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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使用
感謝您購買新的	Plantronics Voyager PRO UC。	本使用者指南內含	Voyager PRO UC	
Bluetooth	耳機和	BT300-M Bluetooth USB	轉接器的設定與使用說明。	

Voyager Pro UC 新一代技術。

採用的重點特色與 Smart Sensor 技術：
•	戴上耳機即自動接聽來電。

•	在行動電話及耳機之間自動轉接通話。

•	在進行行動電話或	PC	通話時，軟體電話的狀態會自動更新。

•	鎖定通話按鈕，避免在未佩戴耳機時不慎撥打電話。

•	具備	PC	寬頻音訊，可提供最好的	PC	音訊品質。

•	整合式	A2DP	(適用於	 	的進階音訊散佈定義)	讓您	
	 聆聽音訊。

•	耳機位在傳輸範圍內時，自動與	PC	和行動電話配對。	

•	語音提示會通知電源開啟/關閉、電池電量、連線狀態。

系統需求 

電腦
•	支援的作業系統：	
	 Windows XP®SP3	或更新版本、	
	 Windows Vista® SP1	或更新版本、	
	 建議使用	Windows® 7 SP1	或更新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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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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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聽的資訊，請造訪：plantronics.com/healthand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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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盒內容

 1 Voyager PRO UC	耳機，隨附預先安裝的中型耳塞
 2 Bluetooth USB 轉接器
 3 柔軟矽膠耳塞 (小、大) 與選購的泡棉耳塞套 (小、中)
 4 攜帶包
 5 AC 充電纜線
 6 USB 充電纜線

1

2

3

4

5

6



Bluetooth USB 轉接器 

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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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接器與耳機基本介紹

1

 1 LED 指示燈

1 音量/靜音按鈕
2 通話按鈕
3 Micro USB 充電連接埠
4 電源按鈕
5 LED 指示燈

3 4 51 2

收納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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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機控制

	

3 4 51 2

1 音量/靜音按鈕

調高/調低音量

通話時將麥克風調為靜音/解除靜音

暫停/播放音訊

按	+	或	–	按鈕調整收聽音量

同時按住	+	和	–	按鈕	1	秒

同時按住	+	和	–	按鈕	1	秒

2 通話按鈕

接聽或結束通話	(PC	或行動電話)

重撥

啟始行動電話的聲控撥號*

重新連線失去的連線

*	並非所有行動電話均支援此功能

按	1	下
按	2	下
按住	2	秒直到聽見提示音
按	1	下

3 Micro USB 充電連接埠 完全充電需	90	分鐘	

4 電源按鈕

開啟或關閉電源

通話時間語音通知/感應器檢查

啟動配對模式

按住	2	秒
按	1	下
在耳機關閉時按住，直到	LED	呈紅色/藍色閃爍為止

5 LED

充電

電池狀態

配對模式	

呈紅色持續亮起。	充飽電時，LED	燈會熄滅。	
電量不足	=	呈紅色閃爍	2	次，充電	=	呈紅色閃爍	3	次
呈紅色/藍色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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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先將耳機充電。	插頭插入耳機，然後將耳機放在非金屬的
平面上。	充電時，耳機中的	Smart Sensor	會完全校準。	充飽電
時，LED	燈會熄滅。	

注意	務必在接近室溫的環境下充電；切勿在溫度低於	0ºC (32ºF)	
或高於	40ºC (104ºF)	時為電池充電。

檢查電池電量和 Smart Sensor
若要檢查電池狀態，必須先開啟耳機電源。	戴上耳機時，短按電源按鈕，語音通知會提醒您
目前充電下的剩餘通話時間。	如果您在剩餘通話時間後聽到嗶聲，表示您的	Smart Sensor 
並未妥當校準。	從耳朵上取下耳機、將耳機平放在非金屬的表面上，然後連接到	AC	充電器
或	USB	纜線充電器約	10	秒鐘，以重新校準	Smart Sensor。	未戴耳機時，短按電源按鈕，指
示燈會呈紅色閃爍以顯示電池充電量，如下圖所示。

充電指示燈

 
紅色閃爍 			電池容量

 超過 2/3 滿

1/3 至 2/3 滿

低於 1/3 滿

USB 纜線
隨附的	USB	纜線可讓您透過	PC	的	USB	連接埠為耳機充電。	必須將	PC	開機，才能透過	
USB 2.0	或更高規格進行充電。

當電池電量過低時，會自動發出提示音與語音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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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通話進行中時	
發出此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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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電時間
30 分鐘  .........................
第一次使用前的	
最低充電量

1.5  ................................
  完全充電  

為耳機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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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耳機
耳機預先設定為適戴右耳，並裝有中型耳塞，但您可以替換成隨附的小型或大型耳塞，或將
耳機設定為適戴左耳。	為享有最佳的聲音清晰度與舒適感，請確保佩戴安全舒適。

更換耳塞以貼合耳朵
1	 抓住耳塞，然後輕輕地將其推入喇叭罩。

2	向左旋轉	90	度將其鬆開。	

3	 將耳塞從耳機上取下。

2

1 3

裝上新耳塞
4 將耳塞的凸點對準喇叭罩的插槽。

5 向右旋轉	90	度時，將耳塞輕輕地推入喇叭罩。	當固定住時，耳塞即無法再旋轉。	

您也可以附加選購的泡棉耳塞套，增添佩戴時的舒適度。	(小、中)

4
45

佩戴耳機
1	 將耳掛掛在耳後並調整耳機位置，讓喇叭和耳塞舒適地佩戴在耳朵內部。

2	向上轉動吊桿，使麥克風對準您的嘴角。

1

2

調整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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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翻轉調整以供左耳佩戴

1	 轉動吊桿，使其呈垂直角度。

2	將吊桿和喇叭旋轉到耳機的另一面，接著將其往下壓，再加以調整以適合另一側耳朵佩戴。

2

1

配件與替換零件
您可以在這裡訂購額外的配件與替換零件：plantronics.com/accessories



初始配對
您的	Bluetooth USB	轉接器與	Voyager PRO UC	耳機已預先完成配對。

若要重新配對 Bluetooth USB 轉接器
當您的耳機與	Bluetooth USB	轉接器並未配對或變成未配對時，請執行下列的操作：

1 首先，關閉耳機電源。

2 	取出	Bluetooth USB	轉接器。

3  將耳機置於配對模式，方法是按住電源按鈕	 	直到耳機	LED	呈藍色/紅色閃爍。

4  直接將	Bluetooth USB	轉接器插入您的	PC USB	連接埠。	LED	燈會閃爍，然後轉為持續亮藍
燈，表示耳機已連接至	Bluetooth USB	轉接器。

5	耳機會離開配對模式。

自動配對
耳機電源已開啟且位於裝置的傳輸範圍內時，Bluetooth USB	轉接器和耳機會自動與行動電
話和	PC	配對。	語音提示會告知您已連線。	當您位於裝置傳輸範圍外時，語音提示也會告
知您。

 10

配對 Bluetooth USB 轉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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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啟耳機電源。

2	直接將	Bluetooth USB	轉接器插入您的	PC USB	連接埠。	LED	燈會閃爍，然後轉為持續亮
藍燈，表示耳機已連接至	PC。	未通話時，LED	會保持藍色持續亮起。

注意	意	請勿直接插入擴充底座或集線器。

注意	連線建立之前，啟動時看到	LED	燈閃爍是正常現象。

3	 確定	Microsoft Lync/Office Communicator	確實在您的	PC	上執行。

4	檢查音訊設定。 

確認	PC	軟體電話的喇叭和麥克風設定是設為	Plantronics BT300M。

Windows 7	的	PC	音訊設定	(若要前往此畫面：「控制台」>「聲音」)

	
預設設定：所有 PC 聲音及音訊
都在耳機內播放。

替代設定：所有 PC 聲音均透過 
PC 喇叭播放，通訊音訊則在耳
機內播放。

連線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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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XP	的	PC	音訊設定	(若要前往此畫面：「開始」>「控制台」>「聲音和音訊裝置」)

 
預設設定：所有 PC 聲音及音訊都在耳機內播放。

替代設定：所有	PC 聲音均透過 PC 喇叭播放，通訊音訊則在耳機內播
放。

Bluetooth USB 轉接器 LED 指示燈

耳機電源關閉	 無

已配對/已連接 呈藍色持續亮起	

通話中 呈藍色閃爍

音訊 呈藍色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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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與關閉耳機電源
如耳機充電章節所述，耳機充電後即可使用。

按下電源開啟/關閉按鈕兩秒鐘，即可開啟耳機電源。	耳機指示燈將呈藍色持續亮起兩秒，
確認耳機電源開啟。

	

電源開啟/關閉按鈕
指示燈

注意 當耳機電源開啟，而且已配對時，Bluetooth USB	轉接器指示燈會持續亮藍燈。	若	
Bluetooth USB	轉接器無法配對或連線到耳機，Bluetooth USB	轉接器上的藍色	LED	燈會關
閉。

為節省電力消耗，您可以按住源開啟/關閉按鈕兩秒關閉耳機。	耳機指示燈會持續亮紅燈兩
秒，確認耳機電源關閉。	

注意 一旦關閉電源，您將無法使用耳機。	

使用 Microsoft Lync/Office Communicator 撥打、接聽與結束通話

要撥打電話 使用	Microsoft Lync/Office Communicator*	撥號。

要用耳機接聽通話 短按耳機上的通話按鈕。

要在行動電話通話中時接
聽電話

短按通話按鈕一下即可結束行動電話通話，然後再按一次即可接聽	

Microsoft Lync/Office Communicator 通話。

要用耳機結束通話 短按耳機上的通話按鈕。

*請查閱	Microsoft Lync/Office Communicator	說明，以取得有關如何撥打電話的詳細資訊。

搭配 Microsoft Office Communicator 使用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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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連線 PC 和行動電話時 (未通話時) 的通話按鈕行為

開啟	Microsoft Lync/Office 
Communicator	(有撥號音)

按一下

在行動電話上	
重撥上次的號碼

按兩下

在行動電話上	
啟動聲控撥號

按住通話按鈕	2	秒鐘

注意 您也可以按一下	PC	畫面上顯示的「來電警示」，直接接聽來自	Microsoft Lync/Office 
Communicator	的電話。	若是這樣做，通話將會轉接至預設的喇叭擴音器，不一定會轉接至
耳機。	請查閱	Microsoft Lync/Office Communicator	說明以取得詳細資訊。

傳輸範圍
若在通話進行中超出範圍，您會發現音質降低。	

若持續位於範圍外，進行中的通話會中止。	走回範圍內，即恢復通話。	

Voyager PRO UC	允許裝置之間的漫遊範圍最遠達	30	英呎，超過此範圍通話才會中斷。	視
您設定耳機和	BT300-M	轉接器的方式而定，連結中斷時，您會聽到語音提示；例如「phone 1 
disconnected」、「phone 2 disconnected」或「PC disconnected」。	

同時通話處理行為 (PC 和行動電話)
您可以使用	Microsoft Lync/Office Communicator	進行通話並接聽行動電話的通話。	您
會在耳機中聽到行動電話鈴聲。	按耳機上的通話按鈕會結束	Microsoft Lync/Office 
Communicator	通話。	再按一次該按鈕可接聽行動電話的通話。

注意 在行動電話上接聽電話會傳送音訊到行動電話，並讓	Microsoft Lync/Office 
Communicator	通話在耳機上保留通話中狀態。

您可以在行動電話上進行通話，並在	Microsoft Lync/Office Communicator	上接聽電話。		通
話時您會在耳機中聽到	Microsoft Lync/Office Communicator	的鈴聲。

按耳機上的通話按鈕會結束行動電話的通話。	再按一次該按鈕可接聽	Microsoft Office 
Communicator	的通話。

注意 藉由在畫面右下角彈出的訊息上按一下「接聽」，從	Microsoft Office Communicator	用
戶端接聽電話，會傳送音訊到耳機，並中止傳送到行動電話的音訊。	之後按耳機上的通話按
鈕會結束	Microsoft Office Communicator	通話，但可能需要等	5	秒	以上才會恢復傳送音訊
到行動電話。	

若您同時接到	Microsoft Office Communicator	和行動電話的來電，按通話按鈕會接聽先撥進
的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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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確定耳機已充飽電。	按住耳機的電源按鈕，直到指示燈呈紅藍色交替閃爍。	耳機即處於
配對模式。

注意	如果您未看見紅色/藍色閃爍，請按住電源按鈕以關閉耳機電源。	然後再次按住電源
按鈕，直到您看見紅色/藍色閃爍為止。

耳機會停留在配對模式達十分鐘。

2	 在手機上啟動	Bluetooth	功能，然後使用手機的設定來新增/搜尋/探索新的	Bluetooth	裝
置。

BlackBerry®	設定/選項	>	Bluetooth：開啟	>	搜尋裝置。	
iPhone	設定	>	一般	>	Bluetooth	>	開啟	(即開始搜尋裝置)	
Android	手機設定	>	無線	>	Bluetooth：開啟	>	搜尋裝置。	
其他：請參閱手機手冊

注意如需熱門行動電話的詳細配對指示，請造訪	plantronics.com/easytopair

PLT_VoyagerPRO

3	 某些電話可能會要求輸入通行金鑰以進行配對。	若您的電話要求輸入通行金鑰以便與耳機
配對，請輸入	0000。	耳機和電話成功配對時，耳機	LED	會停止閃爍並離開配對模式。

PLT_VoyagerPRO

秘訣	配對教學請見：plantronics.com/easytopair

4 從您的行動電話撥打測試電話。

5	 按下耳機的通話按鈕以結束通話。	若您沒有按下通話按鈕就取下耳機，通話不會結束。	請
參閱	Smart Sensor。

配對行動電話和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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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撥打電話 使用行動電話的數字鍵台撥號。

末碼重撥* 連按兩下通話按鈕。	每按一次會發出兩聲低頻音。	最後一聲提示
音表示已經完成末碼重撥。

啟動聲控撥號* 按下通話按鈕兩秒鐘。	按下按鍵時會聽到第一聲提示音，接著會
聽到第二聲提示音，代表聲控撥號已經啟動。

*	僅適用於支援這些功能的行動電話。

要接聽通話 短按通話按鈕。	

要在	Microsoft Office 
Communicator	通話進行中接
聽通話

短按通話按鈕以結束	Microsoft Office Communicator	通話，然後再
按一次即可接聽行動電話的通話。

要結束通話 短按通話按鈕。

末碼重撥* 連按兩下通話按鈕。	每按一次會發出兩聲低頻音。	最後一聲提示
音表示已經完成末碼重撥。

拒絕通話 按住通話按鈕一秒，直到聽見一聲低頻音為止。	

將通話從行動電話轉接到
耳機

在通話時，按住通話按鈕一秒，直到聽見單音後接兩聲低頻音為止。	

將通話從耳機轉接到行動
電話

在通話時，按住通話按鈕一秒，直到聽見單音後接兩聲低頻音為止。	

*	僅適用於支援此功能的行動電話。

使用您的耳機和 Bluetooth 行動電話撥打通話

使用您的耳機和 Bluetooth 行動電話接聽與結束通話



Smart Sensor 功能

Smart Sensor	會偵測您是否戴上耳機。	感應器位於耳掛和喇叭中。

自動接聽電話：
當您未佩戴	
耳機時。

行動電話或軟體電話有來電時，戴上耳機就
會自動接聽來電。	您不必按下通話按鈕。

自動暫停媒體：
當您正在	
聆聽音訊時。

當您正由行動電話或	PC	聆聽音訊時，取下
耳機，音訊就會暫停。	重新戴上耳機，音訊
就會繼續。

注意	若媒體播放器播放時間不到	10	秒，
您必須以手動方式重新啟動媒體播放器。	

注意	若音訊保持暫停超過	5	秒，您必須以
手動方式重新啟動媒體播放器。	

自動轉接通話：
無論您是否正佩戴	
耳機。

若您沒有佩戴耳機，並在行動電話上接聽來
電，這時音訊會轉送到行動電話。	戴上耳機
後，音訊會自動轉接到耳機。		

若您戴上耳機時有來電，這時音訊會轉接到
耳機，您需要按下通話按鈕才能接聽來電。

自動鎖定通話按鈕：
當您未佩戴	
耳機時

避免在未佩戴耳機時行動電話意外撥號。

自動配對
當您佩戴	
耳機時

耳機電源已開啟且位於裝置的傳輸範圍內
時，會自動與行動電話和	PC	配對。	語音提
示會告知您已連線。

注意 這些功能預設為啟用，在「Plantronics	控制面板」中可以停用：「裝置」>「裝置設
定」>「耳機」索引標籤。	必須要下載	Plantronics	軟體，才能存取控制面板。	若要變更
設定，您需連線並位於	USB	轉接器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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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功能



 18

透過 A2DP  
(適用於 Bluetooth 的進階音訊散佈定義) 聆聽音訊
您的	Voyager PRO UC	耳機能從任何具備	A2DP	功能的行動裝置播放媒體檔案	(音
樂、Podcast	等)。

播放/暫停
您可藉由同時按住耳機音量	+	和	–	鍵直到聽到一聲提示音，從行動電話暫停/繼續播放音
樂。	另請參閱	Smart Sensor	功能表格中的自動暫停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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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機控制項、指示燈和語音提示

操作 指示燈 提示音 語音提示

電源開啟	/	關閉 按下電源開啟/
關閉按鈕		
2	秒

開啟：持續亮藍燈		
2	秒

關閉：持續亮紅燈		
2	秒

開啟：上升音

關閉：下降音

開啟：「Power on」
之後出現語音提示詳
細說明電池狀態。

關閉：「Power off」

檢查耳機電源是
否開啟

短按通話按鈕
或音量	+	或	-	
按鈕

短促藍色閃爍 無

來電警示 無 呈藍色閃爍 三聲單一低頻音

通話接聽/結束 短按通話按鈕 短促藍色閃爍 低音、低音、高
音之後接一聲
低音

調整收聽音量	(通
話期間)

短按音量	+		
或	-	按鈕

呈藍色閃爍	1	次 音量每調整一次
就會發出一聲提
示音。	達到最
低/最高音量時會
發出兩聲提示音

「Volume	minimum」

「Volume maximum」
達到範圍上限

通話指示燈	
(啟用/停用)

耳機電源開啟
時，同時按下
電源、音量	+	
和	-	按鈕		
1	秒

開啟指示燈：呈藍
色漸亮	2	秒	
關閉指示燈：呈
藍色	
漸弱	2	秒

一聲低頻音

離開範圍超過	30	
秒後重新連線

短按通話按鈕 呈藍色閃爍	1	次 一聲低頻音 「PC connected」

「Phone 1 
connected」

「Phone 2 
connected」

「Connected」，視
裝置設定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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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下載選購的	Plantronics	軟體，才能存取	Plantronics	控制面板。	請造訪	plantronics.
com/software，載入	Plantronics	軟體，然後按一下下載按鈕。

Plantronics 控制面板
若您已選擇下載並安裝選購的	Plantronics	軟體，可以使用	Plantronics	控制面板，針對耳機
的效能進行變更。	

若要啟動此公用程式，請按一下「開始」>「程式集」>「Plantronics」>「Plantronics	控制面板」
。

「裝置」索引標籤	

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您的	Plantronics BT300M USB	轉接器，然後選取「裝置設定」以進行耳
機系統設定。

 

選購的 Plantronics 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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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索引標籤	

顯示	Plantronics	支援各種的應用程式狀態，例如軟體電話和媒體播放器

「喜好設定」索引標籤

可讓您設定媒體播放器的偏好以及一般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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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索引標籤

讓您線上存取使用者指南與支援，並顯示耳機系統的資訊	

 

Plantronics Update Manager

自動檢查更新
啟用此核取方塊即會啟動定期自動檢查，查看是否有可用的軟體更新。

立即檢查更新
您可以選擇透過按一下	Update Manager	中的「立即檢查更新」按鈕，隨時檢查是否有可
用的軟體更新：從「開始」功能表，按一下「程式集」，然後按一下「Plantronics」，再開啟
「Plantronics Update Manager」。

安裝檢查的更新
自動或手動檢查更新後，此欄位將會填入任何適用的軟體更新，按下「安裝檢查的更新」將會
開始進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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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疑難排解 — Microsoft Office Communicator 使用

我的耳機無法用
於	Microsoft Office 
Communicator。

請確定耳機已充電。

請確定耳機的電源已經開啟且正確連接。

按下耳機的通話按鈕。

使用通話按鈕，微調收聽音量。	

如果音量還是過低，請在	PC	上利用	Microsoft Office Communicator	調整收聽
音量。

聲音失真，或是我
在耳機聽到回音。

利用	Microsoft Office Communicator	在	PC	上降低發話音量。

將麥克風指向下巴。

如果失真情況依然存在，請使用音量/靜音按鈕調低音量。

在進行	
Microsoft Office 
Communicator	通
話時，我想要接
收來自行動電話的
通話。

短按通話按鈕不到	1	秒鐘	(這樣做會掛斷	Microsoft Office Communicator	通話)
。再次按下通話按鈕，以連接您的行動電話。

重新連接耳機
與	Bluetooth USB	
轉接器之間的	
Bluetooth	連結。

若返回範圍內時，您的耳機和	Bluetooth USB	轉接器沒有自動重新連線，您可
以從	PC	中斷連接	Bluetooth USB	轉接器後再重新連接，藉此手動重新連線	(
耳機電源必須開啟)。

即使在充飽電後，	
電池的通話時間仍
然明顯變短。

電池已衰減。	如需原廠服務資訊，請連絡	plantronics.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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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 行動電話使用

耳機無法	
用於手機。

請確定耳機已充飽電。

請確定耳機已和您欲使用的	Bluetooth	手機完成配對。

手機找不到耳機。 關閉您的手機和耳機，然後重新啟動行動電話，並重複第	15	頁上的配
對程序。	(配對行動電話和通話)

無法輸入	PIN	碼。 關閉手機及耳機的電源後再次開啟，然後重複第	15	頁上的配對程序。	
(配對行動電話和通話)	您的	PIN	碼或通行金鑰是	0000	(4	個零)。

注意 許多手機在配對過程中會自動輸入通行金鑰。	您的手機可能不
會要求您手動輸入通行金鑰。

我聽不到來電者/撥號聲。 耳機電源未開啟。	按住通話按鈕約	2	秒，直到聽見提示音或看到指示
燈呈藍色亮起。

耳機超出範圍。	將耳機移近	Bluetooth	耳機。
耳機電池的電力已耗盡。	將電池充電。	請參閱耳機充電。	

收聽音量太低。	漸次輕按通話按鈕可以調整音量。

請確認耳機已調整妥當。	請參閱調整耳機。

音質很差。 耳機超出範圍。	將耳機移近	Bluetooth	耳機。	

來電者聽不到我的聲音。 請確認耳機已正確放置在耳內，吊桿也對向您的嘴角。

請參閱調整耳機。		

耳機從耳內掉落。 請確認耳機已正確放置在耳內，吊桿也對向您的嘴角。	您也可以嘗試
替換不同尺寸的耳塞。

請參閱調整耳機。



需要進一步協助嗎？
plantronics.com/support

Plantronics, Inc.
345 Encinal Street
Santa Cruz, CA 95060
United States

plantronics.com

©2011 Plantronics, Inc. 版權所有。	Plantronics、標誌設計、Plantronics Voyager、PerSono 及	Sound Innovation 是 Plantronics, Inc. 的商標或註冊商
標。Microsoft、Windows	及	Vista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Skype	為 Skype Limited 或其他	Skype 相關企業之商標。	Bluetooth 字符
標記隸屬	Bluetooth SIG, Inc. 所有，經授權由	Plantronics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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