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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月 Sacool 蓝牙立体声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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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描述 

 

Sacool 是一款轻质运动型入耳式耳麦 ，她以时尚的运动外形与高标准的音响效果

著称。无论是慢跑或是其他运动，Sacool 都是您最理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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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概述 

 

(1).扬声器 

(2).多功用按钮 

(3).充电插座 

(4). LED 指示灯 

(5).迷你麦克 

(6). 增加音量（上一曲目） 

(7). 减少音量（下一曲目） 

(8). 耳机 

 

包装清单 

Sacool 耳机 

USB 充电线 

硅胶耳塞 

使用手册 

保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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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配： 

旅行/车载充电器 

 

3. 充电 

 

AS 采用迷你 USB 充电插座 

1)首次充电至少充两小时以确保耳机充满电而且电池达到其满负荷。 

2)  之后每次充电周期为 2 小时。 

3)  充电时 LED 红灯将会亮起，充电完成后熄灭。 

4) 如果您有几个月未使用该设备，再次充电时 LED 指示灯将在 15——35 分钟后

亮起。 

 

提示： 

只能使用 AS 专用的充电器，如果需要使用第三方的充电设备，请咨询我们的技术

支持。如果电池电量低，指示灯将没 15 秒钟闪烁一次。 

 

4.开机与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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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长按 “MFB” 键 4 秒钟，直至 LED 指示灯变成蓝色。 

关闭： 长按 MFB 4 秒钟直至指示灯变成红色。 

 

提示： 

开机状态下，LED 指示灯将每 10 秒闪烁一次蓝光。 

当与设备断开连接后，扬声器将在 30 分钟之内自动关闭。 

 

5. 与移动电话连接 

 

第一次将 AS 与手机连接十分关键 

5.1 配对过程 

1)确保耳机为关机状态 

2)长按 MFB(大概 7 秒时间)指导 LED 指示灯蓝光与红光交错闪烁 

3)用手机搜索 AS 设备 

4)一旦设备被搜索到，按照提示操作，输入 0000 进行配对，（部分手机不需要配

对） 

5)将耳机与手机连接在一起。现在耳机已经可以使用了。一旦连接成功，当您打开

耳机时，在一定范围内，耳机将自动与手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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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绝大部分的连接问题都是由于耳机与蓝牙设备之间的不正常连接造成

的，请您按照以上指导逐步操作 

 

5.2 基本操作 

 

1)接电话 

第一个呼入： 按 MFB 接入第一个电话 

第二个呼入：按一次 MFB 接入第二个呼入，同时自动挂断之前呼入的电话。 

结束通话：再一次按 MFB 挂断。 

2)拒绝来电 

拒接第一个来电： 长按 MFB3 秒拒绝第一次来电。 

按住 V+一次拒绝第二个来电。 

3) 语音拨号 

如果您的电话支持语音拨号，在待机状态下只需同时按住 V+与 V—然后说出您存

储的语音名称即可。 

（提示：有些电话需要提前存储语音名称） 

4)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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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待机状态下，双击 MFB 

5)耳机与移动电话间转换通话 

耳机至手机： 通话中，长按 MFB 2 秒，将通话由耳机中转入手机。 

手机至耳机： 通话中，长按 MFB 2 秒，将通话由电话转到耳机上。 

6) 通话中静音及取消静音 

麦克静音： 按住 V-直至出现提示音。在静音状态下，每 3 秒会发出提示音。 

取消静音：  再一次按住 V-直至耳机再次发出提示音。 

7）恢复默认设置： 

在待机状态下按住 V+以及多功能键 8 秒钟，当指示灯闪烁蓝光和红光是耳机已经

恢复到原始设置，再次开机后，耳机将自动回到配对模式。 

 

5.3 音乐功能： 

 

在使用 SA 听音乐之前，请进入到您的音乐播放器。一些电话会自动通过耳机播

放，其他则需要将音乐从电话中转移到耳机中， 

调高音量： 按 V+调高音量 

调低音量：按 V-“降低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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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音乐：按 MFB 键 

暂停： 按 MFB 键 

上一曲：长按 V+ 

下一曲：长按 V- 

 

提示： 

1） 有些功能取决于您的电话，因此根据电话的不同 SA 的一些功能可能无法实现 

2）对于一些电话来说，当其处于动态影像节电模式时音乐播放将停止，这是需要

您将节电模式改为非动态影像、 

 

6.连接 PC 或笔记本  

 

6.1 配对步骤 

确认您的电脑有内置蓝牙设备并开启设备， 

双击蓝牙图标，选择增加新设备。 

在搜索列表里发现 AS 后，按照电脑命令提示操作，在配对密码中输入 0000 进行

配对，（部分电脑不需要配对） 

将耳机连接到您的电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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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现在已经能够使用 

 

6.2 播放音乐 

在播放音乐之前，您需要更改您的音频设置。 

在控制面板中点击声音和音频设备选择  播放 将音频设置更改为蓝牙单声道/立体

声音频” 

  

在您的音乐播放器中播放 

暂停： 在音乐播放工程中，按住 MFB 暂停，再次按 MFB 恢复播放 

调高音量：按“V+调高音量 

调低音量：按“V-”降低音量 

上/下一曲 这一功能取决于您的电脑系统。一些系统可以通过耳机上的 V+ 或者 V-

实现，一些不能。 

6.3 网络语音通话 

一些系统会自动更改自己的语音设置，您可以随时用 SA 进行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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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另一些电脑，您需要进行手动设置。 点击 Skype 工具，选择，声音设备，选

择 Audio in” / “Audio Out” / “Ringing”奖这三种模式改为 “Bluetooth AV Audio， 点

击确认，然后您就可以进行 Skype 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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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产品规格 

 

*蓝牙 V2.1+EDR 

* 芯片： CSR BC05-多媒体 单芯片 

* 支持功能： 耳机，免提， A2DP, AVRCP 

 

* 操作范围： Class 2, 10 米 

* 电池： 100mA 可充电锂电池 

* 通话时长: 长达 5 小时 

* 音乐时长：长达 5 小时 

* 待机时长：长达 100 小时 

*耳机尺寸： 36.2mm x 21.2mm X 29.7mm 

* 重量： 18g 

 
 

通话与待机时间根据不同手机或其他兼容蓝牙设备，使用设置使用方式与其他环境

因素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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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全须知 

 

为了防止耳机损坏，请不要从高处抛掷。 

远离湿气，水或者其他液体。如果已经进水或者其他液体，请不要继续运行改设

备，以防止出现点击或者爆炸，损坏设备已经您的人身安全。 

远离热源，例如阳光直射，散热器，火炉，或者其他产生热量的设备。过于接近热

源可能会导致爆炸，，或者降低电池的使用寿命。 

不要试图个人拆开更改修复设备（电池尤甚）。情况不同可能会导致爆炸。任何个

人的修复会使保修服务无效。 

不要在设备上放重物。 

使用配套的充电设备。 

零件的更换已经其他服务必须由服务中心或者厂商来进行。 

长期不用设备或者雷电期间请拔下设备的插头。 

 

警告：触电危险 

如果错误处理该设备的电池可能会导致火灾或化学腐蚀。 

 

9.符合标准声明 



千月--精致无线生活的倡导者，引领者 。http://www.1000Moons.com 
 
9.1. EU  

根据 R&TTE 指令(99/5/EC)该产品符合相关法令的要求，受到欧洲理事会的认可。 

9.2. FCC 声明 

1)这一设备符合 FCC15 项准则，其使用符合以下条件： 

该设备不会导致电子有害干扰 

这一设备能接受干扰，即使这一干扰与设备需要接受的信号无关。 

2)非专门负责群体对设备的更改与修复将导致其丧失使用者本来拥有的权利。 

9.3. FR 警告 

经评估该产品符合 FR 的基本要求， 可以无限制在公开场合使用。非专业负责人

擅自更改修复设备可能会使您的消费者权利无效。 

注意： 根据 FCC Rules，测试后该设备遵从 CLASS B 电子设备信号接收限制范

围。这一范围旨在防止此设备在居住地出现有害干扰。 该设备产生使用发射高频

能量，如果该设备安装未按照使用说明进行操作，可能会在居住地导致无线电交流

干扰。同时，我们也无法保证特殊安装造成的无线电干扰。 

通关开关机确认，如果该设备导致了对收音机或电视机信号接受的干扰，使用者可

以参考以下方式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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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调整或定位接受天线 

扩大设备与接收器的物理距离 

将设备接在与接收器电路不同的电源上 

咨询经销商或者寻求 无线/电视技术人员帮助 

 

9.4. 商标声明 

蓝牙文字商标和标示归蓝牙特别兴趣小组所有，avantalk 是 avantronic 有限公司的

一个商标。 

 

10.保修说明 

请参阅保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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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帮助&技术支持 

 

请访问千月网站www.1000Moons.com获得专业技术支持，如果出现产品质量问

题，按照国家保养条款，我们也会竭诚联系供应商提供相关保修服务. 

 

由于软件更新，产品操作上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请经常参阅千月网站产品介绍。 

                                                                       
 
 Z-PKMN-AS8-0000V1 

http://www.1000moon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