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降噪立体声耳机

切勿将本设备安装在狭窄的空
间内，如书柜或壁橱。

Android是Google Inc.的商
标。

切勿将电池（已安装的电池组
或电池）过度受热，如长时间
暴露在阳光照射、⽕或类似的
环境中。

其他商标和品牌名称均属于其
各⾃所有者。

注意
如果电池更换不当会有爆炸危
险
只能⽤同样类型或等效类型的
电池来更换

参考指南

锂电池⽤户不可⾃⾏更换，如
电池损坏需要更换，请联系专
业⼈员
不得擅⾃更改发射频率、加⼤
发射功率（包括额外加装射频
功率放⼤器），不得擅⾃外接
天线或改⽤其它发射天线。
使⽤时不得对各种合法的⽆线
电业务产⽣有害⼲扰；⼀旦发
现有⼲扰现象时，应⽴即停⽌
使⽤，并采取措施消除⼲扰后
⽅可继续使⽤。
使⽤微功率⽆线电设备，必须
忍受各种⽆线电业务的⼲扰或
⼯业、科学及医疗应⽤设备的
辐射⼲扰。
不得在飞机和机场附近使⽤。
如何打开/关闭⽆线通讯
打开/关闭本机的电源时，也会
同时打开/关闭⽆线通讯。
CE 标志的效力仅限于对此标志
有法律规定的国家，主要为
EEA（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
国。

WI-1000X

使⽤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使⽤说明书，并请妥善保管

Bluetooth®⽂字标记和标志是
Bluetooth SIG, Inc.持有的注
册商标，Sony Corporation对
此标记的使⽤是经过许可的。

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含量
使用环境条件：5度～35度
有害物质
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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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标记是NFC Forum, Inc.在美
国和其他国家的商标或注册商
标。
Windows是Microsoft
Corporation在美国和/或其他
国家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Mac、OS X、iPhone和iPod
touch是Apple Inc.在美国和其
他国家注册的商标。
“Made for iPod”和“Made
for iPhone”表示专为分别连
接至iPod或iPhone而设计的电
子配件，并经开发者认证符合
Apple性能标准。Apple对本设
备的操作或其安全规则标准的
符合性概不负责。请注意，与
iPod或iPhone配合使用本配件
可能会影响无线性能。
Qualcomm®是Qualcomm
Incorporated在美国和其他国
家注册的商标，并经许可使
用。Qualcomm aptX™ audio是
Qualcomm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Ltd.在美国和
其他国家注册的商标，并经许
可使用。

预防措施
关于BLUETOOTH通讯
• BLUETOOTH⽆线技术的操作范
围约在10 m以内。视障碍物
（⼈体、⾦属、墙壁等）或电
磁环境⽽定，最⼤通讯范围可
能会有改变。
• 天线内置在本机内，如虚线所
示位置。将内置天线的⽅向转
向所连接BLUETOOTH设备可提
⾼BLUETOOTH通讯的灵敏度。
当已连接设备的天线和本机的
内置天线之间有障碍物时，可
能会出现噪⾳或⾳频信号丢
失，或通讯可能中断。

• 本机⽀持符合BLUETOOTH标准
的安全性能，在使⽤
BLUETOOTH⽆线技术时提供安
全连接，但视设置⽽定，可能
不会⼗分安全。使⽤
BLUETOOTH⽆线技术进⾏通讯
时，请特别⼩⼼。
• 我们对于在进⾏BLUETOOTH通
讯时发⽣的信息泄露不承担任
何责任。
• 不能保证与所有BLUETOOTH设
备的连接。
––具有BLUETOOTH功能的设备必
须符合Bluetooth SIG, Inc.
所规定的BLUETOOTH标准，并
得到验证。
––即使所连接的设备符合上述
BLUETOOTH标准，但视设备的
特性或规格⽽定，有些设备
也可能⽆法连接或正常⼯
作。
––在进⾏免提通话时，视设备
或通讯环境⽽定，可能会出
现噪⾳。
• 视所连接的设备⽽定，可能需
要⼀些时间才能开始通讯。

如果播放时经常出现跳音
• 在以下条件下，BLUETOOTH通
讯可能中断，或可能会出现噪
⾳或⾳频信号丢失。
––本机和BLUETOOTH设备之间有
⼈。
将BLUETOOTH设备朝着本机的
天线放置可改善这⼀情况。
––本机与BLUETOOTH设备之间有
⾦属或墙壁等障碍物。
––本机附近有Wi‑Fi设备、⽆绳
电话或微波炉等使⽤2.4 GHz
频率的设备正在使⽤。
• 由于BLUETOOTH设备和
Wi-Fi（IEEE802.11b/g/n）使
⽤相同的频率（2.4 GHz），
如果在Wi-Fi设备附近使⽤本
机，则可能产⽣微波⼲扰，从
⽽出现噪⾳或⾳频信号丢失，
或通讯中断。在此情况下，请
执⾏以下操作。
––在远离Wi-Fi设备⾄少10 m处
使⽤本机。
––如果在距离Wi-Fi设备10 m内
使⽤本机，请关闭Wi-Fi设
备。
––将本机和BLUETOOTH设备尽可
能相互靠近安装。
• 从BLUETOOTH设备发射出的微
波可能会影响电⼦医疗设备的
操作。在以下场所，请关闭本
机和其他BLUETOOTH设备，否
则可能引起意外事故：
––存在易燃⽓体的地⽅，医院
或加油站内
––⾃动门或⽕警警铃附近。
• 在飞机上使⽤本机时，请遵照
客舱乘务员的指⽰，或询问所
搭乘航空公司关于使⽤本机的
条件。
如果不使⽤附送的⽿机连接
线，⽆线电波可能会影响装
置，从⽽因故障导致事故风
险。
请务必在飞机上使⽤附送的⽿
机连接线。
• 由于⽆线技术的特性，本机上
播放的声⾳延迟于发送设备上
播放的声⾳和⾳乐。因此，观
看影⽚或玩游戏时，图像和声
⾳可能不同步。

• 通过将声音质量模式设定为
“稳定连接优先”，也许可以
改善此情况。有关详情，请参
阅帮助指南。
• 通过改变无线播放质量设置或
者在发射设备上将无线播放模
式固定为SBC，也许可以改善
此情况。有关详情，请参阅发
射设备附送的使用说明书。
• 如果正在使⽤智能⼿机，关闭
不需要的应⽤程序或重启智能
⼿机情况可能会有改善。

关于使⽤智能⼿机和电脑的通
话应⽤程序
• 本机仅⽀持普通来电。不⽀持
智能⼿机和电脑的通话应⽤程
序。

关于给本机充电
• 仅可使⽤USB给本机充电。需
要使⽤带有USB端⼝的个⼈电
脑进⾏充电。
• 充电期间，不得打开本机，亦
不得使⽤BLUETOOTH和降噪功
能。
• 如果长时间不使⽤本机，充电
电池可能⽆法保持充⾜电量。
反复充放电⼏次后，电池将能
够保持适当电量。
• 如果长时间存放本机，则应每
半年对电池充⼀次电，以防过
度放电。
• 如果本机可使⽤的时间极短，
则应更换⼀个新的充电电池。
请联络附近的Sony经销商进⾏
电池更换。



NC/AMBIENT
• 完成上述重置操作后，如果问
题仍然存在，则按照下述步骤
初始化本机。
断开micro-USB连接线和
micro-USB端口的连接，关闭
本机，然后同时按住和/
按钮超过7秒。指⽰灯（蓝
⾊）闪烁4次，本机重置到出
⼚默认设置。所有配对信息将
被删除。
• 初始化本机后，可能无法连接
iPhone或电脑。在这种情况
下，在iPhone或电脑上删除本
机的配对信息，然后重新进⾏
配对。

何谓降噪？
• 降噪电路通过内置麦克风实际
感应外部噪音，并向本机发送
相等且相反的消除信号。
––降噪效果在非常安静的环境
下可能不明显，或可能会听
到一些噪音。
––视佩戴本机的⽅式⽽定，降
噪效果可能有所不同，或可
能发出嗡嗡声（振鸣）。在
此情况下，请取下本机，然
后重新佩戴。
––降噪功能主要对低频段的噪
音有效。尽管噪音降低，但
无法完全消除。
––当在火车或汽车中使用本机
时，视街道状况而定，可能
会出现噪音。
––移动电话可能造成干扰和噪
音。如果发生此情况，将本
机远离移动电话放置。
––请勿⽤⼿盖住本机的麦克
风。降噪功能或环境声模式
可能⽆法正确运作，或可能
发出嗡嗡声（振鸣）。在此
情况下，请将⼿从本机的麦
克风上移开。
麦克风

静电注意事项
• 静电积聚在体内，可能会导致
⽿朵轻微刺痛。穿着天然材料
制成的⾐服，可以将影响降到
最低。

如果本机⽆法正常⼯作
• 重置本机。
充电时同时按下和NC/
AMBIENT按钮。本机将被重
置。配对信息不会删除。

其他
• 将本机作为有线耳机使用时，
只能使用附送的专用耳机连接
线。确保专用耳机连接线已牢
固插入。
• 请勿将本机放在潮湿、充满灰
尘、油烟或蒸⽓、或受阳光直
射的地⽅。请勿将本机长时间
留在车内。否则可能会造成故
障。
• 视⽆线电波状况和装置使⽤场
所⽽定，BLUETOOTH设备可能
对移动电话不起作⽤。

• ⾼⾳量可能会影响您的听⼒。
• 为了交通安全，请勿在驾车或
骑车时使⽤。
• 在铁路交叉口、站台和建筑工
地等如果听不到周围的声音会
很危险的地方，请勿使用本
机。
• 请勿在本机上放重物或施加压
⼒，否则可能会导致本机在长
期存放中发⽣变形。
• 请勿使本机受到过度撞击。
• 请使⽤柔软的⼲布清洁本机。
• 请勿使本机被水打湿。本机不
防水。
请注意以下事项。
––注意不要让本机掉入洗涤槽
或其他装有水的容器。
––请勿在潮湿的地方或者雨雪
等恶劣天气下使用本机。
––请勿将本机弄湿。
如果用湿手触摸本机，或者
将本机放在潮湿的衣物中，
本机可能被弄湿，从而可能
导致本机出现故障。
• 如果在使用本机后感到不适，
请立即停止使用本机。
• 将⽿塞安装牢固。如果⽿塞意
外脱落在您的⽿内，可能会造
成伤害。
• 由于⼉童可能会吞咽⽿塞等⼩
部件，请使本机远离⼉童。
•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本机的疑问
或问题，⽽本⼿册中未能涵
盖，请联络附近的Sony经销
商。

关于三重舒适⽿塞
• 附送的三重舒适⽿塞佩戴舒适
紧贴，可有效减弱环境噪⾳。
––长时间使⽤紧贴型⽿塞可能
会给⽿朵造成压⼒。如果感
到不适，请停⽌使⽤。
––切勿仅拉拽⽿塞的泡沫硅质
部分。如果泡沫硅质部分与
⽿塞分离，⽿塞将⽆法运
作。
––请勿将泡沫硅质部分长时间
置于重压下，否则可能会引
起变形。 
––泡沫硅质部分上⼤⼩不⼀的
孔不会影响⾳质。 
––佩戴⽿塞时，可能会听见⽿
朵中有噼啪声。这并⾮故
障。 
––泡沫材料会随着时间和存放
⽽劣化。如果劣化程度影响
了原始功能，请更换新材
料。
可从附近的Sony经销商处订
购选配的替代⽿塞。

兼容的iPhone/
iPod型号
本装置只能与以下型号⼀起使
⽤。使⽤之前要把iPhone或
iPod更新为最新的软件。
• iPhone 7 Plus
• iPhone 7
• iPhone SE
• iPhone 6s Plus
• iPhone 6s
• iPhone 6 Plus
• iPhone 6
• iPhone 5s
• iPhone 5c
• iPhone 5
• iPod touch（第6代)

（截⽌⾄2017年8⽉）

规格
⼀般
通讯系统：
BLUETOOTH规格4.1版
输出：
BLUETOOTH规格功率等级2
最⼤通讯范围：直视距离
约10 m1)
频率波段：2.4 GHz波段
（2.4000 GHz 2.4835 GHz）
频率范围：2400 MHz 2483.5 MHz
发射功率：≤ 20 dBm（EIRP）
兼容的BLUETOOTH配置协议2)：
A2DP（Advanced Audio
Distribution Profile）
AVRCP（Audio Video
Remote Control Profile）
HFP（Hands-free
Profile）
HSP（Headset Profile）
⽀持的编解码器3)：
SBC4)、AAC5)、LDAC、aptX、
aptX HD
⽀持的内容保护⽅法：SCMS-T
传输范围（A2DP）：
20 Hz - 20000 Hz（采样频
率44.1 kHz）
20 Hz - 40000 Hz（采样频
率LDAC 96 kHz，
990 kbps）
包装内物品：
无线降噪立体声耳机（1）
Micro-USB连接线
（约50 cm）（1）
专用耳机连接线
（约 1 m）（1）
便携袋（1）
混合硅胶耳塞（SS/S/M/L每
种尺⼨2个）
三重舒适⽿塞（S/M/L每种
尺⼨2个）
飞机专⽤转接插头6)（1）
参考指南（本页）（1）
使用说明书（1）
其他文件（1套）
实际范围将视设备之间的障碍
物、微波炉周围的磁场、静
电、接收灵敏度、天线性能、
操作系统、软件应⽤程序等因
素⽽变化。
2)
BLUETOOTH标准配置协议是指
设备之间BLUETOOTH通讯的⽬
的。
3)
编解码器：⾳频信号压缩和转
换格式
4)
	⼦频带编解码器
5)
⾼级⾳频编码
6)
视飞⾏中的娱乐服务⽽定，可
能不⽀持。
禁⽌插⼊
1)

无线降噪立体声耳机
电源：
DC 3.7 V：内置锂离⼦充电
电池
DC 5 V：使⽤USB充电时
质量：约71 g（主机约61 g）
⼯作温度：0 ℃至40 ℃
额定功耗：1.5 W
使⽤时间：
通过BLUETOOTH设备连接时
 音乐播放时间：
 最多10小时（降噪开），
最多13小时（降噪关）
通讯时间：
 最多10小时（降噪开），
最多12小时（降噪关）
待机时间：
 最多17小时（降噪开），
最多100小时（降噪关）
在降噪开的情况下通过⽿机
连接线连接时：
 最多14小时
注意事项：使⽤时间可能会
较短，视编解码器和使⽤状
况⽽定。
充电时间：
约3.5小时
（充电15分钟后可播放⾳乐
约70分钟。）
注意事项：充电时间和使用
时间可能会因使⽤状况⽽
异。
充电温度：5 ℃⾄35 ℃

接收器
类型：：封闭式，混合式
驱动单元：混合式
频率响应：3 Hz - 40000 Hz
（JEITA）（在本机开启的
情况下通过耳机连接线连接
时）
阻抗：
22 Ω（1 kHz）（在本机开
启的情况下通过耳机连接线
连接时）
24 Ω（1 kHz）（在本机关
闭的情况下通过耳机连接线
连接时）
灵敏度：
101 dB/mW（在本机开启的
情况下通过耳机连接线连接
时）
97 dB/mW（在本机关闭的情
况下通过耳机连接线连接
时）

麦克风
类型：驻极体电容器
指向性：全指向
有效频率范围：
50 Hz - 8000 Hz

使⽤USB对电池充电
的系统要求
（截⽌⾄2017年8⽉）
预装以下任意⼀种操作系统和
USB端⼝的个⼈电脑：

操作系统

这是用于飞机上的插头转接
器。请不要插入电源插座。

（当使用Windows时）
Windows 10 Home /
Windows 10 Pro
Windows 8.1 /
Windows 8.1 Pro
Windows 8 /
Windows 8 Pro
Windows 7
Home Basic /
Home Premium /

®
®
®
®
®
®
®

Professional /
Ultimate
（当使用Mac时）
Mac OS X（10.9或更⾼版本）
设计和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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