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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感谢您购买JAYBIRD X3。
我们在您运动娱乐期间，
为您带来美妙音乐。
有关详细的视频录像说明，请访问 jaybirdsport.com/support/

在安装或使用本产品之前，请参阅安全警告来了解重要的产品安全信息。



2

USB充电线+充电接
插头

硅胶耳撑
（小号、大号）

线夹

衬衫夹

携带袋

硅胶耳塞头
（小、大号）

Comply™隔离式耳塞头
（小、中、大号）

硅胶耳撑
（中号）

硅胶耳撑
（中号）

麦克风

LED指示灯

产品清单

音量+

音量 -

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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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电池状态

A 拿起随附的充电夹和
USB电缆，并将其插
入USB电源。

 B 充电时LED指示灯会显示红色。当充
满电时， LED会从红色变为绿色。

我们建议您使用5V USB电源给耳塞机充电。提供超过5.5伏电压的墙壁电源适配器/汽车电源适配器/充电器会损坏
Jaybird耳塞机，因此应避免使用。

2.5小时充电可提供
8小时的播放时间。

20分钟充电可提供
1小时的播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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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电池状态

当不播放音乐时，按音量+或音量 - 
将播报电池电量信息*。

剩余电量高于10％时，LED闪烁绿
色；剩余电量低于10％时，LED闪
烁红色。

您的手机和MySound手机应用程序也
会指示电池状态。

*  待机模式：处于通电状态，但未播放音乐，也未用于打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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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机/音乐设备上，
打开蓝牙并确保它正在
主动搜索蓝牙设备。

A

B 在X3处于关闭状态下，
按住电源按钮，直到看到
LED红绿色交替闪烁。这
时您会听到SEARCHING 
FOR YOUR MUSIC 
DEVICE（正在搜索您的
音乐设备）的语音提示。

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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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发现设备清单中选
择“Jaybird X3”。C

X3语音提示会说：
“headphones connected 
（耳机已连接）”。现在一切准
备就绪，您可以开始收听美妙音
乐了。

D

如果配对不成功，请按电源按钮来
关闭耳塞机，直到听到“POWER 
OFF（已关机）”的语音提示，然后
重复上述配对步骤。

注意：当您第一次开启X3耳塞机或复
位后，耳塞机将处于配对模式。

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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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完美贴合
1. 设置耳撑

请把X3放在自己前
面，确保带有遥控器的
耳机线放在左边。将耳
撑交换到相对的一侧，
使带有’L’字样的耳
撑位于带有遥控器的耳
机线一侧。

A
旋转耳撑，使其指
向耳机线，如图所
示。

B
把X3耳塞机塞入耳
朵，确保带遥控器
的耳机线在您的左
边。

C

耳挂式配戴   

耳挂式配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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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完美贴合
2. 找到大小合适的耳塞头和耳撑 左

右

用随附的中号耳塞头和耳撑开始尝试。采取耳挂方式配戴
时，需将耳塞机牢固塞入耳孔。A

如果感到耳塞机不舒服，或感觉其松动，请尝试
其它尺寸的耳塞头和/或耳撑。您也可以尝试使用
Comply™泡沫塞头或干脆拿掉耳撑。要实现完美
贴合，可能需要您花点时间耐心尝试。

B

实现完美贴合后，请转
到第3步。C

耳挂式配戴   

耳挂式配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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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线夹

将X3放在身前，然后如图所示安装线夹。A

通过向外拉动上面和下面的耳机线，找到合适的
线长使耳机线紧密贴合在后脑勺周围。请避免耳
机线过度松弛。

B

将最后一圈插入线夹，并用力拉动。C

实现完美贴合
耳挂式配戴   

耳挂式配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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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完美配合
1. 找到合适尺寸的耳塞头和耳撑

左

右

请安装随附的中号耳塞头和耳撑，然后采用耳机线朝下的非耳挂
方式配戴，把耳塞机牢固塞入耳孔。
带遥控器的耳机线应该在您的右侧。

A

如果感觉耳塞机不舒服，或感觉其松动，请尝试使用其它尺寸的耳
塞头和/或耳撑。您也可以尝试使用Comply™泡沫耳塞头或干脆拿
掉耳撑。要实现完美贴合，可能需要您花点时间耐心尝试。

B

实现完美贴合后，即可开始收听音乐。C

耳卦式 

休闲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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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完美贴合
2. 衬衫夹

您可以使用附带的衬衫夹，将X3耳塞
机固定在衬衫背面。

夹子的长边应位于衬衫的外侧。

耳卦式 

休闲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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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说明
按钮功能

电源开关

要打开或关闭X3，请按住
电源按钮约4秒钟。您会听
到POWER ON（开机）或
POWER OFF（关机）的语
音提示。

按下4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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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音乐

音量 +

播放/暂停

音量 -

快进

语音命令

后退

要播放或暂停歌曲或视频，请短按电源按钮。

要跳过一首歌曲：请按1秒钟Vol. +（音量 +）按钮。

要后退，请按1秒钟Vol. -（音量 - ）按钮。

要调整音量，请短按Vol +或Vol - 按钮

要启动语音命令（Siri或Google Now），请按1秒钟电源按钮。

短按 按下1秒钟详细说明



16

详细使用说明
电话通话

接听来电 拒接来电 重拨

静音/取消静音

切换来电

要接听来电，请短按电源按钮。

要拒接来电，请按1秒钟电源按钮。

要对来电进行静音或取消静音，请按1秒钟Vol -按钮。

要重拨电话号码，请双击电源按钮。*

要切换来电，即把来电从手机扬声器切换到X3耳塞机，请短按Vol +按钮。

*待机模式：耳塞机处于通电状态，但未播放音乐，也未用来打电话。

短按 双击按下1 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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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使用说明
多点功能 - 连接到多个设备

多点连接功能允许耳塞机同时连接到两台设备。譬如，您可以把耳塞机同时连接到笔记本电脑和手
机。这样在收听笔记本电脑上播放音乐的同时，您还可以接听手机上的来电。

确保X3耳塞机已经配对并连接到两个设备。请按照第5-6页的配对说明进行配对。

确保只有要连接的两个设备已开机并靠近耳塞机。

您的X3最多能记住八个已
配对的Bluetooth®蓝牙
设备，并且同时可以连接
两个设备。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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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使用说明
分享功能

ShareMe（分享功能）允许您与另一对X3耳塞机共享您正在收听的音乐。

接通两对X3耳塞机上的电源。A 仅将一对耳塞机连接到音乐设备。
确保第二对耳塞机未连接到任何Bluetooth蓝牙设备。B

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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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使用说明
分享功能

ShareMe（分享功能）允许您与另一对X3耳塞机共享您正在收听的音乐。

在已连接的耳塞机上按住VOL +，同时按住第二
个耳塞机上的’VOL - ‘，直到两个耳塞机上的
LED都红/绿交替闪亮。

C 随后，两个LED指示灯将停止闪亮，这说明两个耳塞
机都已连接到设备上。这时您将听到Headphones 
Connected（耳机已连接）的语音提示。这时，您
就可以与他人一起共享音乐了。

D

保持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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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使用说明
智能手表

苹果手表OS操作系统 谷歌Android Wear操作系统三星Tizen操作系统

用合适的智慧手表与X3耳塞机配合，也可以收听音乐。这时您不再需要随身携带手机，您只需将手机音乐同步到
智能手表中，然后将X3与该智能手表配对即可。请阅读您的智能手表用户手册，了解如何把其与蓝牙设备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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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若耳塞机无回应，则用带接插头的USB电缆把耳塞机连通电源。该操作将关闭耳塞机，并执行软复位。

若该操作无法解决问题，我们建议您将耳塞机重置为原始出厂设置，方法是：

注意：一旦您的耳塞机被重置，您必须在耳塞机和您的设备之间进行重新配对。配对方法是从您设备的蓝牙菜单
中选择FORGET（忘记）或REMOVE（删除）Jaybird X3。按照第5-6页中的配对说明来重新配对。

首先把耳塞机置于配对模
式。为此，请关闭耳塞机，
然后按住电源按钮超过4
秒，直到看到LED灯红/绿
色交替闪烁。

1 当LED灯红色/绿色交
替闪烁时，请双击电
源按钮。

2 LED将变位橙色，
您的耳塞机将关
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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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Bluetooth蓝牙版本 4.1, 多点
编解码器 AAC、SBC、改性SBC
配置文件 免提、耳机、A2DP、AVCRP、SPP
有效范围 10米（30英尺）
播放时间 8小时*
待机时间 110小时*
直流电源 Bluetooth蓝牙耳机用电源：5伏 0.5安
充电时间 2.5小时
快速充电 20 分钟 = 1小时播放时间
尺寸 耳塞尺寸27×24毫米，耳机线长度490毫米
重量 约13克

* 播放时间和待机时间可能因使用条件而异。通过MySound应用程序在声音配置文件中添加额外的低音将到缩短播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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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保、警告和安全
有关全面质保服务、保养及维护细节，请访问：
jaybirdsport.com/warranty +1.866.244.3399

警告：鉴于这些耳机会影响您听到周围的声音，请勿在开车、骑自行车或有行驶车辆存在的场合使用本耳塞机。在某些活动中，若听
不到周围声音，则可能出现危险，因此请勿在这种活动中使用本耳塞机。使用本耳塞机时，若音量过大，则可能会造成永久性听力损
害。无论何时使用本耳塞机，均要在使用之前把音量调低。在把物体插入耳道时间，请小心行事，并自行承担风险。当本耳机设备连
接到110伏或220伏市电期间，请勿佩戴该耳机。

Jaybird, LLC版权所有2016年。版权所有。Jaybird 和Jaybird徽标是Jaybird的商标。
Bluetooth是Bluetooth SIG, Inc. USA公司拥有的商标。该商标授权给Jaybird, LLC有限责任公司使用。iPhone, iPad 和iPod是
Apple Inc.公司在美国和其它国家注册的商标。App Store是Apple Inc.公司的服务商标。所有其它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财
产。Android是Google Inc.公司在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商标。根据Freebit EP2177045、US8630436、US8976995和相应的国际专利
授权进行生产，在马来西亚组装。

耳塞头清洁
要安全卫生地使用Jaybird耳塞机，就要对其耳塞头进行清洁。

重要提示：要清洁耳塞头，请事先把其从耳塞机上取下。否则若因清洁耳塞头而把Jaybird耳塞机中精细电路弄湿，则耳塞机可能会
永久损坏。

1.  用一只手牢固抓住耳塞机，用另一只手抓住耳塞头。小心地从耳塞机上取下耳塞头。
2.用温水和沾有温和型肥皂沫的湿布来擦拭耳塞头，以清除上面的污垢和耳垢。不要使用刺激性清洁剂。
3.在把耳塞头装回到耳塞机上之前，请冲洗并使耳塞头完全干燥。
4.小心推动耳塞头，使其卡入耳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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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音量过大和收听时间过长，否则可能会永久性
地损坏您的听力。

请勿在交通道路中使用。

jaybirdsport.com 网站上有本产品视频介绍

收听者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