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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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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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使用 Made for Apple 徽章代表該配件為專門設計為連接到此徽章所標識的 Apple 產品，並且已由
開發人員認證為符合 Apple 的性能標準。Apple 對本設備的操作或其是否符合安全和法規標準
概不負責。

第三方的可用服務可能需要您與任何的第三方達成單獨的協議，且Zound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AB 對此類服務的可用性不承擔任何責任。

既定的播放時間之計算是使用隨機選取的音樂用中等音量播放而算得。

在此包含的資訊在發佈當時為正確，並保留編輯錯誤的可能性。此產品需搭配軟體使用，其功
能與相容性可能隨軟體更新而有更改。

斯德哥爾摩設計 • 中國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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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

001. 將控制旋鈕按住不放，直到 LED 指示燈閃爍藍色燈號。
002. 從您音效裝置的 Bluetooth® 清單中，選擇 MONITOR II。
003. 下載 Marshall Bluetooth 應用程式，然後按照應用程式內的說明來設

置 M 按鈕，調整 ANC，自訂定 EQ 設置等等。

在 Google Play 或 App Store 中下載 Marshall Bluetooth 應用程式。

建議首次使用耳機前，先將電池充電。Marshall Bluetooth

裝置結構

001. 可自訂的 M 按鈕
002. ANC 模式按鈕
003. LED 指示燈
004. 3.5 公厘輸入連接埠
005. USB-C 充電連接埠
006. 多向控制旋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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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旋鈕

使用右耳帽上的控制旋鈕控制音訊，啟動 Bluetooth® 配對模式以打開或
關閉耳機。

功能 解決方式
電源開/關 長按 2 秒鐘

播放/暫停 單擊

向前跳轉 向右壓

向後跳轉 向左壓

快轉 向右壓並按住

倒轉 向左壓並按住

調高音量 向上壓

調低音量 向下壓

接聽來電 單擊以接聽或結束通話

按兩下以拒絕接聽來電

LED 指示燈

LED 指示燈位於左耳帽上，並顯示耳機狀態

LED 狀態 耳機狀態
紅-橘-黃-綠 充電中（0-100％ 電池電量）

白光每第 5 秒閃爍一次 已開機，已連接至 Bluetooth® 裝置且音訊已
暫停

白色閃爍 搜尋以前配對過的設備

藍色閃爍 Bluetooth 配對模式

熄滅 關閉電源或使用 Bluetooth 播放

為耳機充電

當電量過低時，警告將會響起。

使用 USB-C 充電線將耳機插入 USB 電源，為電池充電。電池充滿電約需 
2 小時，而 15 分鐘的充電時間最多可提供您 5 小時的無線播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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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按鈕

M 按鈕之設置可在三種不同的等化器之預設間切換，或者，在您的手機
語音助理或 Google Assistant 之間進行切換。

至 Marshall Bluetooth 應用程式並從 M 按鈕之設置選單來配置 M 按鈕

注意：語音助理在您所在的國家/地區可能不可用，並且可能需要您和第
三方服務間有單獨的帳戶/協議。

ANC 模式按鈕

Monitor II A.N.C. 利用主動降噪（ANC）技術不斷偵測並測量環境噪音，以
控制您所聽到的外界聲音。

共有兩種 ANC 模式。

• 主動降噪：阻止噪音，並專注於正在播放的內容。
• 監控模式：讓外界參與對話或收聽公告廣播。

使用 ANC 按鈕可在不同模式之間快速切換。

001. 短按切換主動降噪與監控模式
002. 長按 2 秒以開啟或關閉 ANC

可以在 Marshall Bluetooth應用程式中調整消噪和監控噪音程度。

3.5 公厘輸入 

要將 Monitor II A.N.C. 與有線設備一起使用，只需使用隨附的 3.5 公厘充
電線即可。連接後，Bluetooth 將為音訊串流而停止連接。只要您的耳機
為開啟狀態，您仍然可以使用 ANC。

當 3.5 公厘的充電線停止連接時，耳機會嘗試與最後連接的 Bluetooth 設
備重新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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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問題 原因 解決方式
無法與 BLUETOOTH 裝置配對 耳機未處於配對模式。 確保耳機已關閉。按住控制旋

鈕 4 秒鐘，直到 LED 指示燈閃
爍藍色。 從您的 Bluetooth 設
備列表中選擇 MONITOR II。

您的耳機已連接至 3.5 公厘
充電線。

配對 Bluetooth 之前，請先停
止連接耳機上 3.5 公厘的充
電線停止

ANC 無法正常工作 您的耳機沒有在開啟狀態。 按下控制旋鈕 2 秒鐘以開啟
耳機。

ANC 未開啟。 按下 ANC 按鈕 2 秒鐘以開
啟 ANC。

短按 ANC 按鈕以切換 ANC 
模式。

在 Marshall Bluetooth 應用程式
中，ANC 級別已關閉。

至 Marshall Bluetooth 應用程
式，然後在 ANC 設置選單中設
置 ANC 的級別。

問題 原因 解決方式
BLUETOOTH 設備列表中有 
MONITOR II 的兩個實例

Monitor II A.N.C. 使用兩個 
Bluetooth 連接埠。一個連接於
音訊串流傳輸，另一個連接於
該應用程式的低耗能 Bluetooth 
連接。

這是正常行為，無需採取任
何措施。

耳機沒有反應 發生軟體錯誤。 執行硬體重置：

向下按下控制按鈕的同時長
按住 M 按鈕。

如果問題仍然存在，請恢復原
廠設置。

注意：這將刪除所有用戶設
置，並且在恢復原廠設置後，
需要重新設置耳機。

長按住 M 按鈕和控制旋鈕 
7 秒鐘，直到 LED 指示燈變
為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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