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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欢迎使用
感谢您使用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
盒。希望您使用愉快！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具有如
下特点
 �  轻巧的设计中包含了两个高音扬声器、两个低

音扬声器和一个定制低音扬声器。
 � �通过蓝牙或 NFC 近场通信功能连接，以无线方

式从房间的每个角落控制您的播放列表。
 � �轻便、耐用，您可以携带它外出探险。
 � �大容量可充电电池支持长时间连续播放音乐。
 � �可给智能手机充电（当通过 USB 线缆连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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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扬声器概览

NFC

jabra

3.5 毫米音频线缆
（位于底座下面）

微型 USB 线缆

充电适配器

充电线缆

向后跳过
手带

调低音量 

播放/暂停 

调高音量

向前跳过

接听/挂断 
（电池电量状态）
NFC 近场通信
感应区

电池和连接
状态灯

开启/关闭/配对
3.5 毫米插孔
连接器
USB 连接器端口

手机充电端口
3.5 毫米音频线缆

（位于底座下面） 壁式充电器端口 
（位于背面）



6

简
体

中
文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

2.1 放置扬声器

当把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平放
在任何表面且角度最有利于声音传出时，它可发
挥最佳性能。

jabra

NFC

2.2 打开扬声器

将开启/关闭/配对开关滑到”开启”位置即可打
开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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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为电池充电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只能使用
壁式充电器进行充电。

NFC

3.1 电池电量状态 

您看到的情况 含义

电池处于满电状态

电池处于半满电状态

电池电量不足

电池电量处于临界低点，需要立即充电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完全充满
电大约需要 2.5 小时，充电时可以使用。



8

简
体

中
文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

3.2 给手机充电

当您使用手机随附的 USB 线缆将手机连到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时，手机将开
始充电。

注意：�平板电脑和更大的设备连到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时不会进行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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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连接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几乎可以
与任何设备连接。

4.1 通过蓝牙连接

1. �按住开启/关闭/配对开关在向上位置保持 3 秒
钟。

2. �您将听到进入配对模式的提示，且蓝牙指示灯
闪烁。

3. �按照配对语音提示操作以建立连接。

   
jabra

注意：�如果失去连接（如：超出使用距离），请在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处于使用距离之内而且打开后，
轻按接听/挂断按钮以重新连接。



10

简
体

中
文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

4.2 通过 NFC 近场通信连接

NFC 近场通信是一种比蓝牙更快、更简单的连接
方式。

1. �确保手机上的 NFC 近场通信功能已开启。

2. �找到手机上的 NFC 近场通信感应区，用它轻触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上的 
NFC 近场通信感应区。

 NFC 近场通信感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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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通过 3.5 毫米插孔连接器连接

可使用随附的音频线缆通过 3.5 毫米插孔连接器
将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连接到
任何音频设备。当通过 3.5 毫米插孔连接器连接
时，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上的
麦克风功能将被禁用。

注意：�当手机连接到 3.5 毫米插孔连接器时，蓝牙被禁用，无
线设备将无法播放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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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通过 USB 连接（即插即用）

将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插入电
脑上任何可用的 USB 端口。通过 USB 端口连接
时，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的麦
克风将启用。

注意：�如果您听不到任何声音，请在 Windows 的”声音和音频
设备”下将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设为
默认音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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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播放音乐和聊天
5.1 播放音乐

您 所 连 接 的 设 备上 播 放 的 音乐将自动 传 输 到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如果您
听不 到音 频，请确保已通 过 蓝 牙、NFC 近 场通
信、USB 或 3.5 毫米插孔连接器与设备建立连接，
或调高扬声器音量。音量可在扬声器上调节，也
可在所连接的设备上调节。

音乐功能 操作方法

播放/暂停音乐 轻按播放/暂停按钮

调节扬声器音量 轻按调高音量或调低音量按钮

跳过曲目 轻按向前跳过或向后跳过按钮

电池电量状态 在未通话时轻按接听/挂断
按钮

还可通过所连接的设备来控制音乐（跳过曲目、
暂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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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用手机聊天

当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通过蓝
牙、NFC 近场通信功能或 USB 连接到手机时，电
话将自动转接到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
魔音盒（此时充当免提电话的功能）。

注意：在通话期间将自动暂停音乐播放，在结束通话后恢复播
放。

通话功能 操作方法

调节扬声器音量 轻按调高音量或 
调低音量按钮

接听/挂断电话 轻按接听/挂断按钮

拒接来电 轻按两下接听/挂断按钮

重拨最近通话
号码

在未通话时轻按两下 
接听/挂断按钮

麦克风静音/解
除静音

同时按下音量调高和 
音量调低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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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语音提示
6.1 打开语音提示

1. �关闭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

2. �开启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的
同时按住音量调高按钮。当听到 “Sound prompts 
on” 时松开音量调高按钮。

6.2 关闭语音提示

1. �关闭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

2. �开启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
的同时按住音量调低按钮。当听到 “Sound 
prompts off” 时松开音量调低按钮。

6.3 男声/女声语音提示切换

1. �关闭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

2. �开启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的
同时按住向前跳过按钮（女声）或向后跳过按
钮（男声）。当听到 “Sounds prompts on” 时
松开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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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收听语音提示

男声 女声 您听到的内容

� �

Go ahead and 
connect me. Use 
the Bluetooth 
setting on your 
phone

现在可以开始连
接。请使用手机
中的蓝牙设置

� � Connected 已连接

� � Battery full 电池处于满电
状态

� � Battery medium 电池处于半满
电状态

� � Battery low 电池电量低

� � Recharge battery 请立即为电池
充电

� � Muted 已静音

� � Un-muted 已解除静音

� � Redialing 正在重拨

� �
Sound prompts 
off 声音提示关闭

� �
Sound prompts 
on 声音提示打开

� �
Connection 
cancelled 连接已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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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更新固件
1. �请访问 jabra.com/solematemax 从支持专区下

载最新固件。

2. �运行下载的文件，按屏幕说明更新固件。

注意：�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必须通过 USB 与
电脑连接才能更新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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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支持
8.1 常见问题解答

请在 Jabra.com/solematemax 上浏览所有的常见问
题解答。

问��为何听到噼啪的噪声？
答 ��作为一种无线电技术，蓝牙对扬声器与所连接设备

之间的物体很敏感。应确保扬声器与所连接设备的
距离保持在适当范围内（最大 10 米或 33 英尺）。

问��扬声器的使用距离是多少？
答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支持下列最

大距离：10 米/33 英尺。

问��蓝牙连接出现问题
答 ��您可能删除了蓝牙设备中的 Jabra Solemate Max 捷

波朗 超级魔音盒配对连接。按住开启/关闭/配对开
关的向上位置 3 秒钟，使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
朗 超级魔音盒进入配对模式，然后与您的蓝牙设备
连接。

问��为何无法使用”拒接来电”或”重拨”功能？
答 ��这些功能取决于您的手机支持免提协议的能力。即

使执行了免提协议，但由于”拒接来电”和”重
拨”属于可选功能，因此仍然有些设备不支持。详
情请查阅您的设备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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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如何保护 JABRA SOLEMATE MAX 捷
波朗 超级魔音盒

 � �务必在关闭电源的情况下存放扬声器。
 � �避免存放于极端温度环境（低于 -20°C/-4°F 或

高于 85°C/185°F）。因为这样会缩短电池寿
命，且可能影响扬声器工作性能。

 � �不要让扬声器暴露于雨中或与其它液体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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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技术规格
JABRA SOLEMATE MAX 
捷波朗 超级魔音盒 规格

重量： 3 千克

尺寸： 高 138 毫米 x 宽 102 毫米 x 长  
302 毫米

麦克风： 全指向麦克风

扬声器：
2 x 76 毫米中低音扬声器 
2 x 20 毫米高音扬声器
1 235 毫米 x 92 毫米无源辐射器

工作距离： 10 米/33 英尺（取决于手机功能）

蓝牙版本： 3.0

配对设备： 最多与 8 台设备配对，可同时连接
两台在用设备

支持的蓝牙 
规范：

A2DP（1.2 版）、免提规范 
（1.6 版）、耳机规范（1.2 版）

音乐播放时间： 长达 14 小时

待机时间： 长达 130 天

工作温度： -10°C 到 60°C（14°F to 140°F）

存放温度： -20°C 到 85°C（-4°F 到 185°F）

配对码或 PIN 码：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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