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ONIC 50 
無線耳機

The Shure AONIC 50 Wireless Noise-cancelling Headphones user guide (Model: SBH2350).
Version: 1.6 (20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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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NIC 50   
無線耳機

藍牙 配對
耳機在首次開機後或在此前未與該音訊源配對時，將自動進入配對模式。

在音源中選擇「Shure 50」。
配對成功後，將聽到「已連接」提示。

開啟電源後，耳機會自動與之前已配對的設備配對。幾秒鐘後，將聽到「已連接」提示。

手動配對
關閉耳機。

按住電源按鈕 6 秒。

聽到「藍牙配對模式」時，鬆開按鈕。

在音源中選擇「Shure 50」。
配對成功後，將聽到「已連接」提示。

備註：若首次嘗試配對失敗，請從頭再試一次。

要透過您的裝置自訂收聽功能，請下載適用於 iOS 和 Android 的免費 ShurePlus  PLAY 應用程式。

多點配對
AONIC 50 耳機支援藍牙多點配對，可讓耳機同時連接兩部裝置。AONIC 50 將保持連接兩部裝置並交替接收輸入。

如在使用 AONIC 50 耳機及多點配對時遇到困難，請依照下列步驟操作：

在 PLAY 應用程式中，清除 AONIC 50 的已配對裝置清單 (PDL)
從任何之前配對的裝置上移除 AONIC 50
關閉 AONIC 50 耳機電源
按住 AONIC 50 電源按鈕 6 秒
聽到「藍牙配對模式」時，鬆開按鈕

在手機上選擇「Shure 50」
配對成功後，將聽到「已連接」提示

在手機上停用藍牙

關閉 AONIC 50 耳機電源
按住 AONIC 50 電源按鈕 6 秒，以再次進入藍牙配對模式

連接至其他裝置

在第一部手機上開啟藍牙，並在設定中選擇「Shure 50」

您將聽到「已連接」提示，但您會看到耳機已同時連接至兩部裝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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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按鈕

電源按鈕

電源開啟 按住 2 秒

關閉電源 按住 2 秒

配對藍牙
關閉耳機

按住 6 秒

檢查電池狀態 按兩下（音訊狀態通知）

重設已配對裝置清單
關閉耳機並插入充電器

按住 7 秒

中間按鈕

播放/暫停 按一下

下一個音軌 按兩下

上一個音軌 按三下

接聽/結束通話 按一下

拒接來電 按住 2 秒

啟動語音助理 按住 2 秒

側邊按鈕

音量增大 按下 +

音量減小 按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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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模式/ANC 滑動開關

環境模式 上推開關

ANC模式 下推開關

硬體重設
如果重複按按鈕未響應，您可對硬體進行重設以強制關閉電源。

請同時按下 +、- 和電源按鈕以立即關閉耳機電源。這不會重設您所做的任何設定變更。

然後開啟耳機電源開關。

LED 指示燈
藍牙配對 紅色和藍色交替出現

藍牙已連接 藍色持續 2 秒，然後熄滅

藍牙連線遺失 藍色緩慢閃爍

電池電量低 紅色緩慢閃爍

充電中 紅色

ShurePlus PLAY 行動音樂應用程式
簡要說明
ShurePlus PLAY 行動音樂應用程式是一款具有進階 EQ 控制功能的高解析度音樂播放器。在 iOS 或 Android 行動裝置中使用
music 標籤可播放未壓縮的音訊檔案。在 settings 標籤中使用內建的 Shure 均衡預設可自訂聲音，或建立自己的 EQ 預設。在

device 標籤中，透過連接到 Shure 無線和真無線產品可解鎖環境模式和 ANC 功能。

特性
匯入和播放多種高解析度標準檔案類型

使用參數化圖形 EQ 自訂預設
使用全螢幕化音量控制器調整您的音量

建立播放清單，並按播放清單、藝術家、專輯名稱、歌曲名稱、流派或作曲家整理音樂庫

針對不同收聽內容，使用 EQ 預設模式快速調節至適合您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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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模式
環境模式能夠增強周圍環境噪音。當您想一邊聽音樂或打電話，一邊留意周圍聲音時，此功能特別有用。

如需使用環境模式，請將右耳罩背面的垂直開關推到上部位置。

在 ShurePlus PLAY 應用程式中，環境模式提供十個調整選項：

主動降噪
主動降噪 (ANC) 功能可抑制周圍的部分或全部噪音。當乘坐汽車、公共汽車、火車或飛機出行時，如果道路噪音或飛機引擎的噴

氣噪音大到讓您不得不增加音量，此功能將特別有用。

如需使用 ANC，請將右耳罩背面的垂直開關推到下部位置。

在 ShurePlus PLAY 應用程式中，ANC 提供兩個調整選項：

最大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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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自訂預設

新增預設
向下捲動以點按新增預設值或點按手動。新預設值會從平坦開始。

調整您的頻率、增益和頻寬參數。調整等化器的方式有三種。

點擊數值以輸入指定數字。

點擊 - 或 + 以增加調整幅度。

點按並拖曳標有數字的圓圈，以實現更大的調整幅度。

點按儲存以命名並儲存新的自訂預設值。自訂預設值將出現在 Shure 預設值列表後。

複製預設
您可以複製 Shure 和自訂的預設值。如您喜歡預設值的音色，但希望調整音效並保留調整，複製預設值會是很方便的辦法。

首先選擇已有的預設值。

點按更多選項 3 點，並選擇複製。

向下捲動以在自訂預設值列表中找出您要複製的預設值。

點按更多選項 3 點，並選擇編輯。

調整您的頻率、增益和頻寬參數。輸入指定數字。點按 - 或 + 以小幅度調整。或者手動點按並拖曳標有數字的圓圈，以實

現更大的調整幅度。

點按儲存以儲存新的自訂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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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ing EQ

Select and adjust frequency, gain, and bandwidth in the equalizer.

有關等化的闡釋
4 波段參數等化器可用於調節獨立的可調節頻率範圍，以精確形成頻率響應。等化器可被忽略，以實現平坦的頻率回應。

頻率 選擇要減弱/增強的濾波器中心頻率。

增益 調節特定濾波器的電平。

頻寬或 Q 調節受到濾波器影響的頻率範圍。此值以倍頻程表示。

常用 EQ 調節
高音增強可改善語音清晰度：新增高頻棚架濾波器，讓大於 1 kHz 的頻率增強 3-6 dB

環境 HVAC 雜訊降低：新增低切濾波器，以衰減低於 200 Hz 的頻率

降低顫動回波和嘶嘶聲：識別「刺激」室內空間的特定頻率範圍：

設定窄 Q 值
將增益增加為 +10 和 +15 dB 之間，然後使用 1 kHz 和 6 kHz 之間的頻率進行實驗，以查明顫動回波或嘶嘶聲的範圍

依識別的頻率降低增益（在 -3 和 -6 dB 之間開始），以減少不必要的室內聲音

降低空洞、共鳴的室內聲音：識別「刺激」室內空間的特定頻率範圍並將其降低：

設定窄 Q 值
將增益增加為 +10 和 +15 dB 之間，然後使用 300 Hz 和 900 Hz 之間的頻率進行實驗，以查明共鳴頻率

依識別的頻率降低增益（在 -3 和 -6 dB 之間開始），以減少不必要的室內聲音

預設模式
使用預設值來迅速存取常用的聆聽情景。七個可選的 4 頻段預設值，能優化增益、等化和壓縮的設定。播放一首歌並找出您認為

最適合該歌曲的預設值，然後按需要調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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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 應用場合

低音加強 增加低頻

低音切除 減少低頻

高音增強 增加高頻

高音切除 減少高頻

人聲增強 強調人聲範圍，以提高人聲清晰度

消齒音 減少人聲嘶嘶聲/顫聲

高音 低音量聆聽時的清晰度。同時增強低音和高音頻率，讓整體聲音感覺更響亮。

Shure AONIC 產品韌體更新
系統顯示提示時，在 AONIC 產品上更新韌體，即可運用其他功能和設計增強功能。要查看韌體更新，請將 AONIC 產品連接至運
行 ShurePlus PLAY 應用程式的裝置；該應用程式適用於 Android 和 iOS 裝置。

請遵照以下步驟進行韌體更新
在行動裝置上啟用飛航模式。

開啟藍牙並將 AONIC 產品與您的裝置配對。

收件人：Android 使用者請檢查設定，確保兩個適配器都已連接到您的裝置。

開啟 ShurePlus PLAY 應用程式，然後選擇 Device 索引標籤。

重要提示：請確保耳機或適配器都與裝置配對且靠近裝置（針對適用的產品）。

如果耳機或適配器都未自動連接，請點擊 Music 索引標籤，然後輕觸回到 Device 索引標籤。

有可用更新時，裝置設定功能表中的韌體更新旁會出現一個綠點。

點按插入符號，然後按照螢幕上的分步說明進行操作。進度列會顯示兩個適配器的進度百分比；只需進行這一步操作。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shure.listening
https://apps.apple.com/us/app/shureplus-play/id132628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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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更新後，螢幕上會顯示「Update Completed」。
在更新完成之前，請勿關閉 AONIC 產品的電源。

韌體更新期間，切勿將適配器放回充電盒。否則將取消更新。

備註：如果第一次更新嘗試失敗，務必徹底退出應用程式，然後再重新嘗試。您可能需要強制退出應用程式，以確認

其沒有在背景中運行。請先等待 5 分鐘，再開啟應用程式進行嘗試。有關成功更新的貼士，請參閱以下清單。

在 About 功能表中確認韌體是否為最新版本（裝置螢幕 > … > About > Firmware Version）。

確保可靠更新的提示
確保行動裝置和您的 AONIC 產品已開機並放在一起。

下載期間使用產品或行動裝置可能會拖慢或取消更新進程。

進行更新時，您的行動裝置和 AONIC 產品最少應有 50% 的電量。

耳機和耳筒更新的大致下載時間最多為 30 分鐘。

請勿退出 PLAY 應用程式並確保您的螢幕處於喚醒狀態。

不要在流動裝置或無線 WiFi 密集的區域（例如機場或火車站）進行更新。這種干擾會極大拖慢或取消更新進程。

確保您的行動裝置使用的是最新作業系統 (OS)。

如果遇到問題，請聯絡 Shure 服務和維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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纜線連接
除了無線功能外，耳機也可以透過以下兩種不同的線纜連接至音訊：

USB-C:
為耳機充電

連接數位音訊

3.5 毫米音訊線：連接類比音訊連接埠

保養和維護
若要清潔耳機，請使用柔軟的濕布。

小心：切勿使用具有溶解作用的清潔劑。 應注意避免液體和異物進入驅動單元開口。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 FAQ
For more information, or to view other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visit the Shure FAQ.

儲存
Store headphones in protective case when not in use.

附件
提供的附件

REPL SBH2350 CASE ONLY RPH-SBH2350-CASE

https://service.shure.com/s/article/Aonic-50-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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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 USB-C to USB-A CABLE 1M RPH-CABLE-USB

REPL 2.5-3.5MM CABLE 1.5M RPH-CABLE-AUDIO

備件
SBH2350 REPLACEMENT EARPADS (BLACK) SBH2350-BK-PADS

SBH2350 REPLACEMENT EARPADS (DARK BROWN) SBH2350-BR-PADS

規格
Model/型號:

SBH2350

換能器類型
釹磁鐵動圈

激勵器尺寸
50 毫米

頻率響應
20 到 22,000 赫茲

靈敏度
@ 1 千赫

97.5 分貝/毫瓦

阻抗
@ 1 千赫

39 Ω

最大輸入功率
100 mW

重量
334 克 (11.8安士)

操作溫度
0°C 到 45°C (32°F 到 113°F)

存儲溫度
-10°C 到 45°C (14°F 到 113°F)

天線類型
內部單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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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益位置
+2.05 dBi

工作頻率
2402 MHz-2480 MHz

調幅類型
FHSS

射頻輸出功率
+4 dBm (EIRP)

支援的轉碼器
aptX, aptX HD, aptX Low Latency, SBC, AAC, LDAC

安全事項
在使用本產品之前，請閱讀並保存好附帶的警告和安全說明。

適用於所有耳機的警告！
請按照製造商的說明使用、清潔或維護耳機。

安全事項
根據危險程度和損壞嚴重性的不同，使用「警告」和「小心」文字對未正確使用可能導致的後果做出標識。

警告：如果沒有遵循這些警告事項，在操作不正確的情況下可能會導致嚴重的人身傷亡事故。

小心：如果沒有遵循這些警告事項，在操作不正確的情況下可能會導致常見的人身傷害或財產損

失。

警告
如果有水或其他異物進入設備內部，可能會導致起火或觸電事故。

不要嘗試改裝本產品。這樣做會導致人身傷害和/或產品故障。

在有車輛通行的地方駕駛、騎自行車、步行和慢跑時，或在聽不到周圍聲音便可能會有危險或可能發生事故的其它活動中，

切勿使用本耳筒。

應將本產品及其附件放置在兒童無法觸及的地方。兒童玩耍或使用本產品及附件可能會有致命危險。產品附帶的小部件和纜

線具有窒息或勒扼危險。

如果您遇到刺激、耳垢過多或其他不適情況，請停止使用耳機並諮詢專業醫務人員。

小心
不要拆開或改裝設備，這樣做可能會導致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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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用力過大，不要拉扯線纜，否則會損壞線纜。

讓耳機保持乾燥，並避免暴露在極高溫度和濕度環境下。

如果您目前正在接受聽力治療，在使用本裝置前，向外科醫生諮詢。

高聲壓

聽力受損風險

為了預防可能的聽力損傷，請勿長期聆聽高音量。

重要安全事項!
必須閱讀這些注意事項。

必須保留這些注意事項。

必須注意所有警告內容。

必須遵循所有注意事項。

不要在靠近水的地方使用本設備。

只能用幹布擦拭設備。

不要堵塞任何通風口。按照製造商的說明進行安裝。

不要將本設備安裝在任何熱源的附近，如散熱器、調溫器、火爐或其它可能產生熱量的裝置（包括功率放大器）。

保護電源線防止被腳踩踏或被夾緊，尤其是在插頭、方便插座和機身電源線的引出處。

只能使用製造商指定的連接部件/附件。

在雷電天氣或長時間不使用時，應拔下設備的插頭。

對於使用藍牙的產品

警告
遵循製造廠商的說明。

產品電池可能爆炸或釋放有毒物質具有火災或燒傷風險不要拆開、擠壓、修改、拆卸、加熱到 60°C (140°F) 以上或焚燒。

應留意丟棄電池時的環境層面。

不應將產品暴露在陽光、火源或其它類似的高溫環境下。

請「勿」在未獲授權的情況下對本產品進行變更。

小心
遵循在駕駛時使用手機和耳機的適用法律。

本產品包含磁性材料。請諮詢您的醫師這是否會影響您的植入式醫療裝置。

電池（已安裝的電池組或電池）不得暴露於過熱環境（陽光、明火或類似熱源）下

不得擠壓或切割電池（已安裝的電池組或電池）

電池（已安裝的電池組或電池）不得承受極低氣壓

如果更換的電池類型不正確，則有發生火災或爆炸的風險

小心
不要拆開或改裝設備，這樣做可能會導致故障。

不要用力過大，不要拉扯線纜，否則會損壞線纜。

應讓產品保持乾燥，並避免暴露在極高的溫度和濕度環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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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警告
如果有水或其他異物進入設備內部，可能會導致起火或觸電事故。

不要嘗試改裝本產品。 這樣做會導致人身傷害和/或產品故障。

注意：僅限由 Shure 授權的維修人員執行電池更換工作。

未經負責合規性認證機構明確許可的修改或改裝會使使用者操作本裝置的授權失效。

備註：測試是使用所提供和推薦的纜線類型完成的。使用其它無遮罩的纜線類型可能會降低 EMC 效能。

低功率射頻器材技術規範

取得審驗證明之低功率射頻器材，非經核准，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得擅

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低功率射頻器材之使用

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擾現象時，應立即停用，並

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前述合法通信，指依電信管理法規定作業之

無線電通信。低功率射頻器材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

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

認證
請至 http://www.shure.com/earphones 瞭解最新的管制和合規資訊。

備註：測試是使用所提供和推薦的纜線類型完成的。使用其它無遮罩的纜線類型可能會降低 EMC 效能。

本產品符合所有相關歐盟法規的基本要求，並且允許使用 CE 標誌。

CE 通知：Shure Incorporated 特此聲明，本產品附有 CE 標記且已被判斷為符合歐盟要求。EU 合規聲明的全文載於以下網站：

https://www.shure.com/en-EU/support/declarations-of-conformity。

歐盟授權代表：

Shure Europe GmbH
部門：全球合規性

Jakob-Dieffenbacher-Str.12
75031 Eppingen, Germany
電話：+49-7262-92 49 0
傳真：+49-7262-92 49 11 4
電子郵件：EMEAsupport@shure.de

有限保修
Shure Incorporated (“Shure”) 特此向原始消費購買者保證，除非下文另外說明，消費者直接從 Shure 或 Shure 授權的經銷商初
次購買本產品之日起兩 (2) 年內，本產品在正常用途的使用中不會有材料和工藝上的缺陷。

本產品附帶的任何充電電池，保修期為自消費者初次購買之日起的一 (1) 年。但是，充電電池為消耗性部件，它在使用過程中會

受到溫度、存放時間、沖放電次數以及其它因素的影響，電池容量可能會降低；因此，這種電池容量的降低並不構成材料或工藝

上的缺陷。

Shure 將自行決定修理或更換有缺陷的產品，並及時退還給您。為使本保修生效，消費者必須在產品退還之時提供直接由 Shure 
或 Shure 授權的經銷商發出的正本購買收據作為購買憑證。如果 Shure 選擇更換有缺陷的產品，Shure 有權自行決定用同型號
的另一件產品或質量和性能大體相符的型號替換有缺陷的產品。

http://www.shure.com/earphones
https://www.shure.com/en-EU/support/declarations-of-confor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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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您認為本產品在保養維修期內存在瑕疵，請將其仔細地重新包裝，辦好保險，預付郵資後，連同購買證明一起退給 Shure 
Incorporated，收件人：Service Department，地址見下文。

美國境外的消費者，應將產品退回給您的經銷商或授權服務中心。網站 www.Shure.com 列出了地址，或可按以下地址與 Shure 
聯繫，索取退回地址。

此保修不可轉讓。本保修條款不適用於下列情況：濫用或誤用產品、未按照 Shure 的指導使用產品、正常磨損、天災、使用中的

疏忽、產品並非從 Shure 或 Shure 授權的經銷商處購買、未經授權修理或更改產品。

在適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謹在此明確排除針對某一特定用途或目的的售賣情況可行性或產品適用性的任何含蓄保證，而若法律

不允許，則限制在本保修的有效期和條款範圍內。Shure 還在此排除對偶然、特殊或間接損害賠償的全部責任。

一些州不容許對含蓄保證的期限有時間限制，或排除或限制間接或後果性損害賠償，因此上述限制條款可能不適用於您。本保修

給予您特定的法律權利，並且您還可以擁有其它權利，這些權利在州與州之間不盡相同。

本保單不限制適用法律所賦予消費者的各項權利。

本保修替代與本產品相關的或包括的所有其它保修，但本產品包含的或與本產品合裝的任何軟件不在本保修範圍內，而應在此等

軟件附帶的 Shure 最終用戶許可協議中的保修條款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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