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uraloop使用手冊 A版權所有© 2019 nura® Pty. Ltd.

nura

nuraloop 
使用手冊

型號：E00B 
功率：5V，0.2A 
無線頻寬：2400-2483.5 MHz



nuraloop使用手冊 1版權所有© 2019 nura® Pty. Ltd.

nura
目錄
新手上路     3
 你專屬的NuraLoop  4
 開關NuraLoop   4
 下載Nura應用程式	  4
 在藍牙®裝置之間切換	 5
 個性化設定NuraLoop  5
 更新NuraLoop   6

你的NuraLoop   7
 給NuraLoop充電		  7
 檢查NuraLoop電池	 7
 使用NuraLoop的TouchDials  7
 用NuraLoop撥打和接聽語音電話	 8
 將接線連接到NuraLoop  8
 將NuraLoop連接到其他產品	 9
  電腦	  10
  電視  10
  飛機轉換器 10
 更換NuraLoop耳塞	 11
 清潔NuraLoop   11

Nura應用程式    12
 Nura app功能	  12
 自訂Nuraloop觸控撥盤 12
 自訂沈浸音響		  13
 調整主動降噪（ANC）/社交模式	 13
 變更NuraLoop語音語言	 13
 變更、新增或刪除聆聽檔案	 14

疑難排解    15
 疑難排解入門	  15
 Nura app連線問題		 15
 藍牙故障	   15
 無法自訂NuraLoop功能	 16
 NuraLoop故障排除	 17
 佩戴不適問題	  17
 NuraLoop無法正確撥接電話	 17
 充電和電池問題	  17
 音質故障排除		  18
 TouchDial故障		  18
 Nura app問題	  18
 沈浸音響故障		  18
 重設NuraLoop  18

需要更多協助嗎？   19 
保固     19 
法規      20 



nuraloop使用手冊 2版權所有© 2019 nura® Pty. Ltd.

nura
NuraLoop安全資訊

首次使用NuraLoop之前，請先閱讀本手冊。 
請妥善保管本手冊以備日後參考。

NuraLoop專為安全和舒適設計，提醒你：長期暴露於85分貝（dB）以上（相當於食物攪拌器的
音量）會導致聽力損傷。NuraLoop的清晰度和降噪功能，讓你無須像使用傳統耳機時的音量，即
可欣賞音樂。

監控使用狀況。 聽力損失與音量和聆聽時間有關：音量越大，可以聆聽的時間越短；音量越小，
可以聆聽的時間則越長。例如，暴露於85分貝環境8小時所造成的傷害與暴露於88 分貝環境4小
時、91分貝環境2小時，或 100 分貝環境15分鐘的傷害一樣多。

使用NuraLoop時，請務必將音量設在舒適且適當的等級。

請勿長時間以高音量聆聽音樂。

提醒您，NuraLoop的提示音或警告音（如鬧鈴、訊息音和來電）可能會略有不同。

如果感到發熱或聽力受損，請立即取下NuraLoop

如果NuraLoop聲音過高或異常，請立即停止使用，並聯絡Nura客服。

NuraLoop採用降噪技術，請勿在無法聽見聲音會造成危險的場合使用，例如行車駕駛、施工現
場、街道或路口附近。

如果在駕駛時以NuraLoop接聽來電，請注意安全，並遵守手機和耳機使用的相關法律。部分地方
法規有特別限制，如駕駛時僅可使用單耳耳機。

請務必用認證的Nura充電器為NuraLoop充電。

請務必依照本使用者手冊中的說明為NuraLoop充電。

請勿未經授權對本產品進行變更。任何變更都會使保固失效。

內含小零件，可能會有窒息危險。3歲以下兒童不宜使用。

本產品含磁性材料。如你有植入式醫療設備，請諮詢醫生。

拆卸本產品中的可充電鋰離子電池必須由合格技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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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上路
初次使用時，請按照以下步驟設定NuraLoop－ 

1

2

3

1  TouchDials

2  語音通話麥克風

3  PlayClip磁性連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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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專屬的NuraLoop 

1. a. 將NuraLoop的連接線繞到頭後側。
 b. 將耳掛掛在耳上。
 c. 將耳塞塞入耳中。

2. 前後旋轉耳塞。

NuraLoop若配戴正確，應會十分穩固和舒適。

如果配戴耳塞時感到不適，或者沒有牢牢固定在耳朵上，請試著更換耳塞尺寸。

開關NuraLoop
將NuraLoop塞入耳中時，它會自動開關。

下載Nura應用程式
你需使用Nura應用程式才能自訂NuraLoop設定。

你可從以下來源下載Nura APP：

• iOS — the App Store 
• Android — Google Play
• 僅限Android使用者：直接從nura.co下載

1. 在nura.co首頁往下滑至建立你專屬的聆聽檔案。

2. 輕觸「由此下載」。

Nura app系統需求：

• iOS－iOS 9.3以上及Bluetooth® 4
• Android－Android 5.0以上及Bluetooth® 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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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Bluetooth®連線NuraLoop
你需以藍牙連線行動裝置，才能存取Nura應用程式和自訂NuraLoop功能。

請以藍牙連線NuraLoop：

1.  配戴NuraLoop。 
NuraLoop會在你佩戴時時啟動，並進入可搜尋模式。

2. 開啟行動裝置的Settings（設定）> Bluetooth（藍牙）。

3. 選擇NuraLoop XXX。

   請勿連線到NuraLoop XXX [LE]。這是NuraLoop的低功耗模式，連到 
NuraLoop XXX後會自動連線。

在藍牙®裝置之間切換
初次佩戴時，NuraLoop會自動進入可搜尋模式兩分鐘，方便你在裝置之間切換。

你也可以隨時啟用可搜尋模式：

1. 開啟Nura APP。

2.  選擇選單按鈕>NuraLoop settings（NuraLoop設定）> Enter discoverable mode 
（進入可搜尋模式）。

個性化設定NuraLoop
NuraLoop啟用前，請進行個性化設定。 
個性化設定時，NuraLoop會學習你的聆聽模式。

在設定個性化NuraLoop之前：

1. 下載Nura APP。

2.  在Nura APP中，輕觸Create an account（建立帳號），並輸入個人資訊。如果你已
擁有Nura帳號，請輕觸Log in（登入）。

3. 選擇NuraLoop。

4.  配戴NuraLoop。 
NuraLoop會在你佩戴時啟動，並進入可搜尋模式。

5.  輕觸Nura APP上的Open Bluetooth Settings（開啟藍牙設定），然後選擇
NuraLoop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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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化設定NuraLoop：

1. 在Nura APP中，輕觸Begin（開始）個性化。

2.  來回旋轉調整NuraLoop耳機，直到Nura APP的畫面上顯示兩個勾號（勾選標記）。

  配戴完畢後，即開始個性化，本步驟需時1-2分鐘。

3. 輕觸Personalised（個性化），聆聽檔案中的音樂。

4. 使用滑塊調整沉浸模式。

5. 	來回撥動切換主動降噪（ANC）和社交模式。

6. 自訂NuraLoop的TouchDials。

如此就完成了NuraLoop個性化設定。

更新NuraLoop
有時Nura APP會提醒你更新NuraLoop。

你也可以隨時檢查NuraLoop是否需要更新：

1. 開啟Nura APP。

2.  輕觸選單按鈕>NuraLoop Settings（NuraLoop設定）> Software update 
（軟體更新）。

3. 如果NuraLoop需要更新，請輕觸Start update（開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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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NuraLoop
本節說明了所有NuraLoop的使用資訊－

給NuraLoop充電
NuraLoop電池可提供16小時以上的無線使用時間。 
為NuraLoop電池充電：

1. 將NuraLoop插上附贈的USB-A充電線。

2. 將充電線連接到電腦或牆壁插座。

USB-A充電線的LED指示燈會在NuraLoop充電時亮起。

NuraLoop電池充滿約需兩個小時。

檢查NuraLoop電池
• 檢查Nura APP右上角的電池指示燈。

• 初次佩戴NuraLoop時，會以語音提示電量。

• 當NuraLoop需要充電時，會有語音提示「電量不足」。

使用NuraLoop的TouchDials 
NuraLoop兩側都有TouchDial，可點一下、兩下和撥動來執行有用的功能。 

撥盤 
順逆時針轉動TouchDials可切換ANC和社交模式和調整音量。 
左側控制ANC /社交模式，右側控制音量。

點一下和點兩下 
點按TouchDials可跳過曲目、播放/暫停等。

撥盤 點一下和點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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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NuraLoop撥打和接聽語音電話
NuraLoop以藍牙連線後可用以下方式接聽語音電話：

• 直接使用手機。

• 使用NuraLoop的TouchDials。

將接線連接至NuraLoop 
NuraLoop附有類比接線和USB-A充電線。

提醒您：NuraLoop類比接線專為配戴設計。請勿斷開兩個耳機之間的電線。該線不可拆卸。

NuraLoop接線： 

USB-A充電線  類比接線

接線： 
NuraLoop有PlayClip磁性連接頭，可自動讓接頭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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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NuraLoop連接到其他產品
你可用以下方法將NuraLoop連接到其他產品：

連接類別 高品質無損音訊 語音電話 TouchDial控制能力

藍牙 接近無損 
（以Qualcomm® aptX™ 
高音質連線）   

類比插頭

   

提醒您：

— NuraLoop沒電時無法使用類比連線。

— NuraLoop USB-A充電線（附贈）僅供充電用。USB-A線無法接收音訊。 

— 無論你以有線或無線方法連接NuraLoop，個性化聆聽設定都可正常運行。

— 請勿將NuraLoop連至外接耳機擴大機，因為NuraLoop已有內建擴大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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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

Mac
以藍牙連線NuraLoop： 

1. 拔出NuraLoop類比接頭/ USB-A充電線。 
2. 配戴NuraLoop。

  當NuraLoop配戴妥當後，會自動開啟並進入藍牙配對模式。

3. 選擇  > System Preferences（系統偏好設定）> Sound（音效）。

4. 選擇NuraLoopXXX 作為輸出。 
 XXX是你的NuraLoop專屬配對編號。

PC
以藍牙連線NuraLoop： 

1. 拔出NuraLoop類比接頭/ USB-A充電線。 
2. 配戴NuraLoop。

  當NuraLoop配戴妥當後，會自動開啟並進入藍牙配對模式。

3. 按一下電腦任務列中的藍牙圖示。

4.  在Bluetooth & other devices（藍牙和其他裝置）中，按Add Bluetooth or other 
device（新增藍牙或其他裝置）。

5. 選擇NuraLoop XXX。

 XXX是你的NuraLoop專屬配對編號。

或者也可以用類比接線把NuraLoop連接到PC或Mac。 
提醒您：以類比接線連接時無法使用NuraLoop麥克風。

電視

電視上的音訊設定有些不同。請檢查電視是否與NuraLoop連線相容。

飛機轉換器

飛機上的音訊插頭設定略有不同。如果飛機有3.5釐米插孔，則能使用NuraLoop附贈的類比連接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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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NuraLoop的耳塞 
NuraLoop附有三種尺寸的耳塞。 

請試用所有尺寸，找出最適合你的一對。

最適合你的NuraLoop耳塞會有良好的密閉效果，你一戴上就會感覺周圍變得安靜。

更換NuraLoop耳塞的方法： 

1. 輕輕把耳塞拉下。

2. 將新耳塞推進NuraLoop。

3. 檢查是否完全推入。

清潔NuraLoop
NuraLoop需要經常清潔。

提醒您：清潔NuraLoop時，切勿使用酒精、清潔溶劑或強力清潔劑。

清潔NuraLoop的方法：

1. 取下NuraLoop耳塞，用清水及溫和的清潔劑清洗。

2. 沖洗擦乾。

3. 重新安裝耳塞。

4. 用柔軟的濕布擦拭NuraL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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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a應用程式
以下完整介紹Nura應用程式的相關資訊： 

Nura app功能

自訂NuraLoop的TouchDials 
NuraLoop兩側都有TouchDial，可點一下、兩下和撥動來執行有用的功能。 

左側控制ANC /社交模式，右側控制音量。

你可自訂點一下和兩下的控制項目：

1. 開啟Nura APP。

2.  輕觸選單> NuraLoop settings （NuraLoop設定）> Configure Touch Buttons 
（設定觸控按鈕）。

3. 選擇點一下和點兩下的控制項目。

1

23 4

5

6

7

98

10

1  選單

2  推薦好友

3  新設定檔

4  分享設定檔

5  電池

6  修改設定檔

7  專屬聆聽設定檔

8  社交模式

9  個性化模式

10  沉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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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沈浸音響

1. 開啟Nura APP。

2. 撥動沈浸滑塊來選擇重低音等級。

提醒您：如要長時間使用沈浸功能，請務必將沈浸調整到合宜舒適的等級。

調整主動降噪（ANC）/社交模式 
主動降噪可降低外界噪音，讓你專心聆聽。社交模式可將外部聲音傳到NuraLoop，讓你可以聽到
周遭的對話和附近的聲響。

用TouchDial或應用程式調整NuraLoop的ANC /社交模式： 

TouchDial：

 順逆時針撥轉左側TouchDial可切換ANC和社交模式。

應用程式： 

  1. 輕觸Nura應用程式首頁上的社交模式按鈕。

  2. 順逆時針撥動應用程式上的撥盤，切換ANC和社交模式。

開關ANC： 

1. 開啟Nura APP。

2. 輕觸選單>NuraLoopSettings（NuraLoop設定）。

3. 切換ANC（Active Noise Cancellation主動降噪）開關。

變更NuraLoop語音語言
NuraLoop會有語音協助個性化設定、提示電量和辨識連線裝置。

變更NuraLoop語音語言的方法：

1. 開啟Nura APP。

2.  輕觸選單>NuraLoopsettings（NuraLoop設定）> Change voice language（變更
語音語言）。

3. 選擇語言。

4. 輕觸Yes（確定）確認變更。

提醒您：語言變更約需10分鐘才能生效。 
NuraLoop需要安裝語言套件才能變更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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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新增或刪除聆聽檔案
你一次最多可在NuraLoop上儲存三個使用者的聆聽設定檔。

切換設定檔：

1. 開啟Nura APP。

2. 在Nura APP首頁上輕觸目前的使用者名稱。

3. 輕觸要切換到的聆聽檔案。

新增聆聽設定檔： 

1. 開啟Nura APP。

 a. 輕觸Nura APP首頁上的其他使用者按鈕。

 b.  在Nura APP首頁上輕觸目前的使用者名稱。  
然後輕觸Create new hearing profile（新增聆聽設定檔）。

2. 選擇Owner（主人）或Another Person/ Guest（其他人/訪客）。

3.         如果你為NuraLoop的持有人，請選擇Owner（主人）。如果你用的是別人 
的NuraLoop，請選擇Another Person/ Guest（其他人/訪客）。

4. 依照APP提示完成新增聆聽設定檔。

刪除聆聽設定檔： 

1. 開啟Nura APP。

2.  輕觸選單>NuraLoopSettings（NuarLoop設定）> Delete Hearing Profile（刪除聆
聽設定檔）。

3. 選擇要刪除的聆聽檔案。

 Nura APP會向你確認聆聽檔案已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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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如果使用NuraLoop時遇到問題，請閱讀本篇疑難排解：

提醒您：請勿斷開兩個耳機之間的電線。 
該線不可拆卸。

疑難排解入門

Nura app連線問題
如果NuraLoop無法連上Nura APP：

• 關閉和重開Nura APP。

• 戴上NuraLoop，拔出類比插頭或USB-A充電線。 
 NuraLoop沒有電纜連接時，會開機並進入可搜尋模式。

•  檢查NuraLoop是否已用藍牙連上行動裝置。Nura APP必須以藍牙連線才可使用。

• 檢查行動裝置和Nura APP是否已更新到最新版本。

• 檢查網路是否穩定。

• 刪除Nura APP，重新啟動行動裝置，然後重新安裝Nura APP。 
• 重設NuraLoop。 

藍牙故障
如果藍牙連線有問題：

• 檢查NuraLoop和裝置電量。

• 檢查NuraLoop和裝置的距離是否在10英尺（3公尺）內。

• 	戴上NuraLoop，拔出類比插頭或USB-A充電線。 
NuraLoop沒有電纜連接時，會開機並進入可搜尋模式。

• 	檢查是否連上NuraLoop XXX，而非NuraLoop XXX [LE]。  
NuraLoop XXX[LE]是NuraLoop的低功耗模式，連上NuraLoop XXX後會自動連線。

• 	遠離其他藍牙裝置、微波爐和無線路由器，以免受到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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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疑難排解：

• 重新啟動裝置，然後重新用藍牙連線。

• 如果已用藍牙連線過，請將NuraLoop從裝置配對列表中刪除，然後重新連線。

• 重設NuraLoop。

為何藍牙連線不穩定？

藍牙專為短距離設計，因此可能會受到干擾。請依照下列操作避免藍牙受到干擾：

• 將配對裝置靠近設於NuraLoop右耳罩的藍牙感應器。

• 將NuraLoop和裝置遠離其他藍牙裝置、微波爐和無線路由器。

• 將NuraLoop和行動裝置更新到最新版本。

NuraLoop無法個性化
如果在個性化設定NuraLoop時遇到問題：

• 更換不同尺寸的耳塞，重新個性化設定。

• 坐著進行個性化設定，並避免在個性化設定期間說話。

• 在安靜的地方進行個性化設定。

• 確認NuraLoop耳機已配戴妥當。

如何正確配戴NuraLoop：

如果耳朵有異物，可能會破壞NuraLoop的密封效果。

• 請取下耳朵附近的頭飾、耳環和其他首飾。

• 如果耳朵附近有頭髮，請將頭髮紮起再進行個性化設定。

仍無法個性化設定NuraLoop？  
輕觸Nura APP上的Continue（繼續）。 
這會讓你會自動進入下一個個性化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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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aLoop故障排除

佩戴不適問題
與任何入耳式耳機一樣，耳道敏感的人一開始可能會不習慣NuraLoop。

如果配戴NuraLoop時感不適，請試用其他尺寸的耳塞。

如果你仍感不適，請不要擔心，使用幾天後，你就會習慣NuraLoop的貼合感。

NuraLoop無法正確撥接電話
如果撥接電話或撥打Skype、FaceTime或其他通話應用程式時遇到問題：

• 檢查NuraLoop是否已用藍牙連線。 
 以類比接線連線時無法使用電話。

• 檢查NuraLoop麥克風有無遮蔽物。  
 麥克風位於NuraLoop的右側。

• 斷開NuraLoop與裝置的連線，然後重新連線。

• 檢查藍牙連線。 
 藍牙連線不良可能會導致通話品質不佳。

• 重設NuraLoop。

充電和電池問題
如果NuraLoop沒電時：

• 請務必用NuraLoop USB-A充電線充電。 
• 如果是以電腦充電，請改用其他USB連接埠，或壁式插座。

• 如果是以壁式插座充電，請改用電腦充電。

• 如果是以USB集線器充電，請確認集線器是否通電。

• 重設NuraL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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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質故障
設定NuraLoop最高音質的方法：

• 用NuraLoop類比接線來達到無損傳輸。

• 使用無損檔案格式，例如AIFF、WAV或FLAC。

• 使用無損串流媒體服務，例如Tidal。
• 如果你用的是Spotify或類似的串流媒體服務，請使用高音質的串流媒體選項。

• 檢查是否處於社交模式。

• 	如果你用的是MP3或類似MP3的文件，請改用高比特率的MP3、Ogg或AAC檔案， 
或改用最小的256kbps（最好為320kbps）檔案和現代解碼器。

• 再次個性化設定NuraLoop。

•  NuraLoop以靈敏的麥克風進行個性化設定，因此移動、外部噪音和沈重的呼吸都會
影響聆聽設定檔。

TouchDial故障排除
如果NuraLoop的TouchDials無法正常運作：

• 檢查NuraLoop的TouchDials是否已正確設定。

• 重設NuraLoop。

Nura app問題

沈浸音響故障
如果NuraLoop沉浸音響失真，請檢查Immersion設定是否合宜舒適。

重設NuraLoop
如果使用NuraLoop時遇到問題，不確定該如何處理時：

1. 將NuraLoop接上USB-A充電線。

2. 將USB-A充電線連接至電腦。

3. 從NuraLoop上拔下USB-A充電線。  
 NuraLoop現已完成重設，可正常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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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進階協助嗎？
請瀏覽詳盡的線上協助和支援網站 nura.co/support

也可以來信客服和使用即時聊天諮詢 nura.co/contact 

保固
NuraLoop提供一年有限保固。更多資訊請參閱	nura.co/returns

nura.co/support
http://nura.co/contact
http://nura.co/retu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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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nura®符合世界各地的認證標準。有關認證的完整列表，請參閱：nura.co/compliance

本裝置已通過測試，符合FCC規範第15部分的B類數位裝置的要求。該法規要求住宅安裝中需提
供合理的防範避免有害干擾。本裝置的製造、使用，以及無線電能量等，若無依照法規要求安裝
使用，可能會對無線電通訊造成有害干擾。但這並不保證不會干擾某些特別的安裝設備。如果本
裝置干擾了無線電或電視收訊，請試試看轉動收訊方向，或開關本裝置來測試，如發生干擾，可
試試看以下操作：

重新調整或擺放收訊天線。

將裝置遠離訊號接收器。

讓裝置和連線的訊號接收器插上不同電路的插座。

未經NURA®明確核准，不可變更或修改本裝置，否則撤銷操作授權。

本裝置符合FCC規則第15節的規定。運作有以下兩種狀況：（1）本裝置不會產生有害干擾， 
（2）本裝置一定是干擾源，包括意外操作導致的干擾。

47 CFR § 2.1077 合格資訊 
負責單位－－美國聯絡資訊：	

Nura USA Operations Inc. 
1375 Broadway, 15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8 USA 
compliance@nura.co

IC 警告：

本裝置含符合加拿大創新科學暨經濟發展部免證RSS的訊號接收器。

運作有以下兩種狀況：

1. 本裝置不會造成干擾。

2. 本裝置一定是干擾源，包括意外操作導致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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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裝置符合IC RSS-102輻射暴露限制，適用於不受控環境的裝置。此訊號發射器不得與任何其他
天線或訊號發射器放在一起或連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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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僅保證在一般模式關閉沈浸模式並啟用音量限制時符合EN50332標準。根據使用者的聆聽
設定、部分聆聽校正、沈浸設定的組合，可能會超過EN50332限制。

為防聽力受損，請勿長時間以高音量收聽。

本裝置可在歐盟所有成員國中運作。歐盟合格聲明：運作頻寬/最大。 
RF訊號發射功率：2400-2483.5 MHz。 
 
nura® Operations Pty. Ltd在此聲明	「E00B」類型的無線電裝置符合2014/53/EU的指導標準。歐
盟合格聲明全文可參閱以下網址：www.nura.co/nuraloop/compliance

在從事需要集中注意的活動時如使用耳機，請留意彼此的安全。可以取下耳機或調節音量，以便
留意周圍聲響，包括警報和訊號。

如果耳機聲音異常，請勿使用。如有異常，請關閉耳機，並聯絡Nura客服。

本耳機不可進水，請勿在從事水上活動時配戴，如游泳、衝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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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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標誌表示本產品不得當作一般垃圾，請交給適當的垃圾回收單位處理。妥善處理回收可保護自
然資源、人類健康和環境。更多處理和回收本產品的相關資訊請聯絡當地政府、回收單位或你購
買本產品的店面業者。

Apple、Apple標章、iPad、iPhone和iPod是Apple Inc.在美國及其他國家註冊的商標。App Store
是Apple Inc.的服務商標。

商標「iPhone」與證書同用。

Bluetooth®文字商標和標章是Bluetooth SIG, Inc.擁有的註冊商標。而任何nura® Operation Pty 
Ltd.對該商標的使用皆已獲得許可。

Qualcomm aptX是Qualcomm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Ltd.的產品。Qualcomm（高通）
為高通公司在美國和其他國家註冊的商標，經授權使用。aptX為Qualcomm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Ltd.於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經授權使用。

Android、Google Play和Google Play標章是Google Inc.的商標。NuraLoop是由nura®在澳大利亞
墨爾本設計。

在中國製造和組裝。

© 2019 nura® pty. Ltd. 本工藝的任何部分皆不得未經書面許可而行複製、修改、發佈或用於其他
用途。

Complies with
IMDA Standards

DA 1052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