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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圖表來連接您的系統。

連接您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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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最佳化設定，請造訪 plantronics.com/software 下載桌上型 Plantronics Hub 軟體。

從電腦管理您的設定：

•使用電腦混音*

•軟體電話的通話控制功能

•更新韌體

•開啟/關閉功能

•檢視使用指南

* 必須有桌上型 Plantronics Hub 軟體才能使用混音功能。

載入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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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 PC 上接聽或結束通話，請按一下 MDA500 上的 PC 圖示按鈕。

若要在 PC 上撥打電話，請按一下 MDA500 上的 PC 按鈕，然後在軟體電話應用程式中撥
打號碼。

耳機通話控制取決於軟體電話是否相容。若您尚未安裝 Plantronics Hub 或沒有相容的軟
體電話，請先按下耳機通話按鈕，接著再使用軟體電話應用程式撥打/接聽/結束通話。下
載 Plantronics Hub 請至 plantronics.com/software。

若要使用桌上型電話接聽或結束通話，請按一下 MDA500 上的桌上型電話按鈕。如果您
沒有 HL10 升降器或 EHS 纜線，請在接聽電話時拿起聽筒，或在結束通話時掛斷聽筒。

若要使用桌上型電話撥打電話，請按一下 MDA500 上的桌上型電話按鈕，然後撥打號
碼。如果您沒有 HL10 升降器或 EHS 纜線，請手動拿起聽筒。

進行通話時，向上或向下滾動滾輪來調整適當的音量。

通話時，按下靜音按鈕即可讓麥克風靜音。若要解除靜音，請再按一次按鈕。

若要保留進行中通話，請按住通話按鈕 2 秒鐘。若要取消保留通話，請按下通話按鈕。

進行通話時，按住 PC 與桌上型電話按鈕 2 秒鐘，即可合併通話。

要從桌上型電話通話切換到電腦通話 (或相反)，按一下另一邊的通話按鈕，便可接聽來電
或撥出電話。

日常使用方式

接聽、結束與撥打電話

調整音量

靜音

保留

合併通話

切換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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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有 Window/Mac 版 Plantronics Hub 軟體才能使用混音功能。如要載入軟體，請造訪 
plantronics.com/software。

播放問候語
此設定可讓使用者在接聽來電時選取要播放的語音檔案。開啟 Windows/Mac 版的
Plantronics Hub，然後選擇設定 > 一般 > 軟體設定 > 播放問候語。下拉式功能表的值為關
閉 (預設值) 和開啟。當使用者選取開啟時，系統會提示使用者選取音訊 (.wav) 檔案。

播放問候語功能開啟後會一直保持開啟，直到此功能關閉為止。

附註 調整 PC 音量會調整桌上型電話來電者所聽到的音量。使用音量滾輪將音量調整至
安全範圍。

錄製語音記事*
此設定會將桌上型電話的通話設為靜音，讓使用者能在使用桌上型電話的客戶無法聽到

的情況下在 PC 上錄製語音記事。從 Mac 頂端列或 PC 系統匣中選取「錄製語音記事」。

播放 PC 音訊*
此設定可讓使用者播放 PC 音訊，並在耳機中聽見桌上型電話來電者無法聽見的聲音。從
Mac 頂端列或 PC 系統匣中選取「播放 PC 音訊」。

*這些設定為動態設定，代表在通話期間會開啟，並在通話結束時關閉。

進階混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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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LED 狀態 指示

呈綠色閃爍 PC 來電

持續亮綠燈 PC 電話通話中

呈紅色閃爍 (慢速) 通話中的 PC 電話保留通話

持續亮紅燈 PC 電話靜音

呈綠色閃爍 桌上型電話來電

持續亮綠燈 桌上型電話通話中

呈紅色閃爍 (慢速) 通話中的桌上型電話保留通話

持續亮紅燈 桌上型電話靜音

呈黃色閃爍 更新韌體

持續亮紅燈 進行中通話靜音

按下這兩個按鈕的其中一個時，會開啟電話線路/音訊頻道。視環境而定，在撥打電話
前，您可能不會聽到撥號音。這些按鈕可讓您切換至不同的電話線路/頻道。

LED 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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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法在耳機上聽見撥號音。 調整切換器上的設定，直到聽見撥號音為止。

若音量太低，請調整切換器底部的收聽音量調節器。

請確定升降器已將聽筒升至足夠高度以處理掛機開關，必要
時，請設定為更高的高度。

聲音失真。 調低切換器上的發話音量調節器及/或收聽音量調節器。大多
數的電話適用設定 2。

如果您的桌上型電話有音量控制功能，請將其調低直到失真
情況消失為止。

在耳機裡聽到回音。 調低切換器上的收聽音量及發話音量調節器。大多數的電話
適用設定 2。

調整設定開關。最常用設定為預設的「A」。

通話對象會聽見背景有嘈雜聲。 若電源供應器 (僅限 HL10 升降器) 插入電源排插，請將其直接
插入牆上。

聽筒升降器已安裝，卻無法提起
聽筒。

請確定選配的 AC 電源變壓器已穩固地壓入切換器上的聽筒電
源插孔中。

從軟體電話應用程式撥號時，沒
有任何反應。

請確定 MDA500 是預設的音訊裝置。前往「控制台」>「聲
音」，控制台就會啟動音訊裝置控制台

確定您使用的是相容的軟體電話應用程式。如需相容軟體電
話的清單，請造訪 plantronics.com/software。

若未安裝 Hub 軟體，且您沒有相容的軟體電話，則必須先按
下耳機通話按鈕，然後使用軟體電話介面撥打/接聽/結束電
話。

重新啟動電腦。

發話及/或收聽音量太小或太大。 在電腦的音訊控制台/系統偏好設定中調整收聽/發話音量。

在軟體電話應用程式中調整收聽/發話音量。

聲音失真，或是我在耳機聽到回
音。

在電腦上使用軟體電話應用程式調低發話及/或收聽音量。

將麥克風指向下巴。

如果失真情況仍然存在，請調低音量調節器的音量。

疑難排解

桌上型電話

軟體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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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

需要進一步協助嗎？
plantronics.com/support

Plantronics, Inc. Plantronics B.V.

345 Encinal Street

Santa Cruz, CA 95060

United States

Scorpius 171

2132 LR Hoofddorp

Netherlands

© 2019Plantronics, Inc. 所有商標隸屬各自所有人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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