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lackwire® C710™/C720™

配有 Bluetooth® 的 USB 有绳耳机

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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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祝贺您购买到新的 Plantronics 产品。 本用户指南包含设置和使用 Blackwire C710/C720 蓝牙

耳机的说明。 

在安装或使用本产品之前，请先参阅单独的“安全说明”中的重要产品安全信息。

Blackwire C710/C720 新一代技术。

特色亮点和 Smart Sensor™ 技术：

• 戴上耳机即可自动应答来电。
• 可自动转接移动电话和耳机之间的通话。
• 可以自动更新网络电话状态。
• 集成的 A2DP（用于蓝牙的高级音频传输协议）有助于您聆听媒体音频。
• 语音提示可读出电源开/关、电池电量级别和连接状态等。

系统要求 

计算机
• 支持的操作系统： 

 Windows XP®SP3 或更高版本， 
 Windows Vista® SP1 或更高版本， 
 Windows® 7 SP1 或更高版本（推荐） 
 MAC OS X 10.6.8 或更高版本

• 处理器：400 MHz Pentium® 处理器或同级别处理器（最低）；1 GHz Pentium 处理器或同级别
处理器（推荐） 

• RAM：96 MB（最低）；256 MB（推荐） 
• 硬盘：280 MB（最低）；500 MB（推荐）

浏览器
• 用户系统上必须安装 Internet Explorer® V6 或更高版本（必需）

在线注册您的产品
访问 plantronics.com/productregistration，并在线注册您的产品， 
以便我们为您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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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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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内的物件

 1 带内嵌式控制器的 Blackwire C710 耳机（单声道），或

 2 带内嵌式控制器的 Blackwire C720 耳机（立体声）

 3 Blackwire C710/C720 USB 线缆 

 4 便携袋

1 2

3 4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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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功能

 1 右耳垫
 2 可调式头带
 3 左耳垫
 4 去除噪音麦克风
 5 移动通话和蓝牙开/关按钮

6 音量高/低滑块
 7 内嵌式控制器
 8 静音/取消静音按钮
 9 PC 通话按钮
 10 USB 线缆/连接器

2 3

4679 8 5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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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备件
（另售）

便携袋

泡沫耳垫 人造革耳垫

Blackwire C710/C720 USB 线缆 

注：有关附件和备件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plantronics.com/acces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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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嵌式控制

移动通话按钮 可通过轻触一下按钮，直接用耳机应答或结束通话。 来电时 LED 
将快速闪烁蓝灯，通话时将慢速闪烁蓝灯。 可通过较长时间按
键，手动开启或关闭蓝牙无线电；蓝牙状态将保持上次已知状
态。

PC 通话按钮 可通过轻触一下按钮，直接用耳机应答或结束通话。 来电时 LED 
将快速闪烁绿灯，通话时将慢速闪烁绿灯。 还可通过中等时间按
键来暂停通话。

音量 可通过向上或向下推动滑块来调高或调低音量。

静音 按静音按钮一次将使麦克风静音，并且 LED 亮起红灯。 再次按下
此按钮将取消麦克风静音功能。

注意：为了安全起见，请勿在较大音量下长时间使用耳机。 否则可能会导致听
力受损。 请务必使用适度的音量级别来收听。 有关耳机和听力的详情，请访
问：plantronics.com/healthandsafety。

使用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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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耳机
1 要调整头带，请拉长或缩短头带，直到可以舒适地佩戴。 佩戴好耳机接收器，使耳垫位于耳

朵的中心并让您感到舒适。

2 对于 C710 耳机，使稳定器 T 型杆处于耳朵上方。

3 耳机放在您头上之后，调整活动麦克风杆，使尖端指向您的嘴角。 麦克风杆可随您的面部曲
线任意定型。

 

注：耳机的麦克风杆设计为戴在左脸一侧。 要将耳机的麦克风杆戴在右侧，请向上旋转麦
克风杆，直到与右嘴角对齐。 左右声道将会对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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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访问 plantronics.com/software 并单击“下载”，加载 Plantronics Spokes 软件。

2 将 USB 线缆连接到内嵌式控制器和 PC 上。

3 将耳机放在平整非金属平面上。 充电期间，耳机中的传感器将进行全面校准。*

4 确认您的 PC 网络电话的扬声器和麦克风设置已设定为 Plantronics Blackwire C710/C720，如下
所示：

Windows 7 的 PC 音频设置（要访问此屏幕：“控制面板”>“声音”）

 
默认设置：所有 PC 声音和音频将在耳机中播放。

* 耳机连接到 PC 时，移动通话按钮会在充电时一直亮起红灯，并在充满电后熄灭。 请参
见“拨打移动电话”

连接并进行 PC 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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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XP 的 PC 音频设置（要访问此屏幕：“开始”>“控制面板”>“声音和音频设备”）

 

Blackwire C7xx

Blackwire C7xx

Blackwire C7xx

Blackwire C7xx

默认设置：所有 PC 声音和音频将在耳机中播放。

5 使用 PC 网络电话拨打电话。 在通话过程中，PC 通话按钮将慢速闪烁绿灯。 

注：如果您选择不安装 Spokes 软件，则耳机仍起到标准音频设备的作用，但是，内嵌式控制
按钮无法与网络电话配套使用。 

用耳机和 PC 网络电话拨打电话

拨打电话 通过 PC 网络电话拨号。

用耳机和 PC 网络电话接听和结束通话

接听电话 短按 PC 通话按钮。 

在应答移动电话的通话过程中
接听电话

短按移动通话按钮，结束移动电话通话。 然后按 PC 通话按钮，
接听网络电话通话。

结束通话 短按 PC 通话按钮。

PC 通话按钮 LED 指示灯

来电 快速闪烁绿灯

通话中 慢速闪烁绿灯

媒体音频 慢速闪烁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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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移动电话配对并进行通话
1 按住移动通话按钮直至红灯和蓝灯闪烁（5 秒钟），以便打开蓝牙。 

2 激活电话上的蓝牙功能，然后使用电话设置来添加/搜索/发现新的蓝牙设备。

BlackBerry®：“设置/选项”>“蓝牙：开启”>“搜索设备”。 
iPhone：“设置”>“蓝牙”>“开启（开始搜索设备）” 
Android™：“电话设置”>“无线”>“蓝牙：开启”>“扫描设备”。 
其它电话：请参阅电话手册

3 在找到的设备列表中选择 Plantronics_C7xx。 

Blackwire C700 

注：有关市面流行移动电话的详细配对说明，请访问 plantronics.com/easytopair

4 如果移动电话提示输入密码，则键入 0000。

当耳机有效连接至移动电话后，移动通话按钮将停止闪烁。

5 戴上耳机之后，使用您的移动电话拨打测试电话。 

注：通话过程中，移动通话按钮将闪烁蓝灯。 

配对并进行移动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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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要远离 PC 使用移动电话，请从内嵌式控制器上拔下 USB 线缆。

7 按移动通话按钮结束通话。 

提示：对于 iPhone 用户，耳机电池电量显示在 iPhone 主屏幕上。 耳机必须连接到 iPhone。

如果您取下耳机时未按移动通话按钮，则通话不会结束。 请参阅“高级功能”。

配对新设备
从关闭位置开始，按住移动通话按钮直到闪烁红灯和蓝灯。 然后按之前所述“与移动电话配
对并进行通话”的步骤 3 操作。 

注：一次只能配对一个设备。

为耳机充电
耳机连接到 PC 后，会在需要时自动充电。 

注：新耳机有足够的电量可供您拨打几次移动电话，然后才需要充电。 充电移动通话按钮的
红灯将一直亮起，电量充满后熄灭。 大约需要 2 小时便可充满电。 从 PC 上拔下充满电的
耳机时，耳机电量可供 4 到 5 小时的移动通话，然后才需要充电。 将耳机重新连接到 PC 
充电。

注：始终在接近室温的环境中充电，切勿在低于 0ºC (32ºF) 或高于 40ºC (104ºF) 的温度下为电
池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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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电池电量级别
安装 Plantronics Spokes® 软件后，系统托盘上会出现耳机图标，显示电池状态。 Plantronics 电
池状态会通知您 4 种不同的电池电量级别（25%、50%、75% 和 100%）。 给耳机至少充满电
一次，从而正确地校准电池状态。

注：如需通话控制和其他功能，请在  
www.plantronics.com/software 中下载 Plantronics Spokes 软件。

使用耳机和蓝牙移动电话拨打电话

拨打电话 在您的移动电话键盘上拨号。

重拨上一个号码* 按两下移动通话按钮。 每次按下均会发出一声低音。 低 - 低 - 高的
音调表示已重拨上一个号码。

激活语音拨号* 按住移动通话按钮 2 秒钟。 您将会听到第一音调，随后听到第二音
调，表示已激活语音拨号。

*只有支持这些功能的移动电话才会提供。

使用耳机和蓝牙移动电话接听和结束通话

接听电话 短按移动通话按钮。 

在应答 PC 网络电话的通话
过程中接听电话

短按 PC 通话按钮，结束 PC 网络电话通话。 然后按移动通话按钮，
接听移动电话通话。

结束通话 短按移动通话按钮。

拒绝通话 按下移动通话按钮 2 秒钟，直到您听到第二声长低音。 

将通话从移动电话转接到
耳机上

在通话时，按下移动通话按钮 2 秒钟，直到您听到一个音调，随后
是一声长低音。 

将通话从耳机转接到移动
电话上

在通话时，按下移动通话按钮 2 秒钟，直到您听到一声长低音，随
后是低 - 低 - 高的音调。 或者，如果使用智能传感器，取下 C710/
C720 耳机即可将音频转接到移动电话上。

*只有支持此功能的移动电话才会提供。 

已连接 PC 和移动电话时的移动通话按钮行为（不在通话中）

重拨移动电话上的 
上一个号码*

按两下移动通话按钮。

启动移动电话上的 
语音拨号*

按下移动通话按钮 2 秒钟。

*只有支持此功能的移动电话才会提供。 

注：如需通话控制和其他功能，请在  
www.plantronics.com/software 中下载 Plantronics Spokes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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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话按钮 LED 指示灯

来电 快速闪烁蓝灯

通话中 慢速闪烁蓝灯

媒体音频 慢速闪烁蓝灯

配对模式 红色和蓝色交替闪烁

正在开机 蓝灯常亮（2 秒钟）

电源关 红灯常亮（2 秒钟）

智能传感器技术

传感器可检测您是否佩戴耳机。 传感器位于麦克风杆一侧的扬声器听筒内。

自动接听电话：
当您未佩戴 
耳机时。

当您的移动电话或 PC 网络电话上有来电
时，戴上耳机即可自动接听。 无需按下通话
按钮。

自动暂停媒体：
当您正在聆听 
媒体音频时。

当您正在聆听来自移动电话的媒体音频时，
如果取下耳机，音频将会暂停。 戴回耳机
后，音频将会恢复。

注意：如果媒体播放器的播放时间不到 10 
秒钟，则必须手动重新启动媒体播放器。 

注意：如果音频的暂停时间超过 5 秒钟，
则您需要手动重新启动媒体播放器。 

注意：自动暂停媒体功能仅适用于移动电
话。 PC 媒体音频不自动暂停。

自动转接电话：
无论您是否佩戴了 
耳机。

如果您未佩戴耳机，同时移动电话上接到来
电，音频则将被转接至移动电话。 在您佩戴
耳机时，音频将被自动转接至耳机。  

如果您正佩戴耳机并接到来电，音频将被转
接至耳机，您需要按下移动通话按钮来接听
电话。

注意：这些功能均已默认启用，用户可以在 Plantronics 控制面板中禁用这些功能。 必须
先下载 Plantronics Spokes 软件，才能访问控制面板。 对设置进行更改需要您连接到 PC。 
访问 plantronics.com/software 并单击“下载”，加载 Plantronics Spokes 软件。

高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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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功能

自动连接
当您佩戴 
耳机时

如果蓝牙耳机已开启并处于设备接收范围之
内，则耳机会自动连接到移动电话。 语音提
示将读出已连接。

手动配对 如果已开机，则按住移动通话按钮 5 秒钟以
上，可以关闭蓝牙无线电。 

如果已关机，则按住移动通话按钮，直到该
按钮闪烁红灯和蓝灯。 

同时通话处理行为（PC 和移动电话）
您可以使用 PC 网络电话应用程序在线通话并接收移动电话通话。 可在耳机中听到移动电话
通话的铃音。 轻触耳机上的 PC 通话按钮将结束 PC 网络电话通话。 轻触移动通话按钮将
接听移动电话通话。

注意：在移动电话上接听通话会将音频发送至移动电话，并使 PC 网络电话通话在耳机上保
持激活状态。

您可以保持移动电话通话并接收 PC 网络电话上的通话。  通话期间，可在耳机中听到 PC 网
络电话来电铃音。

轻触耳机上的移动通话按钮将结束移动电话通话。 轻触 PC 通话按钮将接听 PC 网络电话通
话。

如果您同时收到 PC 网络电话呼叫和移动呼叫，轻触移动或 PC 通话按钮则会接听各自的通
话。

通过 A2DP（用于蓝牙的高级音频传输协议） 
聆听音频

Blackwire C710/C720 耳机可以播放任何已启用 A2DP 的移动设备上的媒体文件（音乐、播客
等）。

播放/暂停
参阅 Smart Sensor 功能表中的自动暂停媒体。

定制

让产品更加个性化 
访问 plantronics.com/myheadset，更新和定制您耳机的以下功能：

• 语音提示的语言选项

• 禁用/启用传感器

• 启用/禁用“Mute off”（静音关）语音提示

• 设置“Mute on”（静音开）语音提醒

• 即时固件更新

• 提升免提体验的 Plantronics 应用

注意：更新您的耳机时，您可能听到意外的语音提示和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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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范围
如果您正在进行移动通话，当您走出移动电话的传输范围时，您会感觉到音质下降。 如果一
直呆在有效范围外，则任何正在进行的通话都将中断。 当您走回传输范围之内时，将会重新
建立通话。 

Blackwire C710/C720 允许设备之间远离 30 英尺（9 米），您走出这个范围才会中断通话。 当
链路中断时，您会听到“Lost Connection”（失去连接）的语音提示。 将耳机连接至 PC

耳机控制、指示灯和语音提示

操作 LED 提示音 语音提示

PC 来电提示  不适用 绿灯快速闪烁 可编程铃音  不适用

PC 通话应答/结束 短按 PC 通话按钮 绿灯短促闪烁 接听：一声低音，随
后是低音 - 低音 - 高
音。结束：一声低音

 不适用

PC 通话“闪烁” 按下 PC 通话按钮 
2 秒钟

绿灯短促闪烁 低音 不适用

调整接听音量（
通话期间）

按音量高/音量低
滑块

PC LED 闪烁一次 每次改变音量时发出
提示音。 在达到最
低/最高音量级时发
出两声音调

 不适用

麦克风静音 按下并松开静音
按钮 

开：静音 LED 亮
起。关：静音 
LED 熄灭

开：低音 - 高音。
关：高音 - 低音

开：“Mute On”
（静音开） 
关：“Mute Off”
（静音关） 

移动（蓝牙）电
源开/关

按下移动通话按
钮 5 秒钟

开：蓝灯常亮 2 
秒钟 
关：红灯常亮 2 
秒钟

不适用 开：“Power on”
（电源开），
随后是“Phone 
Connected”（
电话已连接）
、“No Phone is 
connected”（
未连接电话）
或“Pairing”（正
在配对）。 
关：“Power off”
（电源关）

检查移动（蓝
牙）电源是否
开启

短按移动通话
按钮

密集的蓝灯闪烁 短低音 不适用

移动来电提醒 不适用 蓝灯快速闪烁 可编程铃音 不适用

移动通话应答/
结束

短按移动通话
按钮

密集的蓝灯闪烁 接听：一声低音，随
后是低音 - 低音 - 高
音。 
结束：一声低音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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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有效范围
超过 30 秒钟后重
新连接移动电话

短按移动通话
按钮

一次蓝灯闪烁 一声低音 “Phone 
connected”（电
话已连接）

移动电话重拨上
一个号码 *

按两下移动通话
按钮

蓝灯闪烁两次 两声低音，随后是低
音 - 低音 - 高音

不适用

移动电话激活语
音拨号 *

按住移动通话按
钮 2 秒钟

一次蓝灯闪烁 短低音，随后是长
低音

不适用

移动电话拒绝通
话 *

按住移动通话按
钮 2 秒钟

一次蓝灯闪烁 短低音，随后是长
低音

不适用

通话音频转接至
移动电话/从移动
电话转出 *

按住移动通话按
钮 2 秒钟

一次蓝灯闪烁 短低音，随后是长低
音。 通话转接至耳
机时，您还会听到
低 - 低 - 高的音调，
表示已连接。 

不适用

移动（蓝牙）配
对模式

在蓝牙关闭的情
况下，按住移动
通话按钮 5 秒
钟。 

红灯/蓝灯闪烁 短低音 “Power on”（
电源开），随后
是“Pairing”（正
在配对）。

*只有支持此功能的移动电话才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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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ronics 控制面板
使用 Plantronics 控制面板，可以更改影响耳机性能的用户首选项和设备设置。

要访问 Plantronics 控制面板，请访问  
plantronics.com/software 并单击下载按钮，以加载 Plantronics Spokes 软件。

要启动此实用程序，请单击“开始”>“程序”>“Plantronics”>“Plantronics 控制面板”。

设备设置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您的 Plantronics C7xx，然后选择“Device Settings”（设备设置）来配置耳
机系统的设置。

Plantronics Spokes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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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选项卡 

显示多种应用程序（如网络电话和媒体播放器）的 Plantronics 支持状态。

首选项选项卡

允许您设置媒体播放器的首选项，以及其它常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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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项卡

提供对用户指南和支持的在线访问，并显示耳机系统的信息。 

Plantronics 更新管理器

自动检查更新

选中此框，您便可以激活可用软件更新的定期自动检查。

立即检查更新
您可以选择随时检查可用的软件更新，方法是单击更新管理器中的“Check For Updates Now”（
立即检查更新）按钮：在“开始”菜单中单击“程序”，选择“Plantronics”，然后打开“Plantronics 
Update Manager”（Plantronics 更新管理器）。

安装选中的更新

在自动或手动检查更新之后，此字段将被填上适用的软件更新，安装选中的更新将开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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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夹
将衣夹固定在衣服的胸部位置。 在 PC 旁边时，衣夹会减少内嵌式控制器的重量，使您更加
舒适。 在离开 PC 使用移动电话时，衣夹可使内嵌式控制器处于方便的位置。 

有用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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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诊断 — PC 网络电话的使用

我听不到。 确保 Blackwire C710/C720 在 Windows 中设置为默认播放设备。

确保 Blackwire C710/C720 在网络电话中设置为音频设备（参阅网络
电话制造商有关更改音频输出的说明）。

确保耳机、Windows 和网络电话上的个别音量设置没有调节得太
低。

对方听不到我的声音。 确保 Blackwire C710/C720 在 Windows 中设置为默认录制设备。

确保 Blackwire C710/C720 在网络电话中设置为音频设备（参阅网络
电话制造商有关更改音频输出的说明）。

确保耳机、Windows 和网络电话上的个别音量设置没有被静音。

我不能用耳机接听电话。 确保 Blackwire C710/C720 在网络电话中设置为音频设备（参阅网络
电话制造商有关更改音频输出的说明）。

请参阅 Plantronics 兼容性指南  
http://www.plantronics.com/compatibiltyguide；您可能需要下载软件
来启用特定网络电话的通话控制。

plantronics.com/software

使用网络电话时，我无法取
消耳机静音设置。/使用耳机
时，我无法取消网络电话静
音设置。

您的网络电话可能需要 Plantronics Spokes 软件来同步耳机和 PC 上
的静音控制。 

请参阅 Plantronics 兼容性指南  
http://www.plantronics.com/compatibiltyguide

耳机上的音量控制无法调整 
Windows 音量。

除非您已安装 Plantronics Spokes 软件，否则此耳机音量为本地有
效。 借助此软件，可使耳机音量与 Windows 同步。

plantronics.com/software

故障诊断 — 移动电话的使用

我的耳机无法与移动电话
配套使用。

确保耳机已充满电。

确保耳机已与您尝试使用的移动电话配对。 参阅 plantronics.com/
easytopair

我的手机未搜索到耳机。 1) 确保蓝牙已打开电源。 按移动通话按钮。 开启后按钮将为蓝色。 
如果闪烁红灯和蓝灯，则表示正处于配对模式中且需要配对。

2) 关闭移动电话和耳机，然后重新启动移动电话并重复配对过程。 
（请参见“与移动电话配对并进行通话”）。

我无法输入 PIN 码。 关闭移动电话和耳机后再打开，然后重复配对过程。 （请参见“与移
动电话配对并进行通话”）。 您的 PIN 码或密码是 0000（4 个零）。

注：多数移动电话在配对过程中自动输入密码。 您的电话可能不需
要您手动输入密码。

音质很差。 您的耳机超出有效范围。 将耳机靠近移动电话。 

故障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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