时间。 
充电器盒可为您提供额外两次循环充电或 8 小时续航时间。

为您的耳机充电

将耳机放置于充电器盒并关闭盖子后，即刻开始为
其充电。 未插入电源时，左侧和右侧的 LED 将指示充
电状态，持续约 10 秒。

绿色 LED 闪烁 = 正在充电
稳定绿色 LED = 已充满电

充电 5 分钟可提供 1 小时播放时间。
从低电量开始充电至完全充满，最多需要 
2 小时

充电 – 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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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 – 充电器盒
将随附 USB 连接线插入 USB 电源中即可为充电器盒充电。
 
充电器盒中间的 LED 将指示器盒以及耳机的充电状态。

绿色 LED 闪烁 = 正在充电
稳定绿色 LED = 已充满电

当充电器盒电量低时，打开或关闭盖子时，LED 将
变红并持续约 10 秒。

充满电最多需要 3 小时。

充电器盒状态 LED 指
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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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 开/关
将耳机从充电器盒中取出将自动打开耳机，而将其放置于充电器盒中
将自动关闭。

不在充电器盒中时，耳机在静止 30 分钟后自动关闭。

还可以手动开启或关闭耳机。 
关闭 – 按住左侧或右侧任一侧按钮 3 秒钟将关闭两个耳机。 

开启 – 每个耳机按 3 秒钟可将两侧耳机均打开。

打开电源 – LED 变为稳定绿灯并持续 2.5 秒

电源关闭 – LED 闪烁稳定红灯 1.5 秒

正在配对 – 配对模式中，LED 持续闪烁绿色，连接至音乐
设备或即将超时（5 分钟)，LED 将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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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 音乐与通话

左侧耳机

激活 SIRI  
或 GOOGLE 助手

播放/暂停
接听/结束通话

下一首
拒绝来电

* 可在 Jaybird 应用程序中自定义单按功能。

右侧耳机

按一次*

按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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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 配对

1 2 3
按下多功能按钮 3 秒
将右侧耳机关闭。

按下多功能按钮 6 秒
进入配对模式。

转到设备的 Bluetooth 
Settings(蓝牙设置）
并选择Jaybird Run。

JAYBIRD RUN

按照以下步骤配对至其他设备。

按住 3 秒 按住 6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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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YBIRD 应用程序

DISCOVER MORE PRESETS

Jaybird Run

Jaybird 应用程序支持在耳机上自定义声音配置文件。 

新的声音设置已保存在耳机中，可在任意设备播放自定义音
效 – 随时随地，突破设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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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ybird Run

JAYBIRD 应用程序

注意： Jaybird 应
用程序搭配 Jaybird 
Run、X3 和 Freedom 
使用。 不支持其他制造商
以及旧版 Jaybird 耳机。

通过 Jaybird 应用程序
为声音配置文件增添额外
低音会减少播放时间。

均衡器 保存
将新预设保存至
仪表板，可轻松
访问您喜爱的声
音设置。

历史
可回溯更改历史。

设备
查看已连接设备
和电池状态。

音乐
查找播放列表，增添跑

步动力。

耳机
调整耳机上的设置。

声音
自定义声音设置。 更改保

存至您的 RUN 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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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PHONES

RUN
CONNECTED

VOICE
PROMPTS

FIND
MY BUDS

BUTTON
CONTROLS

NAME YOUR BUDS

SUPPORT & FEEDBACK

NAME

GET YOUR FIT

JAYBIRD RUN

JAYBIRD 应用程序
设置

按钮控制
改变控制耳机的方式。

名称
重命名耳机以便在设备

上轻松找到。

查找我的耳机
弄丢了其中一个
耳机？ 实时查找
丢失位置。

教程
查看如何使耳机物
尽其用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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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重置

1 2 3 4
若要将耳机重置为原始出
厂设置，请通过关闭耳机
使耳机置于配对模式。

按住右侧耳机的多功能按
钮约 6 秒，直至 LED 闪烁
绿色。

现在按下按钮两次。 成功
恢复出厂设置后，LED 将变
为橙色，耳机将关闭。

重置后，一旦开启电源耳
机将自动进入配对模式。 
从设备蓝牙菜单中选择“
忽略”或“删除”Jaybird 
Run，并重新配对。

按住 3 秒 按住 6 秒 按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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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音量过高及收听时间过长。 长时间在过高
音量下使用,可能造成永久性听觉丧失。

请勿在道路交通旁使用。

有关视频说明，请访问 
jaybirdsport.com/support/run

请合理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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