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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健康和安全
•  请不要使用有明显损伤的本产品；
•  请不要长时间大音量听音使用；
•  请不要在驾驶或其它需要注意力集中的活

动时使用；
•  请不要让儿童或宠物玩耍本产品或其包装

和附件，以免误食；
•  请不要靠近心脏起搏器等易受磁场影响的

物品尤其是医疗用品。

保护产品
•  请在常温下保存本产品，保持干燥，避免长

时间暴露在高、低温下或潮湿的环境中；
•  请使用fiil提供的附件/配件；
•  请注意控制接入信号的幅度以免输入端过

载损坏；
•  请只用干燥的软布清洁产品。

电池警告！
本产品使用锂聚合物电池，如使用不当可导
致火灾或灼伤。请使用正规厂商提供的充电
器（电压5V，电流>100mA）或电脑USB口对本
产品充电。

使用前请认真完整的阅读本提示及使用说明书。
请在把产品交给第三方时务必附带本提示及使用说明书。

重要安全提示

规范使用与免责声明
•  本产品专为便携式设备和高保真系统而设

计;
•  任何未在使用说明书中指定的使用方法都

被认为是对产品的错误使用;
•  对由于不规范或错误使用或其它人为过失

而导致的损失，fiil不承担任何责任。

*‘fiil’是峰范（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商
标(TM)。‘Made for iPod’,‘ Made for iPhone’, 

‘ Made for iPad’表示某项电子配件是专为
分别连接iPod,iPhone或iPad而设计的，并且
经过开发商认证，符合Apple的性能标准。对
于此设备的操作或其是否符合安全与监管标
准，Apple概不负责。请注意，连接该配件使
用时iPod, iPhone或iPad的无线性能可能受
影响。 

iPad, iPhone, iPod, iPod classic, iPod nano,
iPod touch及Retina是Apple Inc在美国及其
他国家和地区注册的商标。iPad Air, iPad mini
是Apple Inc的商标。

Made for iphone 6s plus, iPhone 6s, iPhone 
6 plus, iPhone 6, iPhone SE, iPhone 5s, 
iPhone 5c, iPhone 5, iPhone 4s, iPad Air 2, 
iPad mini 3, iPad Air,iPad mini 2, iPad mini, 
iPad (3rd and 4th generation), iPad 2, iPod 
touch (5th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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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方式

耳翼
（尺寸可选）

可移除耳挂

耳塞模式：
可使用束线夹调节线长，
多余部分可塞入衣领

项链模式：
耳机靠磁铁吸合在胸前，
处于低功耗计步模式

请选用合适尺寸的
耳塞，可向前旋转耳
机以更贴合的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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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键
Micro USB充电口
多色指示灯
线控（音量加/多功能键MFB/音量减）
耳翼
耳塞
耳挂
束线夹

人机界面 蓝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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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同时连接2个音源设备）

新购买的FIIL Carat耳机开机（按住多功能键，直至看见绿灯点亮后松开）即自动进入蓝牙配
对模式，蓝灯持续闪烁。曾配对过的耳机需要在关机状态下长按多功能键直至蓝灯闪烁；

APP向导连接：请扫描第7页的二维码下载fiil+ APP，按照向导进行连接；
手动连接：进入音源的设置页面，在“蓝牙”选项中点击“搜索设备”，点击连接被搜索到的 
FIIL Carat。

STEP1进入配对

STEP2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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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控FIIL+,智能你的FIIL Carat

固件更新，功能配置和音效设定等诸多功能尽在fiil+,请扫描二维码即刻安装

接听/ 
挂断电话

主动连接 开机

播放/
暂停

下一首 上一首 拒接电话

1x
+4sec

关机

语音搜歌

1x 2x 3x
1x

+2sec

回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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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播报运动状态：单击运动键

开始/结束单程运动：双击运动键

点亮/熄灭运动指示灯：三击运动键（亮灯颜
色/方式可用fiil+自定义）

提醒：运动指示灯一直打开会显著增加耗电！

专属运动键 充电和电量指示

插电显示（充满即灭）
短按查电量时显示
绿灯：>80%电量
黄灯：20%~80%电量
红灯：10%~20%电量
红灯快闪：<10%

用fiil+APP蓝牙连接查
看耳机剩余电量

提醒：请妥善保管防水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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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挂X1耳翼X3
L/M/S

耳塞X4
L/M/S/XS

束线夹X1 充电线X1
防水塞X2

包装内容

便携包X1 耳机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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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参数
项目 规格
耳机重量和尺寸

耳机使用模式
蓝牙

音频规范

电源和电池

适用环境

语音提示

主要功能

认证

蓝牙无线
版本：4.2，支持的协议：HSP v1.2、HFP v1.6、A2DP v1.3、AVRCP v1.5
支持的模式：EDR(2EV3)、SCO（HV1、HV2、HV3）、eSCO(EV3)、sniff、secure pairing

传输距离：可达50米；配对记录和连接：最多可达8个，能同时连接2个蓝牙设备，配
码：0000;空中升级OTA：支持IOS/安卓设备，更多信息参照官方fiil+APP

支持的解码：AAC（用于IOS）/Apt-x/SBC;
喇叭规格：8.6mm高密度钕磁铁全频带单元，音乐频响范围：15Hz-22kHz
支持客厅/剧院/剧场/低音增强/高音增强等数字音效，更多信息参照官方fiil+APP
可充电的锂聚合物电池；音乐/通话可持续播放长达6小时（中档音量）待机时间
长达6天（耳塞模式）/14天（项链模式）；充电时间：约1.5小时

工作温度：0℃ ~ 50℃；储存温度-30℃ ~ 70℃ ；通过IP65级防尘防水测试

支持普通话/英语

高保真全兼容蓝牙解码，高清语音，全时计步器，项链模式，自定义运动指示灯，
多语言提示音，多点连接。更多信息参照官方fiil+APP

约18克

BQB Bluetooth 4.2,SRRC,RoHS,REACH,FCC,IC,CE

售后支持

FIIL 承诺：产品质量问题1年包换

扫描上方二维码，手机下载fiil+ 应用程序，并输入信息，注册设备
质量问题可随时通过fiil+/微信服务号（fiil耳机），联系售后客服：4008507997



15 16

(Pb) (Hg) (Cd) (Cr(VI)) (PBB) (PBDE)

SJ/T 11364-2006

注：
本产品符合《GB8898-2011 音频、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 安全要求》
合格证（QC PASS）   表明符合产品质量检测标准，且检验合格，准予出厂。



剩余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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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蓝牙音乐时间（小时） 所有模式

                       6        

                     5.4

                     4.8

                     4.2

                     3.6

                      3

                     2.4

                     1.8

                     1.2

                     0.6

                      请充电

蓝牙待机时间（小时） 所有模式

                    144

                    130

                    115

                    101

                     86

                      72

                      58

                      43

                      29

                      14

                  请充电

电量显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