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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如一地为您提供帮助
在以下网站上注册产品并获得支持

 NC1
有疑问？

请联系飞利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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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安全说明

听力安全

  
危险

	• 为避免听力受损，应限制以高音量
使用耳机的时间，并将音量设定在
安全级别。	音量越大，安全聆听
的时间就越短。

使用耳机时请确保遵循以下准则。
•	 在合理时间内以合理音量收听。
•	 听力适应后，注意不要持续地调

高音量。
•	 请勿将音量调得太高，从而无法听

见周围的声音。
•	 在有潜在危险的情况下应谨慎使用

或暂停使用。
•	 耳机声压过大可导致听力受损。
•	 建议不要在驾车时双耳佩戴耳机，

并且这在某些地区也可能是违法
的。

•	 为您的安全考虑，在驾车时或在其
它存在潜在危险的环境下，应避免
让音乐或通话分散您的注意力。

一般信息

为避免损坏或故障：

注意

	• 切勿将耳机置于过热环境。
	• 切勿摔落耳机。
	• 切勿将耳机置于漏水或溅水环境
下。
	• 切勿让耳机浸入水中。
	• 切勿对耳机使用任何含有酒精、氨
水、苯或研磨剂的清洁剂。
	• 如果需要使用软布来清洁产品，可
用少量的水或稀释的中性肥皂水将
布打湿进行清洁。
	• 不可将集成电池置于高温环境，如
阳光直射处、明火或类似环境。
	• 只能使用飞利浦航空适配器将耳
机连接至航空座椅插孔。	请勿使
用其他航空适配器，否则可能会
导致不正确的响应，或者甚至导致
灼伤等人身伤害，或由于过热导致
财产损失。	如果您感到过热或音
频受损，请立即拔下适配器并断开
连接。
	• 请勿将任何插头插入航空座椅的电
源插孔，否则可能会损坏耳机并导
致人身伤害。
	• 请勿在驾驶机动车、骑自行车、跑
步或在交通区步行时使用耳机。	
这样做很危险，并且在很多地方是
违法的。

关于操作和存放温度以及湿度
•	 在温度介于	-15ºC(5ºF)	和	

55ºC	(131ºF)（相对湿度最高	
90%	）之间的环境中操作或存放
产品。

•	 高温或低温环境会缩短电池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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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的贴耳式降
噪耳机

欢迎购买并使用	Philips	产品！	要
充分享受	Philips	提供的支持，请在	
www.philips.com/welcome	注册您的
产品。

包装盒内物品

 
Philips	贴耳式降噪耳机	NC1	

 
带有麦克风和线控装置的音频线，适
合免提通话

 
航空适配器

 

USB	充电线缆（仅限于充电）

 
旅行收藏盒

 
快速入门指南

降噪耳机概述

 
a 前馈麦克风

b 3.5	毫米音频输入插孔

c 主动降噪	(ANC)	开/关按钮	

d 适合免提通话的麦克风和线控装置

a

d

b

c

h

e

g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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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微型	USB	充电端口

f 充电指示灯

g ANC	电源指示灯

h 后馈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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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入门

为耳机充电

注

	• 首次使用耳机之前，请为电池充电	
5	个小时，这样可确保最佳的电池
电量和寿命。
	• 仅使用原装	USB	充电线缆以免造
成损坏。
	• 充电期间，耳机可以正常使用。
	• 通常需要	2	小时才能充满电。
	• 电池电量不足时，白色	LED	指示
灯将闪烁。

将随附的	USB	充电线缆连接至：	
•	 耳机上的微型	USB	充电端口；

以及	
•	 充电器/电脑的	USB	端口。	
 » LED	指示灯在充电期间会变成
橙色并在耳机充满电后熄灭。

 » ANC	打开后，LED	指示灯会变
成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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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耳机

启用/禁用降噪

•	 打开	ANC	开/关按钮可启用降噪。
•	 关闭	ANC	开/关按钮可禁用降噪。
•	 当电池电量耗尽或不需要	ANC	功

能时，关闭	ANC	开/关按钮可继续
通话或听音乐。

连接至航空音响系统

1 将音频线缆连接至航空适配器。	

 
2 将适配器插入航空座椅中的双输

出插孔。
•	 一个	3.5	毫米插孔

使用单插头。	无需适配器。

  
•	 两个	3.5	毫米插孔	

使用	3.5	毫米双插头航空适配器。

  
•	 一个电源插孔和两个	3.5	毫米插孔	

使用	3.5	毫米双插头航空适配器。	
确保将其插入两个	3.5	毫米插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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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数据

•	 主动降噪：混合（4	个麦克风）
•	 ANC	播放时间：30	小时
•	 音乐和通话时间：无限
•	 电池电量不足警告：可用

注

	• 规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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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注意

一致性声明

WOOX	Innovations	特此声明，本产
品符合指令	2004/108/EC	(EMC)	的基
本要求及其它相关规定。	可在	www.
p4c.philips.com	上找到一致性声明。

旧产品和电池的处理

 
本产品采用可回收利用的高性能材料
和组件制造而成。

 
产品上的该符号表示产品符合欧盟指
令	2012/19/EU。

  
此符号表示产品包含符合欧洲指令	
2013/56/EU	的内置充电电池，该电池
不能与一般的生活垃圾一同弃置。	强
烈建议您携带产品前往官方收集点或
飞利浦服务中心，让专业人员取下充
电电池。	
请熟悉当地针对电子、电器产品及充
电电池制订的分门别类的收集机制。	
遵循当地规章制度，不要将产品和充
电电池与一般的生活垃圾一同弃置。	
正确弃置旧产品和充电电池有助于避
免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取下集成电池。

注

	• 在取出电池之前，确保已从耳机上
拔下	USB	充电线缆。

如果您所在的国家/地区没有专门的电
子产品收集/回收机制，则可以在丢弃
耳机之前将电池取出并进行回收，为
环保事业尽一份力。

 
环境信息
已省去所有不必要的包装。	我们努
力使包装易于分为三种材料：纸板（
盒）、泡沫塑料（缓冲物）和聚乙烯
（袋、保护性泡沫片）。	
您的系统包含可回收利用的材料（如
果由专业公司拆卸）。	请遵守当地有
关包装材料、废电池和旧设备的处理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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