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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充繹 醢 万 耳 輯

何为降騸
讎噪甩路通這的置変克风实际感蒞外部噪音 并向本机岌
送相等且相反的消除倍弓． 降躁效杲在非常安靜的坏境下
可能不明噩 或可能佘昕到＿些噪音． 视佩戡方式而定，
降噪效果可能有所不同， 或可能度出嗡嗡声 （振暐） ， 在
此情況下诗取下本机 然后三新債戴．

甩池l主憲事項

孩没耆可以由 內賈的可充甩埋甩池供屯．
第一次使用前， 诗至少給没各充屯8小时
．充宅宅湉只能在成人器督下迸行充車．
．只能使用附帯的 M,oco USB 屯緻給屯池充屯．

不正确的充屯可能令換坏甩池和没各．
．溍勿试圏打升可充甩屯池或屯池組， 那里固没有可用的零件．
．将屯池放在） L童不能接舶的地方。 如果吞咽， 清舄上至1逗

院治ff.
．淯勿将屯池丟入火中， 否則可能令岌生爆炸．
甩池如果抵坏可能也合爆炸， 清櫃据翌地情況赴理成定。

严品參啟
負裁隕抗• 320 
S/N >1 05dB 
顫率范围 . 20H,-20KH, 
支持 盔牙 L,� ,
歸噪最大深度Kl因B

Designed 1n Japan 
:,,-,,-:, .. 式芸社

甩）也容量： 750mAh 
使用吋阅 40H(汗盔牙，不汗降噪）

20H(升益牙，玕降噪）
35H(不升盔牙 升禱噪）

＊以 丑H担五珥自实騶童， 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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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犍消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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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甩
在使用迥程中， 若缢到仅紅刃伪嫲时， 表示耳机屯量近低，
漬您充申」司睏 ．
紅刃
充屯时祠 约2小时
薑告， 本户品．回允甩皐滑""干蕾赴雷 以保國""拥， ＇a<、妄泥

甩池放入火中， 以免引起煒炸．

升天机

藍打常亮 ＝ 已充濤申

功能

升机

矢机

降噪打升

降噪美优l

操作

伕按多功能犍约3秒

K按多功能這约3秒

拔沏降噪升哭至ON狀态

拔劫降噪升芙至OFP-lt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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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打

盔打亮 1 秒

盈打亮 1 秒

緑打常亮

緑打熄天

五牙配対连接

1 按照如下掾作使耳机迸入配対懊式；

功罷 操作 播示打

迸入配対模式 丨 升机禾连擾布下'"按多功龍毽5秒
1

紅罕
天机狀态下氏按多功能鎏7秒 藝伪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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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操作

功能 耳机狀盃 操作

接呀釆甩 釆甩齣鈴 短按多功能鴇

拒艳來申 來甩齣鈴 妖按多功能鴇2秒

挂IIJj米屯． 遹话中 短按多功能鴇

喚醴语音助手 已连接没畜 三子多功能鴇

天阅语音助手 天切语音助手 ＝士多功能鴇

增加音量 播放音示 短按 十 犍

減少音量 播放音示 短按 － 犍

上一 曲 播放音示 敉按 － 犍

下一世 播放音示 K按 • Ill

暫停搐放 皙停播放 短按多功能鍵一次

恢夏播放 播放音示 短按多功能鍵一次

注烹：
＊盅耳机音量礴至最大时， 您云』囯,.,机自帯的搵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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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a in音頻模式

孩冝机支持Uc, ;c音颎綸入， 使用35 - 35音頻綬将冝
机与音示播放器连接， 即可以有綫收昕音示．

在Lmo m 音頻緑连接狀态下可以卉启降噪功能

注·

判使用'·"""'盲氐�""- 耳机玘芙狀， 操作按毽元功館．

外接没夤

D音三三�•--,� 
母7接充屯

CS
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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苕 助

手机千一桿...伯寸且机
吡五郎 盔牙耳机不在升机待搜索狀态
解決方法： 从充屯盒中取出耳机， 耳机自兩升机迸入21'耳机旳
互相配対嶧 并完成配対
耳楫只朧擡明龜话咸只顧呼罩
'」鼢凪因： 耳＂頃羽；繕遠或者手机程序措淚
臍決方法： 1 芙困缸且机， 再重新并启

' ""手衽苧 再重新打升，
3 手机重启后， 将手机里蘆牙存情的所有配対瓷
料溍除， 再重新迸行'""迂接

耳＾有"'"
,」'"'"郎 1 盔牙耳机音夏或手机音匱乩丁｀低狀态

2 蓋牙耳机与手机连接昪常
3 蓋牙耳机不在有效工作范围之內

蔦決方法： 1 调节手相上的媒体音量
2 声耳机相手机量新配対
3 保持耳机位干手机,0米范囯內使用 ， 旦中同元任何
薩禮物

声·""'"好
, "'讜郎 手机信弓弱
齲決方沉 換地巨再芸瀉便用
充鬼打不亮
可能凪启 1 板时冏未使用

2 耳""'""'可机肚魚盜擇ii泅J
鳶函去 1 靈连旦祺遏充軑约30分純 j'.)才合，

2 珥摔－治有机至充屯收納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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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莽与维护

在使用时， 调阅涙以下廷汶有助于您逄守保仔．系蒙， 并延K
户品的使用牙命。
． 保持户品干燥， 勿将放在潮湿的地方， 以免影喃户品內部
屯路 需避免If"刃,.祜或出汗絞多时使用本户品， 萌止汗
水滲透到户品內換坏本严品．
· 勿将户品放量在太陀哂射或者温度高的地方。 高温佘縮短
屯子部件的使用志命、 損坏甩池、 使某些塑料部件変形。
· 勿将户品放在迥冷的地方， 以免損坏內部甩路板。
· 勿试篦拆卉严品。 如果非寺亜人邑， 可能合挨坏户品。
· ·' ""' 彊烈振劭、 用砈体擅士户品， 以免佘振坏內部車路。
· 勿使用烈性化半肘品、 溍沄刑溍沄耳机。
· 不要用尖体在严品表iffi上亂划， 以免換坏外売和影咆外划。
如果严品不能正常工作， 洒将萁涙罕1吋的合格维修机內， 工
作人民佘葱心唔恋解決何廷的。

保修佘例

本户品有效保修期为 自出色之日起＿年內， 在保修期限內正
常使用和维护allif見下， 机器本身机件材料及功能出班同顆，
岌生故障， 經查厲实， 本公司将提f共免畏修理乃車換零件。

本户品的保修不适用干

A 耳机已超出保條期，
B 用户 －按賑況明指帘妄求， 造戌耳机析翦 外売破擴；
C 未經本公司授校自行拆裝， 修理， 改劫佳杓；
D 充法提供保修卡及消戾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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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因 自然突害等不可抗力 （如地展、 火夾） 原因造成的严品
故障或振審，
注6衊臏夯不包含户品,,浦仔a•及在T震供上mrrn,�

保修反愤表（勾造）

A 耳机充声音

D. 元法配対没各

F其他

................. 

B 音藍変差

E元法充申

C. 按還充法操作

、^Japan �"" 

Alwa El,c<coalcs la<'I Co., Ltd. 
E><pl oc, m,,. at www」"'��a.com

用户灼妥时阅

筠实約經悄商

冏聽屮唧时囘

用户联系方式

一 a -

、̂
Japan � 凸訌

What is noise red u ction? 

Tha coise瑱起cctioo cicw,tactual'r蕊亟 �,.,,,1 ,0蕊
thcocghtce ooilt-ic mio·c,c扣,,e acdse心so, eqwl acd
叩氐�,媯洱�llolu , sig隕l tothe cclt.

The crnse 成cctioo effect may cot be , ulicocUle ic ""'Y 
叩ieten,il,",,., ,Loocsm,e coise m., be h蕊咋i

Dapa,dlcg oc oowy叩waac lt, tha co區 面cctlooeffact
画硒， ocyou m匈 四 1頭U繡Jog), le叩oh函蹲
厐 祐a ccltacd tha, w磁］哺 agaic.

三
Designed I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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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s for Attention On Battery 

Tlte d叭1函 函n 以3 內泗r函 切 a bollt-lo ,這;a,·-la llthlom
b禪＂ 媯唧 咋 函ce foc 詛 l縐'" """ "''"' 區1-
t,me = 
•=1,a; """'""'"""°"""" 面a函i ocdecadolt
鉭俘Nlslm.

ea,,, 咋 alldcl,叫 T11»-C cable ra, be 寧 to ch窪ge the
bette,y W囤= ""'''"' '"'沁 1,--,l•l- h�,c,這a屯'"'
函" ''國ga b西蕊 aod eqc,pme吡

.,, ,,, ,, 回pl to o囷""""''辺ole wll, 氐5一
宓函Thece ace co oseb• 俘,rts ic it.

• - the 國廿e,y o<rt of roach ofch, ld"'' 廿m,ldcen
辜llowed lt, pl琛迎3 缸鼢th細 to the隔pllal l,,,,,,,Jete,.

e>o oot th面tte balte� loto the,ce, othe<wloo lt o啲 苞plo
de. 區區b mey eeo e.•plocle if氐加' '"比.,,J, plooseh年le
'"' '"印""' '' �丛,,」,,,g to l邙沮l w,,J,Llu,s,m 面曲祉'""'

Product Pa唧ll&lef
lmd ll1j,.Ja,�, 320 Be出可 Co四頃> 750; 油
s;, -,o5da Ra,,"= '°'缸ornO-
emq,.mo, raogo , 卟七－ ｀硒 �� 訌0- , '"吋

So宓" '""硒， ""' " 2笠誤已芸菩：：：
M=om ooloo d頭,ctoo, ,-'35"3 躅,,�c::譚芯｀ 霑苫,

,
'"'' """。 硒 amallm,m術' ""'"'"''"' 缸 '"'··- ""'

Indications 面 Function K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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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 /, �'\c- ""-圧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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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harge 

""''屯 tt-e coo.ooethe 函 Ill/,邗,.,log l面函蕊that距
因糾辜 區埭,ryis too l唧， p區� ,� ,面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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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m on/ Turn off 

'"'"''" Op"忒Ion lodl函邙 light

二，Tom oo 

Tom off 

Bluetoo1h pairing connection 

1 Ma迤 the h88宓頲 e吡紅成0 宓 ,c,og mode =O只」 to
foll吶叮J v西"''""

'""'心l Ope,aL,m '"°'"Lu' light 

日面 l可O Too邛 hold the m,lt和'"'""

palclcg ,rode 1 ,,tt西 ' """'' 吡, �, Al面面cg
1-'"�l o oo, Tooch & hold�, n忍- af rnd
=It和cciloo b尹和c7=>k acd bloo
_ ,  頃 IHIIII一l o off 

2.0函 ooll p心e B國ooth �d一一�
Ch= the EB-睏邸 鹵hcg 而缸loc. T頃 月「一面ll be hoorn afte; o,�丑L -"locllol店m這 lce lght ¼ill
囯 転ly.

* '� 

這ii;E
'""''°" 

""-1cg 函,,

Refuse calls 

q硒tioo
Shcrt p-函s the
叩It和'"''°" b頃面

罩薴 咋
bcttoo ro, 2一

三三:1:三三I�言＇

II的rl;.et 忒""'

T""1,lue rlcg 

T� 屮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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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二
-
嘖眜汛,,哼d距l尼心非U面 ""'朊m成m,m,,wwm
溈.,,试比元¢00,.J

Una in audio mode 
晊陴啤霏rtsu,, ,, 尹0 1,.,, ,函"和""""""'°""
m蕊磾 a35-35aoolo。心1,, that.,)W画II画tom函
wl� I泣'"' 這U四面e
Th>oo,oo面,crrn园0面 四函 ，｀面西eudoL玲n
Is,」心因
閹西OO瓚咋緬m郅。磁， 而一國切面
""•'""中止心直m心jd 洫m缸函

External Device Connection 

D
碸叫00

ACX 嚀'"

o:、[

INSTRUCTIONS 

Tho -0, 0,ooo 五m面 罈面 和 Ph汨吋h 碸社，"''
Th, r�tLt, """""'· Pio""'栢 OO画 . ,邙 - "'
oo -,JoJ 
范olloo, 心""'刁它 函,,� -- - 咋 心咱� - 咋
�,µl,a,� 印如面�lf( rums O\ Ca」,,-- h硒 '""''"'
rrsm�. E, 區 lho ITT乓l pol,ag 油式� or , �屮,,,_
Ea..,. oo, ,a, ooa.." � 佤 心 '"' "霏� "' """'
Th, r�ILI, """""'· a彧'"" 邙rn, fuc �a" rr """'°'''
0成「 ,o, moo屿 心OO
Soolloo, I . T= o廿 廿e PI•日..n, ..-buta ,  面 ,_.,,

2. fom ott tha 袒,oo PI沼洲 面 ·� 的 t
画 "'

3. Aite, tt, phooo ,, 乩心 to da函 '" 面"'' '成玲
叩ch at磾 lc fua bl叩如oth pha,a, acd <h面 區
pa「面g 玲 -"~

No oo, 澶 from oo巾,.. 
Tho r-:Lt。 n......,. t Bl琿¢曲 宅邳, �l= rr pha,,

�,� 1, at its 际虱 苧
2. BI� 心th 絳·�蕊 acd mablla ph咋

w,�u .. , 虛 "'�"'"
3. s,�wn, 函'"" '' "" 面'" 佑e

汨"函 """'"' 頃
縂otioo, t 改,,. 咋 m起la 叩Cma oo tor phooo

2. Bla函魂 00巾ads arn pha,, ,,,..緬"'
3 陴p tha �""'= �•ic to metem of 昀 mobile

pha,, 畑ho邙 '"' "'十 1-, ,c tha mddla.
"'""' '' 兩 '""'
The r�tLt- n....,,. 加 moblla phrr庠 slgcal s 嗪紕
迢otioo, Chacga tha a啤 a,d t,y 珝申
c,,.,.,. 11叩 士「t ooloo
Tho P<磷ibla ""'°"•· t . Nof �函 f叮 a locg ti面3

2. T澶 曇,wcis 咩 區d母J ot t澶
1造"'''''° w"�• •呤 成 "'�函

忥otloo: I Yoo 画 ro w,己 Iha Jo心 ID 頃可3 缸
a以 30 而-. tha l,伊 面" 蕊 m

2. Re,,�'""' the em,Js to the J. 甩'"'• 

MAINTENANCE 

Pleare 啤d thefollow,agso臨ect,oosto helpyco wmply吡hthe
wacraocy aod ea<eod <he l,fe ohhe prodoce 
, Keep由e prodactdoaad do oct plare Tt io a dampplace, soas
occto affect<he !a<ecoal ,  泚oTtof<he p,oooct ltTs oece辜户
aw,d os,ogth,s prodoct docTog To<eo頤 啟ecdse m swea;,ogro
p,�eo, 硒affrom pe面1a1Tog ,01C the prodoctaod damag,og
<he prndoct. 
, Do oo< prarethe prodoct T o a place 螟po率 Mhesoo och,gh
<empeca<aes. HTgh 囝m函唧""'" '''迤n 出e lTfe cfelectrook
mmpooeoc, dam a怨 batt,.,es, aod d西,m some p區tlc parts
, Do o,< place<he p,oooct ,o a mld place<c 卻rnd damaaogthe
Totemal c,rooTt boacd. 
• Do omnempno dTsa�emble1he prndoc<. lfyoo ace"°" 
profes;,ooal, yoo maydamagethe prndoct 

, Do ootdrop, s<roogly,Tbmte, o,h"'he prndoctwTth hacdware 
ro a,md dam,.og,o臣mal c,rooTs
• Do oc< o� 厐面 chemTQ劻cdc知�"crod臨訕e headp比oes.
, Do ootosesha, ,b」,cts oo<hesodaceoftho p泅octro awTd
damag, fC<he oo<ecmTogaod a眼ctmeappeacaore
IHhe prod心dres ootwo•pro茵,,, ,,繹疣蕊od 研oyoocqoalTfied
紐面吟缸Tlfyaodthe辜ff面llbehappytohep洳叨區the p心lem

WARRANTY 

Th,s prodoct ls c硒面 oode,wa,raofy ro,a pe,lod olooe浪"
rrom <he da;, of sale limited ;o oo�al "" aod mamteoaoce 
of;he machloe parts, mateoals aod fooctloo,.Problem,aod 
偏'"'" 璋''"函 opoc 面Tf,e,ldeo;llica;loowll l be p=lded l,ee
rnp,,,aod rnplacemeo,pa虛

＇ 

THIS WARRANTY DOES NOT APPLY: 

(a} <o a pmdoc< <ha< ,soo<ofwa, 閾ofy,
(bl Co damage rao�d by ope,a,;og<he pmd,c<o-'ide<he 
pemtt母 m ,o<eoded os� d名rnbed 切 REM邸，
(c} toa pmdoctthat h苾 beeo d,sa$embled, repaied oc cclitt函
w,thoot<he aotho"aat,oo of REMAX; 
(d} ffw,.,, 吡y rn,d aod pmof of p,兀ha萃 rnooo< be pe�o<ed,
(el Co damage caosed by ""hqoake, floe or n<hec ea<emal 
""'�· """"''""'""· '比

,m., ,-,wa,raocy .... 000,,d,de aroa,ct�"'"""w平'"" 成 oo< a=od• oo-•� •"-"'"oo�,一·�·

.A. A,WA 泗洹""""""'和"" 面面切 .,..... ,., .• 

WARRANTY FEEDBACK FORM(TICK OFF) 
A. No rocod B. Socad qcallty dete,iorates 
C. B,ttoo mal·fcoctloo D. Uaableto palc othe, d研Ice
E. Cao oot rechacge 
F. othern 

A.'-'-". Japan . 區1

Alwa <lee"°"'" '"''I Co., C,d, 
Explo,e mo,e a, www.iO,�w.a.com 

B,yi"gUme 

"''''" ''"'' 
Time ofpmblems 

Use「s coetact iefo

.A.'-."'-. 
Japan 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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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d 1n Japan 
云".. 式去吐

/ -{ ;;(_ 1) 夕夕 ;, 3 ,' 七 ［忒

」亻犬」 ，夕 汐 三 /屆路似 內蔵'?-1'夕老介l,T之IC外部
j-{大在感汨 U、 ""卫二o/ HC反対初湘课涓扞子宅送信 L志寸．
非常IC諍D溈環境-OIV-1'A1il.Jl!,JJ采b洎立左忿U場合b戏U
奈克 這力法IC� o "CI忒」-(;(') 夕夕O'S /効果力國忌塲
合、 -;t- 、CcC1?音 U1-1' 7C-s- a :,J 邡士石場合力\,;')
圭寸""、 取＇）外l,T再度裝著 七r< t,;;-c,.

」 j ,y 'j'- 1) -注意事項

乙O裝置l志內蔵O充畫可能t.J.U子力A葷池t電力在供給""圭
主 初/OT使5前IC, 少忿＜ 七七8晦圉充il!l,T ( tcceC1.
．充霓11o/'i''J - 這大人O監督0下-O l,/J、充冨t吉京乜Ju.
eJlo/'i''J-老充霉寸'<>IC!a付展<JJMan lffi'T-7肌更用<J)iJ,
t才． 芷l,(尪U充電l;i/ls示')-t謚備之碳f頁寸為恐埡lo•JU。
•11•, 子 ') -to」 痧 子 ') -0)乜y 卜老開It-ca,忿c1i:;<tctsc1.
'l'<JJ中lcla使天石釀品力戏刃 圭廿九．
•1 的 子 'J - la子供力憮財寸,,, t 乙 � IC置c1-c ( t,;;-尪 飲治
迏t,S、 寸<:le病院＾治療 l,T (t巴古"·
•1 1-, 子') -在火O中lcJ-..tit,c,c<tctsc- 爆発寸运恐n力戏
，」去寸． 罈 l,T节爆発寸石恐机碑9圭寸． 珮地0規定IC�o
T宅処理l,T(杞古"·

製品仕樣
負荷-roe-少，又 320 ,,, 弓 ＇） 一吝. ' 75()n'l;
SIN ,, 呻 l駰"•』 一蛇才｀，仁c.
RS項泗l 硒宓 N迢法7

--老才"'"·
寸示－ 卜' 7JC- 痧 -:,. "" " 」,_,.,.,,,」，和
N;(缸油是」""",-'35<il 一心c.

，"'"'''"""""" 
｀辻祠-•"··'"" ""'屯 之警考＜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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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能永夕 ；；1::.-{;;",)'T一 夕 一

荃＼
．一－ ， 函」，一一

，� ,f 

, 、 -

［ 
� 乙=•=�;:;:"•m

， 鹵，二 戸�L二f
充電
使毘 屯 赤D1'C/Y7一夕一汨祜恃減L,n�c、 "" 冴勺 卜
iJ)J痧于）畫不足七LJ'JClc污． 充l,'Cb"'>使oc<tc'i,\,、
郿,:,,;;夕一夕－這＝充電中
靑1'C/5!夕＿夕＿蒜en�允

－
元」

充電時間 約2時間
晝告 ～允電•J胆,,,,,, 一'"""''机"l,、 '!廿..」因洛免�.、
厙，l;;己這丶'"'"氐老火仁入h忥,,<...、

電溉才';//才7

鱈洹y和 l」心」�?',曰、刀3/',�.,,,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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緑分消仃

Bluetooth«7 ') :, '}"接続

1. 次O操作!ct花""' Si,•; f--OXY'J 、,,,壬- el乙,._,,去寸．

'<7 '! , <  
霆才，咽鼬馭湟湟薑 赤七百力｀交l

•- 日 入U· - 1-., 這正
L 葷配七,..... 多橚能R夕,.,秒尉皐

1 立這

2羣QlBl這"'''開"'、 A-設憫老検索寸�
由苞eC71Cl,c接続U 、 成功L,tc5音b鴻仞始叻
未主 膏(JJ7��誣, < '! 七繹U去寸．

�□ :e:�:: 造［

•'-7')>� 沄沛睬汛""''-7')、✓�·一 粒終了 切£可．

子0後5分團毛接縞U忿U場合. �, ,乜， 卜"自動的仁才71�詎）走主
．又,- 卜7才"" 「"7(JJ;炆?- 潛入力 er<�•凶 提示''"'
5、 「=, 在入力U氐,-,
-�7•) 、,�,霑7才石七、 �, ,乜， 卜七;,.,- 卜7才，｛齿達"'""
严"'"'主 今度使,葭. �, 囹五 卜［土品出轰訊」花設備IC自
IC扁,,,頃寸． - 3 -

機能操作

欖 操作 �,」万－夕一

電話IC出迢 呼d出 L音 多機能示夕0,1'押L

電話拒否 呼廿出 L音 多禮能永夕:,,在2秒長埤 l,

電話在切斯

音声7y;;<.夕
y 卜老起動
音声7Y又夕

Ll:12 

音量十

通話中
-
T1J豺,,_

接面，7
章S,;,,
夕、J 卜才7

音楽再生

多欖能木夕:,�押C

多襪能禾夕｀＇宅3回押L

多機能木夕0,1'3囯押L

十木夕 、/在神 L

音量－ 凸楽再生 －求夕、」老押C

前O柚 音楽再生 _,,, 夕 ｀」在長押U

次(J)血 音楽再生 +,J(夕"老長押C

一時偉止

再＂再生

一時停止

音楽匡生

多襪靛木夕、l老 1 固IC

多禮能木夕｀」老 1 困押C

注意·
·�, , 七 ， 卜O音.,,暈大,,才．七 、 本纏O音=提示分閾Z天衷寸．

一4 -

Line in才一子亻才壬 - I'

本"" "七y 卜區UNEO)才 － 子亻 才入力老対店en,奈寸．
3.5--3.50)才 一〒亻 才刁- ,在使"'"" '乜 y 卜宅音楽/
c-;, 一 IC接統 C CT、 有線T音楽在聰( L 七 力t岂志寸．

Lioo n才 一 子亻 才� - 羋却涵V1'大」 ，夕汐 尘>1'
才/寸 <S L 匕 力,.,,吉圭才。
注·
臨 =才一'r< 才刁_ ,.使用才．七 、 "' '七， 卜沮71C"'' 、

燥夕＞怀楫能c,世fu.

外付1寸設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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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心1冧"""""''"'""皿""'""
毫元6M嬴因："'" _, ,.,,.., 比畔0,©検3這"""""'
L湛．也＾
禱 5澶,-,哼.,.亦,.取'""
"'"''丞.,。
.,...,,,. 干可 .. ....耆楽··" "'"'•'--
考元SM厤因：.,. 示Z鷂，、比天<->7才,.�口,,,.工弓一
幗決鑽H蕊,. 氐UOffW司見電瀛°'""'才，

,.><- >e項·>©eUccLI,<一度mce<後、o""'才，
no-卜7»宅言起勔Le、,.,_卜7才y內"""·'-"'"''

汨匽毛削隱LW5'7'C>n冇o,<eeoo,
亻沅丑u油之U壩合
考元Sn石扇因：H>本>C,盲旦.,,..,,-卜7才,.音量"""吠魍"
"'"'汞T。

21'水y匕又<-卜 于,=血•,r営k如"""·
Sa<• + 11,1>*>1土有効O勔"記皿,, ,葦九"""。

幗決黷：,.,,-已'*""'子"'"'."""'。
,..,. 才,,匕天•-卜7才＞匕宅再花「"''"'"'才0

,.,. 本cc,,-卜7才>O蓖黼壹c1<•�•c,Jrnm以內k蝙
持"'·
音貫忭良'""場合
考元,M景因：><->7>>© 董波,,,.,,
懈決鐲；場序苲変元t試L蒙才．
充電暐<M>9" C C"ML<c调玲
考元5也屋因：,. 長"""未使甩
，』亻商,.逆"""''趴�"""'讜m、．乜仁
震決簣：L充電匿，'°"""'的3硒..後．。<>莎－夕一�•tr
L芸才．
H沅,.充電,- ,"入九直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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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手>-.n方法

繯品宅使用..暐、下記©6TT的老続�,土製品保証毛役IC立5
圭才。製品老長持名""""'""''圭才。
．製品0內韶団路"彩響L«L•t,•、鄘�m苓悍茱維持L、潏Mc
Co仁亶"""''"'汜"''。激LL>運動令汗分多,,,.诗"本製品宅
使用才occ繹"·汗，，醍品內瓿"浸透L、故障O風因仁念O袤寸。
．製品老直射日光令温度0高,,,己'"置,,,,,,,,,,罔""高溫"
'""霜子部品©<;命泗,,.,,, 祗池iiliMO、7弓入子汐部
品抃変形cr,oc.-.-.
．談品亳過冷却O揚肝"晝"''"''"'"""· 內部同迄基涙。故隍
原困"'"°志布
·裴品老分解c,,匕 L'"L'"'""''•亨門讖"'"'''·製品名壤才
恐九，，品9詬祏
．落下L'"""'茫OL>。彅＜振勔LU更""'"製品"衝突Le、內部
0電気回路，，續這縻因"'"°'才．
... , 叱元2、江」花使?'1"本y茫擢除c,,,,.,,兀"''·
·尖oft屯""'製品O表圍"落••c本,,,天祀oc,。＇滾""損L
外景"�影響老与元CL却洁才。製品，，正常"動作L�L'場合,.,
合F』0二場"'"送'"""''。A夕,,,,蕙心""逕老解決Le<
九羕布

保証規則
本羕品0有効保－ 湖固比発莞日办6一年同t、保証期間內"正営
"使用 L,,<:,台�,cw�塢合｀覷品本体0部品 匕糰隼I一向譚、

故蘑忭発生c,c,。蚩社O調-<ft後｀事実t苾九f土薰料下修理匕
.. 都瓦宅交換c•寸，
下0場合、本蹊品，，保証7昚丟乜I,,,
M'° 示:,�俁証期圜老超逵LftC匕；
B. 刁一，，－泗"'"明由C縦M<、""示"""'h、,,._,
忭破損ct,cc ;
C岂社0授権'"LI乙、 自分下分解、f... L、禰造花変更才.. ,, 
D. 保証畫及6贖入証明0提供,,.,,,,,,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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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自然災害t.�©不可抗力 （例元：地震、 火災） ""'製品O故獐
，，生""乙匕
"'保証廿一e:m掣品O猛科a.a�>trA-。出張修理"行�,
M羕廿A,,

主本傈証吉O鰏訳権i,,1wa1c屋匕袤了

保証7-r- l'lb'7表 （于:Co/夕入;ti)

A音声忿C a. 音買抒辜,,,,� � 水夕O,©操作沢寺"''
D.'<7')函""•' E. 充電t昚忿,,
F.'f© 他 .A.'-.� 

Japan -.... 
C鵙入時匿l

乙翥入先

Alwa Elec"°"'" '"''I CO., L,a. 
Exploce moce a, www.lo>�lwa.com 

問題"�"「c時閭

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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