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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開始使用 

簡述 

 

1. 充電盒 LED 指示燈 

指示燈閃爍白色時，表示耳機或充電盒的充電或通訊狀態。 

2. USB Type-C 介面 

連接充電盒到電腦或可相容的 USB 適配器進行充電。 

3. 耳機 LED 指示燈 

指示燈閃爍白色時，表示耳機的通訊狀態。 

4. 觸控區 

點擊或長按來操作耳機。 

充電 

耳機充電 

您可以使用充電盒給耳機充電。將耳機正確放入充電盒中，然後合

上充電盒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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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機充電開始時，充電盒 LED 指示燈變成白色。如果充電盒上的

LED 指示燈不亮或者閃爍白色，表示充電盒本身電量不足，需要儘

快給充電盒充電。 

 

 

注意： 

➢ 為獲得最佳效果，當耳塞潮濕或髒汙時，請勿直接插入充電盒。 

➢ 當耳塞的電池電量低於 10% 時，會聽到耳塞發出低電量提示音。 

充電盒充電 

請使用標配的 USB Type-C 線為充電盒充電，將充電盒連接到電

腦或相容的 USB 適配器。 

充電開始時，充電盒上 LED 指示燈開始閃爍白色，充電完成後白

色燈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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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使用標配的 USB Type-C 線為充電盒充滿電大約需要 1.5 小

時。充電時間可能因電池使用情況而有所不同。 

➢ 只能使用標配充電線，或經過認證的 USB 充電線進行充電，

以防止產品損壞。 

更換耳帽 

請根據您個人的實際情況，選擇適合您耳朵大小的最舒適的耳帽。 

更換耳帽時，請按以下步驟操作： 

1. 用力拉動從尖端取下耳帽。 

2. 選好您要安裝的耳帽。 

3. 將新耳帽與耳塞對齊，用力推動直到聽見哢嗒一聲響。即表示耳

帽成功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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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配對連接 

您的耳機需要使用藍牙連接，連接成功之後，可以使用耳機聽音樂，

打電話。 

通過藍牙連接到設備 

首次使用耳機時，需要通過藍牙與您的設備連接。在配對連接前，

請確保您的耳機和充電盒電量已經充滿。 

首次配對或重置耳機後進行配對，請參考如下步驟： 

1. 從充電盒中取出耳機，並將它們放在設備旁邊。 耳機 LED 指

示燈呈白色閃爍。 

2. 解鎖設備，開啟（將要與耳機配對的）設備的藍牙功能。 

3. 從可用設備清單中選擇 TCL MOVEAUDIO S108 以完成連接。 

 

注意： 

➢ 首次配對或重置耳機後進行配對，當您將耳機從充電盒中取出時，

耳塞將自動進入配對模式。 

➢ 如果未能在 5 分鐘內完成配對，耳機將自動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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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您還可以通過如下兩種方式手動配對您的耳機和設備： 

方法一： 

1. 從充電盒中取出兩隻耳塞並正確佩戴上。 

2. 在已配對的智慧設備（手機、平板等）上斷開耳機與配對設備的

連接，耳機將進入配對模式。 

3. 解鎖您將要配對的設備，並打開藍牙功能。 

4. 從可用設備清單中選擇 TCL MOVEAUDIO S108 以完成連接。 

 

方法二： 

1. 從充電盒中取出兩隻耳塞並正確佩戴上。 

2. 在任一耳塞上，連續點擊三次，第三次按住約 4 秒。此時耳機開

始閃爍白光，表示耳機進入配對模式。 

3. 解鎖您將要配對的設備，並打開藍牙功能。 

4. 從可用設備清單中選擇 TCL MOVEAUDIO S108 以完成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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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如果未能在 5 分鐘內完成配對，耳機將自動關機。 

斷開與藍牙設備的連接 

使用以下方法將您的耳機與藍牙設備斷開連接： 

• 將兩個耳塞放入充電盒中，然後合上充電盒。 

• 關閉藍牙設備上的藍牙功能。 

• 轉到藍牙設備的藍牙功能表，從配對設備清單中點擊您的耳塞，

並選擇斷開連接。 

注意：斷開連接的過程可能因您的設備型號而異。 

重新連接您的設備 

如果已完成配對，將耳機從充電盒中取出時，耳機會自動連接到最

後配對的設備。 

注意： 

➢ 您的耳機和藍牙設備必須處於開啟狀態並在可連接範圍內。 

➢ 如果耳機無法找到並連接到最後配對的設備，它們將很快進入配

對模式。 您仍然可以從設備的藍牙功能表將耳塞重新連接到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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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使用耳機 

點擊或長按耳機觸控區即可實現對手機的操作，您可以控制音樂播

放和電話，還有很多其他的實用功能。 

音樂 

您可以通過點擊耳機觸控區來進行播放控制。 

 

按兩下任一耳機：播放或暫停 

三擊左耳塞：上一首 

三擊右耳塞：下一首 

電話 

使用耳機接聽和電話控制。 

電話控制 

按兩下或長按可以進行電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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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兩下：接聽/掛斷電話 

長按 2 秒：拒接來電 

呼叫等待 

如果您在通話過程中接到其他來電，您可以使用任一耳塞進行以下

操作。 

 

按兩下：掛斷當前通話並接聽新的來電 

長按 2 秒：拒接新的來電並繼續當前通話 

語音助手 

按住任一耳塞 2 秒就可以啟動語音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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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耳機 

如果由於連接或配對問題而必須重置耳塞，請按照以下步驟操作： 

1. 斷開耳機與藍牙設備的連接，然後點擊任一耳塞 4 次。 

2. 耳塞進入重置過程時，耳塞 LED 指示燈閃爍白光。 

 

注意： 

➢ 重置完成後，耳塞將自動進入配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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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耳機無法開機 

耳機電量不足，請及時充電 

兩隻耳塞充電需要的時間和電池使用的時間不一樣 

➢ 即使兩個耳塞同時開始充電，它們的充電時間也可能不同。 

➢ 由於內部元件不同，兩個耳塞的充電時間和電池壽命也可能不同。 

耳機實際播放時間比包裝上注明的時間要短。 

測試的播放資料是在實驗室環境中進行的。電池使用時間取決於設

備設置、環境、使用情況和許多其他因素。 

如需產品報廢，如何處置我的耳機？ 

檢查您所在國家/地區的當地廢品處置法規，以正確的方式處置電

子產品。 如需更多資訊，請訪問 www.tcl.com。 

連接配對問題 

耳機和藍牙設備無法進行配對 

➢ 確保您已關閉所有先前配對過的設備的藍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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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設備的配對清單中刪除您的耳塞。 

➢ 按照使用者手冊中的步驟進行配對操作。 

耳機無法自動連接到藍牙設備 

➢ 使用耳塞前，請確保設備的藍牙功能已啟用。 

➢ 檢查您的耳塞是否進入配對模式。 如果已進入配對模式，您可

以在設備的藍牙設置中將耳塞重新連接到您的設備。 

將耳塞放回充電盒後，我發現它們仍然連接到我的設備

上 

要斷開耳塞與設備的連接，請將耳塞放回充電盒後合上蓋子。 

我可以將耳機同時連接到多個設備嗎？ 

不可以 

首次連接時，在設備的配對清單中沒有找到我的耳機 

➢ 檢查耳機是否處於配對模式。 當耳機進入配對模式時，耳機 

LED 指示燈將閃爍白色。 

➢ 關閉設備的藍牙功能，然後重新打開。 

耳機一直與我的設備保持斷開狀態 

➢ 您的耳機電池電量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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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耳機和您的藍牙設備在連接範圍內。 

➢ 從配對列表中刪除耳機，然後重新與您的設備配對。 

音訊問題 

其中一隻耳塞沒有聲音了 

➢ 將兩個耳塞放入充電盒中，並確保耳塞能夠正常充電並且在充電

盒中充滿電。 然後取出耳塞，再試一次。 

➢ 如果問題仍然存在，請重置耳塞。 

耳塞裡播放的聲音與連接的藍牙設備螢幕上出現的不

一致/不同步 

➢ 播放視頻或遊戲時，您的耳塞可能會出現聲音滯後的情況。 

➢ 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延遲，請將設備靠得更近，以幫助改善連接。 

確保耳塞和其他藍牙設備之間沒有任何物體、金屬、牆壁或人。 

音樂通過設備揚聲器播放，而不是我的耳塞 

➢ 檢查您的耳塞是否已連接到您的藍牙設備。 

➢ 檢查您是否在設備上選擇了耳機作為預設播放設備。 

耳機音質較差，甚至可以聽到劈啪聲。 

➢ 檢查您連接的設備是否就在附近，並且耳機和您的設備之間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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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干擾或障礙物。 

➢ 重新連接耳機。 

用耳機接電話時，我聽不到對方的聲音 

➢ 某些智慧手機默認使用手機而不是耳機接聽電話。 您需要在智

慧手機上設置一下才能將通話切換到耳機。 

➢ 加大耳機的音量。 

➢ 調整您連接的智慧手機的音量。 

用耳機接電話時，對方聽不到我的聲音 

➢ 檢查您的智慧手機以確保您正在使用耳機進行通話 

➢ 請檢查耳機正常佩戴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