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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a
NuraLoop安全信息

首次使用NuraLoop前，请先阅读本手册。 
请妥善保管本手册以备将来参考。

NuraLoop设计旨在同时满足安全性与舒适性，并经过相关测试。但请注意：暴露于任何85分
贝（dB）或以上（与食物搅拌器工作音量大致相同）的噪音都会导致渐进性听力丧失。由于
NuraLoop的高保真和降噪功能，您不需要像使用许多传统耳机那样大音量聆听音乐。

适当使用。听力损伤受响度与时间两大因素影响——音量越大，可安全接触的时间越短。音量越
小，可安全听的时间越长。例如，听85 dB的声音8小时造成的听力损伤与听88 dB的声音4小时、
听91 dB的声音2小时或听100 dB的声音仅15分钟相同。

务必仅在舒适、适中的音量设置下使用NuraLoop。

请勿长时间以高音量听音乐。

请注意，使用NuraLoop时，提醒或警告声音（即闹钟、信息提醒和来电提醒等）	
可能会有所改变。

如果您感到发热或听力丧失，请立即从头部取下NuraLoop。

如果NuraLoop发出响亮或异常的噪音，请立即停止使用并联系Nura售后服务。

由于采用了降噪技术，当无法听到周围声音可能对您自己或他人造成危险时，请勿使用
NuraLoop。例如，驾车、骑自行车、身处施工现场，或靠近或身处车流中时。

如果您在驾车时使用NuraLoop进行通话，请谨慎使用并遵守有关手机和耳机使用的相关法律。	
某些司法管辖区对驾车时使用耳机实行特定限制，例如仅可单耳佩戴耳机。

请仅使用经过认证的Nura连接线为NuraLoop充电。

请严格按照本使用说明手册中的指示为NuraLoop充电。

请勿对本产品进行未经授权的改装。任何改装尝试都将使保修失效。

本产品含可能造成窒息危险的小部件。不适合3岁以下儿童使用。

本产品含有磁性材料。请咨询医生，了解是否会影响您的植入式医疗设备。

本产品中的可充电锂电池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人员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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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a
入门
首次使用时，按照以下步骤设置NuraLoop—— 

1

2

3

1  触控操作区（TouchDial）

2  语音通话麦克风

3  PlayClip磁性连接器



nuraloop手册 4© 2019 nura® Pty. Ltd. 版权所有

nura
佩戴

1. a. 将NuraLoop连接线放在头后。 
 b. 将耳挂挂在耳朵。
 c. 将耳塞插入耳中。

2. 前后旋转耳塞。

佩戴NuraLoop应该感到安全和舒适。

如果佩戴耳塞感到不适或者无法牢牢挂在耳朵上，请尝试更换为不同尺寸的耳塞。 

开启/关闭

当您将NuraLoop放入耳中时，它会自动开启和关闭。

下载Nura应用程序
要设置NuraLoop，您需要通过Nura应用程序对其进行个性化设置。

欲下载Nura应用程序，可前往：

• iOS ：App Store 

• Android ：Google Play

• 仅限Android用户：直接访问nura.co

1.  在nura.co主页上，向下滚动至 创建您的专属听力档案（Create your unique hearing 
profile）。 

2. 单击 “在此下载（Download here）”。

Nura应用程序系统要求：

• iOS ：iOS 9.3以上版本和Bluetooth® 4

• Android ：Android 5.0以上版本和Bluetooth® 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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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a
将NuraLoop与Bluetooth®连接
您需要将移动设备与蓝牙连接才能访问Nura应用程序以进行NuraLoop个性化设置。

要将NuraLoop与蓝牙连接：

1.  戴上NuraLoop。 
戴上后，NuraLoop会自动开启并启动蓝牙搜索。

2. 打开移动设备的 设置（Settings）>蓝牙（Bluetooth）。

3. 选择NuraLoop XXX。 

   请勿先择 NuraLoop XXX [LE]	。这是NuraLoop的低能耗模式，您连接到 NuraLoop 
XXX后可自动连接。

切换Bluetooth®连接
首次佩戴时，NuraLoop会自动开启蓝牙搜索两分钟您可以便捷地在设备之间切换。

您也可以随时开启蓝牙：

1. 打开Nura应用程序。 

2. 选择菜单按钮> NuraLoop 设置 （NuraLoop settings）> 开启蓝牙	
（Enter discoverable mode）。

个性化设置
在开始使用NuraLoop之前，您需要对其进行个性化设置。进行个性化设置时，您的NuraLoop会
研究您的听力特征。

在进行个性化设置之前，您应：

1. 下载Nura应用程序。

2.  在Nura应用程序中，点击“创建账户（Create an account）”并输入您的信息。	
如果您已拥有Nura账户，请轻触“登录（Log in）”。 

3. 选择NuraLoop。

4. 戴上NuraLoop。戴上后，NuraLoop会自动开启并启动蓝牙。

5.  点击Nura应用程序上的 “打开蓝牙设置（Open Bluetooth Settings）”，		
然后选择NuraLoop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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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a
个性化设置，您应：

1. 在Nura应用程序中，点击“开始（Begin）”启动个性化设置。

2.  来回旋转来调整NuraLoop耳塞，直到您在Nura应用程序屏幕上看到两个稳定的对勾
（检查完毕标记）。

  一旦佩戴合适，个性化设置即将开始，需要1-2分钟。

3.  点击“完成个性化设置（Personalised）”听取根据您的听力档案量“耳”	
定制的音乐。

4. 使用滑块调整沉浸模式（Immersion）。

5. 在触控操作区前后滑动，可在主动降噪（ANC）和社交模式之间进行调整。

6. 自定义NuraLoop的触控操作区（TouchDial）设置。

您的NuraLoop现已完成个性化设置。

更新
您会不定期在Nura应用程序上收到要求您更新NuraLoop的信息。

查看您的NuraLoop是否需要更新，您可以随时：

1. 打开Nura应用程序。

2.  点击菜单按钮>NuraLoop设置“（NuraLoop Settings）”>	软件更新“
（Software update）”。

3. 如果您的NuraLoop需要更新，请点击“开始更新（Start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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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a
您的NuraLoop
本部分包含使用NuraLoop时需要了解的所有信息——

充电

NuraLoop电池支持16小时以上的无线使用续航。为NuraLoop电池充电，请：

1. 将NuraLoop与USB-A充电连接线（随附）连接。

2. 将连接线连接到计算机或墙面插座。

NuraLoop充电时，USB-A充电线的LED指示灯亮起。

NuraLoop的电池充满大约需要两个小时。

检查电池

• 检查Nura应用程序右上角的电池指示。

• 首次佩戴NuraLoop时，将有语音提示告知您电池的电量。

• 需要充电时，将有语音提示您“电量不足（battery low）”。

使用触控操作（TouchDial）
NuraLoop两只耳机均有一个触控操作区（TouchDial），您可以轻触、双击和画圈以执行各种实
用指令。 

画圈 

在触控操作区（TouchDial）顺时针和逆时针画圈，可调节主动降噪（ANC）	/社交模式和音量。
左耳画圈控制主动降噪（ANC）	/社交模式调整，右耳画圈控制音量。 

轻触、双击 
轻触、双击触控操作区（TouchDial）可执行切歌、播放/暂停及更多其他指令。

画圈 轻触、双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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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a
拨打和接听语音电话
NuraLoop与手机通过蓝牙连接时，您可以拨打和接听语音电话：

• 直接用手机接听。

• 使用NuraLoop的触控操作（TouchDial）。

使用连接线

您的NuraLoop配有一根模拟连接线和一根USB-A充电连接线。

请注意：NuraLoop模拟连接线专为头戴式而设计。请勿尝试断开两个耳机之间的连接线。此连接
线不可拆卸。

NuraLoop连接线： 

USB-A充电线  模拟连接线

连接线使用： 

NuraLoop配有PlayClip磁性连接器，连接线会自动卡入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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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a
连接至其他产品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将NuraLoop与其他产品相连：

连接线	 无损音质音频 语音通话 控制触控操作区
（TouchDial）

蓝牙 近无损（通过
Qualcomm®aptX™ 高清
音频）   

模拟连接线

   

请注意：

— 当NuraLoop电池未充电时，不可使用模拟连接线。 

— NuraLoop USB-A充电连接线（随附）仅供充电。无法使用USB-A线收听音频。

— 无论您采用无线连接或有线连接，NuraLoop的个性化声音设置均能正常工作。

— NuraLoop内置放大器，请勿将NuraLoop与外部耳机放大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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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a
电脑

Mac

通过蓝牙连接—— 

1.  拔除与NuraLoop相连的模拟连接线/USB-A充电连接线。 

2. 戴上NuraLoop。

 戴上后，NuraLoop会自动开启并进入蓝牙配对模式。

3. 选择  > 系统偏好设置（System Preferences）>	声音（Sound）。

4. 选择 NuraLoop XXX 作为声音输出设备。 
 XXX 是您NuraLoop唯一配对码。

PC

通过蓝牙连接——

1. 拔除与NuraLoop相连的模拟连接线/USB-A充电连接线。

2. 戴上NuraLoop。

 戴上后，NuraLoop会自动开启并进入蓝牙配对模式。

3. 单击计算机任务栏上的蓝牙图标。

4. 在 蓝牙和其他设备（Bluetooth & other devices）中， 单击	添加蓝牙或其他设备
（Add Bluetooth or other device）。

5. 选择 NuraLoop XXX。

 XXX 是您NuraLoop唯一配对码。

此外，您还可以使用NuraLoop模拟连接线将NuraLoop连接到PC或Mac。	
请注意：使用模拟连接线连接时，不能使用NuraLoop的麦克风。

电视

电视的音频配置各不相同。请检查您的电视机是否兼容NuraLoop的连接性。

飞机耳机接口

飞机上的音频插孔配置各不相同。如果飞机耳机接口有3.5毫米插孔，请使用NuraLoop模拟连接
线（随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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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耳塞

NuraLoop配有三种尺寸的耳塞。

请试戴所有尺寸的耳塞，找到最适合您耳朵的一副耳塞。

戴上NuraLoop后，周围变安静，即表明耳塞与您耳朵完美贴合。

更换耳塞：

1. 轻拉取下耳塞。

2. 将新耳塞按压装到NuraLoop上。 

3. 检查新耳塞是否已完全推入。

清洁耳机
NuraLoop需要不时清洁。

请注意：清洁NuraLoop时，切勿使用酒精、清洁溶剂或强力清洁剂。

欲清理NuraLoop：

1. 移除NuraLoop耳塞，并用水和温和的清洁剂清洗。

2. 冲洗并擦干耳塞。

3. 重新安装耳塞。

4. 用柔软的湿布擦拭NuraL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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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a
Nura应用程序
继续阅读您需要了解的有关Nura应用程序的所有信息——

主要功能

自定义触控操作区（TouchDial）设置 
NuraLoop耳机两侧均有一个触控操作区（TouchDial），您可以单机、双击和滑动以执行实用功
能。

左侧触控操作区控制主动降噪（ANC）模式	/社交模式，右侧触控操作区控制音量。 

您可以自定义单击和双击功能： 

1. 打开Nura应用程序。

2.  点击菜单	> NuraLoop设置（NuraLoop settings）>	设置触摸按钮（Configure 
Touch Buttons）。

3. 设置轻触和双击功能。

1

23 4

5

6

7

98

10

1  菜单

2  推荐好友

3  添加新个人资料

4  分享个人资料

5  电池

6  更改个人资料

7  定制听力档案

8  社交模式

9  个性化模式

10  沉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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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a
自定义沉浸模式（Immersion）设置

1. 打开Nura应用程序。

2. 使用沉浸模式（Immersion）滑块选择低音效果。 

请注意：长时间使用NuraLoop时，请始终将您的沉浸模式设置在舒适、适中的水平。

调节主动降噪（ANC）/社交模式 
主动降噪功能可降低外界噪音，让您专注于音乐。社交模式将外部声音传递到您的NuraLoop，	
这样您就可以听到周围的对话和环境情况。

欲更改NuraLoop的主动降噪（ANC）	/社交模式设置，可通过触控操作（TouchDial）或应用程序
设置：

触控操作（TouchDial）——

  左触控操作区（TouchDial）顺时针和逆时针画圈，可在主动降噪（ANC）和社交模式
之间进行切换。

应用程序设置—— 

  1. 点击Nura应用程序主页上的社交模式按钮。

  2. 应用程序中触控操作区顺时针和逆时针画圈，可在主动降噪（ANC）和社交模式之
间进行切换。

关闭/开启主动降噪（ANC）： 

1. 打开Nura应用程序。

2. 点击菜单	> NuraLoop设置（NuraLoop Settings）。

3. 关闭 /开启主动降噪（ANC）。

更改语言设置
NuraLoop语音提示可引导您进行NuraLoop个性化设置、提示电池电量并识别连接设备。

欲更改NuraLoop的语音语言设置：

1. 打开Nura应用程序。

2.  点击菜单>NuraLoop设置（NuraLoop settings）>更改语音语言（Change voice 
language）。

3. 选择您喜欢的语言。

4. 确认更改，请点击 “是（Yes）”。

请注意：语音语言更改需要大约10分钟才能生效。NuraLoop需要安装新软件才能更改语言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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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a
切换、添加和删除听力档案
NuraLoop最多可同时存储三个用户的听力档案文件。

切换档案：

1. 打开Nura应用程序。

2. 在Nura应用主页上点击当前用户名。

3. 点击您要切换到的听力配置。

添加新的听力档案：

1. 打开Nura应用程序。

 a. 点击Nura应用主页上的其他用户按钮。

 b.  点击Nura应用主页上的当前用户名。 
然后，点击 创建新听力档案（Create new hearing profile）。

2. 选择听力档案所有 人为机主（Owner）或 他人/访客（Another Person/ Guest）。

3.  如果正在使用的NuraLoop归您所有，请选择 机主（Owner）。 如果您正在使用别人
的NuraLoop，请选择 他人/访客（Another Person/ Guest）。

4. 按照应用提示完成新听力档案添加。

删除听力档案：

1. 打开Nura应用程序。

2.  点击菜单> NuraLoop设置（NuraLoop Settings）>删除听力档案文件（Delete 
Hearing Profile）。

3. 选择您要删除的听力档案。

 Nura应用将确认您的听力档案已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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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a
故障排除
如果使用NuraLoop时您遇到问题，请阅读以下故障排除信息——

请注意：请勿尝试断开两个耳塞之间的连接线。此连接线不可拆卸。

入门故障排除

Nura应用程序连接故障排除
如果您的NuraLoop无法连接到Nura应用程序：

• 关闭并重新打开Nura应用程序。

• 戴上NuraLoop并断开模拟连接线/USB-A充电连接线。 
 当您头戴NuraLoop，没有连接线连接时，它会自动启动并开启蓝牙。 

• 	检查您的NuraLoop是否已通过蓝牙连接到您的移动设备。您需要连接蓝牙以使用
Nura应用程序。

• 检查您的移动设备和Nura应用程序均已更新至最新版本。

• 检查您的网络连接是否稳定。

• 删除Nura应用程序，重启移动设备，然后重装Nura应用程序。

• 恢复出厂设置。

蓝牙故障排除
如果您在使用蓝牙连接NuraLoop时遇到问题：

• 检查您的NuraLoop和设备是否电量充足。

• 检查您的NuraLoop和设备是否相距不超过10英尺（约3米）。

• 	戴上NuraLoop并断开模拟连接线/USB-A充电连接线。当您头戴NuraLoop，没有连
接线连接时，它会自动启动并开启蓝牙。 

• 	检查您是否连接到NuraLoop XXX，而不是 NuraLoop XXX [LE]。	
NuraLoop XXX [LE] 是NuraLoop的低能耗模式，它会在您连接到 NuraLoop XXX  
后适时自动连接。

• 远离其他蓝牙设备、微波炉和无线路由器以避免干扰。



nuraloop手册 16© 2019 nura® Pty. Ltd. 版权所有

nura
进一步故障排除：

• 重启设备，然后再次尝试将NuraLoop与蓝牙连接。

• 	如果您之前已将NuraLoop与蓝牙连接，请从设备的已配对设备列表中删除
NuraLoop，然后尝试重新连接。

• 恢复出厂设置。

蓝牙连接不稳定？

蓝牙专为短距离设计，因此您可能会不时遇到一些干扰。要尽量减少蓝牙干扰，请尝试以下操
作：

• 将配对设备靠近NuraLoop内嵌蓝牙传感器的右耳机。

• 使NuraLoop和设备远离其他蓝牙设备、微波炉和无线路由器。

• 将NuraLoop和移动设备更新至最新版本。

无法进行个性化设置
如果您在NuraLoop个性化设置时遇到问题：

• 更换不同尺寸的耳塞并再次尝试进行个性化设置。

• 坐正，尽量不要在个性化过程中说话。

• 确保周围环境安静。

• 确保NuraLoop耳塞牢牢固定在耳中。

正确安装NuraLoop：

任何靠近耳朵的物品都可能破坏您的耳朵和NuraLoop之间的完美贴合。

• 取下耳朵附近的所有头饰、耳环和其他首饰。

• 如果耳边有长发，请将其绑至脑后再进行个性化设置。

仍然无法进行NuraLoop个性化设置？ 
点击Nura应用程序上的“继续（Continue）”。 
您将会自动进入个性化设置的下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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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aLoop故障排除

舒适度故障排除
与任何入耳式耳机一样，耳道敏感人士最初使用NuraLoop时可能会感到不适。

如果您使用NuraLoop感觉不舒服，请尝试不同尺寸的耳塞。

如果您仍然感到不适，请不要担心——使用几天后您会习惯NuraLoop的形状和触感。

无法拨打和接听电话
如果您在拨打和接听电话或通过Skype、FaceTime或其他通话应用拨打电话时遇到问题：

• 检查您的NuraLoop是否已连接蓝牙。使用模拟连接线连接时，您无法拨打电话。	

• 检查您的NuraLoop麦克风没有被遮挡。麦克风位于NuraLoop的右侧。	

• 断开NuraLoop与设备的连接，然后重新连接。

• 检查蓝牙连接。蓝牙连接不稳定可能导致通话质量不佳。

• 恢复出厂设置。

充电和电池问题
如果您的NuraLoop无法充电：

• 确保仅使用NuraLoop USB-A连接线充电。

• 如果您正连接至计算机充电，请尝试更换至另一USB端口或连接至壁式充电器。

• 如果您正使用壁式充电器充电，请尝试使用计算机充电。

• 如果您正使用USB集线器充电，请确保集线器已通电。

• 恢复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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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质故障排除
欲获得NuraLoop最高音质：

• 使用NuraLoop模拟连接线实现无损传输。

• 使用无损文件格式，例如AIFF、WAV或FLAC。

• 使用无损流媒体服务，例如Tidal。

• 如果您使用的是Spotify或类似的流媒体服务，请选择高音质选项。

• 检查您是否处于社交模式。

• 	如果您使用的是MP3或类似MP3的文件，请使用高比特率的MP3、Ogg或AAC文件。	
或者使用不低于的256kbps（首选320kbps）高清音质文件和现代编解码器。

• 再次对您的NuraLoop进行个性化设置。

•  NuraLoop使用敏感的麦克风进行个性化设置，因此移动、外部噪音和沉重的呼吸都
会影响您的听力档案建立。

触控操作（TouchDial）故障排除
如果您的NuraLoop触控操作（TouchDial）无法正常工作：

• 检查NuraLoop的触控操作（TouchDial）是否已正确配置。

• 恢复出厂设置。

Nura应用程序问题

沉浸模式故障排除
如果您的NuraLoop沉浸模式听起来有些失真，请检查您的沉浸模式是否设置为舒适、	
适中的水平。

恢复出厂设置
如果您在使用NuraLoop时遇到问题，并且不确定如何继续使用：

1. 将NuraLoop连接到USB-A充电线。

2. 将USB-A充电线连接到计算机。

3.  从NuraLoop上拔下USB-A充电线。  
您的NuraLoop现已重置并可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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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多帮助？
查看我们深度在线帮助和支持网站 nura.co/support

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	nura.co/contact	在线聊天与我们联系

保修信息
您的NuraLoop享有一年有限保修。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nura.co/retu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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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声明
nura®符合世界各地的认证要求。欲查看所有认证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nura.co/compliance

经测试，本设备符合FCC规定第15条要求的B类数字设备标准。这些限制要求旨在提供合理的防
护，以避免给居民区带来有害干扰。本设备产生、使用并可放射无线电频率，如不按照说明操作
安装使用，可能会对无线电通讯造成有害干扰。但无法保证具体安装不产生干扰。通过启动和关
闭本设备，可确定本设备是否对无线电或电视接收造成有害干扰。这种情况下，我们鼓励用户尝
试采取以下各项措施以避免干扰：

调整接收天线方向或移动接收天线位置。

将本设备远离其他信号接收设备。

与其他信号接收设备使用不同电源。

未经NURA®明确授权的更改或改装可能会使用户无法使用本设备。

本设备符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规定第15条要求。设备使用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1）本设备不会产生任何有害干扰（2）本设备必须能接受干扰，包括可能会导致非常规操作的
干扰。

《美国联邦法规》第47章	§ 2.1077		
合规信息责任方——美国联系方式信息：	

Nura USA Operations Inc. 
地址：1375 Broadway, 15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8 USA 
电子邮箱：compliance@nura.co 

加拿大工业协会（IC）声明：

本设备包含符合加拿大创新、科学和经济发展部（ISED）的RSS豁免许可证规定的免许可证发送
器/接收器。 

设备使用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1. 本设备不产生干扰。

2. 本设备必须能够接受干扰，包括可能会导致非常规操作的干扰。

L’émetteur exempt de licence contenu dans le présent appareil est conforme aux CNR 
d’Innovation, Sciences et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Canada applicables aux appareils radio 
exempts de licence. L’exploitation est autorisée aux deux conditions suivantes :

1. L’appareil ne doit pas produire de brouillage;

2. L’appareil doit accepter tout brouillage radioélectrique subi, même si le brouillage est 
susceptible d’en compromettre le fonctionn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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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设备符合IC RSS-102于不受控制环境中辐射暴露限制要求。此发射器不得与任何其他天线或发
射器共同放置或使用。

Cet équipement est conforme aux limites d’exposition aux radiations IC CNR-102 établies 
pour un environnement non contrôlé. Cet émetteur ne doit pas être situé ou fonctionner 
conjointement avec une autre antenne ou un autre émetteur.

CAN ICES-3 (B)/NMB-3(B)

本产品仅保证在通用模式下、关闭沉浸模式体验，并打开音量限制器时，符合EN50332标准。	
根据用户的听力情况，听力的某些组合校正和沉浸模式设置可能超过EN50332限制。

为防止可能造成的听力损伤，请勿长时间大音量使用。

本设备可在欧盟所有成员国使用。欧盟指令（CE）符合声明：工作频段/最大发射射频功
率：2400-2483.5 MHz。 
 
因此，nura®OperationsPty.Ltd声明本产品符合2014/53/EU指令关于E00B类型无线电设备的要求
和规定。欲获取欧盟指令符合声明全文，请访问：www.nura.co/nuraloop/compliance

您使用耳机从事任何活动时，都应注意您和他人的安全。您可以取下耳机或调节音量以确保您可
以听到周围的声音，包括警报和警告信号等。

如果耳机发出响亮或异常的噪音，请勿使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摘下耳机并联系Nura客户服
务。

请勿将耳机淹没或暴露于水中，或在参加如游泳、冲浪等水上运动时佩戴本产品。

根據NCC低功率電波輻射性電機管理辦法	規定:

(1)第十二條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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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十四條

低功率射頻電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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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合法通信，指依電信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

低功率射頻電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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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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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符号表示本产品不得作为生活垃圾丢弃，应交给相应回收设施进行回收。适当的处置和回收有
助于保护自然资源、人类健康和环境。欲了解更多有关本产品处置和回收的信息，请联系您当地
的市政管理部门、处置服务处，或前往您购买本产品的商店。

Apple、Apple标志、iPad、iPhone和iPod是Apple Inc.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注册的商标。	
App Store是Apple Inc.的服务商标。

“iPhone”	商标使用已获得许可。

Bluetooth®文字商标和商标是Bluetooth SIG, Inc.所有的注册商标。nura® Operations Pty.对此类商
标的所有使用均已获得许可。

Qualcomm aptX是高通公司（Qualcomm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Ltd.）的产品。Qualcomm
是高通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注册的商标，本文经许可使用。	aptX是高通公司在美国和其
他国家/地区注册的商标，本文经许可使用。

Android、Google Play和Google Play标志是Google Inc.的商标。NuraLoop由位于澳大利亚墨尔
本的nura®设计。

中国制造和组装。

©2019 nura® pty. Ltd.版权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本手册的任何部分均不可转载、修改、	
分发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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