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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使用
感謝您購買新的 Plantronics 產品。本指南內含使用 Blackwire C435 耳機的說明。

在安裝或使用本產品前，請先參考快速入門指南中的安全資訊，以瞭解重要的產品安全資

訊。

系統需求 

電腦
• 支援的作業系統：Windows XP®、Windows Vista®、Windows® 7 

• 處理器：400 MHz Pentium® 處理器或同等產品 (最低)；1 GHz Pentium 處理器或同等
產品  
(建議) 

• 記憶體：96 MB (最低)；256 MB (建議) 

• 硬碟：280 MB (最低)；500 MB (建議) 

• Microsoft Windows XP-Service Pack 3 (SP3) 或更新版本 (建議) 
Microsoft Windows Vista-Service Pack 1 (SP1) 或更新版本 (建議)

顯示幕
• 至少 800 x 600、256 色

• 建議：1024 x 768 高彩、32 位元 (建議) 

瀏覽器
• 使用者的系統必須採用 Internet Explorer® V6 或更新版本 (必要)  

線上註冊產品
請造訪 plantronics.com/productregistration 在線上註冊產品，以便我們為您提供最佳的服務
與技術支援。

技術協助
請造訪我們的網站 plantronics.com/support 以取得技術支援，包括常見問題、相容性及協助
工具資訊。Plantronics 技術協助中心 (TAC) 也隨時為您提供協助！ 請撥打免費技術支援熱線：

香港：001-800-54446600（HKTI）

台灣：00-800-54446600（CHI-T）

新加坡：001-800-54446600 (Singtel)

或訪問：plantronics.com/support 查詢更多地區號碼。



大、小軟膠耳塞及單聲道接頭蓋

攜帶包Blackwire C435 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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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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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機功能

1

14

 1 降噪麥克風
 2 右側喇叭
 3 右側耳掛 
 4 軟膠耳塞 (已裝上)
 5 左側耳掛
 6 軟膠耳塞 (已裝上)
 7 左側喇叭 

 8 立體聲纜線綁帶 
 9 單聲道/立體聲連接  
 10 內建控制
 11 靜音/解除靜音
 12 調高/調低音量
 13 通話接聽/結束
 14 USB 接頭

2 3 4 5 6 7

131198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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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另售)

頭帶與盒子 - 適用於想使用後掛式配戴模式的人。此為使用者可選購的配件 (及其專用的
大攜帶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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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耳機
將耳機插入您 PC 上的 USB 連接埠即可。

注意 若要取得通話控制及其他功能，請下載 Plantronics 軟體，網址為： 
http://www.plantronics.com/businesssoftware。

佩戴耳機
耳機原裝已附有耳掛及中型軟膠耳塞

1 若要配戴耳機，只要將軟膠耳塞置於耳朵內部、耳掛放在耳朵上方，並將麥克風吊桿向前
旋轉即可。麥克風應對向嘴角。如果耳機的位置令您覺得不舒服，可以配合耳朵旋轉耳掛
和耳塞。

使用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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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耳機原本將麥克風配置在左側，但如果您喜歡放在右側，很簡單就能變更麥克風的設定。只
要將耳掛拉離喇叭並旋轉，接著再換邊即可。

3 耳機原裝已附有中型軟膠耳塞。如果發現耳機戴起來不舒服或鬆脫，您很輕鬆就能更換能
貼合的軟膠。只要拔下喇叭上的軟膠，換上其他軟膠即可。

大 小

4 將耳機放到頭上後，請調整彈性吊桿，讓尖端靠近嘴角。您可以依照臉龐的彎曲度調整吊桿
的形狀。

 2"
50.8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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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者若 (一律或偶爾) 不要兩耳都使用喇叭，則可以在連接點移除第二個喇叭的連接，如
下所示。這樣會自動將耳機從立體聲變更為單聲道 (反之亦然，重新連接會變更回立體聲)。

*

*耳機隨附接頭蓋，以便於設定為單聲道耳機時使用

內建控制

通話接聽/結束 可直接從耳機按一下以接聽或結束通話，當有來電時，LED 會閃爍綠色，通
話中則持續亮起綠色。

音量 您可以調高及調低音量。

靜音 按下靜音按鈕一次，即可使麥克風靜音。靜音時，紅色 LED 會亮起。再次按
下這個按鈕，即可取消麥克風靜音。

注意 若要取得通話控制及其他功能，請下載 Plantronics 軟體，網址為： 
http://www.plantronics.com/businesssoftware。

重要事項 為了您的安全，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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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多有關耳機與聽力的資訊，請造訪：plantronics.com/
healthand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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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夾
這可減輕包覆在塑膠管中的纜線重量，增加舒適性。這也有助於當您戴著耳機移動離開電腦
時，減少 USB 纜線塑膠管的拉扯力。

立體聲纜線繞線器
當您取下耳機並將繞線器往上拉時，可避免耳機纜線糾結，這將有助於減少耳機纜線糾結
的情形。如果要纏繞纜線以便收納於盒中時，也建議這樣做。

有用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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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纜線綁帶
如果要縮短桌面的纜線，只需使用 USB 纜線綁帶纏繞多餘的部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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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解決方法

我聽不到 請確定已將 C435 設定為 Windows 中的預設聆聽裝置。

請確定已將 C435 設定為軟體電話中的音訊裝置 (請洽詢軟體電話製
造商，取得變更音訊輸出的指示)。

請確認並未關閉耳機、Windows 和軟體電話上的音量設定。

對方聽不到我的聲音。 請確定已將 C435 設定為 Windows 中的預設麥克風裝置。

請確定已將 C435 設定為軟體電話中的音訊裝置 (請洽詢軟體電話製
造商，取得變更音訊輸出的指示)。

請確認軟體電話及耳機不是處於靜音模式。

我無法使用耳機接聽通話。 請確定已將 C435 設定為軟體電話中的音訊裝置 (請洽詢軟體電話製
造商，取得變更音訊輸出的指示)。

請參閱 Plantronics 相容性指南 (http://www.plantronics.com/us/
compatibility-guide/)，您可能需要下載軟體，才能使用特定軟體電
話啟用通話控制。

http://www.plantronics.com/businesssoftware

我無法使用軟體電話取消耳
機靜音 / 我無法使用耳機取
消軟體電話靜音。

您的軟體電話可能需要 Plantronics 軟體，才能同步處理 PC 與耳機
的靜音控制。

請參閱 Plantronics 相容性指南 (http://www.plantronics.com/us/
compatibility-guide/)，您可能需要下載軟體，才能使用特定軟體電
話啟用通話控制。

http://www.plantronics.com/businesssoftware

耳機上的音量控制無法調整 
Windows 音量。

除非您已安裝 Plantronics 軟體，否則耳機只能控制自己本身的音量
如果有軟體，耳機音量就能跟 Windows 同步。

http://www.plantronics.com/businesssoftware

疑難排解



Congratulations!
The product you have just purchased carries the TCO Certified Headsets 2 label. This means that your headset is designed 
and manufactured according to some of the strictest performance and environmental criteria in the world. The manufacturer 
of this headset has selected it to be certified to TCO Certified Headsets 2 as a sign of usability, high performance and 
reduced impact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Products certified to TCO Certified Headsets 2 are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limiting the risk for hearing impairment. The headsets have acoustic 
limit protection to protect the user from sudden “sound-spikes” caused by interference on the telephone lines.
Other features of TCO Certified Headsets 2:
Ergonomics
• Volume control, individual adjustment and adaptation, replaceable parts and quality durability.
Energy
• Low energy consumption on the charging station.
Emissions
• Low SAR value. Low electromagnetic fields surrounding the charger.
Ecology
• Product is designed for recycling. Manufacturer must have a certifie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such as EMAS or ISO 14 001
• Restrictions on

o Chlorinated and brominated flame retardants and polymers
o Hazardous heavy metals such as cadmium, mercury, hexavalent chromium and lead.

All TCO labelled products are verified and certified by TCO Development, an independent third party labelling organization. For over 20 years, 
TCO Development has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moving the design of IT equipment in a more user-friendly direction. Our criteria are develop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an international group of researchers, experts, users and manufacturers. Since the program’s inception, TCO labelled products 
have grown in popularity and are now requested by users and IT-manufacturers all over the world.

Full specifications and lists of certified products can be found on our homepage – www.tcodevelopment.com

需要進一步協助嗎？

plantronics.com/support
Plantronics, Inc.
345 Encinal

Santa Cruz, CA 95060

United States

Plantronics BV
South Point Building C

Scorpius 140

2132 LR Hoofddorp

Netherlands

©2011 Plantronics, Inc. 版權所有。Plantronics、Blackwire 和 C435 為 Plantronics, Inc. 的商標或註冊商標。Pentium 是 Intel Corporation 在美國及/或
其他國家/地區的商標。Windows、Windows 7、Windows Vista、Windows XP 和 Internet Explorer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國及/或其他國家/地
區的註冊商標。所有其他商標隸屬各自所有人擁有。

美國專利 5,712,453；專利申請中

86068-28 (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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