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901i
Music Phone Adapter

With the E901i, you can transform your headphones into a stereo mobile headset to work with a 
smartphones. Functions may vary due to different types of smartphones.

•	Smart in-line control with microphone for iDevices and smartphones
•	VoiceOver support on enabled devices
•	No	sacrifice	in	sound	quality
•	1-meter cord with 3.5 mm(1/8”) stereo plug and jack on both ends.

Media functions Center Button 
To play/pause a track/video Press once
To jump to the next track/chapter Press twice rapidly
To jump to the previous track/chapter Press three times rapidly
Fast forward Press twice rapidly and hold
Rewind Press three rapidly and hold

Other functions
Voice recording control, to start or stop a recording Press center button once, while your iDevice is at voice 

recording function
Photographing and video recording controls, to take a 
picture or start/stop a video recording

Press “+” button once, while your iDevice is at camera 
mode.

Call functions Center Button 
To accept/end a call Press once
To reject a call Press and hold for 2 seconds and release. 2 low beeps 

will	confirm	that	the	call	is	rejected.
Place current call on hold while switching to another call Press once. Repeat after delay to swap to other call.
Hang up current call and answer incoming call Press and hold for 2 seconds. 2 beeps will inform you 

the old call is ended and you will be on the new call.
To activate VoiceOver control (if your smartphone 
support)

Press and hold for 3 seconds till you hear a tone and 
say your voice command

Volume functions “+” and “-“ buttons 
To increase the volume Press “+” button
To reduce the volume Press “-“ button

Connecting the E901i to a smartphone
1. Connect the headphones to the E901i music phone adapter
2. Connect the E901i to your smartphone

Using the E901i
Make sure that the smart in-line remote control with microphone is not covered.
Functions of the smart in-line remote contr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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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above functions have to be supported by your iDevice or smartphone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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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01i
音樂手機適配器 此條線可將一般立體耳機轉為智能手機用耳麥。由於不同的智能手機，線控功能也可能有異。

•	具智能型線控含麥克風，配合智能型手機及iDevice相關產品
•	支持含聲控功能之產品

•	不影響耳機聲音的質量

•	1米線，一端為3.5 mm立體插頭，另一端為3.5 mm立體插座。

媒體功能 中央鍵 

播放/暫停一首音樂或視頻 按一下

跳到下一首或下一章 快速按二下

跳到上一首或上一章 快速按三下

快進 快速按二下並按住

倒回 快速按三下並按住

音量功能 “+” 和“-“ 鍵 

提升音量 按“+”	鍵

降低音量 按“-“	鍵

其他功能

錄音控制，可開始或暫停錄音 按一下中央鍵(當你的智能手機是在錄音功能畫面時)

照相/錄像控制，可拍照或是開始/停止錄像 按一下”+”鍵	(當你的智能手機是在拍照/錄像功能畫面時)

電話功能 中央鍵

接聽/結束一通電話 按一下

拒絕來電 按住中央按鍵大約兩秒鐘，然後鬆開。兩聲低嘟嘟聲會確認已拒絕來電

切換到來電或已保留的通話並保留當前通話 按下中央按鍵。再按一次以切換回最初的通話。

切換到來電或已保留的通話並結束當前通話 按住中央按鍵大約兩秒鐘，然後鬆開。	
兩聲低嘟嘟聲會確認已結束首次通話。

使用“語音控制” 按住中央按鍵保持3秒，直到你聽到一聲嘟響，即可下語音指令。

連接E901i 與智能手機

1.	連接耳機至E901i的3.5mm立體插座
2.	連接E901i 到你的智能手機

如何使用E901i 
在使用時，請留意勿將E901i上的線控遮蓋，因其上含有麥克風。	
線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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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上述功能，必須你的智能手機或裝置有支持相關功能。

入耳式
頭戴式

語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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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上述功能，必須你的智能手機或裝置有支持相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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