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RADITIONAL CHINESE 

nuraphone 用戶手冊 

本用戶手冊包括所有必要的資訊，讓您瞭解如何設定並善用您的 nuraphone、使用 nura 應用程式、
並排解您可能會遇上的疑難。 

  



 

nuraphone 安全資訊 

首次使用 nuraphone 前請閱讀本手冊。 
請以負責任的方式使用 nuraphone，尤其在身歷其境模式時。 
請保留本手冊，隨時供參考用。 
nuraphone 的設計和測試優先考慮安全和舒適，但敬請留意： 
接觸 85 分貝（dB）或以上（約與食物攪拌機相同的音量）的聲音可能會逐漸導致聽力喪失。由於 
nuraphone 音色清晰且隔音效果良好，您聆聽音樂時可以使用比傳統耳機更低的音量。 
常見聲音的大約音量 
下表顯示日常生活中可能遇上的聲音之大約音量。 
聲音 音量 效果 
樹葉沙沙作響 20 dB 勉強能聽見。 
寧靜的辦公室 60 dB 60 dB 下是可以

舒適聆聽的音

量。 
一般城市交通 80 dB 煩擾；影響談

話；長期接觸可

能會造成聽力受

損。 
剪草機、食物攪

拌機、 
露營車、電視 

80–90 dB 煩擾；影響談

話；長期接觸可

能會造成聽力受

損。 
交響樂團、電

鋸、 
氣鑽/手提鑽 

110 dB 經常處於 100 dB 
以上的音量超過

一分鐘可能會造

成永久性聽力喪

失。 
音樂會 110–140 dB 125 dB 左右為痛

覺界限。 
 

資訊來自國立聽覺及其他溝通障礙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n Deafness and Other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監控自己的使用。聽力喪失取決於音量和接觸時間。 
音量越大，容許暴露在該音量下的時間越短。音量越小，可以持續聆聽的時間越長。例如，連續 8 
時間接觸 85 dB 音量的損害與連續 4 小時接觸 88 dB、連續 2 小時接觸 91 dB 或連續 15 分鐘接觸 
100 dB 相同。 
請勿長時間以高音量聽音樂。 
請勿長時間使用身歷其境模式的前排設定聽音樂。 
請只在設置舒適的中等音量時使用 nuraphone。 
請留意在使用 nuraphone 時，提醒或警告效果音，如鬧鐘、短訊收件音和來電提醒或會有所不同。 
如果感覺發熱或失去聽覺，請立即除下nuraphone。 
如果 nuraphone 發出大聲響或奇怪的噪音，請立即停止使用，聯絡 nura® 客戶體驗專家。 
由於 nuraphone 採用 Inova ™ 隔音技術，請勿在任何無法聽見聲音可能對您自己或他人造成危險的
場合使用。這包括駕車、騎自行車、工地、或車輛交通附近。 
如您在駕駛時使用 nuraphone 進行電話通話，請保持謹慎並遵從手機和耳機使用的相關法例。某些
司法管轄區可能有特定的限制，如在駕駛時只能使用單邊耳機。 
請只使用認可的 nura® 纜線為 nuraphone 充電。 
請只以符合本用戶手冊指示的方式，為 nuraphone 充電。 
請勿對本產品進行未經許可的改動。任何此等改動將使保修無效。 



產品包含小型部件，可能會造成窒息。不適合 3 歲以下兒童使用。 
本產品包含磁性物料。請向您的醫生查詢，瞭解這會否影響您的植入式醫療裝置。 
本產品包含的充電式鋰離子電池之移除應由合資格的專業人士進行。 

  



新手入門 

首次使用時，請按照以下步驟設定 nuraphone。 
 
開關 nuraphone 
啟動 — 把 nuraphone 置於頭上後，耳機會自動啟動。 
關閉 — 把 nuraphone 拿下後，耳機會自動關閉以省電。 
 
下載 nura 應用程式 
設定 nuraphone 需要把 nura 應用程式下載到行動裝置。 
下載 nura 應用程式後可以用對 nuraphone 進行 個人化設置。 
nura 應用程式可通過以下途徑下載： 
iOS — App Store 或 iTunes。 
Android — Google Play。 
僅限 Android 使用者： 
在 nuraphone.com 主頁向下滾動，設立您專屬的聽力檔案，然後按在此下載。 
nura 應用程式系統要求： 
iOS — iOS 9.3 以上和 Bluetooth® 4。 
Android — Android 5.0 以上和 Bluetooth® 4。 
 
使用 Bluetooth® 連接 nuraphone 
設定 nuraphone 需要使用藍牙連接至您的行動裝置。 
使用藍牙連線後，可以連線到 nura 應用程式，個人化設置您的 nuraphone。 
使用藍牙連接 nuraphone： 
1.移除 nuraphone 上的所有纜線。 
移除所有纜線後，nuraphone 會進入可供搜索模式。 
2.戴上 nuraphone。 
把 nuraphone 置於頭上後，耳機會自動啟動，進入可供搜索模式。 
3.打開行動裝置的設定 > 藍牙。 
從藍牙功能表中選擇 nuraphone XXX。XXX 是您的 nuraphone 的唯一配對號碼。請勿連接到 
nuraphone XXX [LE]。這是 nuraphone 的低耗電模式，連接到 nuraphone XXX 後會自動連接。 
切換 Bluetooth® 裝置 
首次戴上後，您的 nuraphone 會自動進入可供搜索模式，時間為兩分鐘，讓您能輕易切換裝置， 
不需斷開任何已連接的裝置。 
您也可以隨時打開 nura 應用程式，點選功能表按鈕  > nuraphone 設定> 進入可供搜索模式。 
 
打造專屬個人化 nuraphone  
使用 nuraphone 前需要進行個人化設置，但不用擔心，您只需要在首次使用它們時這樣做。 
個人化後，nuraphone 會學習並適應您獨一無二的聆聽方式。 
進行 nuraphone 專屬個人化設置前： 
1.下載 nura 應用程式。 
2.戴上 nuraphone 並打開 nura 應用程式。 
把 nuraphone 置於頭上後，耳機會自動啟動，進入可供搜索模式。 
3.點選創建帳戶，輸入您的資料。 



如您已有 nura 帳戶，請點選登入。 
4.在 nura 應用程式點選打開藍牙設定，選擇您的 nuraphone。 
打造專屬個人化 nuraphone： 
1.在 nura 應用程式中按開始，展開個人化程序。 
如果 nura 應用程式提醒您升級 nuraphone，點選開始更新。 
2.調整 nuraphone 的耳罩，直到 nura 應用程式畫面上持續顯示兩個勾號。 
確認貼合良好後，個人化程序會開始，需時約 1-2 分鐘。 
如在個人化設定過程中適應不良： 
• 請確保周圍環境安靜。 
• 進行個人化時不要談話或進行太多移動。 
• 移除耳部附近任何耳環或其他珠寶。 
• 如您有戴眼鏡，請在個人化期間除下。 
• 確保 nuraphone 充電埠位於右側。 
• 確保 nuraphone 的頭帶滑動條在兩側平均。 
• 確保 nuraphone 的入耳端舒適插入耳內。 
• 嘗試不同大小的入耳端。 
• 查看本手冊疑難排解：無法進行 nuraphone 個人化一段。 
3.點選個人化收聽適合您聽力檔案的音樂。 
4.使用滑桿在低音量和前排之間調整身歷其境度。 
5.按 Social Mode™（社交模式）按鈕 以聆聽周圍的環境。 

6.設定 nuraphone 的觸控按鈕。 
您的 nuraphone 已完成個人化。 
 
更新 nuraphone 
nura 應用程式會不時提示您更新 nuraphone： 

點選開始更新或點選：  > nuraphone 設定 > 軟體更新 > 開始更新。 
更新開始後可以除下 nuraphone，但請保持接近您的行動裝置，並保持裝置的螢幕處於啟動狀態。 
檢查 nuraphone 軟體是否最新版本 
1.打開 nura 應用程式。 

2.點選  > nuraphone 設定 > 軟體更新。 
如果軟體更新旁顯示紅色標記，代表 nuraphone 需要更新。請點選開始更新。 
如果沒有紅色標記，代表 nuraphone 軟體已是最新版本。 

  



您的 nuraphone 

本節包含使用 nuraphone 所需的一切資料。 
 
為 nuraphone 充電 
您的 nuraphone 鋰離子電池可供 20+ 小時無線使用。 
如要為 nuraphone 充電，請： 
1.把 nuraphone 連接到： 
• nuraphone 附送的 nura USB-A 充電纜線。 
• 另行購買的 nura USB-C 纜線。 
2.把纜線連接到： 
• 電腦。 
• 牆上充電器。 
聽到指示音代表電池正在充電。 
完成充電約需三小時。 
注意：nura Lightning、模擬音頻綫或 micro-USB 纜線不可用於為 nuraphone 充電。 
這有助防止 nuraphone 消耗您的行動裝置的電力。 
檢查 nuraphone 電池量 

• 檢查 nura 應用程式右上方的電池顯示 。 
• 戴上 nuraphone 時，語音提示會告知電池量。 
• nuraphone 需要充電時，語音提示會告知電池量低下。 
 
使用 nuraphone 撥打和接收音訊通話 
使用以下方式連接時，可以用 nuraphone 撥打和接收音訊通話： 
• 藍牙。 
• Lightning 纜線。 
nuraphone 使用藍牙連接時，您可以用以下方式接收音訊通話： 
• 直接在電話上進行。 
• 使用 nuraphone 的觸控按鈕。 
nuraphone 使用 Lightning 纜線連接時，您可以用以下方式接收音訊通話： 
• 直接在電話上進行。 
• 按 Lightning 纜線內建遙控器的中央按鈕。 
 
把 nuraphone 與其他產品連接 
您可以用以下的方式連接 nuraphone： 
藍牙 
Lightning 
USB–A 
USB–C 
Micro–USB 
模擬音頻 
注意：不論以無線還是有線方式連接，皆可使用 nuraphone 的個人化音效。 
注意，切勿把 nuraphone 連接到外部耳機擴大器，因為這可能會造成 nuraphone 損壞。 
nuraphone 已內建耳機擴大器。 
電腦 
使用藍牙把 nuraphone 連接到 Mac： 
1.移除 nuraphone 上的所有纜線。 



移除所有纜線後，nuraphone 會進入可供搜索模式。 
2.戴上 nuraphone。 
把 nuraphone 置於頭上後，耳機會自動啟動，進入可供搜索模式。 
3.在 Mac 功能表列中選擇 > 系統設定 > 藍牙。 
4.從裝置清單中選擇 nuraphone XXX。 
XXX 是您的 nuraphone 的唯一配對號碼。 
使用纜線把 nuraphone 連接到 Mac： 
1.把 nuraphone 連接到纜線，然後把纜線連接到您的 Mac。 
2.在 Mac 功能表列中選擇 > 系統設定 > 音效。 
3.選擇nuraphone XXX為輸出。 
XXX 是您的 nuraphone 的唯一配對號碼。 
使用藍牙把 nuraphone 連接到 PC： 
1.移除 nuraphone 上的所有纜線。 
移除所有纜線後，nuraphone 會進入可供搜索模式。 
2.戴上 nuraphone。 
把 nuraphone 置於頭上後，耳機會自動啟動， 
進入藍牙配對模式。 

3.按電腦工作列的藍牙圖示 。 
4.在藍牙與其他裝置中按新增藍牙或其他裝置。 
5.選擇 nuraphone。 
使用纜線把 nuraphone 連接到 PC： 
1.把 nuraphone 連接到纜線，然後把纜線連接到您的 PC。 
右按電腦工作列的音量按鈕。 
2.選擇播放裝置。 
3.右按 nuraphone > 設為預設裝置。 
電視 
不同電視的音訊設定有所不同。請檢查您的電視連接方式是否兼容 nuraphone。 
外部 DAC（數位模擬轉換器） 
不同 DAC 的音訊設定有所不同。如可能，請使用數位纜線（USB 或 Lightning）連接 nuraphone 到 
DAC，因為 nuraphone 已內建 DAC 和耳機擴大器。 
如您的 DAC 有 3.5mm 插孔，則請使用 nura 模擬音頻纜線。 
家用遊戲主機 
使用 nura 模擬音頻纜線，把 nuraphone 連接到 PlayStation® 手柄和某些Xbox® 手柄。 
注意：您不能透過 nuraphone 使用遊戲主機的語音聊天功能，或使用藍牙把 nuraphone 連接到 
PlayStation® 或 Xbox® 遊戲主機。 
這限制是因為 Playstation® 和 Xbox® 使用自家的授權 RF 格式。 
藍牙傳輸器（藍牙網路介面卡） 
nuraphone 並未為藍牙傳輸器作最佳化。如您想把 nuraphone 連接到傳輸器，請選擇兼容 
Qualcomm® aptX-HD™ 的傳輸器。 
飛機配接器 
不同飛機的插孔配置有所不同。如飛機配接器有 3.5mm 插孔，則請使用 nura 模擬音頻纜線。 
清潔 nuraphone 
nuraphone 需要不時清潔。 
注意：清潔 nuraphone 時，請勿使用酒精、清潔溶劑或強力洗潔劑。 
nuraphone 的清潔方式： 



1.移除 nuraphone 的入耳端，並輕柔使用清水和溫和洗潔劑洗滌。 
2.沖洗並擦乾入耳端。 
3.重新連接入耳端。 
4.使用柔軟的濕布拭抹 nuraphone 機身。 

  



nura 應用程式 

本節包含使用 nura 應用程式 所需的一切資料。 
 
設定 nuraphone 的觸控按鈕 
nuraphone 的每個耳罩上有觸控式按鈕， 
可以用於進行有用的操作。 
每個觸控按鈕都有單觸和雙觸模式，總共可以為 nuraphone 的觸控按鈕 
選擇 4 個功能。 
注意：只能在使用藍牙連接並移除纜線下，才能使用 nuraphone 的觸控按鈕。 
設定觸控按鈕方式如下： 
1.打開 nura 應用程式。 
2.點選功能表  > nuraphone 設定 > 設定按鈕。 
3.選擇 nuraphone 觸控按鈕的功能。 
 
選擇身歷其境 
nuraphone 的每個耳罩內有低音驅動單元，可用於營造現場表演的感覺。我們稱之為身歷其境模
式。 
長時間使用 nuraphone 時，請把身歷其境模式設定為舒適的中等音量。 
選擇身歷其境模式如下： 
1.打開 nura 應用程式。 
2.使用滑桿在低音量和前排之間調整身歷其境度。 
 
Social Mode™（社交模式）和 CleanANC™（主動式消音） 
主動式消音（ANC）減低來自外部的噪音，讓您能專注在音樂上。 
啟動後，Social Mode™ 把外部的聲音傳入 nuraphone 內，讓您能聽到周圍的聲音並進行對話。 
ANC 預設在您並未使用 Social Mode™ 時自動啟動。不過，您也可以手動開關 ANC： 
1.打開 nura 應用程式。 
2.點選功能表  > nuraphone 設定。 
3.開關 ANC（主動式消音）。 
開關 Social Mode™： 

點選 nura 應用程式主頁的的 Social Mode™  按鈕。 
 
使用離線模式 
在離線模式中，您無需網際網路連線， 
即可調整 nuraphone 的設定。 
注意：在離線模式下無法調整需要與 nura 伺服器通訊的 nuraphone 設定，如個人化、轉介朋友和
新增及刪除設定檔案。 
如何連接離線模式： 
1.使用藍牙把 nuraphone 連接到行動裝置。 
2.打開 nura 應用程式。 
您現時處於離線模式，無法使用某些服務訊息代表 nura 應用程式處於離線模式。 
注意：重新連線到網際網路後，nura 應用程式會自動離開離線模式。 



 
更改 nuraphone 的語音語言 
您可隨時更改 nuraphone 的語音語言。 
nuraphone 語音是引導您進行 nuraphone 個人化、告知電池量和識別連接裝置的語音訊息。 
nura 應用程式和 nuraphone 語音提供以下語言選擇： 
• 英文 
• 法文 
• 德文 
• 中文（國語） 
• 日文 
• 西班牙文 
• 義大利文 
• 阿拉伯文 
注意：其他語言或會在日後添加。請查閱 https://help.nuraphone.com/hc/en-us/ 
articles/327222305751-changing-your-nuraphones-language 瞭解添加的語言。 
 
更改 nuraphone 的語言 
注意：更改語音語言約需 10 分鐘。 
nuraphone 需要安裝新軟體以更改語言。 
1.打開 nura 應用程式。 
2.點選功能表  > nuraphone 設定> 更改語音語言。 
3.選擇您偏好的語言。 
4.點選是，確認更改。 
 
切換、新增和刪除聽力檔案 
您最多可在 nuraphone 上同時儲存三名使用者的聽力檔案。 
切換、新增和刪除聽力檔案的方式如下： 
切換設定檔案 
1.打開 nura 應用程式。 
2.在 nura 應用程式主頁點選現時的使用者名稱。 
3.點選想切換的聽力檔案。 
新增聽力檔案 
1.打開 nura 應用程式。 

2. a.在 nura 應用程式主頁點選新增使用者按鈕 。 
b.在 nura 應用程式主頁點選現時的使用者名稱。然後，點選新增聽力檔案。 
3.選擇擁有者或其他人士/訪客。 
如您擁有正在使用的 nuraphone，請選擇擁有者。如您在使用其他人的 nuraphone，請選擇其他人
士/訪客。 
4.遵循應用程式的提示，完成新增聽力檔案。 
刪除聽力檔案 
1.打開 nura 應用程式。 
2.點選功能表  > nuraphone 設定 > 刪除聽力檔案。 
3.點選想刪除的聽力檔案。 
nura 應用程式會確認已刪除聽力檔案。 



  



疑難排解 

如遇上 nuraphone 問題，請閱讀以下的疑難排解指南： 
 
新手疑難排解 
 
nuraphone 無法連接到 nura 應用程式 
如 nuraphone 無法連接到 nura 應用程式： 
• 關閉然後重啟 nura 應用程式。 
確保已戴上 nuraphone，並移除所有纜線。 
把 nuraphone 置於頭上並移除所有纜線後，耳機會自動啟動，進入可供搜索模式。 
• 確認已使用藍牙把 nuraphone 連接到行動裝置。 
需要用藍牙連接，才能使 nura 應用程式。 
• 檢查行動裝置和 nura 應用程式已更新到最新版本。 
• 檢查網際網路連線是否穩定。 
• 刪除/重新安裝 nura 應用程式 
1.刪除 nura 應用程式。 
2.重新啟動行動裝置。 
3.重新安裝 nura 應用程式。 
• 重設 nuraphone 
 
藍牙疑難排解 
如使用藍牙連接 nuraphone 遇上困難： 
• 快速檢查： 
• 檢查 nuraphone 和裝置已充電。 
• 檢查 nuraphone 和裝置之間距離是否短於 10 英呎。 
• 確保已戴上 nuraphone，並移除所有纜線。 
把 nuraphone 置於頭上並移除所有纜線後，耳機會自動啟動，進入藍牙配對模式。 
• 檢查您連接的是nuraphone XXX，而非nuraphone XXX[LE]。 
nuraphone XXX [LE] 是 nuraphone 的低耗電模式，連接到 nuraphone XXX 後會自動連接。 
• 遠離其他藍牙裝置、微波爐和無線路由器， 
以避免干擾。 
• 進一步疑難排解： 
• 重啟裝置，然後再次嘗試用藍牙連接 nuraphone。 
• 如曾經用藍牙連接 nuraphone，把 nuraphone 從裝置的配對裝置清單中移除，然後嘗試再次連
接。 
• 重設 nuraphone。 
 
藍牙連線不穩？ 
藍牙是為短距離通訊而設，所以聲音可能會偶爾暫時中斷，但不應持續出現停頓。 
如聲音持續出現中斷再開狀況： 
• 把配對裝置湊近 nuraphone 的右耳罩。 
nuraphone 的藍牙感應器位於右耳罩內。 
• 遠離其他藍牙裝置、微波爐和無線路由器， 
以避免干擾。 
• 檢查 nuraphone 和配對裝置已充電。 



• 確認 nuraphone 和配對裝置軟體已更新至最新版。 
• 僅限 Android 使用者：確認您正在使用 aptX-HD 轉碼器。點選設定 > 進階設定 *。然後，把 aptX-
HD 設為編碼器。 
*如要存取進階設定，或許需在 Android 裝置的系統分頁中啟用啟用開發選項。 
 
無法進行 nuraphone 個人化 
如無法進行nuraphone 個人化，代表 nuraphone 和您的雙耳之間密封不良。 
進行個人化時，確保密封非常重要，因為這能隔絕噪音，讓 nuraphone 能偵測到您的 OAE，精確測
量您的聽力。 
如 nuraphone 個人化時遇上困難，不用擔心，您的雙耳會在數天內適用 nuraphone，這時可以再作
個人化。 
如 nuraphone 個人化設置遇上困難： 
— 確保 nuraphone 的入耳端穩定插入耳內。 
— 請確保周圍環境寧靜。 
— 個人化過程中請坐好，盡量避免談話。 
• 正確穿戴 nuraphone： 
雙耳附近的任何外物都可能讓雙耳和 nuraphone 之間失去密封。 
— • 移除耳部附近任何頭部衣物、耳環或其他珠寶。 
— 如您有戴眼鏡，請在個人化期間除下。 
— 如雙耳附近有長髮，在個人化期間請綁起。 
• 更換 nuraphone 入耳端： 
— 每個人的耳朵都不同，請嘗試所有不同的入耳端，以尋找最適合您的。 
• 調整 nuraphone 入耳端： 
1.確認入耳端底部貼緊耳罩。 
2.確認入耳端位置正確： 
i.入耳端網狀部份底部有條薄薄的線條。 
使用該條線確保入耳端位於正確的垂直位置。 
ii.如看不見線條，請旋轉入耳端，直至看見線條。 
• 仍然未能貼合？ 
按 nura 應用程式的繼續按鈕。 
即使未能完全密封，您仍可這樣進入個人化的下一步。 
 
nuraphone 疑難排解 
 
舒適度疑難排解 
如同任何具有入耳部份的耳機，耳部敏感的人士佩戴 nuraphone 時一開始可能會感到不適。 
如果佩戴 nuraphone 感到不適： 
• 檢查 nuraphone 入耳端已正確設置。 
• 嘗試不同大小的入耳端。 
如仍感到不適，不用擔心，使用數天後， 
您會逐漸習慣 nuraphone 的穿戴感。 
 
nuraphones 未能正確撥打和接收通話 
如撥打或接收電話、Skype、Facetime 或其他通話應用程式的通話遇上困難，或在使用 Siri 等語音
啟動應用程式時遇上困難，請跟從以下步驟。 
1.確認只使用藍牙或 Lightning 纜線連接 nuraphone。 



如使用任何其他纜線，您仍可以聽見來電者，但需要使用行動裝置的麥克風講話。 
2.檢查並無任何外物阻擋 nuraphone 的麥克風，包括任何包裝或保護用塑膠品。 
nuraphone 的通話用麥克風位於耳罩前方。 
3.斷開 nuraphone 與裝置的連線，然後重新連線。 
4.檢查藍牙連線。 
通話音質不佳可能是因為藍牙連線不穩。 
5.如您正嘗試使用電腦撥打和接收通話，請確認已選擇 nuraphone 為音訊輸出。 
6.重啓 nuraphone。 
 
充電和電池問題 
如果 nuraphone 未能成功充電： 
• 確認您只使用 nura USB-A 或 USB-C 纜線充電。 
Lightning、模擬音頻綫和 micro-USB 纜線不能用來為 nuraphone 充電。 
• 確認您並未嘗試用手機充電。 
為節省手機耗電，大部份手機不可用來為 nuraphone 充電。 
• 如您正嘗試用電腦充電，請嘗試使用不同的 USB 連接埠或牆上充電器。 
• 如您正嘗試用牆上充電器充電，請嘗試使用電腦充電。 
• 如您正嘗試使用 USB 集線器充電，請確保它有電源供應。 
大部份 USB 無法提供足夠的電力為 nuraphone 充電。 
• 如您正嘗試用 USB-A 纜線充電，請嘗試使用 USB-C 纜線充電（如有另行購買） 
• 重啓 nuraphone。 
 
音質疑難排解 
以下方式有助 nuraphone 達成最高音質： 
• 使用模擬音頻綫、Lightning 或 USB 纜線作無損傳輸。 
• 使用無損檔案格式，如 AIFF、WAV 或 FLAC。 
• 使用無損串流服務，如 Tidal。 
• 如您在使用 Spotify 或類似的串流服務，請使用高質串流選項。 
• 檢查您並未進入 Social Mode™。 
• 如您在使用 MP3 或類似 MP3 的檔案，請使用高位元速率的 MP3、Ogg 或 AAC 檔案， 
或使用最新的編碼器並選擇最低 256kbps（以 320kbps 為佳）的檔案。 
• 重新個人化 nuraphone。 
nuraphone 使用非常敏感的麥克風進行個人化，因此動作、外部噪音或沉重的呼吸可能會影響您的
聽力檔案。 
 
觸控按鈕疑難排解 
如 nuraphone 的觸控按鈕運作不良： 
1.檢查 nuraphone 的觸控按鈕已作正確設定。 
2.確認已把 nuraphone 戴在頭上，並移除所有纜線。 
只能在使用藍牙連接並移除所有纜線下，才能使用 nuraphone 的觸控按鈕。 
3.重設 nuraphone。 
 
nura 應用程式問題 
 
身歷其境模式疑難排解 
如 nuraphone 的身歷其境運作不良： 



1.關閉然後重啟 nura 應用程式。 
2.檢查已把身歷其境模式設至舒適的中等水平。 
在身歷其境模式中，nuraphone 使用強大的低音驅動單元模擬現場表現的感覺，所以請因應音樂調
整。 
3.重啓 nuraphone。 
 
重啓 nuraphone 
如遇上 nuraphone 問題而不肯定該怎麼做： 
1.把 nuraphone 連接到 USB-A 充電纜線。 
2.把 USB-A 充電纜線連線到您的電腦。 
3.把 nuraphone 戴在頭上。 
聆聽「歡迎回來」語音提示。 
4.斷開 USB-A 充電纜線和 nuraphone 的連線。 
您的 nuraphone 已經重啓，現在可以正常運作。 

  



需要更多幫助？ 

查看我們的詳細線上說明和支援網站：https://help.nuraphone.com/ 
您也可以用電郵或即時聊天與我們聯絡：www.nuraphone.com/contact 

  



保養 

您的 nuraphone 獲一年有限保養。保養詳情請參閱以下： 
www.nuraphone.com/warranty 

  



合規 

nura ® 遵循世界各個地區的認證要求。 
認證完整清單請參閱：www.nuraphone.com/compliance 
本設備已經測試，證明符合 FCC 規定第 15 部份之 B 級數位裝置限制。這些限制設計以於住宅設施
中提供對於有害干擾的合理保護。本設備產生、使用或散發無線電頻率的能量，如不按指示安裝和

使用，可能會對無線電通訊造成有害干擾，但並無法保證干擾不會在特定的設施內發生。如本設備

對無線電或電視接收造成可透過開關設備判斷的有害干擾，使用者應採取以下一項或以上的措施，

嘗試修正干擾問題： 
• 改變接收天線的位置或方向。 
• 增加設備和接收器之間的距離。 
• 把設備連接到不同於接收器所連接至的電路插座。 
並未獲 NURA® 明示許可的更改或修改可能會讓使用者失去權利操作本設備。 
IC 警告： 
本設備符合加拿大工業部的免牌照 RSS 標準。 
操作需受以下兩項條件規管： 
(1) 本裝置不得造成干擾，和 
(2) 本裝置必須接受任何干擾，包括可能造成裝置不良運作的干擾。 
nura® Operations Pty.Ltd., Level 1 Studio 3, 459 Sydney Rd, Brunswick VIC, Australia, 在其唯一責任
下聲明本用戶手冊中描述的產品符合技術標準 EN300328、EN301489、EN55022、EN55024、 
EN50332。 
本產品僅保證在關閉身歷其境模式且啟用音量限制的的一般模式下符合 EN50332。視乎使用者的聽
力，某些聽力修正和身歷其境設定的組合可能超出 EN50332 的限制。 
本符號代表本產品不得以家居垃圾形式丟棄，應送至合適的收集設施進行回收。合適的丟棄方式和

回收有助保護天然資源、人體健康和環境。請聯絡您的本地市政府、廢棄物處理服務或購買本產品

的商戶，瞭解丟棄和回收本產品的進一步資訊。 
Apple、Apple 標誌、iPad、iPhone 和 iPod 是 Apple Inc. 在美國和其他國家註冊的商標。App Store 
是 Apple Inc. 的服務標記。 
商標「iPhone」獲特許使用。 
Bluetooth® 文字標記和標誌為 Bluetooth SIG, Inc 擁有的註冊商標，nura® Operations Pty.Ltd. 對該
標記的任何使用皆為特許之下。 
Qualcomm aptX 為 Qualcomm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Ltd. 的產品。Qualcomm 為 Qualcomm 
Incorporated 於美國和其他國家註冊的商標，獲准許使用。aptX 為 Qualcomm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Ltd. 於美國和其他國家註冊的商標，獲准許使用。 
Android、Google Play 和 Google Play 標誌為 Google Inc. 的商標。 
nuraphone 由 nura® 於澳洲墨爾本設計。 
於中國製作和組裝。 
© 2017 nura® pty.Ltd. 未經事先書面許可，不得對本作品的任何部份進行複製、修改、分發或其他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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