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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您选择了Mark Levinson N0 5909高级无线主动降噪耳

机。Mark Levinson产品具有奢华品质和动人声音，50多年

来，有眼光的人都选择它。Mark Levinson品牌的著名特点

有坚固材料、奢华饰面、大胆几何形状和出色性能。 

N0 5909 耳机采用世界上最好材料、技术和工艺制成，将在

未来多年发挥出色性能。

为获得最佳性能，请阅读本指南并严格按照开箱和设置说明

进行操作。

包装盒内物品

• Mark Levinson N0 5909高级无线主动降噪耳机

• 旅行收纳盒

• 1.25米USB-C至USB-C充电线

• 1.25米USB-C转3.5毫米专有音频线

• 4米USB-C转3.5毫米专有音频线

• 3.5毫米转6.3毫米适配器

• USB-C转USB-A适配器

•  飞机适配器

•  微纤维抛光布

•  快速入门指南

概述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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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1.  内侧带记忆海绵的高级皮革头带

2.  可更换记忆海绵和记忆海绵耳塞套

3.  全部锻造和加工铝组件

4.  无源收听音频和充电用USB-C输入端

5.  调节臂

6. 8个麦克风（4个通话麦克风和4个主动降噪麦克风）

1

2

3

5

4

6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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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贴合、舒适

调节到最佳贴合状态

旋转，舒适地戴在脖子上

可调、贴合、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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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主动降噪/感知（主动降噪）按钮

 按1次：开启主动降噪 

（默认可通过应用选择；高、自适应、低模式）

 按2次：开启感知 

（默认可通过应用选择；语音通过或环境模式）

 按3次：无源/关闭主动降噪

 点击按钮可在不同模式之间循环。

配对指示灯

当耳机处于配对模式时，白灯会闪烁。

白灯长亮表示已连接

主动降噪/感知（主动降噪）按钮

蓝牙配对/开机/关机

配对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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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暂停/接听/结束通话

按2次：快进

按3次：快退

按住：語音助手

电池电量指示灯

高电量

中电量

低电量

USB-C充电端口

已充满电

正在充电

音量+

播放/暂停/接听/结束通话

音量-

USB-C充电端口

电池电量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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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

按住（1秒以上）ON/OFF（开/关）按钮开机。开机后，左

耳罩LED长亮白光 - 启动时右耳罩显示几秒电池电量- 绿色

表示高电量 - 橙色表示中电量 - 红色表示低电量 

为了节省电池电量，耳机将在30分钟不活动后关闭（默认） 

- 可以通过应用更改默认 - 30分钟、1小时、3小时、从不

要充电，请插入USB-C连接器，然后连接到供电USB-A端口

注意：充电时耳机会关闭。耳机不能同时充电和播放。

连接USB线缆时，左耳罩上的橙色灯常亮表示正在充电，而

绿色灯常亮表示已充满电。

已充满电

正在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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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配对

首次开启耳机时，它们会进入配对模式。只需通过设备上的蓝牙菜单进行连接，然后选择N0 5909即可。

要手动激活配对模式，请关闭耳机，然后按住ON/OFF（开/关）按钮4秒或更长时间。

配对到2个或更多设备

1. 进入配对模式并连接到设备1。

2. 再次进入配对模式，设备1将断开。

3. 连接到设备2并关闭耳机。

4. 开启耳机，耳机将同时自动连接到设备1和设备2。

5. 暂停一个设备，然后从另一个设备播放，以交换耳机连接。

注意: 在任何给定时间可以连接的最大设备数量 - 2个源设备。

有源

使用随附的1.25米或4米转USB-C专有音频，可将N0 5909无源连接到任何具有模拟3.5毫米或6.3毫米（1/4英寸）音频连接的产

品。

1.根据与源组件的距离选择适当长度（1.25米或4m米）的专有音频线。

2.将USB-C连接端插入右耳罩上的USB-C输入端。

3.将线缆另一端的3.5毫米立体声迷你插孔插入源组件的耳机输入端。如果需要，可将6.3毫米（1/4英寸）适配器用于传统音频

组件。

注意：无源连接时，无法操作任何电子设备或应用功能。

3.5毫米专有音频线

6.3毫米适配器+3.5毫米专有音频线标准音视频产品

计算机/智能手机

USB-C



连接

连接

USB DIGITAL DIRECT

N0 5909可以使用随附的标准USB-C至USB-C充电线通过USB Digital Direct连接并用于收听内容。

1.将USB-C至USB-C线缆的一端直接插入计算机的一个USB连接端（如果需要，使用随附的USB-C转USB-A适配器）。

2.将USB-C线缆的另一端插入耳机右耳罩上的USB-C输入端。

3.从计算机设备中，打开“声音设置”，然后在扬声器标签下找到并选择“N0 5909”。

4.通过计算机上的滑块调节音量

5.开始欣赏您的内容 – 尽情享受。

注意：可继续通过左耳罩主动降噪按钮操作主动降噪功能，在此连接方式下耳机将充电。

计算机

USB-C

USB-C转USB-A充电适配器+USB-C充电线

70 N05909 耳机  /  用户手册



应用

   

应用

Mark Levinson 耳机应用使您能够选择聆听偏好以及选择主

动降噪和感知模式。选择低音轮廓设置、设置头戴式检测和

自动定时关机参数。

启动应用 登陆页面 设置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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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柔软的湿布清洁耳塞套和耳机。请勿浸泡、浸没或让湿气进入驱动器附近或线缆插孔。如果耳塞套和线缆损坏，则可以在以

下网站购买：www.marklevinson.com 

使用后可用抛光布擦拭/去除指纹等。

请勿从高处抛落耳机、坐在耳机上或让耳机暴露在有水、潮湿或极端温度环境下。

建议您在不使用时将耳机放回硬质旅行盒中。为了避免造成损害，请勿将其他物品与耳机一起存放在旅行盒中。

小心：不正确或过度旋转耳罩可能会损坏耳机。

温度范围：请在-4°F至113°F（-20°C至45°C）温度范围内操作和存放本产品。请在41°F至104°F（5°C至40°C）温度范围内对

电池进行充电。

维护/保养

维护/保养/更换/取下耳塞套

更换/取下耳塞套

要取下耳塞套：从耳罩内侧轻轻拉出耳塞套。卡扣会释放。 要重新安装耳塞套：将耳塞套轻轻推向耳罩，确保全部卡扣

均已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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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旅行收纳盒

USB-C转3.5毫米专有音频线（随附1.25米和4米音频线）

USB-C至USB-A充电适配器

飞机适配器

USB-C至USB-C充电线

3.5毫米转6.3毫米（1/4 英寸标准）耳机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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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耳机和设备不配对：

1.确保耳机未连接至充电器。关闭电源开关，然后再开启。

2.在源设备上关闭蓝牙，然后再开启。

3.关闭任何其他已和耳机配对的设备上的蓝牙功能。

4.按下电源按钮5秒以上，进入配对模式。

5.确保在Bluetooth®设备列表中选定“N0 5909”

已连接的蓝牙®设备没声音或音质差 

将设备靠近耳机，因为耳机和声源之间的物体会阻挡信号。

尝试其他音乐应用程序或尝试其他曲目。

尝试不同的音频设备。

恢复出厂设置

1.关闭耳机。

2.按住电源按钮4秒以上，进入配对模式。

3.同时按音量+按钮和电源按钮，直到LED灯闪烁红/白色。

耳机和设备配对故障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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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健康

我们聆听世界的能力很神奇。Mark Levinson团队希望您爱护和珍惜自己的耳朵，以便终生为您提供难忘的声音体验。

总之，不要“听大音量或听太久”，并要细心呵护您的耳朵。耳鸣、不适或对高频声波和高音敏感可能表示您正在让您的耳朵

接近极限并导致无法弥补的伤害。

作为常规练习，找到您觉得最舒服的音量级别并在此基础上再调低10%或更大音量。您会惊奇地发现，您的耳朵会慢慢适应较

低的音量，并且起初觉得很轻的声音会非常适合更长时间聆听。

耳朵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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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规格

一般规格

类型：

驱动器尺寸：

频率响应（无源）：

频率响应（有源）：

灵敏度：

最大声压级：

最大输入功率（无源）：

麦克风灵敏度：

阻抗：

蓝牙发射功率：

蓝牙发射调制：

蓝牙频率：

蓝牙配置文件版本：

蓝牙版本：

电池类型：

供电：

充电时间：

开启蓝牙情况下的音乐播放时间：

开启蓝牙和主动降噪情况下的音乐播放时间：

开启辅助输入和主动降噪情况下的音乐播放时间：

尺寸（高x宽x深）：

重量：

质保：

高级高分辨率耳罩式无线自适应主动降噪降噪耳机

40mm 铍驱动器

10Hz - 40kHz

20Hz - 20kHz

97dB SPL @1kHz/1mW

98dB

100mW

-32dBV @ 1kHz/Pa

32Ω

<8dbm

GFSK, π/4 DQPSK / 8DPSK

2.402Ghz - 2.480Ghz

A2DP 1.3.1, AVRCP 1.6, HFP 1.7.1

v5.1

锂离子电池 (750 mAh/3.7V)

5V / 1.0A

100分钟

34小时

30小时

30小时

202.6毫米（7.9英寸）x205.4毫米（8.1英寸）x65.4毫米（2.6英寸）

340克（12盎司）

2年（部件和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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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an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Incorporated（“Harman”）向您保证，您的Mark Levinson产品在Mark Levinson有限质保

规定的相应期限内不会出现工艺和材料缺陷。

本有限质保不涵盖以下原因所导致的缺陷：(1) 因事故、灾难、误用、滥用或其他不合理使用或疏忽（含缺乏合理和必要维

护）而造成的损坏；(2) 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损坏（必须向承运人提出索赔）；（3）安装或调整不当造成的损坏；(4) 任何配

件或装饰表面的损坏或劣化；(5) 因未遵守本用户手册中的说明而造成的损坏；(6) 由授权Mark Levinson服务中心以外的人

员进行修理而造成的损坏。

此外，本有限质保仅涵盖产品本身的实际缺陷，不涵盖安装或从固定装置取下的成本、设置或调整、基于卖方虚假陈述的索

赔、因安装相关环境导致的性能变化，比如程序源质量、交流电源或产品改造，已被抹去、修改或删除序列号的产品，或以“

原样”或最终销售方式售出的产品。 本有限质保仅适用于从Mark Levinson授权经销商处购买的产品。

完整Mark Levinson质保详情请见https://www.marklevinson.com/about/purchase-policy.html

质保

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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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AN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Incorporated  
8500 Balboa Boulevard 
Northridge, CA 91329 USA

© 2020 HARMAN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Incorporated.版权所有。

Mark Levinson是 HARMAN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Incorporated的注册商标。

其他公司和产品名称可能是与其相关的各自公司的商标。

"MQA”是MQA Limited © 2018的商标。

本文件不应被解释为HARMAN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Incorporated的承诺。包含的
信息以及产品功能、规格和外观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HARMAN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Incorporated对本文件中可能出现的错误不承担任何责任

有关客户服务和产品运输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MarkLevinson.com 零件号：070-00004；版本：B.0  
www.MarkLevins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