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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your headset
Answering incoming calls
The HS will ring when a call comes in. Press the multi function button S1 to
answer the call. The green LED will flash fast (once a second) while the call is in
progress.
Transferring calls (Available if supported by your mobile phone)
During your call, calls can be transferred from the Bluetooth phone to the HS
and from the HS to the Bluetooth phone.
To transfer a call from HS to the Bluetooth phone, please follow the operating
instructions of your phone.
To transfer a call from the Bluetooth phone to the HS: press S1 once; the call wil
be transferred to the HS.l
Muting the microphone
To mute the microphone during an active call:
●Press the volume control buttons S2 and S3 simultaneously for about a second.
A periodic beep tone will be heard while the mute function is active.
To end the mute function:
●Press the volume control buttons S2 and S3 simultaneously. The periodic beep
tone will stop.
Ending calls
Press S1 to end an ongoing call. After the call is disconnected, the green LED
will flash once every three seconds.
Voice dialing (Available if supported by your mobile phone)
1. Make sure the voice dialing function is properly set up in your mobile phone.
2. Press the multi function button S1 on the HS shortly.
3. After hearing the voice dial signal (four tones low to high pitch), say the name
of the person as recorded in your mobile phone. The call will be connected within
a few 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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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aling the last dialed number (Available if supported by your mobile phone)
To redial the last dialed number, press and hold the volume down key S3 for 2
seconds. A short low tone will indicate an attempt to redial.
Rejecting incoming calls (Available if supported by your mobile phone)
To reject an incoming call, press the multi function button S1 and hold it until you
hear a long beep tone, then release it.
Adjusting speaker volume
During a call:
● Press and release S2 to increase the speaker volume and
● Press and release S3 to decrease the speaker volume.
A key tone will indicate any increase or decrease of the volume. A higher pitch
signal tone will alert you when the volume level reaches its maximum or minimum.

Wearing your Bluetooth headset
Wearing options
The Bluetooth headset can be attached to your garment with the metal clip or be worn around the neck.
To change from clip on style to necklace style, attach
the neck strap in three steps:
1. Attach the Y-connector (S6) to the earplug cable
close to Bluetooth device.
2. Attach the slider (S5) to the earplug cable beneath
the clip (S 4).
3. Fix the slider position by attaching the clip (S4) to
the earplug cable.
You can detach the neck strap from the earplug cable
at any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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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機/咪高峰纜綫

夾子（S4）

頸帶

單聲道藍牙耳機
SHB1300型
感 謝 閣 下 購 買 飛 利 浦 最 先 進 的 藍 牙 耳 機 。 使 用SHB1300型 耳 機 ， 閣 下 便 可 以 使 用 具 備
支援藍牙功能的手提電話，進行通訊無間的免提通話功能。本使用手册將協助您快速啓動
耳機，並獲取最佳的性能。

開始
耳塞

滑動器（S5）

替耳機充電
在首次使用耳機之前，請將電池充電6小時，以達到最佳
的電池容量及使用壽命。

橡膠耳帽

揚聲器

Y形連接器（S6）

只可使用原裝充電器（5V）替耳機充電。使用其它充電
器，可能會損壞或破壞耳機！
將交流電配接器插入電源插座，將充電器的纜綫，連接
到耳機的直流電插孔。在充電期間，LED指示燈將會持續亮
起紅色。一旦指示燈熄滅，即表示充電完畢。標準的充電時
間是3小時。

咪高峰
直流電源插孔

如果電量降低，耳機的LED指示燈，便會閃現紅色，同
時每隔數分鐘，您便會聽到一次嗶嗶聲。請您在通話結束後，
再次為耳機充電，因爲一旦連接了充電器，耳機便會進入充
電模式，可能中斷正在進行的通話。一旦電量耗盡，只有連
接充電器，才能啓動耳機。

多功能按鈕（S1）

將耳機與流動電話進行配對
在首次使用流動電話前，必須將藍牙耳機與流動電話進
行配對。通過“配對”過程，便可在流動電話與耳機之間， 建立
獨一無二的加密連接。

LED

增加音量（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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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音量（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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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 開 始配 對前 ，確 保已 關閉 耳機 、充電完畢和與充電纜綫分離。
2.如 需 啟動 配對 模式 ，請 持續 按下 多功能按鈕S1，直到LED燈開始紅、綠交替閃動。耳機
將 會在 配對 模式 維持4分 鐘。 在4分鐘過後，如需恢復配對模式，請重複上述步驟。
3.根 據 流動 電話 的操 作說 明， 開始 配對過程。該過程將會涉及進入一個名為“Setup”、
“Bluetooth”或“Connectivity” 的功 能表，請揀選該選項以發現或搜索藍牙設備。當數秒
鐘 的搜 索時 間過 後， 閣下的 流動 電話，應顯示已找到“Philips SHB1300”的字樣。
4.在 流 動電 話選 擇耳 機時 ，必 須確 認配對過程，和輸入一個密碼或PIN碼。請輸入“0000”
（4個 零） 作爲耳 機的PIN碼 。
耳機 的LED燈， 將會 每3秒鐘 呈現綠色閃燈，這表示配對成功。如果您的電話提示您，
是 否想 改變 耳機 的名 稱， 您可以 確認“Philips SHB1300”或進行更改。現在，您便可以隨時
通 話了 ！

使用耳機
接聽來電
當有來電時，耳機便會響起。按下多功能按鈕S1，便可接聽電話。在通話過程中，綠
色LED指示燈，將會快速閃動（每秒一次）。

轉駁電話（如閣下的無線電話能支援此功能）
在通話期間，你可以從藍牙電話轉駁來電到耳機上，也可以從耳機轉駁來電到藍牙電
話中。

如 果配 對過 程沒 有按照 預期 實行，請關閉耳機和電話，並等待10秒鐘。然後再次啓動
耳 機和 電話 ，以 及重 複1-4的 步驟 。

如需將來電從耳機轉駁到藍牙電話，請根據電話的使用說明，進行操作。

啓動耳機

如需將來電從藍牙電話轉駁到耳機：請按S1按鈕一次，便可將來電轉駁到耳機上。

當 耳機 關閉 時， 請持續 按下 多功 能按鈕，直至綠色LED燈亮起1秒鐘，你便會先聽到一
聲 低音 ，接 著便 是一 聲高 音信號 ，這表明耳機已經啓動。當耳機啓動，綠色LED燈便會每
隔3秒 閃動 一次 。

關閉耳機
當耳 機處 於啓 動狀 態時， 持續 按下S1按鈕3秒，你會先聽到一聲高音，隨後會聽到一聲
低 音， 這表 明耳 機已 被關 閉。在 鬆開S1按鈕之前，LED燈會一直保持紅色。

連接藍牙耳機
在 初始 設定 時， 只須進 行一 次配 對操作。在進行初始配對後，請按照這些簡單的步驟，
將 藍牙 耳機 與流 動電 話連 接：
● 確 保已 啓動 流動 電話的 藍牙 功能 。
● 啓 動耳 機。
幾秒 鐘後 ，便 會建 立耳 機 與流 動電話之間的連接。如果流動電話提示您是否接受與耳
機 的連 接， 請確 認此 指令 ，以便 建立藍牙的連結。現在，您可以隨時進行通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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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咪高峰靜音
如需在通話期間，將咪高峰靜音：
請同時按下S2和S3音量控制按鈕約1秒。在靜音功能啓動期間，您將會聽到定期的嗶嗶聲。

●

如要結束靜音功能：
請同時按下S2和S3音量控制按鈕，定期的嗶嗶聲便會停止。

●

結束通話
按下S1按鈕，便可結束正在進行的通話。通話完畢後，綠色LED指示燈，便會每3秒鐘
閃動一次。

語音撥號
1．請確保流動電話的語音 撥號功能，已經適當設定。
2．短暫按下耳機上的S1多功能按鈕。
3．當聽到語言撥號訊號後（4個音調－從低音到高音），請讀出記錄在流動電話的人名，
只須幾秒，便會接通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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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調校頸帶的鬆緊：
開啟夾子（S4）
● 將耳塞纜綫上的滑動器（S5）往上或往下移動
● 用夾子（S4）固定您須要的長度

重撥最後撥出的號碼（如閣下的無線電話能支援此功能）
如 需 重撥 最後 撥出 的電 話號 碼， 請持續按下S3音量减低按鈕兩秒，你會聽到一聲低音，
表 明正 在進 行重 撥 。

●

拒絕接聽來電（如閣下的無線電話能支援此功能）

要想佩戴舒適自然，請從隨機附送的三個橡膠耳帽中，
選擇最貼合耳朵形狀的一個，幷將其固定在耳塞纜綫上。

如 要 拒絕 接聽 來電 ，請 按下S1多功能按鈕，直至聽到一聲長的嗶嗶聲，然後鬆開該按
鈕。

調校揚聲器音量
在 通話 過程 中：
● 按下 並鬆 開S2按 鈕 ，便 可增 加揚 聲器的音量。
● 按下 並鬆 開S3按 鈕 ，便 可减 小揚 聲器的音量。

疑難解答和支援

如 果您 聽 到按 鍵音 調， 這表 明音量已經增加或减小。如果音量已達至其最高或最低級
別 ，便 會有 一個 較 高的 訊號 音調 提醒你。

疑難

可能原因

解决方法

藍牙 耳機 沒有 啓 動。

電量 過低 。

替藍 牙耳 機充 電。

佩戴藍牙設備

與 流動 電話 之 間沒 有連 接。 藍牙 功能 被取 消 。
流 動電 話找 不 到耳 機

佩戴選項
閣下可以用金屬夾子，將藍牙耳機附在衣服上，也可以
掛在 頸項上。

1.將Y形連接器（S6）連接到耳塞纜綫上靠近藍牙器材的位
置。

重 撥功 能不 能 操作 。

閣下 的流 動電 話 ，可 能不
支持 本功 能。

語 音撥 號無 效 。

閣 下的 流動 電話 ，可 能不
支 持本 功能 。

2.將滑動開關（S5）連接到耳塞纜綫上夾子（S4）的下方。
3.將夾子（S4）固定到耳塞纜綫上，以便固定滑動器的位置。
在任 何時候，您也可以把頸帶從耳塞纜綫上拆下來。

耳機 可能 不是 在 配對 模式 。 按照 上述 的步 驟， 將耳 機設
定爲 配對 模式 。
（耳 機只 在配 對 模式 約4分
鐘） 。
配對 功能 被重 新 設定 。

如需從夾子的固定方式，改變至頸鏈的佩戴方式，可按
以下 三種步驟，佩戴頸帶：

啓動 流動 電話 上的 藍牙 功能 ，
然後 開啓 耳機 。

按照 上述 的步 驟， 啓動 配對
操作 。

*請瀏覽www.philips.com/support 網址，以獲得更多支援訊息。

規格
可充電鋰離子電池
符合藍牙1.2、HSP、HFP
範圍：達33英尺 / 10米
標準備用時間：7小時
標準通話時間：長達200小時
標準充電時間： 3小時
如果設計和規格有任何改變，恕不另行通知。通話時間和備用時間，可能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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