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户手册



警告
如果手册封面或包装底部的序列号缺失 

或损毁，请立即返回给零售商。





安全聆听
理性地享受音乐。据美国言语听力协会的资料显示，“在高音量下戴耳机收听时间过长，可能
会直接导致终生听力受损”。在 V-MODA，我们致力于提供愉悦的聆听体验，但同时我们也非
常关心您的个人健康和安全。我们建议您在使用耳机收听时调至舒适的音量，并将时间控制在
合理的范围内。

如何理性地享受音乐
• 降低音量。一半的音量是较好的参考点。
• 限制收听时间。让耳朵“开个小差”。

注意周围环境。在公路上进行驾驶、骑行或慢跑等活动时，请勿使用耳机。很多国家/地区都有
关于这些行为的禁令。遵守当地法律，保持警觉，理性地聆听。

注意周围的儿童。避免儿童接触，本产品随附的部件可能会造成窒息危险。本产品不适用于 7 岁
以下的儿童。



欢迎使用
欢迎进入 V-MODA 的音乐生活。我们衷心希望您尽情享受 V-MODA 耳机所带来的顶尖音质和高
品质的设计。我们从音乐的本质出发，对耳机进行严谨周密的设计，打造悦耳自然的声音特
征，焕发您的音乐聆听感受。Play Hard. Rock Harder.

1. 单按钮 SpeakEasy 麦克风线缆

2. 便携包装盒

3. 包耳式耳机

4. 1/4 英寸 Pro 转接头

5. 音频 SharePlay 线缆

包装内容

耳机配件
V-MODA.com 提供以下配件：BoomPro 麦克风、 
定制金属护罩、可拆卸彩色线缆、3 按钮 SpeakEasy 
麦克风线缆、CoilPro 线缆和 XL 缓冲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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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耳机

1. 非常重要：请将耳罩戴在相应的耳朵上。 
“L”戴在左耳，“R”戴在右耳。

2. 将头发向后拢，从耳机头环拉伸耳罩，直到舒服
地戴在耳朵上，与其紧密贴合，以确保最佳的音
质和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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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佩戴耳机时，将耳机线置于头部前方，以确保在剧
烈活动期间耳机保持在原位。

4. 将直型插头插入任意一个耳罩（或同时插入 
两个耳罩以实现混音）。 
若要与好友分享音乐，请使用 SharePlay 线缆。

正确 错误



保护耳机

• 尽量避免暴露于潮湿环境。

• 不要在游泳、洗澡或淋浴时使用。

• 不用时请放入提供的便携包装盒。

• 保持耳机清洁无碎屑。

• 请勿通过拉动线缆，使插头与设备断开

连接。

• 当线缆插头插在设备上时，请勿将线缆

缠绕在设备上，因为这样会给插头线连

接造成不必要的压力。



在 iPhone® 上使用通话/音乐控制*功能

1. 音乐播放期间
• 按下播放按钮暂停，再按一下继续播放。

• 快速按两下播放按钮，切换至下一首。

• 快速按三下播放按钮，切换至上一首。

2. 通话期间
• 按下播放按钮接听来电，再按一下结束通话。

• 按住播放按钮约 2 秒，拒接来电。

• 按下播放按钮切换至呼叫等待状态，再按一下切换回原始通话。

折叠耳机
正确的折叠方式是将耳罩缓冲垫对扣

在一起。

音频配置兼容智能手机、平板电脑、iPhone®、iPad®、iPod®、Android™ 设备、便携式游戏机、

计算机以及任何带有 3.5 毫米音频接口的设备。请访问 V-MODA.com/SOUNDCHECK，了解该产

品在各个设备上的不同功能。



故障诊断
如果您的耳机遇到问题，请参阅下面的故障诊断指南。

故障 建议

确保音频设备的耳机插孔无碎屑，且耳机插头牢固连接。

关闭音频设备上的所有音频增强功能。
确保线缆与耳机（使用直型插头）和设备（使用 45 度角插头）牢固
连接。如果问题依然存在，请尝试使用其他线缆。

务必将 3.5 毫米插头完全插入到 3.5 毫米插孔中，以确保线缆与耳机
牢固连接。

检查以确保正在播放的音频设备或文件无问题。确保设备 EQ 设置
正确。确保贴耳佩戴，并使驱动单元正对人耳。

无音频

低音或高音欠缺 
或过量

声音不流畅 

声音失真



耳机清洁
为了保持耳机清洁，请定期用干布擦拭。

关于静电的注意事项
在特别干燥的空气条件下，耳朵可能会感觉到轻微刺痛。这是体内积聚的静电所致，并非耳机
故障。穿戴由天然面料制成的衣物可最大限度减轻这一影响。

声级 (dBA) 最大听音时长

90 8 小时

92 6 小时

95 3 小时

100 2 小时

102 1.5 小时

105 1 小时

110 0.5 小时

115 0.25 小时或更短

听力安全
美国职业安全健康局已制作发布了
以下噪声暴露对照表，可帮助确定
安全的听音级别和听音时长。



FCC

NOTE: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Part 15 of FCC Rule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and (2)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received,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NOTE: This equipment has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s for a Class B digital device, pursuant to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These limit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gainst harmful interference in a 
residential installation. This equipment generates, uses, and can radiate radio frequency energy and, if not installed and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may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communications.

However, this is no guarantee that interference will not occur in a particular installation. If this equipment does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or television reception, which can be determined by turning the equipment off and on, 
you are encouraged to try to correct the interference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measures:

• Reorient or relocate the receiving antenna.
• Increase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equipment and receiver.
• Connect the equipment to an outlet on a different circuit than the one to which the receiver is connected.
• Consult the dealer or an experienced radio/TV technician for help.



Changes or modifications not expressly approved by V-MODA could void the user’s authority to operate this equipment.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Industry Canada license exempt RSS standard(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and (2)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received,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V-MODA hereby declares that this product i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and other 
relevant provisions of Directive 1999/5/EC and all other applicable EU directive requirements. 
The complete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can be found at V-MODA.com/COMPLIANCE.



V-MODA Milano Design

版权所有 ©2016 V-MODA。保留所有权利。

V、V-MODA、V-MODA 徽标、BLISS、Crossfade 和 V-PORT 均为 V-MODA 公司的商标。

已获美国专利号 D683212、D698333、D625703，其他专利正在申请中。

iPhone®、iPad®、iPod® 是 Apple Inc.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注册商标。

“iPhone”商标的使用已获得 Aiphone K.K. 的许可。

Android™ 是 Google Inc. 的商标，与 V-MODA 公司无任何隶属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