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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使用
感謝您購買 Plantronics Discovery®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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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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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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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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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機功能與配件

音量控制鈕：
調高/調低音量
靜音開啟/關閉
線上指示燈開啟/關閉

耳塞

麥克風收音濾
風網孔

充電插孔

通話控制鈕：
通話接聽/結束/ 
拒接/重撥 
電源開啟/關閉 
與手機配對 
在手機與耳機之間 
轉接通話
回到範圍內後重
新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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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購買配件，請與 Plantronics 供應商聯絡，或造訪 www.plantronics.com。

旅充套件：車用充電器與 
USB 充電器
#81291-01

USB 鬆緊繩
#74948-01

耳機功能與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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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新耳機在完全充電狀態下效能最佳。耳機充電
時，指示燈會呈紅色緩慢閃爍。耳機充飽電時，指
示燈會熄滅。上述說明適用於所有充電選項。
請勿在溫度為 0 °C (32 °F) 以下或 40 °C (104 °F) 
以上的環境中進行充電。耳機連接至充電器時請
勿使用。

選項 A：使用 AC 充電器 

1 將 AC 充電器插入電源插座。

2 將 AC 充電器連接到耳機上的充電插孔。

充電時間

1.5 小時 ........  完全充電 (使用 
AC 或充電盒)

30 分鐘 .........  第一次使用前的
最低充電時間

耳機充電

1

2

選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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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B：使用充電盒
1 打開充電盒外蓋。將耳機上的充電插孔對準

充電盒上的 Micro USB 接頭。

2 輕輕地將耳機壓入 Micro USB 接頭，直至卡
入定位。

3 充電完畢後，以姆指輕輕按下退出鈕，即可
鬆開耳機。

耳機充電

1

2
插入

退出

選項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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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機充電

檢查耳機的電池電量

選項 A：充電盒上的 LCD 螢幕會在耳機插入
到充電盒時顯示耳機的電池電量。
注意：充電盒上的 Bluetooth 圖示代表耳機已連線
至您的手機。您可以在充電時接聽通話。

選項 B：您可以在耳機電源開啟時，同時按住
通話控制鈕與音量按鈕約 2 秒鐘。指示燈會呈
紅色閃爍以顯示充電程度。

音量按鈕
通話控制鈕

選項 B

選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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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B

紅色閃爍 電池容量

S 超過 2/3 滿

S S 1/3 至 2/3 滿

S S S 低於 1/3 滿

選項 A

格數 電池容量

3 電池飽電

2 1/3 至 2/3 滿

1 低於 1/3 滿

耳機充電

電量不足警示

電池容量 提示音 語音提示

30 分鐘的剩餘通話
時間 (只會在通話時
發出該警示)

每 15 分鐘發 
出兩聲高音

每 30 分鐘重複
一次「Battery 
Low」的語音
提示

10 分鐘的剩餘 
通話時間 

每 30 秒發出
三聲高音

每 3 分鐘重複一
次「Recharge 
Battery」的語
音提示

自動電池狀態警示
當電池電量過低時，會自動發出提示音與英語語
音提示。



6

充電盒重新充電

將充電盒內部的電池重新充電 
在充電盒內的電池需要重新充電前，充電盒可給
耳機進行兩次完全充電。
1 若要查看充電盒的電池狀態，請參閱 LCD 螢

幕上的資訊。 
如果電池圖示正在閃爍，或螢幕空白，您就必
須在使用充電盒替耳機充電之前，先將充電
盒重新充電。

2 將 AC 充電器插入電源，然後再連接至充電盒
側面的充電插孔。 
充電盒正在重新充電時，LCD 電池圖示 (充電
盒影像上方) 會閃爍，顯示充電程度資訊。

充電時間

3.5 小時 .......  完全充電  
(使用 USB)

1.5 小時 .......  完全充電  
(使用 AC)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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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SSETTINGS

Time and Date

Phone Settings

Bluetooth
Sound Settings

Network Services

Security

Reset Settings

SETTINGSSETTINGS

Time and Date

Phone Settings

9xxPlantronics
Sound Settings

Network Services

Security

Reset Settings

SETTINGSSETTINGS

Time and Date

Phone Settings

0000
Sound Settings

Network Services

Security

Reset Settings

耳機配對

2

SETTINGSSETTINGS

Time and Date

Phone Settings

Bluetooth
Sound Settings

Network Services

Security

Reset Settings

1

3

4

如何將手機與耳機進行首次配對
1 開啟手機上的 Bluetooth 功能。
2 開啟耳機電源。 

按住通話控制鈕，直至指示燈呈紅色/白色閃爍。
3 使用手機上的命令來找出並選取耳機： 

9xxPlantronics。
4 若收到提示需輸入 PIN 碼或通行金鑰，請輸入 

0000。 
若耳機上的指示燈呈白色閃爍，代表配對成功。

注意：若您的手機支援安全簡易配對 (SSP)，您
將無需輸入 PIN 碼或通行金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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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ronics Discovery 975 支援多點連線技術，
可讓您的耳機搭配兩支不同的 Bluetooth 行動電
話使用。

如何開啟/關閉多點連線功能
若要使用多支手機，您就必須開啟多點連線功
能。此功能若關閉，則您的耳機將只能連線至一
支 Bluetooth 手機。

1 耳機電源關閉時，同時按住音量與通話控制
鈕，直至耳機電源開啟且指示燈呈白色閃爍  
2 次。

2 若要將耳機與第二支手機配對，請參閱第 7 
頁的「耳機配對」。

注意: 要關閉多點連線功能，請重複步驟1。
指示燈呈白色閃爍1次表示“多點連線”已
關閉。

如何開始通話
耳機會在您上次撥出電話的手機上開始通話或重
撥。若要使用第二支手機，請使用第二支手機的
控制鈕開始通話。

在另一支手機上通話時如何接聽新來電
若要接聽第二通電話，您必須中止目前通話；
若您的手機具備保留功能，則可使用手機保留
通話。

1 按一下通話控制鈕以掛斷目前通話。

2 再按一下通話控制鈕以接聽另外一支手機的最
新來電。

使用多個 Bluetooth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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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最佳的語音清晰度，請將吊桿對向您的嘴角。
喇叭罩上的耳塞可以旋轉，以利貼合耳部輪廓。 
若感覺耳機鬆脫，請更換為其他大小的耳塞。

如何安裝其他軟膠耳塞

1 若要取下耳塞，請輕拉喇叭罩上的耳掛固 
定架。

2 若要裝上新的耳塞，請將耳塞置於喇叭罩上，
然後輕輕壓下耳塞。

配戴調整

配戴正確配戴錯誤

2

1 耳掛固定架
喇叭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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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指示燈 提示音

開啟耳機電源 按下通話控制鈕 2 秒鐘。 亮白燈。 4 聲上升音。

關閉耳機電源 按下通話控制鈕 4 秒鐘。 亮紅燈。 4 聲下降音。

接聽通話 按一下通話控制鈕。 呈白色閃爍。 一聲低音之後接 
低音、低音、高音。

注意：請等到您聽見耳機響起後，再接聽來電。

拒接來電並將
電話轉接至語
音信箱

按下通話控制鈕 2 秒鐘。 無 1 聲低音。

結束通話 按一下通話控制鈕。 呈白色閃爍  
1 次。

1 聲低音。

撥打電話 在手機上輸入電話號碼並按下 
撥出。通話即會自動轉接到您 
所配對的連線耳機。

無 一聲低音之後接 
低音、低音、高音。

在耳機與手機之
間轉接通話

通話時，按下通話控制鈕 2 秒鐘。 無 一聲低音之後 
接兩聲低音。

耳機控制與指示燈

時間長度：「按一下」是指 1 秒以內。「按下」是指 1 到 4 秒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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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機控制與指示燈

操作 指示燈 提示音

(通話時) 啟用或
停用靜音功能

按下音量按鈕 2 秒鐘。 無 靜音開啟：順序是低音、高音，
之後接著「Mute On」(英語) 語音
提示。15 分鐘後只會發出低音、
高音的狀態提示音。每 30 分鐘重
複一次整個順序，直到靜音功能
關閉為止。
靜音關閉：順序是高音、低音，
之後接著「Mute Off」(英語) 語
音提示。

(通話時) 調整
音量

按一下音量按鈕即可漸次提高音
量。達到最高音量後，再次按下 
按鈕即會將音量降低至最低設定。

每變更一次音量 
等級，即會呈白 
色閃爍一次。

每漸次變更音量一次，即會發出
一聲低音；達到最大音量時會發
出兩聲低音。

警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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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plantronics.com/healthandsafety。

時間長度：「按一下」是指 1 秒以內。「按下」是指 1 到 4 秒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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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指示燈 提示音

檢查耳機電源 
是否開啟

按一下任意按鈕。 呈白色閃爍  
1 次。

1 聲提示音

來電 無 每 2 秒呈白色 
閃爍 3 次。

每 2 秒發出 3 聲快速低音。

注意：若您的耳機接上充電盒，則有來電時，充電盒的耳機圖示 (左下角) 與螢幕背光會 
閃爍。請取下充電盒上的耳機以接聽來電。

正在通話 無 每 2 秒呈白色 
閃爍 1 次。

無

未接來電 無 每 10 秒呈粉紅色
閃爍 3 次，時間
持續 5 分鐘。

無

關閉或開啟線上
指示燈

耳機電源開啟後，按住音量按鈕 
4 秒鐘。

開啟：白燈變亮 
2 秒。
關閉：白燈變暗 
2 秒。

一聲低音。

耳機控制與指示燈

時間長度：「按一下」是指 1 秒以內。「按下」是指 1 到 4 秒之間。



13

tw

如果您的手機與無線服務業者都支援免持聽筒
操作，則您便可使用下列功能：

重撥上次撥打
的號碼

輕按兩下通話控制鈕。您將聽見
兩聲低音。

語音撥號 耳機電源開啟後，按住通話控制
鈕 2 秒鐘。您將聽見一聲短音、
停頓，後接另外一聲短音。

若要維持連線，請將耳機保持在距離 Bluetooth  
手機 10 公尺 (33 英呎) 的範圍內。

未在 Bluetooth 
範圍內

「Lost connection」(英語) 語音
提示後接一聲高音。

若要在超出範圍 
60 秒後手動重
新連線

按一下通話控制鈕，即會聽到一
聲短音，表示連線成功。

注意：音訊品質亦取決於與耳機配對的裝置。

免持聽筒功能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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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機無法用於 
手機。

請確定耳機已充飽電。
請確定您正在配對的手機具備 Bluetooth 功能。

手機找不到耳機。 將手機及耳機的電源皆關閉再開啟，然後重複第 7 頁上的配對程序。

我聽不到來電者/ 
撥號聲。

耳機電源未開啟。按下通話控制鈕約 2 秒，直至聽到提示音或看到指示燈呈白色亮起。
耳機超出範圍。將耳機移近 Bluetooth 手機。請參閱第 13 頁的「範圍」。
耳機電池的電力已耗盡。將電池充電。請參閱第 4 頁的「耳機充電」。
收聽音量太低。漸次按一下音量按鈕即可調整音量。如需調整音量的操作指示， 
請參閱第 11 頁的「耳機控制」。

來電者聽不到 
我的聲音。

耳機超出範圍。將耳機移近 Bluetooth 手機。請參閱第 13 頁的「範圍」。
檢查並確定您並未啟動靜音功能。請參閱第 11 頁的「耳機控制」。

疑難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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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格

通話時間* 電池電量可達 5 小時

待機時間* 多點連線功能「關閉」時，電池供電時間可達 7 天
多點連線功能「開啟」時，電池供電時間可達 4 天

耳機重量 8 公克

電池類型 耳機：鋰離子高分子
充電盒：鋰離子高分子

收藏/使用溫度 32 至 104 ºF (0 至 40 ºC)

Bluetooth 版本 2.1 + EDR (增強的資料傳輸速率) + eSCO + 安全簡易配對 (SSP) 無需輸入 PIN 碼/
通行金鑰即可將耳機配對

Bluetooth 定義 耳機定義 (HSP) 供在手機上通話
免持聽筒定義 (HFP) 供在手機上通話與操作手機

* 效能會因裝置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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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固涵蓋Plantronics 生產、出售或認證之產品的材料與成品瑕疵。
本保固期限為自產品購買日起為期一年。
本保固僅適用於持有原始購買收據的使用者。
如需取得服務，請與Plantronics聯絡。請造訪：http://www.plantronics.com/china/cn/support/ 查詢您所在地
區的聯絡號碼與服務中心聯絡，或請與經銷商聯絡。
本保固是Plantronics 產品的完整保固。
本保固賦予您特定的法律權利，您亦可能擁有其他權利。請與經銷商或服務中心聯絡，以取得有限保固的完
整詳細資料，包括本有限保固未包含的項目。

有限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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