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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有中号耳塞的耳机 充电盒

USB 蓝牙适配器 微型 USB 线缆*

耳挂 小号和大号耳塞

NOTE *充电器样式可能因产品各异。

盒中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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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按钮

音量按钮

迷你 USB 充电端口

静音按钮

语音按钮

播放/暂停按钮

电源按钮

耳机 LED（指示灯）

指示灯 (LED)

概述

耳机概述

蓝牙 USB 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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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牙 USB 适配器存放在充电盒的底部。

IMPORTANT 充电盒在出厂时处于深度睡眠模式，以节能和保护电池。 要唤醒充电盒，
请将其插入电源至少 1 分钟。 充电时，LED 闪烁。

充电盒 LED：指示充电盒/耳机电池状态

耳机：轻触图标可显示耳机电池状态

充电盒：轻触图标可显示充电盒电池状态

迷你 USB 充电端口

充满电后，充电盒可为耳机提供额外最多 10 小时通话时间的电量。

充电盒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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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如果您的手机支持近距离无线通讯 (NFC)，请转至 NFC 配对 。

1 佩戴耳机，然后将其开启。 您将听到使用所有支持的语言播报“welcome”（欢迎），然后
使用默认语言播报“pairing”（配对）。 耳机 LED 指示灯闪烁红色和蓝色。

2 激活手机上 蓝牙®并将其设置为搜索新设备。
• iPhone 设置 > 蓝牙 > 开启*

• Android™ 设置 > 蓝牙：开启 > 扫描设备*

NOTE * 菜单可能因设备不同而不同。
3 选择“PLT_Edge”。如有必要，输入密码四个零 (0000) 或接受连接。 一旦配对成功，您会

听到“pairing successful”（配对成功）。

1 确保 NFC 已开启，您的手机显示屏未锁定。
2 让耳机轻触手机的 NFC 标签位置并保持，直到 NFC 配对完成。 如有必要，接受连接。

TIP 注意智能手机屏幕上的开始和接受配对过程的提示。

NOTE 耳机的 NFC 标签位置位于耳机顶部。 各种手机 NFC 标签的位置有所不同。

当您完成耳机和手机的配对后，您可能想要将耳机和其他手机配对。

1 开启耳机电源。
2 选择：
• 轻触语音按钮 ，说“Pair Mode”（配对模式）

• 按住通话按钮  直至听到“pairing”（正在配对）

3 激活电话上的蓝牙并将其设置为搜索新设备。
4 选择“PLT_Edge”。

如有必要，输入密码四个零 (0000) 或接受连接。

成功配对后，您将听到“pairing successful（配对成功）”并看到耳机指示灯停止闪烁。

配对

蓝牙配对

NFC 配对

与其它手机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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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的耳机已配对并连接至您的手机后，您就可以更改耳机语言了。

1 佩戴耳机，然后将其开启。
2 同时按住音量加 + 和减 - 按钮，直到您听见“welcome”（欢迎）。使用每种支持的语言重

复语言选择方向。

3 按照语音引导提示，选择耳机的语言。

选择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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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蓝牙 USB 适配器和您的耳机已预先配对。

1 将 USB 适配器插入到台式电脑或 PC 的USB端口（不是对接站）。

2 USB 适配器 LED 将闪烁蓝色，然后一直呈蓝色亮灯，表示耳机已连接至 USB 适配器。 您
将听到“PC connected”（PC 已连接）。不进行通话时，LED 一直处于蓝灯亮起状态；通话
时则处于蓝灯闪烁状态。

3 请访问 加载适用于 Windows 和 Mac 的 Plantronics Hub， plantronics.com/software以了解
耳机按钮功能。
NOTE Plantronics Hub 软件可让您通过高级设置和选项自定义耳机的行为。

您可能需要重新配对您的蓝牙 USB 适配器和耳机。
让耳机处于配对模式。 将 USB 适配器插入到台式电脑或 PC 的USB端口（不是对接站）。
耳机 LED 停止闪烁红色/蓝色且 USB LED 一直保持蓝色亮起时，配对成功。

连接

连接至 PC

配对（USB 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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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充满电需要 90 分钟。 充电完成后，指示灯将熄灭。
TIP 要重置通话时间提示的精确度，请在耳机电池耗尽后完全充满。

使用微型 USB 线缆充电时的耳机 LED 状态

关 充电完成

电池电量充足

电池电量适中

电池电量不足

电池电量严重不足

有三种方式可检查耳机电池状态。

1 戴上耳机，轻触语音按钮，说“Check battery”（检查电量），然后收听语音提示。
2 戴上耳机，轻触通话控制按钮，然后收听语音提示（仅限智能手机）。
3 未佩戴耳机时，轻触通话控制按钮，然后观察耳机 LED。

关于电池状态的耳机 LED 状态

关 充电完成

电池电量充足

电池电量不足，剩余不到 30 分钟

电池电量严重不足，剩余不到 10 分钟

充电

检查耳机电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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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电的充电盒可以提供额外最多 10 小时的耳机通话时间。

IMPORTANT 充电盒在出厂时处于深度睡眠模式，以节能和保护电池。 要唤醒充电盒，
请将其插入电源至少 1 分钟。 充电时，LED 闪烁。

轻触/按压充电盒或耳机图标，检查充电盒或耳机电池状态。 LED 指示电池状态。

充电盒和耳机的电池状态 LED

电池电量充足

电池电量适中

电池电量不足

电池电量严重不足；为充电盒/耳机充电

使用充电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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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稳定佩戴，软胶耳塞的耳套挂在耳背的耳廓槽中。

1 如果耳塞在耳中过松或过紧，则在耳机电源关闭时，使用两款备选尺寸中的一款进行更
换。

2 要调节舒适性，您可旋转耳机上的耳塞，或添加可选的夹扣耳挂。
NOTE 如果长时间使用后觉得耳塞过松，请取下耳塞，在干净温水中清洗，等其自然晾干
后重新装上。

调整

调节佩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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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听电话
选择：

• （未佩戴耳机时）佩戴上耳机将自动接听来电，或者

• 播报来电通知后（仅限智能手机），说“answer”（接听），或者

• 轻触通话按钮 

接听第二个来电
首先，轻触通话按钮  结束当前通话，然后再次轻触通话按钮  接听新来电。

结束通话
轻触一次通话按钮 以结束当前来电。

拒绝通话
选择：

• 播报来电通知后（仅限智能手机），说“ignore”（拒接），或者

• 持续按住通话按钮  2 秒钟

回拨上一通电话（智能手机）

要回拨上一个号码，请按两次通话  按钮。

语音拨号（电话功能）

如果您的智能手机具有语音功能助手，按通话按钮  2 秒钟，等待手机提示。

基础知识

拨打/接听/结束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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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叫方播报（仅限手机）

当戴着耳机时，来电将能听到主叫联系人的姓名，这样无需查看手机，即可决定接听还
是忽略来电。

在以下情况下将播报主叫方姓名：

• 如果手机支持电话薄访问配置文件（PBAP，请与手机厂商确认是否支持）

• 在配对过程中授权访问手机上的联系人/通讯簿（对于一些手机，这是默认功能，可能无
需进行授权）

• 如果主叫方存储在手机的联系人列表中
在以下情况下，不会播报主叫方的姓名：如果主叫方未知、不在列表中或被阻止

在通话期间，按静音按钮 。 您会听到“mute on”（静音开）或“mute off”（静音关）。静
音开时，每隔 15 分钟重复一次提示。
NOTE 如果启用耳机智能传感器（默认），取下耳机时会禁用静音，耳机不再处于静音状
态。

在通话或播放音频流期间，按音量 按钮 调整音量，向上 (+) 为增加音量，向下 (–) 为减
小音量。
当未通话或播放音频流时，可以切换音量按钮  调整来电人播报和其他语音提示的音量
级别。

此款耳机采用智能传感器技术，可以识别耳机是否处于佩戴状态，并且可以自动执行省
时功能。

戴上您的耳机将：

• 应答来电

• 将正在进行的通话从手机转接

• 恢复音频流/音乐

取下耳机将：

• 将正在进行的通话转接到手机

• 暂停音频流/音乐
• 锁定通话按钮以避免意外重拨电话

重置传感器
如果无法正常使用传感器，您将需要对其进行重置。

要重置传感器，请将耳机直接连接至电脑的 USB 端口，并让耳塞朝上在平整的非金属平
面上放置 10 秒钟以上。

静音

调整音量

使用智能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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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传感器
要禁用传感器，请按住语音  和通话  按钮 6 秒以上，直到 LED 闪烁紫色，然后闪烁
红色。 再次按下可重新激活，LED 闪烁紫色，然后闪烁蓝色。
NOTE 播放音频流时不能禁用传感器。

持续按下播放/暂停按钮  2 秒钟将暂停或继续音频流的播放。
NOTE 您必须暂停音频流后才能：

• 使用耳机的语音命令

• 使用耳机拨出电话（回拨或语音拨号）

NOTE  如果在播放音频流期间关闭耳机或超出手机有效范围，耳机在重新连接后将不会
播放/暂停音频流，直到您通过手机手动恢复音频流。

播放或暂停音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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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种方式可更改语音提示的语言。
• 使用耳机选择新的耳机语言（请参阅 选择语言）*

• 在手机上下载并安装 HUB 应用程序（请访问 plantronics.com/apps）*

• 下载并安装 MyHeadset Updater 工具（请访问 plantronics.com/myheadset）

语音提示列表
下面是最常见语音提示的列表。

• “Answering call”（接听电话）

• “Battery Low（电池电量不足）”

• “Calling back last number（正在回拨您的上一通电话）”

• “Incoming call”（来电）

• “Lost connection”（失去连接）

• “Mute on/off（静音开/关）”

• “No phone is connected”（未连接电话）

• “Pairing”（配对）

• “Pairing incomplete, restart headset”（配对未完成，重新启动耳机）

• “Pairing successful（配对成功）”

• “Power on/off”（打开/关闭电源）

• “Phone X connected/disconnected”（电话 X 已连接/断开）

• “Recharge headset”（为耳机充电）

• “Say a command”（说出命令）

• “Smart sensors on/off”（打开/关闭智能传感器）

• “Talk time remaining X hours”（通话时间剩余 (x) 小时）

• “Volume maximum/minimum”（最大/最小音量）

调整语音提示音量

在耳机已开启并处于空闲状态（未处于通话或音乐播放状态）时，按音量按钮可调整耳
机语音提示音量。

有三种方式可更改语音命令的语言。
• 使用耳机选择新的耳机语言（请参阅 选择语言）*

• 在手机上下载并安装 HUB 应用程序（请访问 plantronics.com/apps）*

• 下载并安装 MyHeadset Updater 工具（请访问 plantronics.com/myheadset）

要使用语音命令，请轻触语音按钮 ，等待命令请求，然后说出命令。 例如，说一句
“What can I say?（我可以说什么命令）”，系统将为您列出所有可用命令。

语音命令列表
• “Am I connected?（是否已连接？）”

更多功能

语音提示

语音命令

15

http://www.plantronics.com/apps
http://www.plantronics.com/myheadset
http://www.plantronics.com/apps
http://www.plantronics.com/myheadset


• “answer（应答）”

• “Call back（回拨）”

• “Cancel（取消）”

• “Check battery（检查电池）”

• “Ignore（忽略）”

• “Pair mode（配对模式）”

• “What can I say（可以下达哪些命令？）”

NOTE 您手机上的语音拨号功能可通过按下通话按钮  2 秒来起动。 语音拨号功能不是
耳机语音命令。

禁用 answer/ignore（接听/拒接）语音命令
1 开启耳机。
2 按住语音按钮  直至听到“voice answer off”（语音应答关）。
3 再次按下可重新激活语音应答命令。

多点技术可让您配对第二部电话，并用任何一部电话接听来电。

一旦您已配对两部手机，则可以轻松通过任意手机接听来电。
NOTE 您的耳机最多可以与 8 台设备配对，但仅同时保持 2 个连接；包括蓝牙 USB 适配
器。

如果您已经在通话，则可以听到来自第二部已配对的手机上的来电铃音。 如需应答来自
另一部手机的第二个呼叫，必须结束当前通话（轻触通话按钮），自动接听新的来电。
如果您选择拒绝接听第二个呼叫，则第二个呼叫将转为语音邮件。

有两种不同方式可更改耳机设置。
• 在手机上下载并安装 HUB 应用程序（请访问 plantronics.com/apps）*

• 下载并安装 MyHeadset Updater 工具（请访问 plantronics.com/myheadset）

可以更改以下耳机设置：

• 打开/关闭语音命令

• 打开/关闭音频流 (A2DP)/支持音乐功能

• 打开/关闭高清音频的宽带音频

• 自定义智能传感器

• 自定义静音

您可以使用 USB 电缆和安装了 MyHeadset Updater 工具的计算机更新您的耳机固件。

1 将您的耳机和 USB 线连接至计算机。
2 下载 MyHeadset Updater 工具，方法是访问 plantronics.com/myheadset。

除了接收固件更新以外，您还可以更改语言和区域设置以及配置其他功能。

使用两部电话

更改耳机设置

更新耳机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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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需要更多帮助？
plantronics.com/support

Plantronics, Inc. Plantronics BV

345 Encinal Street

Santa Cruz, CA 95060

美国

South Point Building C

Scorpius 140

2132 LR Hoofddorp，荷兰

© Plantronics, I2015c.保留所有权利。 蓝牙是 Bluetooth SIG, Inc. 的注册商标，Plantronics 对其的任何使用已获得许可。 iPhone 是 Apple, Inc. 的商
标。其它所有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专利号：US 5,712,453；CN ZL201430031969.6；ZL201430040931.5；EM 002408096；002417121；专利申请中。

204138-27 (01.15) 型号 ID：PITE14，适配器：B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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