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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期間

完全充電

充電時，標誌會慢慢閃
動橙色燈。

充電完成時，標誌會轉
為綠燈。

電池充電

您可以使用任何一部電腦的 USB 插口，或 USB 入牆插座適配
器，連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的充電適配器也可以使用。

首次開盒取出 Soundbrenner Pulse 後，需充電至少 30 分鐘，
完全充電最多需時 2.5 小時。

通常完全充電後可提供長達 6 小時的使用時間。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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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應用程式

系統要求

為達到更強大的功能和自訂設置，您可以下載 Soundbrenner 
的原生手機兼容應用程式。在 iOS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Store 搜尋「Soundbrenner」，或前往 
www.soundbrenner.com/start，選擇適合您裝置的連結下
載應用程式。

我們還創建了 Mac OS X 專用的 
Soundbrenner DAW 工具，兼容每一款主流
DAW套件，包括 Avid Pro Tools、Ableton Live 
和 Logic Pro X，讓您的 Soundbrenner Pulse 
和最愛 DAW 的拍子同步。

要開始使用Soundbrenner DAW工具，請瀏覽 
soundbrenner.com/dawtools。

裝置
iPhone 5 / iPod touch 6 / iPad 4 及更新型號大
多數現存 Android手機和平板電腦

操作系統
iOS 10 及更高版本
Android 5 及更高版本

裝置
任何配備藍牙 4.0 的 Mac 桌上電腦或筆記型電腦

操作系統
OS X 10.10 Yosemite 及更高版本

Gowww.soundbrenner.com/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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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裝上手帶

3

2

3

1 找出 Soundbrenner Pulse 邊緣
的空隙

將 Soundbrenner Pulse 的一邊套入
手帶

用另一隻手，向上拉起手帶的另一側，
直到卡進合適位置

在影片中觀看
SNBR.IO/U11

確保握緊 Soundbrenner Pulse 和手帶。您可能需要用
拇指協助機身完全套入手帶。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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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方式

根據您和所演奏的樂器，將 Soundbrenner Pulse 戴在身體不
同部位都會對您的體驗有很大影響。

最初幾次使用時，用隨附的兩條手帶將 Soundbrenner Pulse 
戴在身體的不同位置，測試戴在哪個部位最適合您。記得手帶
繫得越緊，感受到的震動越強。

長手帶上的鉤子讓您輕
鬆將它穿過手臂。

盡量將 
Soundbrenner 
Pulse 戴在演奏時
活動較少的身體
部分，因為您的活
動會將震動分散。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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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節拍

使用震動拍子機跟一般的拍子機大有不同。

當您剛剛開始使用 Soundbrenner Pulse，您就像從頭開始學
習數拍子。請不要放棄，您會漸漸做得更好，就像學習用傳統
拍子機練習一樣。

最大的分別在於您怎樣接收拍子提示。有些人對震動和拍子
機的滴答聲有不同的反應。但過一段時間之後，震動甚至會成
為潛意識的感覺，讓您不用刻意專注就能保持合拍。

震動的長度和強度會有很大影響。

Soundbrenner Pulse支援九種不同的觸感配置，您可以選擇
在三種震動強度之中，再選擇短、中、長的節拍長度。

每個人感應震動的方式都各有不同，因此選擇適合您的震動
模式十分重要。完成 Soundbrenner Pulse 設定後，請到設定
選單的觸感部分，嘗試不同形式的震動。

在影片中觀看
SNBR.IO/U12

請不要放棄，您會漸漸做得更好，就像
學習用傳統拍子機練習一樣。

完成 Soundbrenner Pulse 設定後，請
到設定選單的觸感部分，嘗試不同形式
的震動。

提示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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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機和關機

2

要開啟和關閉 Soundbrenner Pulse，請先向任意一個方向轉
動外環至少 1/4 圈，然後以兩隻手指輕觸畫面兩秒。

轉動 點按

Soundbrenner Pulse 啟動時會發出白光，並強烈震動約半
秒。標誌將一直亮著直到關機。

關機時，Soundbrenner Pulse 會短促地亮起白光。當白光熄
滅即表示已經關機。

在影片中觀看
SNBR.IO/U13

演奏完畢後，請確保以相同的程序關
上 Soundbrenner Pulse。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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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

逆時針方向轉動外環會減慢拍子 (BPM)，順時針
轉動則會加快。

點按 2 次 點按 3 次

轉動

Play and Pause BPM Tap

BPM Wheel

以兩指快速連續點按兩
次，即可開始或暫停拍

子機。

以兩隻手指連續點按畫面
至少三次，裝置會按您點
按的平均速度打拍子。

在影片中觀看
SNBR.IO/U14

點按必須使用兩隻手指，並以兩指平放
點按畫面，而不是用指尖點按。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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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提示

要重新連接 Soundbrenner Pulse 到您的裝置，先開啟 
Soundbrenner 應用程式，點按設定，然後在選單點按已斷開
連接的裝置名稱。

在影片中觀看
SNBR.IO/U15

低電量

失去連接

電池電量低於 20% 
時，Soundbrenner 
Pulse 會震動和閃動紅
光三次。

當 Soundbrenner Pulse 
與您的裝置失去連接，它
會自動進入尋找模式，並
持續閃動藍光。

完全充電最多需時 2.5 小時。通常完全充電後可提供長達 6 小
時的使用時間。

您可以沒有重新連接之下退出發現模式 - 只需按一次觸控
畫面。

注意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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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連接

同一部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可以連接多達五部 
Soundbrenner Pulse，讓您整隊樂隊或者您和您的音樂老師，
都可同時感受節拍震動。

您將 Soundbrenner Pulse 連接到流動裝置後，添加其他 
Soundbrenner Pulse 也非常方便。

在影片中觀看
SNBR.IO/U16

在拍子機畫面點按開始時，每部已連接的 Soundbrenner 
Pulse 都會同步震動。請注意，震動和燈光設定都是每部 
Soundbrenner Pulse 獨立的，您只會感受到相同的節拍，但
其他設定都可以隨意自訂。

如要將 Soundbrenner Pulse 與您的流動裝置中斷連接，過
程十分簡單。

iOS: 您只需打開應用程式，點按設定標籤頁，然後
按「添加其他 Soundbrenner Pulse」。

iOS: 在設定標籤頁，找到您要中斷連接的裝置，然
後向左滑動，畫面會出現「中斷連接」按鈕。

Android: 只需開啟應用程式，打開抽屜式導覽列，然後
點按「連接Soundbrenner Pulse」。

Android: 打開抽屜式導覽列，然後點按要中斷連接的
裝置，畫面會出現「中斷連接」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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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重新啟動
如果重新啟動成功，它
會短促地閃動紅光。

您需先移除錶帶以重新啟動裝置。您可在下凹的區域中找到
圓孔，此區通常會被錶帶覆蓋。接著，使用尖銳物品（例如
針），插入圓孔。若裝置成功重啟，您的裝置應該會短暫發
亮。

在影片中觀看
SNBR.IO/U17

如果 Soundbrenner Pulse重新啟動後仍運作異常，請確保 
Soundbrenner 流動應用程式已是最新版本。然後再次連接您
的Soundbrenner Pulse，查看是否提供任何韌體更新。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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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如果您發現輕觸 Soundbrenner Pulse 畫面時出現問題，這裡
有一些有用的小提示，對您應該有所幫助。

首先，確保您已戴好裝置，而不是握在手中：我們的觸控傳感
器在與皮膚接觸時最能發揮性能。

另外，確保您以兩指平放點按畫面，而不是用指尖點按。

如果您發現很難啟動或停止拍子機，或難以用點按來改變節
拍，請嘗試點按得更快。Soundbrenner Pulse 能分辨短按和
長按。

注意：如果裝置未能正確辨識您的點按指令，請確保您以兩指
平放點按畫面，而不是用指尖點按。您也可以嘗試在每一下點
按時更快速地提起手指。

在影片中觀看
SNBR.IO/U18

點按必須使用兩隻手指，並以兩指平放
點按畫面，而不是用指尖點按。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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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我們知道每一個音樂人都不一樣，因此我們提供多種設定方
式，讓您按喜好自訂您的 Soundbrenner Pulse。

自訂每一下節拍的震動長度和強度，或完全禁止震
動：

自訂每一下節拍的燈光或完全禁用燈光：

改變拍子機音效或禁止應用程式的滴答聲：

設定 → 點按「您的裝置」 → 震動

設定 → 點按「您的裝置」 → 燈光

設定 → 應用程式設定

抽屜式導覽列 → 點按「您的裝置」 → 震動

抽屜式導覽列 → 點按「您的裝置」 → 燈光

抽屜式導覽列 → 應用程式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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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資訊

警告：身體健康狀況

如果您目前的身體健康狀況，或曾經有狀況令您有可能受 
Soundbrenner Pulse 影響，使用本產品前請先諮詢醫生意見。身體健康
狀況包括（但不限於）：

•   白指病；
•   手臂震動症候群（HAVS）；
•   休克；
•   癲癇；
•   姿勢性高血壓；
•   矽膠過敏；或
•   任何其他心臟、神經，或皮膚病

警告：對醫療儀器造成干擾

如果您正使用任何醫療儀器或會因 Soundbrenner Pulse 造成干擾，使
使用本產品前請先諮詢醫生意見。醫療儀器包括（但不限於）：

•   冠脈支架；
•   除顫器；
•   心臟起搏器；或
•   任何其他植入式醫療儀器

如果您懷疑 Soundbrenner Pulse 會對您的醫療儀器造成干擾，或在使
用時感到不適，請立即停止使用。

警告：長時間頻密使用

長時間頻密使用 Soundbrenner Pulse 可能會令部分用戶的皮膚受到
刺激。如果您在使用 Soundbrenner Pulse 時皮膚發癢、發紅和／或紅
腫，應立即除下裝置並停止使用，直到皮膚恢復正常。如果症狀持續，請
諮詢醫生意見。

注意：電器裝置

Soundbrenner Pulse 和充電器都屬於電器裝置，應小心處理。

不得在極端低溫或高溫環境使用本產品。

本產品和電池如果處理或處置不當，可能對環境有害或造成傷害。

如果 Soundbrenner Pulse 變暖或發熱，請即除下。

注意：磁鐵

充電器包含磁鐵。所有信用卡、鑰匙卡和任何其他有磁帶的物品，都應放
在遠離充電器的安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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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電池

僅應使用獲授權 Soundbrenner 充電器為裝置充電，以避免任何安全
問題或觸電危險。

不要試圖自行更換電池，這將導致保養失效，並可能對您造成傷害。

裝置充電完成後，記緊盡快為充電器切斷電源。

切勿在潮濕環境下為裝置充電。

切勿將裝置或充電器放近任何易燃或爆炸品。

注意：水

即使 Soundbrenner Pulse 是防汗和部分防水，任何情況下都不應把
它浸在水中。

不要在雨天或在潮濕的環境中長時間使用。

保養您的 Soundbrenner Pulse

為達最佳性能，我們建議您使用本裝置前請完全充電。

使用護膚品時要小心，因為護膚品可能會影響隨附手帶的顏色或耐用
度。

不使用 Soundbrenner Pulse時，應存放於通風良好而乾燥的環境。

務必定期以濕布清潔裝置，確保衛生。

不得在水中清洗裝置。

有關保養和監管資訊，請參閱第 16 頁。

TM 和 © 2016 年 Soundbrenner Limited。保留一切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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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RANTY

This Limited Warranty does not cover the following:

•   Our mobile apps and desktop software;
•   Damage arising from negligence and/or improper use;
•   Unauthorized modification;
•   Theft or loss of the product; or
•   Damage caused by natural disasters

Refer to the license agreement included in the software and the 
Soundbrenner Terms of Service for details of your rights with respect 
to proper use.

Soundbrenner will either repair, replace or refund your Soundbrenner 
Pulse at its own discretion. Warranty benefits are in addition to rights 
provided under local consumer laws. 

For validation purposes, you are required to provide proof of purchase 
details when making a claim under this warranty.

Terms of Service

Soundbrenner’s terms of service can be viewed at
http://www.soundbrenner.com/terms

Privacy Policy

Soundbrenner’s privacy policy can be viewed at
http://www.soundbrenner.com/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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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ORY INFORMATION

FCC Compliance Statement

The device complies with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received,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EU Compliance Statement

Soundbrenner Limited hereby declares that this Soundbrenner Pulse 
i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and other relevant 
provisions of Directive 1995/5/EC.

Disposal and Recycling Information

As signified by the symbol on the packaging, your product should be 
disposed of at a recycling center due to the device’s electronic nature 
in order to encourage sustainable reuse and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Disposing of the device separately from household wastes also 
prevents potential hazards to the environment or others.

Bluetooth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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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product contains QD ID 78915. Declaration ID D0299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