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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您购买到新的 Plantronics 产品。 本指南包含设置和使用 Backbeat Go 2 耳塞的说明。

在安装或使用本产品之前，请参阅《快速入门指南》中“安全说明”有关重要产品安全信息
部分。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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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有麦克风的耳塞（已安装中号耳塞套件） 组合线缆充电器

耳塞套件（小号和大号）

盒中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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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口

耳机指示灯 (LED)

调大音量按钮：提高音量、跳至下一首曲目

音频/通话按钮：开启/关闭耳塞、应答/结束/拒绝来电、播放/暂停音乐

调小音量按钮：降低音量、播放上一首曲目

/ 静音/取消静音

耳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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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第一次开启耳塞时，配对过程便开始。

1 开启耳塞。 位于右耳塞上的指示灯闪烁 红灯和蓝灯，表示进入配对模式。

• iPhone 和 Android™ 智能手机 遵循语音指导配对说明。

• 其它电话，请使用您的手机菜单，执行以下操作：

2 激活手机上 蓝牙®并将其设置为搜索新设备。
• iPhone* 设置 > 蓝牙 > 开启

• Android™ 智能手机* “Settings（设置）” > “Wireless & Networks（无线和网络）” >
“Bluetooth: On（蓝牙：开启）” > “Scan for devices（扫描设备）”

NOTE * 菜单可能因设备不同而不同。
3 选择“PLT_BBTGO2”。

如有必要，输入密码四个零 (0000) 或接受连接。

成功配对后，您将听到“pairing successful（配对成功）”并看到耳塞指示灯停止闪烁。

在您的耳塞与手机配对后，您可能想要与另一个手机或设备（如平板电脑）配对。 您可
以与多达八台支持免提配置文件和高级音频传输协议 (A2DP) 的设备进行配对，并记住这
些配对连接。

1 将耳塞置于配对模式。 选择：
• 关闭耳塞，按住音频/通话按钮， 直至听到“pairing（正在配对）”，或者

• 在非通话期间，打开耳塞，按住调大音量 (+) 和调小音量 (–) 按钮，直至听到“pairing（正
在配对）”

位于右耳塞上的指示灯 闪烁 红灯和蓝灯，表示进入配对模式。
2 激活电话上的蓝牙并将其设置为搜索新设备。
3 选择“PLT_BBTGO2”。

如有必要，输入密码四个零 (0000) 或接受连接。

成功配对后，您将听到“pairing successful（配对成功）”并看到耳机指示灯停止闪烁。

当您需要将多个设备与您的耳塞配对，多种连接功能可让您通过手机/音乐设备上的蓝牙
设备列表在各个设备之间切换连接（耳塞一次只能连接到一台设备上。）。

例如，如果您已连接到一台平板电脑，想在听完音乐后切换至另一台配对的手机/音乐设
备，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1 进入手机“蓝牙”设置菜单的配对设备列表。
2 选择“PLT_BBTGO2”。

之后，耳塞会接受新的连接，不必每次都删除现有连接，然后与设备重新配对；这些连
接会被记住，并随时准备在有效范围内进行连接。

配对

第一次配对

与另一个设备配对

多种连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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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新耳塞有足够的电量支持您完成配对和拨打少量电话。 要使用充电端口，请将您的
指甲插入右耳塞顶部的槽中并下拉。

耳塞充满电需要长达 2.5 小时。 充电时，指示灯为红色，并会在充电完成后变为蓝色。

您可以通过轻触任一音量按钮检查电池电量级别。 耳塞可读出电池状态，而指示灯会闪
烁以显示电量级别。

“Battery level high（电池电量高）”= 电池已充满电

“Battery level low（电池电量低）”= 不足 1 小时

“Recharge headset（为耳机充电）= 不足 15 分钟

蓝灯闪烁 = 电池已充满电

红灯闪烁两次 = 电池电量低，不足 1 小时

红灯闪烁三次 = 不足 15 分钟

充电

检查电池的电量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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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充分享受到耳塞提供的出色音质，挑选合适尺寸的耳塞套件非常重
要。

1 防声封条 耳塞中安装了中号的耳塞套件，开包即可使用。 我们建议您逐一试用每个耳塞
套件（小号、中号、大号）来进行语音检查，并最终选择能带来最佳音质体验的耳塞套
件。 戴紧耳塞套件可确保获得丰富的低音响应效果。
 

 

2 舒适感和稳定性 稳定器可旋转到三个预设位置。 旋转稳定器来调整角度以获得最佳的舒
适度和稳定性。
 

 

3 请将耳塞绕过脖子后面佩戴，尽享高度舒适性。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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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住音频/通话按钮  /  直至听到“power on（开启）”。如需关闭，请按住音频/通话按
钮  / 4 秒钟，直至听到“power off（关闭）”。

播放或暂停音频
轻触音频/通话按钮  / 。

跳至下一首曲目
按住调大音量 (+) 按钮 1 秒钟以上。

播放前一首曲目
按下调小音量 (–) 按钮 1 秒钟以上，以重新启动当前曲目。 按两次按钮（每次持续 1 秒钟
以上）可以转到前一首曲目。

轻触调大音量 (+) 或调小音量 (–) 按钮。

在通话期间，同时轻触音量 (+) 和 (–) 按钮。 您会听到“Mute On（静音开）”或“Mute Off
（静音关）”。静音开时，提示将每隔 5 分钟出现一次。

当您正在听音频时，您将会听到来电提示。 当您接听来电时，您存储的音频（已下载的
音乐、视频或博客)将会暂停。 如果您在收听直播的音频流时有来电，它将会静音而不是
暂停。 一旦结束您的通话，您的播放或音频流将会继续。

应答或结束通话
轻触音频/通话按钮  / 。

使用呼叫等待
首先，轻触  / 按钮以暂挂第一个通话，接听第二个来电。 要在通话之间来回切换，请
按住音频/通话按钮  / 2 秒钟。 要结束第二个通话并恢复第一个通话，请轻触音频/通
话按钮  / 。

拒接来电
按住音频/通话按钮  /  2 秒钟。

重拨
按两次音频/通话  / 按钮以拨出呼叫的上一个号码。

基础知识

开启或关闭耳塞

音频

调整音量

静音

拨打/接听/结束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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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让耳机保持开启但是超出已配对手机的有效范围 20 分钟以上，耳机将会进入
DeepSleep™ 模式以节约电量。

一旦进入您手机的有效范围，按任意按钮即可退出 DeepSleep 模式。 如果您的手机正在
响铃，再次 轻触 通话按钮即可接听电话。

在电话和耳塞之间的蓝牙工作“范围”高达 33 英尺，超出此距离，则有可能出现音质下降和
失去连接。

您的耳塞会尝试重新连接失去的蓝牙连接。 如果未尝试重新连接，请轻触一次音频/通话
按钮或通过电话的蓝牙设备菜单以手动方式重新连接。

您的耳机默认为英语模式。

语音提示列表
• “Battery low/medium/high（电池电量不足/电池电量适中/电池电量充足）”

• “Connection switched（已切换连接）”

• “Headset connected（已连接耳机）”

• “Not connected（未连接）”

• “Mute on/off（静音开/关）”

• “Pairing（配对）”

• “Pairing successful（配对成功）”

• “Power on/off（电源开/关）”

• “Recharge Headset（为耳机充电）”

• “Redial（重拨）”

将耳塞恢复为出厂设置后，会删除配对设备列表。

1 首先，将耳塞置于配对模式。 选择以下任意一种方法：
• 关闭耳塞，按住音频/通话按钮，直至听到“pairing（正在配对）”，或者

• 在非通话期间，打开耳塞，按住调大音量 (+) 和调小音量 (–) 按钮，直至听到“pairing（正
在配对）”

位于右耳塞上的指示灯闪烁红灯和蓝灯，表示进入配对模式。
2 接着，在耳塞处于配对模式后按住调大音量 (+) 和调小音量 (–) 按钮，直至 LED 指示灯闪

烁紫灯。
重置后，耳塞将会关闭。

更多功能

Deepsleep 模式

保持连接状态

语音提示

恢复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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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接听时间 接听时间长达 4.5 小时，通话时间长达 5 小时*

待机时间 最长达 10 天*

DeepSleep 技术 电池待机能力长达 180 天*

操作距离（有效范围） 与手机或平板电脑的最远距离为 33 英尺

耳机重量 14 克

音频 HQ 自定义 SBC 编码器，6 毫米钕质扬声器，频率响
应 20-20000 Hz, 总谐波失真 <5%, 灵敏度 104
dBspl/mW @ 1 kHz

降噪 数字信号处理 (DSP)：

• 全双工回音消除

• 实时降噪

• 语音清晰功能

防潮保护 P2i 纳米涂层防汗防潮

充电连接器 微型 USB 充电

电池类型 可充电、不可更换的聚合物锂电池

充电时间（最长） 2.5 小时（电源要求 5V DC - 180 mA）

蓝牙 2.1 + EDR 高级音频传输协议 (A2DP) v1.2、音频/视频远程控制协
议 (AVRCP) v1.4、免提配置文件 (HFP) v1.6 和耳机配置
文件 (HSP) v1.1

操作和存储温度 32°F – 104°F (0 – 40°C)

NOTE *性能取决于电池，并可能因设备而异。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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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多帮助？
plantronics.com/support

Plantronics, Inc. Plantronics BV

345 Encinal Street

Santa Cruz, CA 95060

美国

South Point Building C

Scorpius 140

2132 LR Hoofddorp，荷兰

© Plantronics, I2013c.保留所有权利。 蓝牙是 Bluetooth SIG, Inc. 的注册商标，Plantronics 对其的任何使用已获得许可。 其它所有商标都是其相
应所有者的财产。

美国专利正在申请中

200674-27 (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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