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户手册
Crossfade M-100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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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
在使用本机之前，请仔细阅
读“安全信息”。阅读后，
请将文件保存在可供随时查

阅的地方。



要获得说明书的打印件, 请访问

要獲得說明書的打印件, 請訪問

english

italiano

deutsch

francais

espanol

porto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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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骨骼便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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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线缆、3 按钮 SpeakEasy 
麦克风线缆和 XL 缓冲垫。

1 2 3 4

5



L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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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佩戴耳机时，将耳机线置于肩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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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NO



折叠耳机

正确的折叠方式是将耳罩缓冲垫
对扣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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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音乐播放期间
•  按下  按钮暂停，再按一下继续播放。
•  快速按两下  按钮，切换至下一首。  
•  快速按三下  按钮，切换至上一首。

2.  通话期间
•  按下  按钮接听来电，再按一下结束通话。 
•  按住  按钮约 2 秒，拒接来电。
•  按下  按钮切换至等待呼叫状态，再按一下切换回原始通话。

使用通话/音乐控制

兼容所有智能手机、平板电脑、iPhone®、iPad®、iPod®、Android™、计算机和任何配有 
3.5 毫米或 6.35 毫米（1/4 英寸）端口的游戏或音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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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题依然存
在，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 V-MODA Six Star Service 团队：
V-MODA.com/Support 或 1.888.VMOD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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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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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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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音频

声音不流畅

低音或高音欠缺
或过量



为了减轻压力，您可以通过向外弯曲头带来拉伸
它（将手放在头带的任意一端 - 不是耳罩）。 
您可以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您对更宽松的松紧度
感到满意为止。 
您还可以向内弯曲头带以使其更紧密。

确保将 45 度插头插入设备（手机、平板电脑、笔
记本电脑等）并将直头插头插入耳机。
您可能还需要确保设备上的耳机插孔清洁且没有
碎屑。

头带太紧

单按钮 
SpeakEasy 电缆
播放/暂停按钮
不起作用

故障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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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失真



您的配音器/接收器/设备可能与我们当前的 1/4 
英寸适配器和/或我们的单按钮和 SharePlay 线缆
不兼容。请尝试使用标准音频线（无麦克风/分配
器）或我们的 CoilPro 线缆代替。

使用提供的带
耳机的 1/4 适配
器插入 Dj 配音
器/接收器时没
有声音

故障 建议

请访问配件页面以更换变质的缓冲垫或升级到 XL 
尺寸的缓冲垫。（v-moda.com/collections/accessories）

缓冲垫太小或
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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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返回给零售商
有关您的 V-MODA 产品的任何问题，

请直接联系我们的 Six Star Service 团队。

visit
V-MODA.com/SUPPORT

skype
V-MODASixStar

email
support@V-MODA.com

call
1.888.VMODALA

twitter
@VMODASixStar





用户注册
V-MODA.com/Regis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