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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塞 x 3
 S / M / L

* 多附上一對 M-size 的耳塞, 
並已先安裝在耳機上

ARKTIS ONE
產品介紹

ARKTIS ONE
真無線藍牙耳機及充電盒

快速使用指南 / 
使用說明書 

產品內容清單

產品概要

耳機連線
狀態指示燈

USB-C 充電線接口

觸控面板

保證說明卡

封面

充電線
USB-C to USB-A

充電盒電量指示燈 配對重置鍵/恢復出廠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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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tis One

藍牙

配對

藍牙 Arktis One

設定 藍牙

ON

2. 點選 設定     藍牙,

3. 稍等片刻後, 在藍牙裝置清單中會出現 
“Arktis One”.

4. 點選 “Arktis One” 進行配對.

5. 將耳機從充電盒取出戴上後, 就能盡情
     享受 Arktis One 帶來的絕佳聆聽體驗.

1. 打開充電盒後, 耳機將會自動開機. 首
次使用時, 耳機會直接進入藍牙配對模
式.

     請注意: 
       首次使用時, 請記得先移除耳機上的保護膜.

ARKTIS ONE
快速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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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TIS ONE
使用說明

開機/關機

1.  充電盒打開時, 耳機將會自動開機.

2.  當耳機在使用後放回充電盒時, 耳機將會自
動關機. 請記得關上充電盒. 

充電

1.  有線充電模式: 將 USB 充電線連接到充電盒, 
並接上電源;

或是
    

2.  無線充電模式: 先將 USB 充電線連接到充電
板上, 並連接到電源, 再將充電盒放在無線充
電板上.

請注意:
本產品並不附送無線充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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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牙配對模式

1.  將耳機從充電盒中取出,

2. 在任一個耳機上連續輕觸 � 下之後
. 如果耳機上的狀態指示燈開始閃
爍, 即表示耳機進入藍牙配對模式, 
等待連結到新的裝置. 

ARKTIS ONE
使用說明

輕觸 5 下

請注意:
· 如果耳機之前曾經連結到您的裝置, 在充電盒打開, 耳機開機後, 耳機會自動嘗試連結到上一次

連結過的裝置.
 

· 耳機開機後如果在 �� 秒內無法連結到裝置, 將會自動進入藍牙配對模式.

· 當耳機在使用中離開藍牙訊號範圍, 耳機將會中斷連結. 此外在 �� 秒內重新回到藍牙訊號範圍
中, 耳機將會重新連結到裝置 

1.  將充電盒打開, 耳機自動開機後, 請
保持充電盒打開狀態,

2. 如左圖所示, 按住充電盒的重置按
鍵 � 秒後放開, 如果耳機上的狀態
指示燈開始閃爍, 即表示耳機進入
藍牙配對模式, 等待連結到新的裝
置. 

或是

按住 � 秒後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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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TIS ONE
使用說明

觸控功能

輕觸 2 下

輕觸  1 下

輕觸 3 下

輕觸  1 下後, 長按第 2 下

主動降噪 開/關

下一首

前一首

降低音量

增加音量

接電話/結束通話

拒絕通話

輕觸 2 下

播放/暫停

輕觸  1 下

長按 � 秒

(Active Noise Cancellation)

語音助理

輕觸  1 下後, 長按第 � 下

L R

L

L

R

長按 1 秒

L

L R

R

L R



7

/

ARKTIS ONE
使用說明

開機但還未連結到任何裝置

電源充電中, 顯示
充電盒電量 100%
充電盒電量 1% - 99%

在非充電下, 
打開或關閉充電盒, 顯示
充電盒電量 70% - 100%
充電盒電量 30% - 70%
充電盒電量 1% - 30%

LED 狀態指示燈

LED OFF

開機並已連結到裝置

藍牙配對模式

當在未連結到任何裝置狀態時, 顯示
耳機電量低於 20% 

充電中

在充電盒中耳機充電完成

RL

LED OFF

Flash x 3

Flash x 1

Flash 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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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TIS ONE
使用說明

清除配對紀錄

輕觸 5 下

藍燈閃爍 3 次

1.  在任一個耳機上輕觸 5 下, 耳機即進入藍牙配
     對模式.

2.  長按耳機直到 LED 藍燈閃爍 3 次後放開.

3.  將耳機放回充電盒並靜待 10 秒後, 耳機內儲
      存的配對紀錄即清除完成.

1.  在耳機置於充電盒時, 打開充電盒讓耳機開機.

恢復出廠設定

2.  長按充電盒的重置鍵 8 秒鐘後放開, 耳機會重
      置恢復到出廠設定.

長按 8 秒後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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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TIS ONE
使用說明

產品規格

  

  

  

產品型號

藍牙及音頻處理器

Arktis One

高通 QCC5141 藍牙音頻處理器

藍牙版本 5.2

藍牙傳輸距離 10 公尺

藍牙支持模式 A2DP v1.3.1, AVRCP v1.6, HFP v1.7, HSP v1.2

藍牙傳輸頻率 2.402 - 2.480GHz

藍牙傳輸功耗 < 8.0dBm

喇叭驅動單體 10mm 石墨烯動態驅動單體

頻率響應範圍 20 - 20,000Hz

喇叭阻抗值 32Ω

使用續航 主動降噪開啟: 耳機充滿電最多可續航  8 小時, 充電盒充滿電
可充電兩次, 提供額外 16 小時續航, 總共續航 24 小時
主動降噪關閉: 耳機充滿電最多可續航 �� 小時, 充電盒充滿電
可充電兩次, 提供額外 �� 小時續航, 總共續航 30 小時

充電時間 充電 5 分鐘在主動降噪關閉下可以提供最多 1 小時的續航. 
2 個小時內充電盒可以充滿電 (透過 USB-C充電線直接充電).

充電方式 USB-C 充電線充電, 無線充電

電池規格 85mAh (單個耳機)
500mAh (充電盒)

產品重量 6.5g (單個耳機)
56g (兩個耳機 + 充電盒)

防水等級 IPX4 (耳機)



10

ARKTIS ONE
使用安全須知

請在使用耳機及其充電盒時, 請仔細閱讀以下安全操作守則. 請務必參照及遵守這
些守則, 確保您正確以及安全的使用我們的產品. 

一般性

耳機及其充電盒本身在操作, 存放, 以及充電時的溫度是在攝氏 5°C 到 35°C                     
(或是華氏 40°F 到 95°F) 之間. 請避免將耳機及其充電盒長期存放在陽光直曬的地
方.

警示

讓耳朵暴露在高音量或是過多聲壓的環境中可能會對聽力造成短暫甚至是永久的
傷害. 雖然每個人對於音量大小的忍受喜好度不同, 請您務必在使用耳機時要將音
量做適度的調整, 並避免長時間在高音量下使用. 耳機使用時的音量越大, 就越容易
對您的聽力造成影響. 您也有可能在不同的裝置上使用本耳機, 由於不同裝置上對
音量設定並不盡然相同. 請您務必留意並適度調整音量大小. 如果您感覺到聽力受
到影響, 請務必停止使用耳機, 並立即尋求專業醫師的診斷及建議.

o 為了保護您的聽力, 以下的建議供您參考:
    ·在戴上耳機之前, 請先在裝置上調整降低 耳機音量. 戴上耳機可以適度調高音   

量直到您覺得可以舒適的享受音樂.
    ·避免為了要阻絕環境噪音而調高音量.
    ·避免用過高的音量使用耳機. 您可以用是否能聽到旁邊的人跟您說來做一個簡

單又有效的判斷方式.
    ·避免用過高的音量長時間使用耳機.
o 當您在開車, 騎機車或自行車時使用入耳式耳機, 會影響您聽到周遭的聲音. 這有

可能會造成事故而對您及其他人造成嚴重的傷害.
o 當您在開車時使用耳機, 請確保您的注意力放在開車上, 安全駕駛.
o 請遵照使用說明正確使用耳機. 當佩戴耳機時, 不要用力將耳塞放入耳道過深. 如

果耳塞卡在耳道內, 請立即尋求專業醫師的協助.
o 請定期清潔耳塞及耳機, 避免耳臘堆積, 影響耳機的性能及音質表現.
o 配戴時過度施力於耳機可能會傷害到您的外耳部位. 也請避免在睡眠時, 或是任何

會對耳機施壓的狀態下使用耳機. 
o 請不要自行拆解或是修改耳機及充電盒. 這會讓耳機及充電盒無法正常使用. 過程

中也有可能對您造成傷害. 
o 請將此產品遠離孩童及嬰兒. 以避免誤吞食造成呼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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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TIS ONE
使用安全須知

充電警示

使用前確保電壓規格跟電源是相符合的.

o 使用符合安全規範的變壓器及電源.
o 請遵照使用說明對耳機及充電盒充電

電池警示

為了避免電池爆炸, 起火, 或是有毒化學物質漏出的風險, 請避免以下行為:

o 不要將耳機及充電盒丟入火中, 也不要放置在高溫的環境下.
o 不要自行打開或是移除耳機及充電盒內的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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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product is designed and manufactured with high quality materials and 
components, which can be recycled and reused. When you see the crossed  out 
wheel bin symbol attached to a product, it means the product is covered by the 
European Directive 2002/96 EC: 

Never dispose of your product with other household waste. Please inform 
yourself about the local rules on the separate collection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The correct disposal of your old product helps prevent 
potentially negative consequences on the environment and human health. 
Your product contains batteries covered by the European Directive 2006/66/EC, 
which cannot be disposed of with normal household waste.

The device complies with RF specifications when the device used at 0mm from your body. 
Hereby, Arktis Inc. declares that the product compliance with essential requirements and 
other relevant provisions of Directive 2014/53/EU. 

Compliance with FCC rules 

1.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2)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received,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1. Changes or modifications not expressly approved by the party responsible for 
compliance could void the user’s authority to operate the equipment. 

NOTE: This equipment has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s for a Class B 
digital device, pursuant to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These limit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gainst harmful interference in a residential installation. 

This equipment generates uses and can radiate radio frequency energy and, if not 
installed and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may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communications. However,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interference will not occur in 
a particular installation. If this equipment does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or 
television reception, which can be determined by turning the equipment off and on, the 
user is encouraged to try to correct the interference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measures: 

• Reorient or relocate the receiving antenna. 
• Increase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equipment and receiver. 
• Connect the equipment into an outlet on a circuit different from that to which the 

receiver is connected. 
• Consult the dealer or an experienced radio/TV technician for help. 

ARKTIS ONE
法規符合性聲明

Re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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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ation Exposure Statement: 
This equipment complies with FCC radiation exposure requirement. 
The device can be used in portable exposure condition without RF restriction.

NCC 符合性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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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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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tain more information and get support at www.arktisaudio.com

©2022 Arkti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Bluetooth® word mark and logos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wned by 
Bluetooth SIG, Inc. and any use of such marks by Arktis Inc. is under license. Other 
trademarks and trade names are those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Qualcomm aptX Adaptive is a product of Qualcomm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Ltd. 

Qualcomm is a trademark of Qualcomm Incorporated, regist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aptX is a trademark of Qualcomm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Ltd., regist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Made in China.
 

ARKTIS ONE
法規符合性聲明

FCC ID: 2A3WX-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