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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使用
感謝您購買 Plantronics BackBeat™ 903/906 耳
機。本指南內含新耳機的設定與使用操作指示。

使用本產品前，請先參考安全說明指南中重要
的產品安全及充電資訊。

產品註冊
請造訪 www.plantronics.com/productregistration 
在線上註冊產品，以便為您提供最佳服務與技術
支援。

取得協助
Plantronics 客戶支援小組隨時待命，為您提供協
助。您可以取得常見問題的回覆、利用電子郵件
詢問問題、透過網際網路接收服務，或與代表人
員直接談話。Plantronics 技術協助中心隨時為您
提供協助！請造訪 http://www.plantronics.com/
china/cn/support/ 或于此網站查詢您所在地的聯
絡電話。

注意：若您考慮將此耳機退還本公司，請先聯絡 
「客戶支援小組」。

注意：若要將耳機與您的 Bluetooth® 行動電話進
行配對，您的通行金鑰 (PIN 碼) 為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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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側耳機—電話控制

包裝內容與功能

伸縮/ 
旋轉配戴調整 

通話控制按鈕 
(接聽/結束)

LED 指示燈 

充電插孔

電源/配對按鈕

立體聲纜線

   交流電 
   充電器

Micro-USB 
    接頭

[BackBeat 903] [BackBeat 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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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內容與功能

右側耳機—音樂控制

伸縮/ 
旋轉配戴調整

播放/暫停/ 
低音強化 
OpenMic™ 按鈕

音量/曲目搜尋/ 
靜音按鈕

Bluetooth 轉接器
[僅隨附於 BackBeat 906 ]靜音

調高音量/
曲目前跳

右側耳塞

3.5 公釐接頭  
(適用於耳機插孔)

電源/配對按鈕

LED 指示燈

充電插孔

調低音量/
曲目後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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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耳機或 Bluetooth 轉接器充電

1 將 AC 充電器插入電源插座。

2 將充電線連接至耳機或 Bluetooth 轉接器。

3 第一次使用之前，請將每個裝置充電至少 1 
小時，或充電 3 小時直到飽電。 電池充飽電
時，LED 會亮藍燈，直到拔除插頭為止。 
充電時 LED 指示燈會呈紅色亮起。當耳機或 
Bluetooth 轉接器連接至充電器時，請勿使用。

注意 請於 0° 至 40°C (32° 至 104°F) 之間充電。

1

2 3

充電時間

3 小時  .....................
 完全充電

1 小時  .....................
  第一次使用前的 

最低充電量[BackBeat 906 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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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耳機或 Bluetooth 轉接器充電 為您的耳機與電話/裝置進行配對

1 開啟電話或裝置的 Bluetooth® 功能。

2 關閉耳機電源，按住電源/配對按鈕，直到 LED 
指示燈成藍色與紅色交替閃爍。

3 使用手機或裝置功能表搜尋 Bluetooth 耳機，然
後選擇 9xxBackBeat。 
請參閱電話或裝置的使用者指南以取得更多資
訊。

4 若收到提示，請在 PIN 碼/通行金鑰中輸入 0000
。 
有些電話可能會要求您接受連線。LED 指示燈
呈藍色閃爍時，表示配對成功。

SETTINGSSETTINGS

Time and Date

Phone Settings

Bluetooth
Sound Settings

Network Services

Security

Reset Settings

SETTINGSSETTINGS

Time and Date

Phone Settings

9xxBackBeat
Sound Settings

Network Services

Security

Reset Settings

SETTINGSSETTINGS

Time and Date

Phone Settings

0000
Sound Settings

Network Services

Security

Reset Settings

SETTINGSSETTINGS

Time and Date

Phone Settings

Bluetooth
Sound Settings

Network Services

Security

Reset Settings

1

2

3

4



6

1 關閉耳機電源，按住電源/配對按鈕，直到 LED 
指示燈呈藍色與紅色交替閃爍。

2 轉接器電源為關閉時，請按住電源/配對按鈕，
直到 LED 指示燈呈藍色與紅色交替閃爍為止。

3 配對成功時，耳機和轉接器都將閃爍藍色。 
兩者即可開始使用。

為您的耳機與 Bluetooth 轉接器進行配對 [限 BackBeat 906]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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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您的耳機與 Bluetooth 轉接器進行配對 [限 BackBeat 906] 配戴調整

為達到最佳音質效能，以及配戴時的穩定與舒適
性，耳機應調整至您感到舒適的配戴位置，且繞過
您的頸後。

1 將立體聲纜線掛在頸後。

2 控制您耳後的一邊耳機，然後使用伸縮/旋轉調
整裝置將耳塞固定於耳內。

3 重複步驟 2 配戴另一邊的耳機，並且繼續調整任
一耳的舒適度，直到兩邊的耳塞平穩地貼合在您
的雙耳中。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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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機電話控制與指示燈

操作 指示燈 提示音

開啟耳機 按住電話/配對按鈕 2 秒鐘。 呈藍色亮起 2 秒，然後關閉。 4 聲高頻音

關閉耳機 按住電源/配對按鈕 4 秒鐘。 呈紅色亮起 4 秒，然後關閉。 4 聲低頻音

接聽/ 
結束通話

按一下通話控制鈕 手機響起時會呈 3 次藍色閃爍 
 (重複)。在通話時， 
每隔 2 秒呈藍色閃爍。

手機響起時會發出 3 聲
低音 (重複)。通話接通
時或中斷時會發出一聲
低音。

撥打電話 在手機上輸入號碼並按下撥
出。

每隔 2 秒呈藍色閃爍 
(在通話時)。

短促音，然後響鈴

拒絕通話 按住通話控制鈕 2 秒鐘。 無 一聲長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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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體

中
文

耳機電話控制與指示燈

操作 指示燈 提示音

檢查電池電力 開啟耳機電源，按一下
電源/配對按鈕。指示燈
會呈紅色閃爍以顯示充
電程度。

呈紅色閃爍： 電池電量：
 1 超過 2/3 滿 
 2 1/3 - 2/3 滿 
 3 低於 1/3 滿

無

電量不足指示燈 無 每 10 秒呈紅色閃爍 3 次 每 10 秒 3 聲提示音

通話靜音/解除靜音  
(正在通話)

按下音量/曲目搜尋/ 
靜音按鈕。

無 低音接著高音然後靜音，
而後每分鐘發出一聲低
音。高音接著低音然後取
消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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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機電話控制與指示燈

操作 指示燈 提示音

執行系統重設 插入 AC 充電器時，請按住
電源/配對鈕。

重設完成時，耳機會亮起紅燈
或藍燈。

無

調整通話音量  
(正在通話)

按一下音量/曲目搜尋/靜音 
按鈕，往前 (+) 或往後 (-)。

無 短促低音 (達到音量限時  
2 聲低音)

警告 勿長時間以高音量使用耳機。否則可能導致聽力受損。請以適當音量收聽。如需有關耳機與聽
力的更多資訊，請造訪 www.plantronics.com/healthandsafety。

重撥 連按兩下通話控制鈕。 無 兩聲低音

語音撥號  
(嘗試開始
通話)

按住通話控制鈕 2 秒 無 一聲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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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體

中
文

耳機電話控制與指示燈

操作 指示燈 提示音

將進行中的通話轉
接至耳機，或從耳
機轉接回手機

通話進行中時，按住通話控
制鈕 2 秒

無 將通話從耳機轉接到手
機：兩聲低音

將通話從手機轉接到耳
機：一聲低音之後接兩
聲低音

線上指示燈開啟/關
閉 (預設為開啟)

耳機電源開啟時，同時按下靜
音和通話控制鈕。

關閉：4 次藍色閃爍，
然後淡出

開啟：4 次藍色閃爍，
然後淡入

一聲低音，接著兩聲低音

未接來電指示 無 LED 紫色閃爍三次達 
5 分鐘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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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機音樂控制與指示燈

操作 指示燈 提示音

播放音樂 按一下播放/暫停按鈕。 無 無

OpenMic 暫停 
以聆聽

音樂播放時，按一下播放/ 
暫停按鈕。

無 無

曲目往前或往後
一首

按住音量/曲目搜尋/靜音按
鈕，以往前或往後一首曲目。

無 變換每首曲目時發出
一聲低音

聽音樂時接聽來電 按一下通話控制鈕通話時音樂
將會暫停。

手機響起時會呈 3 次藍色 
閃爍 (重複)。在通話時， 
每隔 2 秒呈藍色閃爍。

變換每首曲目時會發
出一聲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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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體

中
文

耳機音樂控制與指示燈

操作 指示燈 提示音

聽音樂時拒絕通話 按住通話控制鈕 2 秒鐘。 無 一聲長低音

調整音樂音量 按一下音量/曲目搜尋/ 
靜音按鈕，以往前或往後。

無 短促低音 (達到音量上限時 
2 聲低音)

強化低音 音樂播放時，按住播放/ 
暫停按鈕 2 秒鐘。

無 啟用時會發出上升音。 
取消啟用時會發出下降音。

注意 若要將裝置的立體聲音樂或音效以無線方式串流至您的耳機，您的 Bluetooth 裝置必須能支援 
Bluetooth 進階音訊散佈定義 (A2DP)。若要透過耳機控制音樂播放，您的 Bluetooth 裝置必須還要支援
音訊/視訊遙控定義 (AVRCP)。Bluetooth 轉接器並不支援 AVRCP 定義，因此您必須使用裝置上的控
制按鈕來控制音樂播放。



14

範圍

Bluetooth 無線技術提供各裝置使用近距離射頻取代線路的方式進行溝通。任兩件 Bluetooth 裝置只要都
開啟 Bluetooth 功能、都在通訊範圍內、且經過配對，就能進行通訊。

若要維持連線，請將耳機保持在距離 Bluetooth 電話或轉接器 33 英呎 (10 公尺) 的範圍內。請將行動電
話置於您的身體左側，且電話與耳機之間沒有障礙物。耳機與電話或轉接器間如有任何障礙物，便可能
產生干擾。

當您移至範圍外時，音訊品質會隨之降低。當您因距離過遠而失去連線時，會聽到耳機發出一聲高頻
音。

耳機會在 30 秒內嘗試重新連線。若重新連線成功，您會聽到一聲低音。如果您在 30 秒過後才回到連線
範圍內，您可以按下通話控制鈕，進行手動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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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我的電話找不到耳機。 請關閉您的行動電話及耳機，然後開啟電話電源。重複第 5 頁的配對
程序。

音質很差。 請確定耳機配戴正確。請參閱第 7 頁。

請將行動電話置於您的身體左側，且電話與耳機之間沒有障礙物。

請確定耳機距離行動電話 33 英呎 (10 公尺) 的範圍內。超出此範圍會
影響聲音品質。如果您的耳機未重新自動連接，請參閱第 12 頁。

我聽不到電話的 
立體聲音樂。

如需聆聽立體聲，您的 Bluetooth 電話必須支援 Bluetooth 進階音訊散
佈定義 (A2DP)，此規格定義 Bluetooth 裝置如何將立體聲品質音訊，
從一部裝置串流到另一部裝置。請參閱您行動電話的使用手冊，以判斷
電話是否擁有此 Bluetooth 定義。

我無法控制音樂曲目。 轉接器及部分立體聲的 Bluetooth 電話不支援 AVRCP 定義的曲目控
制。請使用您的音訊裝置變更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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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來電者聽不到我的聲音。 靜音功能可能已開啟。請參閱第 9 頁。

您的耳機不在 Bluetooth 的接收範圍 (33 英呎/10 公尺) 內。請靠近 
Bluetooth 裝置。如果您的耳機未自動重新連接，請參閱第 5 頁。

請確定您的耳機已與音訊裝置配對。請參閱第 5 頁。

耳機和音訊源間的播放和暫
停，並非同步。

請先確定耳機為播放模式，再從音訊源啟動播放模式。

我的耳塞需要清潔。 請取下耳機上的耳塞。使用溫肥皂水清洗並沖淨。待耳塞完全乾燥後，
再裝回耳機上。請參閱第 7 頁。

在上述項目中找不到我的問
題，或耳機仍無法運作。

執行系統重設：插入 AC 充電器時，請按住電源/配對鈕。重設完成
時，耳機會亮起紅燈或藍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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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tooth 轉接器疑難排解 [限 BackBeat 906]

耳機與 Bluetooth A2DP  
行動電話配對時， 
聽不到其他音訊源的音樂。

若您先將行動電話連接至耳機、再將 Bluetooth 轉接器連接至耳機，行
動電話的 A2DP Bluetooth 設定可能干擾轉接器的功能。此外，如果您
關閉轉接器或離開 Bluetooth 的接收範圍 (33 英呎/10 公尺)，可能會失
去與耳機的連線。無論狀況為何，您都必須： 

1  中斷行動電話配對裝置清單 (參閱行動電話的 Bluetooth 裝置管理員) 
中的耳機連線 (但請勿刪除連線)。

2 將耳機重新連接至轉接器。

3  將耳機重新連接至行動電話 (參閱電話的 Bluetooth 裝置管理員)。

我不知道是否已經啟動 
Bluetooth 轉接器。

裝置啟動時，轉接器上的 LED 燈每 5 秒鐘會閃爍藍色。若要關閉轉接
器，請按住電源按鈕 2 秒鐘，直到 LED 燈閃爍藍色為止。

無法與另一台 Bluetooth  
裝置完成配對。

將裝置與您的耳機進行配對時，必須關閉 Bluetooth 轉接器。請參閱
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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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tooth 轉接器疑難排解 [限 BackBeat 906]

使用 Bluetooth 轉接器時，
耳機聽不到聲音。

使用 Bluetooth 時，裝置可能需要 30 秒連接以及串流音訊。30 秒後如果
還是沒有聲音，請按耳機上的播放/暫停鈕。

請確定您的音訊裝置未被鎖定 (參閱裝置的使用手冊)。

請確定您已將裝置正確地配對至耳機。請參閱第 6 頁。

檢查轉接器是否插入作用中的立體音訊源。

關閉耳機和轉接器，然後再開啟。

請確定您未離開 Bluetooth 的接收範圍 (33 英呎/10 公尺)。 
請參閱第 12 頁。

聆聽音訊時音量太高/太低，
但通話時又恢復正常。

檢查音訊源裝置的音量。請視需要調整。

調整耳機上的音量控制。請參閱第 11 頁。

無法使用轉接器進行 VOIP 
通話。

轉接器僅應用於聆聽音訊。若電腦擁有 Bluetooth 耳機 (HSP) 與免持聽
筒 (HFP) 定義，您便可以將耳機與電腦配對，以使用 VOIP 等電話應用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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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話時間* 最長 7 小時

聆聽時間* 最長 7 小時

待機時間* 最長 7 天

範圍* 多達 33 英呎 (10 公尺)

耳機重量 34 公克

電池類型 鋰離子高分子

充電時間 完全充電需 3 小時

Bluetooth 版本 
(耳機)

2.1 + EDR  
(增強的資料傳輸速率)

Bluetooth 
設定 (耳機)

HSP、HFP、安全簡易配
對、A2DP 和 AVRCP

電源要求 5V DC–180 mA

收藏/作業溫度 32º–104ºF (0º–40ºC)

充電溫度 32º–104ºF (0º–40ºC)

根據交通部低功率管理辦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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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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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依電信規定作業之無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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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規格

*  效能會因電池和裝置而異。當您移至範圍外時，音
質會隨之降低，音質亦取決於與耳機配對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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