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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AND TRADEMARK NOTICE

• Design of device and packaging are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of Zound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AB. © All 
Rights Reserved. Zound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AB i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Zound Industries”.

• MARSHALL, Marshall Amps, their respective logos, “Marshall” and “Marshall” trade dress are 
trademark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Marshall Amplification Plc and may not be used without 
permission. Permission granted to Zound Industries.

• The Bluetooth® wordmark and logos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wned by the Bluetooth SIG, Inc. and 
any use of such marks by Zound Industries is under license. 

• Google Play and the Google Play logo are trademarks of Google LLC.

• Apple and the Apple logo are trademarks of Apple Inc. registered in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App 
Store is a service mark of Apple Inc., registered in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 All other trade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and may not be used without 
permission.

For more legal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is product and to its use in your specific region, and for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Zound Industries and partner & licens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the website: 
www.marshallheadphones.com. The user is recommended to visit the website regularly for up-to-date 
information.

Zound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AB, Centralplan 15, 111 20 Stockholm, Sweden

002 003

免责条款

使用 Made for Apple 徽章表示配件设计为专门连接徽章中标识的 Apple 产品，并经开发人员认证
符合 Apple 性能标准。Apple 对本设备的操作或其对安全性和法规标准的遵守不承担任何责任。

要获得第三方服务则可能需要您与第三方签署单独的协议，Zound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AB 对此
类服务的提供不承担任何责任。

既定的播放时间是使用中等音量播放随机选择的音乐计算得出的。

本文所含的信息在发布时正确无误，有权保留编辑错误。本产品以软件为基础，其功能和兼容
性会在软件更新时发生变化。

Stockholm 设计 • 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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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001. 按住控制旋钮，直到 LED 指示灯呈蓝色闪烁为止。
002. 从您的音频设备的 Bluetooth® 列表中选择 MONITOR II。
003. 下载 Marshall Bluetooth 应用程序，然后按照应用程序中的说明设

置 M 按钮、调整 ANC、自定义 EQ 设置等。

在 Google Play 或 App Store 获得 Marshall Bluetooth 应用程序。

建议在初次使用前，将耳机的电池充满电。

设备布局

001. 可定制的 M-按钮
002. ANC 模式按钮
003. LED 指示灯
004. 3.5 毫米输入端
005. USB-C 充电端口
006. 多向控制旋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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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旋钮

使用右耳套上的控制旋钮来控制音频、启动 Bluetooth® 配对模式、打开
或关闭耳机。

功能 操作
电源开/关 按住 2 秒

播放/暂停 单击

前进 推至右侧

后退 推至左侧

快进 推至右侧并保持

倒回 推至左侧并保持

调高音量 向上推

调低音量 向下推

接听电话 单击接听或结束通话

双击拒绝来电

LED 指示灯

LED 指示灯位于左耳套上，它显示耳机的状态

LED 状态 耳机状态
红-橙-黄-绿 充电 (0-100% 电池电量)

白色灯每 5 秒闪烁一次 开机、连接到 Bluetooth® 设备并且音频暂停

白色闪烁 搜索以前配对的设备

蓝色闪烁 Bluetooth 配对模式

关闭 关机或通过 Bluetooth 播放

给耳机充电

电池电量低时，会发出警报。

通过 USB-C 线线线线线线线 USB 电源进行充电。电池充满电大约需要 2 个小
时，充电 15 分钟最长可以无线播放 5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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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按钮

您可以将 M-按钮设置为在三项不同的均衡器预设之间切换，也可以在
您的手机语音助手或 Google Assistant 中进行切换。

转到 Marshall Bluetooth 应用程序，在 M-按钮设置菜单中配置 M-按钮

注意：您所在的国家/地区可能无法使用语音助手，您需要单独的帐户/
协议才能使用第三方服务。

ANC 模式按钮

Monitor II A.N.C. 利用主动噪声消除 (ANC) 技术连续精确定位和测量环境
噪声，以控制您听到的外界声音。

有两种 ANC 模式。

• 主动噪声消除 - 隔绝噪声，让您专注于正在播放的内容。
• 监听模式 - 听到外部声音以便参与对话或收听公告。

使用 ANC 按钮可快速切换模式。

001. 短按可切换主动噪声消除和监听模式
002. 按住 2 秒以打开或关闭 ANC

噪声消除和监听的级别可以在 Marshall Bluetooth 应用程序中进行调
整。

3.5 毫米输入 

要将 Monitor II A.N.C. 用于有线设备，只需使用随附的 3.5 毫米线缆即
可。连接后，Bluetooth 将断开音频流的连接。只要打开耳机，您仍然可
以使用 ANC。

断开 3.5 毫米线缆的连接时，耳机会尝试重新连接上次连接的 Bluetooth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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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问题 原因 操作
无法配对 BLUETOOTH 设备 耳机没有设置为配对模式。 确保耳机已关闭。按住控制旋

钮 4 秒钟，直到 LED 指示灯闪
烁蓝色。从您的 Bluetooth 设备
列表中选择 MONITOR II。

您的耳机已连接到 3.5 毫米
线缆。

Bluetooth 配对之前，请断开耳
机上 3.5 毫米线缆的连接

ANC 未工作 您的耳机没有打开。 按住控制旋钮 2 秒钟以打开
耳机。

ANC 没有打开。 按下 ANC 按钮 2 秒钟以打
开 ANC。

短按 ANC 按钮以切换 ANC 
模式。

ANC 级别已在 Marshall 
Bluetooth 应用程序中关闭。

转到 Marshall Bluetooth 应用程
序，然后在 ANC 设置菜单中设
置 ANC 级别。

问题 原因 操作
蓝牙设备列表中显示两个 
MONITOR II

Monitor II A.N.C. 使用两项 
Bluetooth 连接。一项连接用于
音频流，另一项连接用于该
应用程序的低能耗 Bluetooth 
连接。

这是正常的，无需采取任何
措施。

耳机没有反应 发生软件错误。 执行硬件重置：

向下按下控制按钮的同时按
住 M-按钮。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恢复出
厂设置。

注意：此操作将删除所有用户
设置，在恢复出厂设置后，需
要重新设置耳机。

按住 M-按钮和控制旋钮 7 秒，
直到 LED 指示灯变为紫色。



MARSHALLHEADPHON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