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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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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Siri
Google Assistant™

/

音量調節器

Siri、Google
Assistant

預設語音助理 (智慧型手機功能)

播放上一首曲目*

播放/暫停*

跳到下一首曲目*

ANC 主動式雜音消除

OpenMic 聆聽周遭聲音

靜音

耳機 LED

 / 通話按鈕/按下即可與 Microsoft Teams 互動 (需有應用程式)

電源

Bluetooth® 配對

附註 *功能會因應用程式而異。可能無法透過網路應用程式使用。

使用新耳機前，請先閱讀安全指南以瞭解重要安全說明、電池充電與法規資訊。

耳機概觀

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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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高傳真 Bluetooth USB 轉接器與 Poly 博詣裝置已先行配對。將它插入電腦，即可連
接至高傳真電腦音訊。

附註 轉接器的 USB 連接與設計可能有所差異，但功能相同。

標準 LED

USB LED 燈 含意

呈紅色和藍色交替閃爍 正在配對

呈藍色持續亮起 已連接耳機

呈藍色閃爍 通話中

持續亮紅燈 啟用靜音

呈紫色閃爍 從電腦串流媒體

偵測到 Microsoft Teams* 時的 LED

USB LED 燈 含意

呈紅色和藍色交替閃爍 正在配對

持續亮紫燈 Microsoft Teams 已連線

呈藍色閃爍 通話中

持續亮紅燈 啟用靜音

脈動紫燈 Microsoft Teams 通知

附註 *需有 Microsoft Teams 桌面應用程式。

USB Bluetooth 轉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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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 Bluetooth USB 轉接器與耳機已先行配對。

1 開啟耳機並將 Bluetooth USB 轉接器插入筆記型電腦或 PC。

2 USB 轉接器的 LED 會閃爍，接著轉為持續亮燈，即表示耳機已連接至 USB 轉接器。若您
戴著耳機，會聽到「PC connected」(PC 已連線)，表示已建立連線。若在通話中，USB
轉接器上的 LED 燈會閃爍藍光。沒有通話時，LED 會持續亮燈。

3 若要載入 Poly Lens 桌面應用程式，請造訪 poly.com/lens。 This allows you to customize
your headset behavior through advanced settings and options.

高傳真 Bluetooth USB 轉接器依預設可接聽電話。如要聆聽音樂，您必須設定 Bluetooth
USB 轉接器。

Windows

1 若要將 Bluetooth USB 轉接器設為播放音樂，請前往開始功能表 > 控制台 > 聲音 > 播放索
引標籤。選取 Poly BT700 或 Plantronics BT600，將其設為預設裝置，然後按一下「確
定」。

2 若要在撥打或接聽電話時暫停音樂，請前往開始功能表 > 控制台 > 聲音 > 通訊索引標籤，
然後選取想要的參數。

Mac

1 若要設定 Bluetooth USB 轉接器，請前往 Apple 功能表 > 系統偏好設定 > 聲音。在「輸
出」與「輸入」索引標籤中，選取 Poly BT700 或 Plantronics BT600。

1 若要讓耳機進入配對模式，請將電源  開關朝關閉位置的反方向滑動並按住，直到聽見
「Pairing」(配對) 且耳機的 LED 燈交替閃爍紅色和藍色。

2 啟動手機上的 Bluetooth，並將其設為搜尋新裝置。
•iPhone 設定 > 藍牙 > 開啟*

•Android 設定 > Bluetooth：開啟 > 掃描裝置*

附註 *功能表會因裝置而異。

連接與配對

連接至 PC

設定 USB 轉接器

與行動裝置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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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Poly V8200 系列」(PLT V6200 系列)。
成功配對後，您會聽到「pairing successful」(配對成功)，耳機的 LED 燈也會停止閃爍。
附註 您的耳機最多可與 8 台裝置配對，但同時間只能與 2 台裝置保持連線；包括
Bluetooth USB 轉接器。

將電源按鈕朝 Bluetooth 圖示滑動並按住，直到 LED 閃紅燈和藍燈為止。

一般而言，您的 USB 轉接器已與 Poly 博詣音訊裝置先行配對。如果您的轉接器已中斷連
線或是另外購買，則必須將其與 Poly 博詣裝置配對。轉接器配對方法取決於您所使用的
USB 轉接器。

重新配對 BT700 USB 轉接器
您的 USB 轉接器需要 Poly Lens 桌面應用程式，才能與 Poly 博詣音訊裝置配對。下載︰
poly.com/lens。

BT700 USB-C BT700 USB-A

1 將高傳真 Bluetooth USB 轉接器插入您的筆記型電腦或電腦，然後等待電腦進行辨識。

2 讓您的 Poly 博詣音訊裝置進入配對模式。

3 啟動 Poly Lens 桌面應用程式 並瀏覽至 Poly BT700。

4 選取轉接器主頁面或溢位功能表上的「配對新裝置」，讓您的 Bluetooth USB 轉接器進入
配對模式。轉接器會閃爍紅燈和藍燈。
配對成功後，您會聽到「Pairing successful」(配對成功) 和「PC connected」(PC 已連
線)，且 Bluetooth USB 轉接器的 LED 會持續亮燈。
附註 若要使用 Plantronics Hub 桌面應用程式再次進行配對，請瀏覽至該應用程式的 Poly
BT700 一般設定，並選取「配對」。

重新配對 BT600 USB 轉接器

BT600 USB-C BT600 USB-A

1 將高傳真 Bluetooth USB 轉接器插入您的筆記型電腦或電腦，然後等待電腦進行辨識。

2 讓您的 Poly 博詣音訊裝置進入配對模式。

3 若要讓 Bluetooth USB 轉接器進入配對模式，請使用筆尖或迴紋針按住凹陷式配對按鈕，
直到 Bluetooth USB 轉接器閃爍紅光及藍光。

配對模式

重新配對 USB 轉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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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轉接器設計會根據 USB 連接而有所不同。

配對成功後，您會聽到「Pairing successful」(配對成功) 和「PC connected」(PC 已連
線)，且 Bluetooth USB 轉接器的 LED 會持續亮燈。

1 確認 NFC 已開啟，並且手機顯示幕已解除鎖定。

2 將耳機靠在手機 NFC 感應貼片位置，直到 NFC 配對完成。請視需要接受連線。
秘訣 請留意智慧型手機螢幕上的提示，以開始並接受配對程序。

L R

附註 耳機的 NFC 感應貼片位於左耳罩外側。各家手機的 NFC 感應貼片位置可能各不相
同。

NFC 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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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 耳機麥克風在耳罩前方。

為達到最好的通話音質，請務必依左右耳戴上正確的耳罩。

R

L

配戴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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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Poly Lens 應用程式 的進階設定和選項來自訂您的裝置行為。部分軟體電話需要安裝
Poly 博詣軟體才能啟用裝置通話控制 (接聽/結束通話和靜音) 功能。下載︰poly.com/
lens。

附註 Plantronics Hub 應用程式也有提供裝置設定和更新。

讓韌體及軟體維持在最新狀態以改善效能，並為 Poly 博詣裝置增加新功能。

使用具備 Poly Lens 桌面應用程式 的電腦來更新裝置。請至 poly.com/lens 下載。

更新時：

•在更新完成之前，請勿使用您的 Poly 博詣裝置。

•請勿透過第二個裝置啟動第二次更新。

•請勿串流媒體。

•請勿接聽或撥打電話。

載入軟體

更新您的 Poly 博詣裝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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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
OpenMi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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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Siri
Google Assistant™

/

滑動開關  以開啟或關閉電源。

向前 (+) 或向後 (–) 旋轉音量滾輪  以控制音量。

調整耳機麥克風音量 (軟體電話)
進行測試軟體電話通話，據以調整軟體電話音量和 PC 音效聲量。

接聽通話

選擇：
•按一下「通話」  按鈕。

•戴上耳機接聽電話

重要事項 為達到最好的通話音質，請務必依左右耳戴上正確的耳罩。

接聽第二通來電

首先，按一下「通話」按鈕  結束目前通話，然後再按一下「通話」按鈕  以接聽新來
電。

結束通話

按一下「通話」按鈕  結束目前通話。

靜音/解除靜音
進行通話時，請選擇：

基本功能

電源開啟/關閉

音量

撥打/接聽/結束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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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紅色「靜音」按鈕

•在進行通話時取下/戴上耳機 (需要啟用 Smart Sensor)

保留通話

連按兩下通話  按鈕以保留通話。再按一下通話  按鈕即可接聽來電。
附註 一次最多能保留 2 組通話。

切換通話 (轉接)
連按兩下通話  按鈕以切換通話。
附註 轉接功能只對相同類型的通話有效。轉接功能無法用於在行動電話通話和軟體電話
通話之間切換。

撥打前次通話號碼

輕按兩下「通話」按鈕 。

接聽第二個裝置的來電

您可以輕鬆接聽兩個裝置 (包括軟體電話在內) 的來電。

若在通話中，您會聽到第二個配對裝置來電的鈴聲通知。

若要接聽來自其他裝置的第二通來電，請先按一下「通話」  按鈕以結束目前的通話，然
後再按一下「通話」按鈕以接聽最新來電。 如果選擇不接聽，則第二通電話將進入語音
信箱。

• 若為 Microsoft Teams，請按一下耳機上的通話  按鈕以進行互動 (需有應用程式)。

• 若為商務用 Skype，請按住耳機上的通話  按鈕 2 秒鐘以進行互動 (需有應用程式)。

• 若要設定目標電話，請前往 Poly Lens 桌面應用程式 > 軟體電話 > 軟體設定 > 目標軟體電
話

按一下播放/暫停  按鈕。
附註 由於您的耳機配備感應器，因此如果您在播放音樂時拿下耳機，音樂即會暫停。如
果戴上耳機，音樂將繼續播放 (功能會因應用程式而異，且不支援網頁式應用程式)。

按一下「往前」按鈕  或「往後」按鈕  可控制曲目選擇。

Siri、Google 助理™、Cortana 按住播放/暫停  按鈕 2 秒鐘，直到聽見提示音，以啟動智
慧型手機的預設語音助理。

需要最多 3 小時才能將耳機充飽電。充電完畢之後，LED 燈會熄滅。

=

=

=

=

=

秘訣 若要查看耳機電池狀態，請戴上耳機，然後按一下「通話」  按鈕。耳機必須處於
閒置狀態。

您的耳機最長有 24 小時的聆聽時間。

與 Microsoft 軟體電話
互動

播放/暫停音樂

曲目選擇

語音控制

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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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Sensor 會在您戴上或取下耳機時予以回應。請在 Plantronics Hub 中自訂。以下為
預設設定的說明。

啟用感應器時 戴上耳機將會： 取下耳機將會：

行動/軟體通話 接聽來電 將進行中通話設為靜音

音樂/媒體 繼續播放音樂/媒體 (如果取下
耳機前正在播放)*

暫停音樂/媒體 (如果正在播
放)*

附註 *功能會因應用程式而異。可能無法透過網路應用程式使用。

重設感應器

如果感應器未如預期運作，您可能需要進行重設。

若要重設耳機感應器，請直接將其連到電腦的 USB 連接埠，然後耳罩向上，將耳機置於
平坦、非金屬的平面上至少 10 秒鐘。

主動式雜音消除 (ANC) 可降低外部噪音，提升音樂及聲音的音質。

滑動 ANC 開關以選擇：
•中：建議用於辦公室內

•高：建議用於飛機上

在沒有通話時，按一下紅色  按鈕，聆聽您周遭的聲音 (您的音樂/音訊將暫停)。

更多功能

使用感應器

ANC

Open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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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話過程中，對方覺得我的聲音含糊不
清或感覺很遠。

您的耳機可能戴反了。耳機麥克風在耳罩前方。為達
到最好的通話音質，請務必依左右耳戴上正確的耳
罩。

搭配軟體電話使用耳機時，耳機的通話控
制和靜音按鈕無法運作。

請查看下列事項：

•如果必須啟用耳機控制 (接聽/結束及靜音) 功能，請
確認您已安裝 Windows/Mac 版的 Poly Lens 桌面應
用程式或 Plantronics Hub。請參閱載入軟體。

•僅限 Mac：如果正在執行商務用 Skype 軟體電話，為
確保耳機通話控制擁有最佳效果，請結束
Plantronics Hub。

我要如何與 Microsoft Teams 或商務用
Skype 互動？

•若為 Microsoft Teams，請按一下通話  按鈕以進行
互動。

•如果是商務用 Skype，請按住通話  按鈕 2 秒鐘以進
行互動。

•若要設定目標電話，請前往 Poly Lens 桌面應用程式
> 軟體電話 > 軟體設定 > 目標軟體電話

我啟用 Microsoft Teams 功能的耳機是否
可與其他軟體電話搭配使用？

是，雖然您的耳機已針對 Microsoft Teams 進行最佳
化，但仍可將其設定為與其他受支援的軟體電話搭配
使用。若要設定目標電話，請前往 Poly Lens 桌面應
用程式 > 軟體電話 > 軟體設定 > 目標軟體電話

當您設定其他軟體電話時，通話按鈕：

•不會與 Teams 互動

•不會前往 Teams 通知

•無法啟動 Cortana

耳機連接至電腦時，音效未如預期運作。

•在通話過程中，對方聽不見我的聲音

•在通話過程中，我聽不見對方的聲音

•無法用耳機播放音樂

•播放音樂且有來電時，音樂太大聲或並未
暫停

若要在電腦上設定耳機音效，請參閱設定媒體。

使用軟體電話通話時，耳機的取消靜音功
能無法運作。

安裝 Poly Lens 桌面應用程式。

耳機感應器未如預期運作。

•戴上耳機時沒有自動接聽通話

•在通話中戴上/拿下耳機時，靜音/解除靜
音功能並未正常運作

•在通話過程中，靜音功能意外開啟

如果耳機感應器未如預期運作，就可能需要重設感應
器。請參閱重設感應器。

通話時，聲音出現干擾或中斷的現象。 您的耳機已經過設定，可在電話會議中展現最佳效
能。依預設，立體聲電話語音為開啟。若要增加

疑難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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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tooth 密度，請變更設定，方法是前往 Poly Lens
桌面應用程式>設定 > 無線 > 擴大範圍模式。

耳機通話時間失準。 請將耳機完全充飽電，以利重設通話時間提示的精確
度。

在沒有進行通話時聽到回音。 請在未進行通話時按下紅色靜音按鈕，檢查
OpenMic 功能是否開啟。專屬 OpenMic 功能可讓您
控制聽見的環境音響聲量。

我在 Mac 上無法透過 Plantronics Hub 變
更耳機設定

僅限商務用 Skype 及 Lync 使用者：

1 結束商務用 Skype 或 Lync 軟體電話。

2 開啟 Mac 版 Plantronics Hub 並進行想要的設定。

3 結束 Plantronics Hub。

我在 Mac 上無法透過 Plantronics Hub 更
新耳機韌體

僅限商務用 Skype 及 Lync 使用者：

1 結束商務用 Skype 或 Lync 軟體電話。

2 開啟 Mac 版 Plantronics Hub 並更新耳機韌體。請參
閱更新韌體。

3 結束 Plantronics Hub。

如果我在使用 Mac 聆聽串流音訊時拿下
耳機，之後再戴上耳機就會變成播放
iTunes 的音訊。

此為已知問題。請在 Windows/Mac 版的 Poly Lens
應用程式或 Plantronics Hub 的感應器索引標籤中，
關閉播放/暫停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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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

需要進一步協助嗎？
poly.com/support

Plantronics, Inc. Plantronics B.V.

345 Encinal Street

Santa Cruz, CA 95060

United States

Scorpius 171

2132 LR Hoofddorp

Netherlands

© 2021 Plantronics, Inc. 保留一切權利。博詣、螺旋槳設計與博詣標誌為 Plantronics, Inc. 的商標。Bluetooth 為 Bluetooth SIG, Inc. 的註冊商
標，經授權由 Plantronics, Inc. 使用。所有其他商標隸屬各自所有人擁有。Plantronics, Inc. 製造

210802-30 07.21

https://www.poly.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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