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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欢迎使用
感谢您使用 Jabra Classic 捷波朗 新易行。 希望您
使用愉快！

Jabra ClassiC 捷波朗 新易行 的功能
 � 语音提示
 � 电池电量状态和配对状态显示 
 � 高清语音
 � 通话时间长 - 长达9小时
 � 休眠模式
 � 新款舒适配件包
 � 享受无线自由 - 最大 30 米/98 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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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耳机概览

 

 壁式充电器             小耳勾    大耳勾

 

 耳塞  带套圈耳塞

音量调高/调低
按钮

耳勾

接听/挂断 
按钮

微型 USb 连接孔

开启/关闭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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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佩戴
可以将耳机戴在左耳上，也可以戴在右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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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调整耳塞 

选择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兩款耳塞中的最适
合您的那一款，以获得最佳的贴合度和舒适度。

3.2 安装耳勾

耳勾可以安装到耳机上以使佩戴更稳固，也可以
与耳塞同时佩戴或不同时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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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为电池充电
使用壁式充电器给耳机充电。

注意： 出于安全原因，建议充电时不要使用耳机。

电池完全充满大约需要两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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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何连接
1. 打开耳机（将开启/关闭开关设定为开启位置）。

2. 按住接听/挂断按钮三秒钟，直到蓝牙指示灯闪烁
蓝色且在耳机里听到进入配对模式的提示为止。

3. 按照语音提示的配对说明来配对到蓝牙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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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何使用 

音量调低

接听/挂断按钮

开启/关闭开关

蓝牙指示灯

电池指示灯

音量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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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操作

接听电话 轻按接听/挂断按钮

挂断电话 轻按接听/挂断按钮

激活语音拨号
（视手机而定）

在未通话时按住（2 秒钟) 接
听/挂断按钮

拒绝来电 轻按两下接听/挂断按钮

重拨最近通话
号码

在未通话时轻按两下 
接听/挂断按钮

调节音量 轻按音量调高或音量调低按钮

对麦克风设定 
静音/解除静音

轻按音量调高按钮，同时按下
音量调低按钮，可对麦克风设
定静音/解除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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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处理多个来电

耳机可以同时接听和处理多个来电。

功能 操作

结束当前通话并接听
新来电 轻按接听/挂断按钮

在保持通话和当前通话
间切换

按住接听/挂断按钮
两秒钟

保持当前通话并接听
新来电

按住接听/挂断按钮
两秒钟

拒绝来电 轻按两下接听/挂
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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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语音提示清单

轻触听取语音
提示 您听到的内容

已连接

电量低

重拨中

连接断开

连接蓝牙耳机，请进入您手机上的蓝牙
菜单，搜索并添加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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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软件
7.1 Jabra aSSiSt

Jabra assist 是一款智能型手机应用程序，通过该
应用程序可启用耳机 GPS 跟踪、配对协助以及耳
机电量状态显示功能。

 � 安卓下载 - Google Play
 � iOS 下载 - app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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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支持
8.1 常见问题解答

请从 Jabra.com/classic 浏览全面的常见问题解答。

问 为何听到噼啪的噪声？
答  蓝牙是一种无线电技术，因此它对耳机与已连接设

备之间的物体很敏感。 应确保耳机与所连接设备的
距离保持在适当范围内（最大 30 米，即 98 英尺）。

问 耳机的使用范围是多少？
答  Jabra Classic 捷波朗 新易行 支持下列最大范围： 

30 米/98 英尺。

问 为什么我听不到任何声音？
答  您可能需要调高音量或者确保耳机已连接到设备。

问 蓝牙连接出现问题
答 检查移动设备上的蓝牙菜单，并删除/取消耳机配

对；按照蓝牙连接说明将耳机重新与蓝牙设备配对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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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如何保养耳机

 � 务必在关闭电源并有安全防护的条件下存放耳
机。

 � 避免存放于极端温度环境（高于 35 °C /95 °F 
或低于 -20 °C /-4 °F）, 因为这样会缩短电池寿
命，且有可能影响耳机的工作性能 。

 � 不要让耳机暴露于雨中或与其它液体接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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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技术规格
Jabra ClassiC  
捷波朗 新易行耳机 规格

重量： 小于 10 克

尺寸： 高 46.9 毫米 x 宽 15.9 毫米 x 
直径 9.7 毫米

麦克风： 全指向麦克风

扬声器： 11 毫米动态扬声器

工作范围： 30 米（98 英尺）

蓝牙版本： 4.0

配对设备： 最多 8 个设备，可同时连接到
两个（MultiUse™多点连接）

支持的蓝牙规范：
a2DP（1.2 版）、免提规
范（1.6 版）、耳机规范
（1.2 版）

通话时间： 长达 9 小时

待机时间： 长达 9 天

工作温度： -10 °C 到 55 °C（14 °F 到 
131 °F）

存放温度： -20 °C 到 35 °C（-4 °F 到 
95 °F）

交流电源 100-240 伏，50-60 赫兹

配对码或 PiN 码：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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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Gn netcom A/S (north America: Gn netcom U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Jabra®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Gn netcom A/S. All other 
trademarks included herein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The Bluetooth® word mark and logos are owned by the Bluetooth SIG, Inc. 
and any use of such marks by Gn netcom A/S is under license. (design 
and specification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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