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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注册您的产品

请访问 plantronics.com/productregistration 并在线注册您的产品，以便我们能够为您提供尽
可能最佳的服务和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

有关技术支持（包括常见问题、兼容性以及可访问性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plantronics.com/support。Plantronics 技术支持中心 (TAC) 也可为您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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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欢迎使用 Plantronics 耳机产品系列。Plantronics 提供各式各样的产品，从关键任务型和关
键业务型应用到个人通信和娱乐，不一而足。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plantronics.com，在这里，您可以享受到我们的 24/7 全天候支持服务、浏览我们的知识
库、在线聊天或询问有关问题。我们还提供了各种安装指南，使您可以轻松快捷地进行设
置。

在安装或使用本产品之前，请先在快速入门指南中参阅“安全信息”中的重要产品安全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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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内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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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技术支持（包括常见问题、兼容性以及可访问性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plantronics.com/healthandsafety。Plantronics 技术支持中心 (TAC) 也可为您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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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建议您安装 Plantronics 软件。尽管耳机无需运行该软件即可操作，但要是想通
过内嵌式控制中的统一通信应用程序来使用应答/结束通话功能，则必须安装该软件。请访问 
plantronics.com/software 并单击“软件下载”选项卡。按照说明下载并安装软件。

Blackwire C420

盒

静音/取消静音指示灯

调大音量

应答/结束 

调小音量



安装 Plantronics 软件 

对于可通过耳机通话控制按钮远程检测并应答/结束来自网络电话应用程序的呼叫这一功能，
请安装 Plantronics 产品随附的 Plantronics 统一运行时引擎，或者从便利网站上下载。

1. 如果提供了 Plantronics CD，请插入该 CD 并按照安装说明执行操作。

2. 或者，您可以从 plantronics.com/software 页下载本软件的最新版本。

3. 您的网络电话可能需要您选择希望使用哪种音频设备。有关详情，请参阅网络电话的文档。

配置和状态

Plantronics 控制面板包括在“典型安装”选项中。从 Windows“开始”程序菜单启动 
Plantronics 控制面板。Plantronics 控制面板屏幕允许您查看状态、更改设备参数、设置首
选项等等。

软件更新管理器

每当可以更新时，Plantronics 设备的所有软件均可远程更新。从 Windows“启动程序”菜
单启动 Plantronics 更新管理器可以更改有关设置，比如是自动检查还是手动检查是否有更
新。

开机

开启 Blackwire C210 和 C220

USB 耳机在插入电脑的 USB 端口时自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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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功能

1

接收器

耳机线

耳垫

麦克风杆

去除噪音麦克风

2. 调整麦克风杆和头带

2.1 旋转麦克风杆，直到与您的嘴部对齐。     

2.2 拉长或缩短头带，直到可以舒适地佩戴。泡沫耳垫应位于耳朵的中心。

2.1

2
2.2



调整音量

要提高接听音量，请按下音量按钮的上端 (+)。要降低接听音量，请按下其下端 (-)。

要调整网络电话的接听或说话音量，请参阅网络电话用户文档。

要在电脑上调整音频设备的接听或说话音量，请使用控制面板上的“声音和音频设备”部
分。

通话静音

在通话期间，只需快速按下静音按钮即可将麦克风静音。静音之后，静音指示灯将会亮起。

要取消静音，请再次按下该按钮。

搁置通话

如果网络电话支持此功能，按住应答/结束按钮 2 秒钟将搁置通话。 有关搁置通话时提供的附
加功能的信息，请参阅手机的用户指南。 再次按下应答/结束按钮将取消搁置通话。

媒体管理器

Plantronics 软件为用户提供了众多可供选择的选项，可用于在有呼入来电或来电
结束时管理从受支持的媒体播放器传送到您的耳机的输出信息。“媒体播放器”
功能位于“Plantronics 控制面板”的“首选项”选项卡。选择“开始”菜单>“程
序”>“Plantronics”>“Plantronics 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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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耳机 

答/结束/拨出呼叫 

要拨打电话，只需通过网络电话应用程序拨打号码。

要应答或结束通话，请按下应答/结束按钮。

对于与 Plantronics 软件不兼容的网络电话 在 plantronics.com/software 上查看 
Plantronics 软件兼容性列表，了解最新信息。如果 Plantronics 软件目前不支持您的网络电
话，则不能通过耳机实现远程检测和应答/结束通话功能。按下耳机上的通话控制按钮将不起
作用；您必须应答来自网络电话的呼叫。

3. 旋转麦克风杆以便装入盒中

3.1 旋转麦克风杆，使其与所示的头带相对应。

3.2 将耳垫按所示平整折叠。

3.3 装入盒中。 

3.1

3 3.2

3.3



问题 解决方法

我听不到对方的声音 •  未将 USB 耳机设置为默认音频设备。
请使用 Windows 操作系统“声音和
音频设备”下面的“音频”设置，选
择“Blackwire C420”作为音频设备。

• 接听音量太低。按下耳机上的调大音量
按钮。

对方听不到我的声音 •  耳机已静音。按下耳机上的静音按钮，
取消麦克风静音。

•  耳机麦克风杆未对准位置。将耳机麦克
风杆对准您的嘴部。

•  未将 USB 耳机设置为默认语音设备。
请使用 Windows 操作系统“声音和
语音设备”下面的“语声”设置，选
择“Blackwire C420”作为语音设备。

耳机中的声音失真。我听到耳机中的回音。 •  调小网络电话上的接听音量，直至失真
现象消除。

•  调整耳机上的音量。

我正用于听音乐的另一部耳机无法再工作。 •  USB 耳机将在 Windows 中将自己设置
为默认音频设备。请使用 Windows 操
作系统“声音和音频设备”下面的“音
频”设置，更改用于音频的设备。

我的耳机对按钮操作没有反应。 •  当 PC 进入待机或休眠模式时，USB 耳
机将不再开启。请确保您的 PC 处于开
机状态。

我的耳机无法与 PC 上使用的耳机配合使
用。（我无法通过耳机通话按钮来应答或断
开连接）。

•  请在 plantronics.com/software 上检查兼
容性列表，确保您的网络电话兼容并可
实现远程应答和断开连接。

•  当 PC 进入待机或休眠模式时，USB 耳
机将不再开启。请确保您的 PC 处于开
机状态。

•  请确保 Plantronics 软件已安装并正在
运行。

故障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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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ronics, Inc.

345 Encinal Street

Santa Cruz, CA 95060

United States

Tel: 800-789-4971

plantronics.com 

For product support contact us at plantronics.com/sup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