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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基亚 Luna BH-220 蓝牙耳机 



简介

关于耳机

借助诺基亚 Luna 
两部手机也没问题。  将耳机从支架中取出即可使用。

本产品的表面不含镍。

警告：
本产品可能包含一些微小部件。 请将其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本产品的某些部件具有磁性。 金属材料可能会吸附到本产品上。 请勿使信用
卡或其他磁性存储介质靠近本产品，以免因消磁而丢失其所储存的信息。

使用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用户手册。 此外，还应阅读与本产品相连设备的
用户手册。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nokia.com/support。
关于蓝牙连接

您可以使用蓝牙与其他兼容设备 (如移动设备) 建立无线连接。

设备之间不必在直接视线范围内，但它们之间的距离必须在 10 米 (33 英尺)
以内。 连接可能会受到障碍物的干扰，如墙壁或其他电子设备。

本设备支持蓝牙规范版本 2.1 + EDR ，并支持以下情景模式： 第 1.1 版耳机模
式和第 1.5 版免提模式 。 请向其他设备的制造商咨询，以确定其设备是否与
本设备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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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220 蓝牙耳机，您可以以免提方式进行通话，即使您在
同时使用

http://www.nokia.com/support


使用入门

按键与部件

8

1 麦克风
2 听筒
3 充电指示灯
4 支架
5 充电器插孔
6 NFC 区域
7 蓝牙指示灯
8 多功能键

为电池充电

在使用耳机之前，您必须先为电池充电。

警告：
只应使用经诺基亚认可的、适用于此特定型号设备的充电器。 使用其他类型
的电池、充电器和配件可能违反对设备的认可或保修条款，并可能导致危险。
使用未经认可的充电器可能存在火灾、爆炸或发生其他危险的风险。

1 将充电器插到交流电源插座上。

2 将耳机放到支架中。

3 将充电器线缆插头插入支架的充电器插孔中。 当电池充满电后，红色充电
指示灯将熄灭。

4 先断开充电器与支架的连接，然后从交流电源插座上拔出充电器。

拔下充电器时，应握住并拔出插头，而不要拉扯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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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充电的电池可提供上限约为 2 小时的通话时间和上限约为 35 小时的待机
时间。 如果将耳机置于支架中，则待机时间上限约为 2 个月。

当电池电量不足时，您会听到语音提醒。 另外，红色指示灯会闪烁并且每隔
5 分钟耳机就会发出提示音。 如果您关闭了语音提示，耳机每 5 分钟会蜂鸣
一次。

查看电池电量

在耳机打开并已连接到您手机的情况下，按下多功能健。 如果指示灯为绿色，
则说明电量充足。 如果指示灯为黄色，可能很快就需要为电池充电了。 如果
指示灯为红色，请立即为电池充电。

打开或关闭耳机

打开

向下按耳机，将其从支架中取出。 耳机将开机，绿色指示灯会闪烁一次。

耳机会连接到上次连接的手机。 如果耳机以前未与任何手机配对，或者您已
清除了配对，则会启动配对模式。

关闭

将耳机放到支架中，向下按耳机将其锁定到位。 耳机将关机，红色指示灯会
闪烁一次。 所有正在进行的通话和连接都会断开。

如果耳机在 30 分钟内未连接任何手机，将自动关闭。

提示： 未携带支架？ 要关闭耳机，请按住多功能键约 5 秒钟。 要打开耳机，
请按多功能键。

佩戴耳机

耳机附带了不同尺寸的耳垫。 请选择 适合自己耳朵且佩戴 舒适的耳垫。
要更换耳垫，请从听筒上轻轻拉出目前使用的耳垫，然后将新耳垫推入到位。

将听筒轻轻推入耳朵。

如果不使用耳机，请将其置于支架上。 您可以将腕带穿过支架上的孔并系在
支架上，以便轻松随身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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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对设备

将耳机与手机配对并建立连接

在使用耳机之前，您必须将耳机与兼容手机配对并将耳机连接至该兼容手机。

耳机可以与 8 部手机配对，但 多只能同时连接两部手机。

在某些手机中，您可能需要在配对后单独建立连接。

耳机连接到手机后，蓝牙指示灯会缓慢闪烁。

使用 NFC 配对和连接耳机

利用近距离通信 (NFC)，您可以轻松将耳机与兼容手机进行配对和连接。

如果兼容手机支持 NFC，请启动其 NFC 功能，将耳机从支架中取下，然后用支
架上的 NFC 区域触碰手机上的 NFC 区域。 耳机将自动连接至手机。

您也可以使用 NFC 将耳机断开连接。 有关 NFC 的详情，请参见手机的用户指
南。

如果手机不支持 NFC，请手动配对耳机。

手动配对耳机

1 确保您的耳机已关机并且兼容手机处于开机状态。

2 如果耳机以前未与任何设备配对，或者您已清除了设备配对，请打开耳
机。

如果耳机已经与另一台设备配对，请按住多功能键约 5 秒钟。

配对模式就会启动，蓝色指示灯开始快速闪烁。 请按照语音提示操作。

3 在 3 分钟内，在手机上启动蓝牙功能，使其搜索蓝牙设备。 有关详情，请
参见该手机的用户手册。

4 在手机上，从找到的设备列表中选择此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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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需要，输入密码 0000。
在某些设备中，您可能需要在配对后单独建立连接。

将耳机与两部手机配对并建立连接

如果是第一次使用耳机，耳机将自动配对并连接到您的手机。 您还可以将耳
机连接到另一部手机，同时管理两部手机 (例如，私人手机和办公手机) 的通
话。

1 请确保在两部手机上启动蓝牙功能。

2 要关闭耳机，请按住多功能键约 5 秒钟。

3 按住多功能键约 5 秒钟以启动配对模式，然后将耳机与第二部手机配对。

4 关闭耳机，然后再次打开。 耳机将连接到两部手机上。

拨打电话

拨打和接听电话

要使用耳机拨打和接听电话，您需要将耳机连接到您的手机。

拨打电话

以常规方式拨打电话。

接听电话

将耳机从支架中取下。

挂断电话

将耳机按入支架，或按多功能键。

拒绝接听来电

将耳机按入支架，或按两次多功能键。

在耳机与手机之间切换通话

按住多功能键约 2 秒钟。

如果手机支持通过耳机执行重拨和语音拨号功能，则您可以重拨上次拨出的
号码或使用语音拨号。

重拨上次拔出的号码

在未进行任何通话时，按两次多功能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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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语音拨号

在未进行任何通话时，按住多功能键约 2 秒钟，然后按照手机用户指南中的
说明进行操作。

管理两部手机的通话

如果耳机连接到两部手机，则您可以同时管理这两部手机的通话。

挂断正在进行的通话，并接听另一部手机的来电

按多功能键。

保留正在进行的通话，并接听另一部手机的来电

按住多功能键约 2 秒钟。

在当前通话和保留的通话之间切换

按住多功能键约 2 秒钟。

挂断正在进行的通话，并启动保留的通话

按多功能键。

如果您重拨或使用语音拨号，将使用您上一次使用耳机进行通话的手机进行
呼叫。

更改音量

在连接的手机上设置所需的音量级别。 选定的音量级别会存储为该手机的
低音量级别。 耳机将分别记住为每台连接的手机设置的音量级别。

您的耳机将根据背景噪音级别自动调节音量。

设置

关闭语音提示

1 要关闭耳机，请按住多功能键约 5 秒钟。

2 按住多功能键约 5 秒钟。 配对模式就会启动，蓝色指示灯开始快速闪烁。

3 按住多功能键约 2 秒钟。 您会听到语音提示，并且黄色指示灯将闪烁一
次。

启动语音提示
1 要关闭耳机，请按住多功能键约 5 秒钟。

7



2 按住多功能键约 5 秒钟。 配对模式就会启动，蓝色指示灯开始快速闪烁。

3 按住多功能键约 2 秒钟。 您会听到语音提示，然后绿色指示灯将闪烁一
次。

清除配对

1 要关闭耳机，请按住多功能键约 5 秒钟。

2 按住多功能键约 9 秒钟。 耳机将发出两声蜂鸣，红色和绿色指示灯会交替
闪烁。

3 当耳机打开时，配对模式就会启动。 请按照语音提示操作。

产品及安全信息

电池和充电器信息
本设备配有内置式不可拆卸充电电池。 请勿尝试从设备中取出电池，以免毁
坏设备。

本设备需由以下充电器供电才可使用： AC-16。 充电器的正确型号可能因插
头类型而异。 各种插头通过以下符号来标识： E、X、AR、U、A、C、K 或 B。
电池可以充电、放电几百次，但 终会失效。

通话时间和待机时间仅为估算值。 实际的使用时长由很多因素决定，例如，
设备设置、使用的功能、电池状况以及环境温度。

如果电池在较长时间内未使用，则为电池充电时，您可能需要先连接充电器，
然后断开并再次连接充电器才能开始充电。

如果电池电量已完全耗尽，则可能需要等待几分钟，才会显示充电指示符号。

充电器不用时，请断开其与设备的连接，并从电源插座上拔出充电器插头。
请勿将完全充电的电池连接在充电器上，因为过度充电会缩短电池的寿命。
如果已完全充电的电池搁置不用，电池本身在一段时间后会放电。

始终将电池温度保持在 15°C 和 25°C (59°F 和 77°F) 之间。 温度过高或过低会
减小电池的容量并缩短电池的寿命。 设备电池过冷或过热可能会造成设备暂
时无法工作。

请勿将电池掷入火中，以免电池爆炸。 请按当地规定处理电池。 请在可能的
情况下回收电池。 不可将电池作为生活垃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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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将充电器挪作它用。 使用不当或使用未经认可的充电器可能存在引发火
灾、爆炸或发生其他危险的风险，还可能违反对手机的认可或保修条款。 如
果您确信已破损，请在继续使用前将其送至维修中心进行检测。 切勿使用受
损的充电器。 只能在室内使用充电器。

小心使用您的设备
请小心处理您的设备、电池、充电器和配件。 下列建议将帮助您有效使用保
修服务。

请小心处理您的设备、充电器和配件。 下列建议将帮助您有效使用保修服务。

• 保持设备干燥。 雨水、湿气和各种液体或水分都可能含有矿物质，会腐蚀
电路。 如果设备被打湿，请将设备晾干。

• 请勿在有灰尘或肮脏的地方使用或存放设备。 这样会损坏它的可拆卸部件
和电子元件。

• 请勿在高温环境中存放设备。 高温会缩短设备的寿命、毁坏电池、使塑料
部件变形或熔化。

• 请勿将设备存放在过冷的地方。 否则当设备温度升高至常温时，其内部会
形成潮气，这会毁坏电路。

• 不要尝试打开设备。

• 未经认可的改装会损坏设备并违反无线电设备的有关规定。

• 请勿扔掷、敲打或振动设备。 粗暴地对待设备会毁坏内部电路板及结构。

• 必须使用清洁、干燥的软布清洁设备表面。

• 请勿用颜料涂抹设备。 颜料会阻塞可拆卸部件从而影响正常操作。

回收
请务必将废旧的电子产品、电池以及包装材料送交到专门的回收点。 这样可
以帮助防止不受控制的废弃物处理并帮助推动材料回收。 请访问
www.nokia.com.cn/werecycle 了解如何回收诺基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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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及其他声明

声明

我们诺基亚公司郑重声明产品 符合指令
 1999/5/EC 中的基本要求及其他相关条款。 此声明的全文可经由
 http://www.nokia.com/phones/declaration_of_conformity/ 找到。

© 2011 诺基亚。保留所有权利。

诺基亚、Nokia、Nokia Connecting People 和诺基亚原厂配件标志 是诺基亚
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Nokia tune 是诺基亚公司的声音标志。 在本文档中
提及的其他产品或公司的名称可能是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标或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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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经诺基亚事先书面许可的情况下，严禁以任何形式复制、传递、分发和
存储本文档中的任何内容。 诺基亚遵循持续发展的策略。 因此，诺基亚保留
在不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对本文档中描述的任何产品进行修改和改进的权利。

本文档的内容按“现状”提供。除非适用的法律另有规定，否则不对本文档
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内容做出任何类型的、明确或默许的保证，其中包括但
不限于对适销性和对具体用途的适用性的保证。诺基亚保留在不预先通知的
情况下随时修订或收回本文档的权利。

有关 新的产品信息，请访问 www.nokia.com.cn。
在适用法律允许的 大限度内，在任何情况下，诺基亚或其任何被许可方均
不对任何数据或收入方面的损失，或任何特殊、偶然、附带或间接损失承担
责任，无论该损失由何种原因引起。

是否提供特定产品可能因地区而异。 有关详细信息，请咨询您的诺基亚指定
经销商。 本设备可能包含受美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法律和法规控制的
商品、技术或软件。 严禁任何违反法律的转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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