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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Hereby, NOKIA CORPORATION declares 
that this HS-101W product i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and other relevant 
provisions of Directive 1999/5/EC. A 
copy of the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can be found at http://www.nokia.com/
phones/declaration_of_conformity/.

© 2009 Nokia. All rights reserved.
Bluetooth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Bluetooth SIG, Inc.

Introduction
With the Nokia Bluetooth Headset 
BH-904, you can make and answer 
calls hands-free with your 
compatible mobile device. The 
headset is provided with a sliding 
boom that allows you to talk at a 
lower volume or in a noisy 
environment. Noise cancellation 
helps you handle calls in noisy 
environments.
Read this user guide carefully 
before using the headset. Also, 
read the user guide for the device 
that you connect to the headset.

Note: The surface of 
this device does not 
contain nickel in the 
platings. The surface of 
this device contains 
stainless steel.

Bluetooth compatibility
The headset is compliant with the 
Bluetooth Specification 2.1 + EDR 
supporting the Headset Profile 1.1 
and Hands-Free Profile 1.5. Check 
with the manufacturers of other 
devices to determine their 
compatibility with this device.
© 2009 Nokia. All rights reserved. 3



Get started
The headset contains the 
following parts shown on the title 
page: volume key (1), sliding boom 
(2), earpiece (3), indicator light (4), 
power key (5), charger connector 
(6), mute key (7), answer/end key 
(8), and microphones (9).
Before using the headset, you 
must charge the battery and pair 
the headset with a compatible 
device.

Compatible chargers
This device is intended for use 
when supplied with power from 
the following chargers: AC-6 and 
DC-6. The exact charger model 
number may vary depending on 
the type of plug. The plug variant 
is identified by one of the 
following: E, EB, X, AR, U, A, C, or 
UB.

Charge the battery
1. Connect the charger to a wall 

outlet.
2. Lift the cover of the charger 

connector, and connect the 
charger cable to it (10). The red 
indicator light is displayed 
during charging.
Charging the battery fully may 
take up 35 minutes with the 
AC-6 charger. Charging the 
battery with the AC-6 charger 
for 15 minutes provides up to 
5 hours of talk time.

3. When the battery is fully 
charged, the green indicator 
light is displayed. Disconnect 
the charger from the headset, 
then from the wall outlet. Push 
the cover over the charger 
connect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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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harge the headset with a 
compatible Nokia charger that has 
a 2.0 or 3.5 mm charger plug, use 
the Nokia Charger Adapter 
CA-146C (sold separately).
To charge the battery through the 
USB port of a compatible PC, 
connect one end of the Nokia 
Connectivity Cable CA-101 (sold 
separately) to the charger connector 
and the other end to the USB port.
The fully charged battery has power 
for up to 8 hours of talk time or up 
to 160 hours of standby time.
To check the battery charge when 
the headset is not connected to a 
charger, press the power key when 
the headset is switched on. If the 
indicator light is green, the charge 
level is sufficient. If the light is 
yellow, you may need to recharge 
the battery soon. If the light is red, 
recharge the battery.

When the battery charge is low, 
the headset beeps every 5 minutes 
and the red indicator light flashes.

Switch on or off
To switch on, press and hold the 
power key for about 2 seconds. The 
headset beeps, and the green 
indicator light is displayed. The 
headset tries to connect to one or 
two last connected devices. When 
the headset is connected to a 
device and is ready for use, the 
blue indicator light flashes slowly. 
If the headset has not been paired 
with a device, it automatically 
enters pairing mode.
To switch off, press and hold the 
power key for about 2 seconds. The 
headset beeps, and the red 
indicator light is briefly displayed. 
If the headset is not connected to 
a device within 30 minutes, it 
switches off automatically.
© 2009 Nokia. All rights reserved. 5



Pair and connect the headset
Before using the headset, you 
must pair and connect it to a 
compatible device.
You can pair the headset with up 
to eight devices, but you can 
connect it to only up to two 
devices at a time.
1. Ensure that your mobile device 

is switched on and the headset 
is off.

2. If the headset has not been 
previously paired with a device, 
switch on the headset. The 
headset enters pairing mode, 
and the blue indicator light 
starts to flash quickly.
If the headset has been 
previously paired with a device, 
ensure that the headset is 
switched off, and press and 
hold the power key for about 5 

seconds until the blue indicator 
light starts to flash quickly.

3. Activate the Bluetooth feature 
on your device, and set it to 
search for Bluetooth devices. 
For details, see the user guide 
of your device.

4. Select the headset from the list 
of found devices.

5. If necessary, enter the passcode 
0000 to pair and connect the 
headset to your device.
In some devices, you may need 
to make the connection 
separately after pairing.

When the headset is connected to 
at least one device and is ready for 
use, the blue indicator light 
flashes slowly.
To manually connect the headset 
to one or two last used devices, 
press and hold the answer/end key 
for about 2 seconds (when n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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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s are connected), or make 
the connection in the Bluetooth 
menu of the desired device. If you 
have a device connected to the 
headset and want to connect a 
second device, make the 
connection in the Bluetooth menu 
of the device.

You may be able to set your device 
so that the headset connects to it 
automatically. To activate this 
feature in a Nokia device, change 
the paired device settings in the 
Bluetooth menu.

Basic use

Change the earplug
The headset may be provided with 
different sized earplugs. Select the 
earplug that fits the best and is 
the most comfortable for your ear.
To change the earplug, pull the 
current earplug from the earpiece 
(11), and push the new earplug 
into place (12).

Place the headset on the ear
Place the headset over your ear in 
a comfortable position, and slide it 
downwards (13). Gently push the 
earpiece into your ear. Point the 
headset toward your mouth.

Sliding boom
The sliding boom brings the 
microphone closer to your mouth, 
which improves the audio quality 
when you talk at a lower volume 
© 2009 Nokia. All rights reserved. 7



or in a noisy environment. You can 
use the boom to answer or end a 
call.
To use the boom, gently pull it 
down toward your mouth (14), or 
push it up to its initial position 
(15).

Adjust volume
The headset automatically adjusts 
the volume according to ambient 
noise. To manually adjust the 
volume, slide the volume key up or 
down. To adjust the volume 
quickly, slide and hold the key.
The selected volume level is saved 
for the device that you currently 
use with the headset.

Calls
To make a call, use your mobile 
device in the normal way when the 
headset is connected to it.

To redial the number you last 
called (if your mobile device 
supports this feature with the 
headset), when no call is in 
progress, press the answer/end key 
twice.
To activate voice dialling (if your 
mobile device supports this 
feature with the headset), when 
no call is in progress, press and 
hold the answer/end key for about 
2 seconds. Proceed as described in 
the user guide of the mobile 
device.
To answer a call, pull the boom 
completely down toward your 
mouth, or press the answer/end 
key. (For noise cancellation, the 
boom has to be completely pulled 
down.) To reject a call, press the 
answer/end key twic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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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nd a call, push the boom up to 
its initial position, or press the 
answer/end key.
To mute the microphone, slide the 
mute key toward your mouth. To 
unmute the microphone, slide the 
mute key to the opposite direction. 
When you mute or unmute the 
microphone, the headset beeps 
twice.
To switch a call between the 
headset and a compatible 
connected device, press and hold 
the answer/end key for about 
2 seconds.

Allow connection to two 
devices
You can have the headset 
connected to two devices at the 
same time.
By default, the headset can only be 
connected to one device at a time. 

To allow the headset to connect to 
two devices, switch off the headset, 
and press and hold the power key, 
and slide and hold the volume key 
up for about 5 seconds. The blue 
indicator light flashes twice.
To allow the headset to connect to 
only one device, switch off the 
headset, and press and hold the 
power key, and slide and hold the 
volume key down for about 5 
seconds. The green indicator light 
flashes twice.
If the headset can connect to two 
devices at the same time and you 
use redialling or voice dialling, the 
call is made on the device that you 
last used to make a call when the 
headset was connected to it.

Clear settings or reset
To clear all the pairing settings 
from the headset, switch off the 
headset, and press and hold the 
© 2009 Nokia. All rights reserved. 9



power key and the answer/end key 
at the same time for about 5 
seconds. The headset beeps twice, 
and the red and green indicator 
lights alternate. After the settings 
are cleared, the headset enters 
pairing mode.
To reset the headset if it stops 
functioning, even though it is 
charged, connect the headset to a 
charger, and press the power key 
and the answer/end key at the 
same time.

Troubleshooting
If you cannot connect the headset 
to your compatible device, check 
that the headset is charged, 
switched on, and paired with the 
devic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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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我们诺基亚公司郑重声
明产品 HS-101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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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9 诺基亚。保留所
有权利。

Bluetooth 是 Bluetooth 
SIG, Inc. 的注册商标。

简介

利用诺基亚蓝牙耳机 
BH-904，您在使用兼容
移动设备拨打和接听电
话时可以释放双手。该
耳机配备滑动式麦克风
杆，让您能够以较低的
音量或在嘈杂的环境中
轻松通话。此外，消噪

功能也有助于在嘈杂的
环境中拨打电话。

使用耳机之前，请仔细
阅读本《用户手册》。
另外，请阅读此耳机所
连接设备的用户手册。
© 2009 诺基亚。保留所有权利。 3



注意：该设备的
表面电镀层不含
镍。该设备的表
面含有不锈钢。

蓝牙兼容性
本耳机符合第 2.1 版蓝牙
规范及 EDR，支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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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入门

如标题页所示，耳机包
含以下组成部分：音量
键 (1)、滑动式麦克风杆 
(2)、听筒 (3)、指示灯 
(4)、电源键 (5)、充电器
插孔 (6)、静音键 (7)、接
听 / 挂断键 (8) 和麦克风 
(9)。

在使用耳机之前，您必
须先为电池充电并将耳
机与兼容设备配对。

兼容充电器
本设备需由以下充电器
供电才可使用：AC-6 和 
DC-6。充电器的正确型
号可能因插头类型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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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各种插头通过以下
符号来标识：E、 EB、
X、 AR、 U、 A、 C 或 
UB。

为电池充电
1. 将充电器插到交流电
源插座上。

2. 提起充电器插孔的保
护盖，然后将充电器
电缆插入 (10)。充电
时，红色指示灯亮。

使用 AC-6 充电器为
电池充满电 长可能
需要 35 分钟。使用 
AC-6 充电器为电池充
电 15 分钟，可提供
长 5 小时的通话时间。

3. 电池完全充电后，绿
色指示灯亮。先断开
充电器与耳机的连
接，然后从交流电源
插座上拔出充电器。
将保护盖推回原位，
盖好充电器插孔。

要使用采用 2.0 或 3.5 毫
米插头的兼容诺基亚充
电器为耳机充电，请使
用诺基亚充电器适配器 
CA-146C ( 单独销售 )。
要通过兼容 PC 的 USB 
端口为电池充电，请将
诺基亚数据线 CA-101 
(单独销售 ) 的一端接入
充电器插孔，另一端插
入 USB 端口。
© 2009 诺基亚。保留所有权利。 5



完全充电的电池可提供
上限约为 8 小时的通话
时间或上限约为 160 小
时的待机时间。

在耳机未连接充电器
时，要查看电池电量，
请在耳机开机后按电
源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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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电池电量不足时，耳
机每 5 分钟会蜂鸣一次，
且红色指示灯闪烁。

开机或关机
要开机，请按住电源键
约 2 秒钟。耳机将发出
蜂鸣声，并显示绿色指
示灯。耳机会尝试连接
上次连接的一部或两部
设备。当耳机连接至一
部设备并可供使用时，
蓝色指示灯缓慢闪烁。
如果耳机尚未与任何设
备配对，则它将自动进
入配对模式。

要关机，请按住电源键
约 2 秒钟。耳机发出蜂
鸣声，红色指示灯会短
暂亮起。如果耳机在 
30 分钟内未能连接任何
设备，则会自动关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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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配对与连接
在使用耳机之前，您必
须将耳机与兼容设备配
对并将耳机连接至该兼
容设备。

耳机 多可以与八台设
备配对，但 多只能同
时连接两台设备。

1. 确保您的移动设备已
开机并且耳机处于关
闭状态。

2. 如果耳机以前未与任
何设备配对，请将耳
机开机。耳机将进入
配对模式，蓝色指示
灯开始快速闪烁。

如果耳机以前曾与设
备配对，则确保耳机

处于关闭状态，然后
按住电源键约 5 秒
钟，直到蓝色指示灯
开始快速闪烁。

3. 在您的设备上启动蓝
牙功能，并开始搜索
蓝牙设备。有关详
情，请参见您的设备
的用户手册。

4. 从找到的设备列表中
选择本耳机。

5. 如果需要，输入密码 
0000 将耳机与您的设
备进行配对并连接至
设备。

在某些设备中，您可
能需要在配对后单独
建立连接。
© 2009 诺基亚。保留所有权利。 7



当耳机至少连接至一台
设备并可供使用时，蓝
色指示灯缓慢闪烁。

要将耳机手动连接至一
台或两台上次使用的设
备，请在未连接任何设
备时按住接听/挂断键约
2 秒钟，或在所需设备
的蓝牙功能表中建立连
接。如果在耳机连接一

台设备之后再连接另一
台设备，请在设备的蓝
牙功能表中建立连接。

您可能需要对设备进
行相应设置，以便耳
机可以自动连接至该
设备。要在诺基亚设
备中启动此功能，请
在蓝牙功能表中更改
配对设备设置。

基本使用

更换耳塞
耳机可能会提供不同大
小的耳塞。您可以自由
选择 适合耳朵且佩戴
舒适的耳塞。

要更换耳塞，请将现有
耳塞从听筒上拔下来 
(11)，然后将新耳塞推入
到位 (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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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耳机佩戴在耳朵上
将耳机戴在耳朵上并找
准 舒适的位置，然后
向下滑动 (13)。将听筒
轻轻推入耳朵。然后，
将耳机对准嘴的位置。

滑动式麦克风杆
滑动式麦克风杆可以让
麦克风更接近嘴的位
置，这样在以较低音量
或在嘈杂环境中通话
时，也能获得不错的声
音质量。您也可以通过
麦克风杆接听或挂断
电话。

要使用麦克风杆，请将
其轻轻向下拉向嘴的位

置 (14)，或者将其向上
推回原始位置 (15)。

调节音量
耳机将根据环境噪音自
动调节音量。要手动调
节音量，请向上或向下
滑动音量键。要快速调
节音量，请滑动并按住
该键。

将为耳机当前连接的设
备储存选定的音量级
别。

通话
要进行通话，在耳机连
接至设备后仍可按照常
规方法操作您的移动
设备。
© 2009 诺基亚。保留所有权利。 9



要重拨您上次拨出的号
码 ( 如果移动设备支持
通过耳机重拨 )，当未进
行任何通话时，按接听 /
挂断键两下。

要启动语音拨号 ( 如果
移动设备支持通过耳机
执行 )，当未进行任何通
话时，按住接听 / 挂断
键约 2 秒钟。按照移动
设备用户手册中的说明
继续操作。

要接听来电，请将麦克
风杆向嘴的位置完全拉
下来，或者按接听 / 挂
断键。 ( 为获得消噪效
果，麦克风杆必须完全
拉下来。 ) 要拒绝来电，
请按两次接听 / 挂断键。

要结束通话，请将麦克
风杆向上推回原始位
置，或者按接听 / 挂
断键。

要将麦克风静音，请向
嘴的位置滑动静音键。
要为麦克风取消静音，
请向相反方向滑动静音
键。在将麦克风静音或
取消静音时，耳机会发
出两声蜂鸣。

要在耳机和目前连接的
兼容设备之间切换呼
叫，请按住接听 / 挂断
键约 2 秒钟。

允许连接两台设备
您可以将耳机同时连接
至两台设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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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耳机一次
只能与一台设备连接。
要允许耳机连接两台设
备，请关闭耳机，然后
按住电源键，同时向上
滑动并按住音量键约 
5 秒钟。蓝色指示灯会
闪烁两下。

要仅允许耳机连接一台
设备，请关闭耳机，然
后按住电源键，同时向
下滑动并按住音量键约 
5 秒钟。绿色指示灯会
闪烁两下。

如果耳机可以同时连接
至两台设备，并且您使
用重拨或语音拨号功
能，则执行呼叫的设备
将是耳机所连接的设备

中 后一次拨打电话的
设备。

清除设置或重设
要从耳机中清除所有配
对设置，请将耳机关
机，然后同时按住电源
键和接听 / 挂断键 5 秒
钟。耳机将发出两声蜂
鸣，红色和绿色指示灯
会交替闪烁。在清除设
置之后，耳机将进入配
对模式。

如果耳机无法正常操
作，要进行重设，即使
耳机已经充电，也要为
耳机连接充电器，然后
同时按住电源键和接听/
挂断键。
© 2009 诺基亚。保留所有权利。 11



疑难解答
如果您无法将耳机连接
至兼容设备，检查耳机
是否充满电，将耳机开
机，然后与设备配对。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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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聲明

本公司 NOKIA CORPORATION 聲
明產品 HS-101W 符合歐盟指令 
1999/5/EC (Directive 1999/5/EC) 的
基本要求和相關規定。一致性聲明
的副本可於 http://www.nokia.com/

phones/declaration_of_conformity/ 上
找到。

© 2009 Nokia。版權所有

Bluetooth 是 Bluetooth SIG, Inc. 的註
冊商標。

簡介

有了諾基亞藍牙耳機 BH-904，
您可以使用兼容的流動裝置，
以免持方式輕鬆撥打電話與接
聽來電。耳機附有滑杆，讓您
即使用較低音量或在吵雜的環
境中也能談話。消除雜音功
能，可協助您在吵雜的環境中
處理來電。

在使用本耳機前請仔細閱讀本
用戶指南。亦請閱讀與耳機連
接之裝置的用戶指南。

注意：本裝置的表面
鍍金並不包含鎳元
素。本裝置的表面含
有不鏽鋼成分。

藍牙兼容性

本耳機符合藍牙規格 2.1 + 
EDR，並支援耳機模式 1.1 版
及免提模式 1.5 版。請向這些
裝置的製造商查詢，以確定其
是否與本裝置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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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須知

本耳機包含標題頁上所顯示的
下列部件：音量鍵 (1)、滑杆 
(2)、聽筒 (3)、指示燈 (4)、電
源鍵 (5)、充電器插孔 (6)、靜
音鍵 (7)、接聽 / 結束鍵 (8) 以
及麥克風 (9)。
使用本耳機前，您必須先為電
池充電，並將耳機與兼容裝置
配對。

兼容的充電器

本裝置適用以下充電器：AC-6 
與 DC-6。視乎插頭類型，確
切的充電器型號可能會有所不
同。具體的插頭類型可以透過
下列各項來辨識：E、EB、X、
AR、U、A、C 或 UB。

為電池充電

1. 將充電器連接至牆上的電源
插座。

2. 將充電器插孔的外蓋拔開，
然後將充電器傳輸線連接至
插孔 (10)。充電時會顯示紅
色指示燈。

要使用 AC-6 充電器將電池
完全充飽，最多可能需要 
35 分鐘。使用 AC-6 充電器
為電池充電 15 分鐘，最多
可提供 5 小時的通話時間。

3. 當電池電量飽和時，會顯示
綠色指示燈。將充電器與耳
機中斷連接，然後與牆上的
插座中斷連接。將充電器插
孔的外蓋推開。

若要使用具有 2.0 或 3.5 毫米充
電器插頭的兼容 Nokia 充電器
為耳機充電，請搭配使用 
Nokia 充電器轉接器 CA-146C 
( 配件單獨銷售 )。
若要使用兼容電腦的 USB 連接
埠為電池充電，請將 Nokia 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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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傳輸線 CA-101 ( 配件單獨銷
售 ) 的一端連接至充電器插
孔，另一端連接至 USB 連接
埠。

已完全充電的電池可提供長達 
8 小時的通話時間或長達 160 
小時的待機時間。

耳機未連接至充電器時，若要
檢查電池充電量，請在耳機開
機狀態下按下電源鍵。如果指
示燈呈綠色，則表示電量足
夠。如果指示燈呈黃色，則表
示可能很快便需要為電池充
電。如果指示燈呈紅色，請為
電池充電。

當電池電量不足時，耳機每隔 
5 分鐘會發出嗶聲，並且會閃
爍紅色指示燈。

開機或關機

要開機，按住電源鍵約 2 秒
鐘。這時耳機會發出嗶聲，並
亮起綠色指示燈。耳機會嘗試

連接至一或二個之前最近連接
過的裝置。當耳機連接到一部
裝置並可供使用時，藍色指示
燈會緩慢閃爍。如果耳機尚未
與裝置配對，它會自動進入配
對模式。

要關機，按住電源鍵約 2 秒
鐘。耳機會發出嗶聲，並且短
暫顯示紅色指示燈。如果耳機
未能在 30 分鐘內連接至任何
裝置，會自動關機。

配對與連接耳機

使用本耳機前，您必須先將耳
機與兼容裝置配對並連接。

您可以將耳機與最多八部裝置
配對，但是您一次只能連接至
最多兩部裝置。

1. 確認您的流動裝置已開機，
而且耳機已關機。

2. 如果耳機先前未曾與裝置配
對過，則將耳機開機。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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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進入配對模式，而藍色指
示燈會快速閃爍。

如果耳機先前曾與裝置配對
過，確認耳機已關機，並按
住電源鍵約 5 秒鐘，直到藍
色指示燈開始快速閃爍。

3. 啟用裝置上的藍牙功能，並
將其設為找尋藍牙裝置。如
要獲取詳情，請參閱裝置的
用戶指南。

4. 從找到的裝置清單中選擇本
耳機。

5. 如果需要，輸入識別碼 
0000 將耳機與裝置配對並
連接。

在某些裝置中，您可能需要
在配對後個別建立連接。

當耳機連接到至少一部裝置並
可供使用時，藍色指示燈會緩
慢閃爍。

要手動將耳機連接至一或兩部
上次使用的裝置，按住接聽 /
結束鍵約 2 秒鐘 ( 當未連接任
何裝置時 )，或在所要裝置的
藍牙功能表中建立連接。如果
有一部裝置已連接至耳機並且
想要連接第二部裝置，在該裝
置的藍牙功能表中建立連接。

您可能可以設定您的裝置，如
此耳機便會自動連接至該裝
置。要在諾基亞裝置中啟動此
功能，在藍牙功能表中變更已
配對的裝置設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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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更換耳塞

耳機可能附有不同尺寸的耳
塞。請選取最適合、配戴起來
最舒適的耳塞。

若要更換耳塞，請從聽筒 (11) 
中抽出目前的耳塞，然後置入
新的耳塞 (12)。

將耳機置於耳朵

將耳機置於您耳朵上舒服的位
置，並將耳機往下滑動 (13)。
將聽筒輕輕地放進耳朵。將耳
機指向嘴巴。

滑杆

當您以較低音量或在吵雜的環
境中通話時，使用滑杆可讓麥
克風更靠近嘴巴，改善音訊品
質。您可以使用滑杆接聽或結
束通話。

若要使用滑杆，請將滑杆向下
朝嘴巴方向輕拉 (14)，或者將
其向上推到原本的位置 (15)。

調校音量

耳機會根據周遭的噪音自動調
校音量。要手動調校音量，將
音量鍵向上或向下滑動。要快
速調校音量，滑動並按住該按
鍵。

耳機會為目前搭配耳機使用的
裝置儲存所選擇的音量。

通話

要撥打電話，在耳機連接至流
動裝置時，以正常方式使用流
動裝置。

要重撥您上次撥打的號碼 ( 如
果流動裝置支援搭配耳機使用
此功能 )，在沒有進行中的通
話時，按兩次接聽 / 結束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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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啟動語音撥號 ( 如果流動裝
置支援搭配耳機使用此功能 )，
在沒有進行中的通話時，按住
接聽 / 結束鍵約 2 秒鐘。依照
流動裝置用戶指南中所述的方
式操作。

若要接聽來電，請將滑杆向下
朝嘴巴方向拉到底，或按接聽 /
結束鍵。( 要消除雜音，滑杆
必須向下拉到底。) 若要拒絕
通話，請按兩次接聽 / 結束
鍵。

若要結束通話，請將滑杆向上
推到原本的位置，或按接聽 /
結束鍵。

若要將麥克風靜音，請將靜音
鍵朝嘴巴方向滑動。若要將麥
克風取消靜音，請將靜音鍵朝
反方向滑動。當您將麥克風靜
音或取消靜音時，耳機會發出
兩次嗶聲。

要在耳機與連接的兼容裝置之
間切換通話，按住接聽 / 結束
鍵約 2 秒鐘。

允許連接至兩部裝置

您可以讓耳機同時連接至兩部
裝置。

按照預設，耳機一次只能連接
至一部裝置。要允許耳機連接
至兩部裝置，將耳機關機，然
後按住電源鍵，並向上滑動和
按住音量鍵約 5 秒鐘。藍色指
示燈會閃爍兩次。

要僅允許耳機連接至一部裝
置，將耳機關機，然後按住電
源鍵，並向上滑動和按住音量
鍵約 5 秒鐘。綠色指示燈會閃
爍兩次。

如果耳機可以同時連接至兩部
裝置，而您使用重撥或語音撥
號，則會使用您上次連接耳機
時用來撥號的裝置來撥打電
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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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設定或重設

若要清除耳機中的所有配對設
定，請將耳機關機，並且同時
按住電源鍵及接聽 / 結束鍵約 
5 秒鐘。耳機會發出兩次嗶
聲，而紅色和綠色指示燈會交
替亮起。在清除設定之後，耳
機會進入配對模式。

若要在耳機停止運作時重設耳
機，儘管耳機已經充電，請將
耳機連接至充電器，然後同時
按住電源鍵與接聽 / 結束鍵。

疑難排解

如果您無法將耳機連接至兼容
裝置，檢查耳機是否已充電、
開機並與裝置配對。
Copyright © 2009 諾基亞。版權所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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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聲明書

本公司 NOKIA CORPORATION 聲
明產品 HS-101W 符合歐盟指令 
1999/5/EC (Directive 1999/5/EC) 的
基本要求和相關規定。此聲明書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的全文可

在 http://www.nokia.com/phones/
declaration_of_conformity/ 中找到。

© 2009 Nokia。版權所有。

Bluetooth 是 Bluetooth SIG, Inc. 的註
冊商標。

簡介

有了 Nokia 藍牙耳機 BH-904，
您可以使用相容的行動裝置，
以免持方式輕鬆撥打電話與接
聽來電。耳機附有滑杆，讓您
即使用較低音量或在吵雜的環
境中也能談話。消除雜音功
能，可協助您在吵雜的環境中
處理來電。

使用耳機之前，請仔細閱讀本
用戶指南。也請閱讀您要連結
至耳機的裝置的用戶指南。

請注意：本裝置的表
面鍍金並不包含鎳元
素。本裝置的表面含
不鏽鋼。

藍牙相容性

本耳機符合藍牙規格 2.1 + 
EDR，支援耳機設定檔 1.1 和
免持模式設定檔 1.5。若要使
用其他藍牙裝置，請向該裝置
製造商查詢，以了解該藍牙裝
置與本裝置的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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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

本耳機包含下列零件，如標題
頁所示：音量鍵 (1)、滑杆 
(2)、聽筒 (3)、指示燈 (4)、電
源鍵 (5)、充電器插孔 (6)、靜
音鍵 (7)、接聽 / 結束鍵 (8) 以
及麥克風 (9)。
使用耳機之前，您必須先為電
池充電，並將耳機和相容裝置
配對。

相容的充電器

本裝置必須搭配下列充電器使
用：AC-6 與 DC-6。實際的充
電器型號會因插頭類型的不同
而異。特定插頭類型的辨識方
式如下所示：E、EB、X、
AR、U、A、C 或 UB。

為電池充電

1. 將充電器插入牆上的插座。

2. 將充電器插孔的外蓋拔開，
然後將充電器傳輸線連結至

插孔 (10)。充電時，會亮起
紅色指示燈。

要使用 AC-6 充電器將電池
完全充飽，最多可能需要 
35 分鐘。使用 AC-6 充電器
為電池充電 15 分鐘，最多
可提供 5 小時的通話時間。

3. 當電池完全充飽時，會亮起
綠色指示燈。請中斷充電器
與耳機的連結，然後將充電
器從牆上的插座拔下來。將
充電器插孔的外蓋推開。

若要使用具有 2.0 或 3.5 公釐充
電器插頭的相容 Nokia 充電器
為耳機充電，請搭配使用 
Nokia 充電器轉接器 CA-146C 
( 配件單獨銷售 )。
若要使用相容電腦的 USB 連接
埠為電池充電，請將 Nokia 數
據傳輸線 CA-101 ( 配件單獨銷
售 ) 的一端連結至充電器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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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另一端連結至 USB 連接
埠。

完全充飽的電池最多可提供 8 
小時的通話時間，或是最多 
160 小時的待機時間。

耳機未連結至充電器時，若要
檢查電池充電量，請在耳機開
機狀態下按下電源鍵。如果亮
起綠色指示燈，表示充電量足
夠。如果亮起黃色指示燈，表
示您很快就需要再次將電池充
電。如果亮起紅色指示燈，請
立即將電池充電。

當電池電量不足時，耳機會每
隔 5 分鐘響起嗶聲，並閃爍紅
色指示燈。

啟動或關閉

若要開機，請按住電源鍵約 2 
秒鐘。這時耳機會發出嗶聲，
並亮起綠色指示燈。耳機會嘗
試連結至一或二個之前最近連
結過的裝置。當耳機連結至裝

置且可使用時，藍色指示燈會
緩慢地閃爍。如果耳機尚未與
任何裝置配對，會自動進入配
對模式。

若要關機，請按住電源鍵約 2 
秒鐘。這時耳機會發出嗶聲，
並短暫亮起紅色指示燈。如果
耳機未能在 30 分鐘內連結至
任何裝置，會自動關機。

配對與連結耳機

使用耳機之前，您必須先將耳
機和相容裝置配對並連結。

本耳機最多可以和八部裝置配
對，但是一次最多只能和兩部
裝置連結。

1. 請確定行動裝置已開機，並
關閉耳機。

2. 如果耳機先前未與任何裝置
配對，請將耳機開機。這時
耳機會進入配對模式，並快
速閃爍藍色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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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耳機先前已和某部裝置
配對，請確定耳機目前為關
機狀態，接著按住電源鍵約 
5 秒，直到藍色指示燈開始
快速閃爍為止。

3. 啟用裝置上的藍牙功能，並
將其設為搜尋藍牙裝置。如
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裝置的
用戶指南。

4. 從找到的裝置清單中選取耳
機。

5. 必要時，請輸入密碼 0000 
讓耳機與裝置進行配對與連
結。

在某些裝置上，您可能需要
在配對後個別進行連結。

當耳機連結至至少一部裝置並
可使用時，會緩慢閃爍藍色指
示燈。

若要手動將耳機連結至最後使
用的一部或兩部裝置，請按住
接聽 / 結束鍵約 2 秒鐘 ( 在沒
有連結至任何裝置的情況下 )，
或是在想要連結的裝置上，透
過其中的藍牙功能表進行連
結。如果某部裝置已連結至耳
機，而您想要連結至第二部裝
置，請透過該裝置的藍牙功能
表進行連結。

您可以設定裝置，讓耳機自動
連結至裝置。若要在 Nokia 裝
置中啟動此功能，請在藍牙功
能表中變更配對裝置設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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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使用方式

更換耳塞

耳機可能附有不同尺寸的耳
塞。請選取最適合、配戴起來
最舒適的耳塞。

若要更換耳塞，請從聽筒 (11) 
中抽出目前的耳塞，然後置入
新的耳塞 (12)。

將耳機放在耳朵上

將耳機置於您耳朵上舒服的位
置，並將耳機往下滑動 (13)。
將聽筒輕輕地放進耳朵。將耳
機指向嘴巴。

滑杆

當您以較低音量或在吵雜的環
境中通話時，使用滑杆可讓麥
克風更靠近嘴巴，改善音訊品
質。您可以使用滑杆接聽或結
束通話。

若要使用滑杆，請將滑杆向下
朝嘴巴方向輕拉 (14)，或者將
其向上推到原本的位置 (15)。

調整音量

耳機會根據周遭雜音自動調整
音量。若要手動調整音量，請
往上或往下滑動音量鍵。若要
快速調整音量，請滑動並按住
音量鍵。

所選的音量等級設定會針對目
前與耳機搭配使用的裝置進行
儲存。

通話

若要撥出電話，請在耳機連結
狀態下以正常方式使用行動裝
置。

若要重撥您上次撥打的號碼 
( 如果行動裝置支援搭配耳機
使用這項功能 )，請在沒有進
7Copyright © 2009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行中的通話時，按兩次接聽 /
結束鍵。

若要啟動語音撥號 ( 如果行動
裝置支援搭配耳機使用這項功
能 )，請在沒有進行中的通話
時，按住接聽 / 結束鍵約 2 
秒。請依行動裝置的用戶指南
上說明進行。

若要接聽來電，請將滑杆向下
朝嘴巴方向拉到底，或按接聽 /
結束鍵。( 要消除雜音，滑杆必
須向下拉到底。) 若要拒絕通
話，請按兩次接聽 / 結束鍵。

若要結束通話，請將滑杆向上
推到原本的位置，或按接聽 /
結束鍵。

若要將麥克風靜音，請將靜音
鍵朝嘴巴方向滑動。若要將麥
克風取消靜音，請將靜音鍵朝
反方向滑動。當您將麥克風靜
音或取消靜音時，耳機會發出
兩次嗶聲。

若要在耳機與相容的連結裝置
之間切換通話，請按住接聽 /
結束鍵約 2 秒。

允許連結至兩部裝置

您可以同時將耳機連結至兩部
裝置。

根據預設，耳機一次只能連結
至一部裝置。若要允許耳機連
結至兩部裝置，請先關閉耳
機，然後按住電源鍵，並向上
滑動和按住音量鍵約 5 秒。藍
色指示燈會閃爍兩次。

若要僅允許耳機連結至一部裝
置，請先關閉耳機，然後按住
電源鍵，並向下滑動和按住音
量鍵約 5 秒。綠色指示燈會閃
爍兩次。

如果耳機可以同時連結至兩部
裝置，而您使用重撥或是語音
撥號功能，則執行撥號的裝置
是該耳機所連結的裝置中最後
一次撥號的裝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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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設定或重設

若要清除耳機中的所有配對設
定，請將耳機關機，並且同時
按住電源鍵及接聽 / 結束鍵約 
5 秒鐘。這時耳機會發出兩次
嗶聲，並輪流閃爍紅色與綠色
指示燈。設定清除完畢後，耳
機會進入配對模式。

若要在耳機停止運作時重設耳
機，儘管耳機已經充電，請將
耳機連結至充電器，然後同時
按住電源鍵與接聽 / 結束鍵。

疑難排解

如果您無法將耳機連結至相容
的裝置，請先確認耳機已充飽
電、已開機且已與裝置配對。
9Copyright © 2009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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