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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bra Elite 85h – 技術規格

產品規格

Jabra Elite 85h 
搭載 SmartSound， 
專為最佳無線通話及音樂體驗而打造* 
• SmartSound：自動適應周遭環境的音訊技術
•   智慧型主動降噪確保卓越音質 (ANC)
•   專為卓越音樂清晰度所打造的揚聲器
•   單次充電可提供長達 32 小時續航力（ANC 開啟時） 
•   先進 8 支麥克風技術提供卓越通話體驗
•   一鍵啟動 Amazon Alexa、Siri® 及 Google Assistant™**

•   防潑水耐用認證，提供 2 年防潑水及防塵保固***

•   搭配 Jabra Sound+ 應用程式可發揮 SmartSound 功能，包括多項客製化設定

© 2019 GN Audio A/S。保留所有權利。
® Jabra 是 GN Audio A/S 的註冊商標。

Bluetooth® 字樣和標誌是
Bluetooth SIG, Inc. 的註冊商標，GN Audio A/S 經授權使用此標誌。 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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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訊 主動降噪 (ANC) 使用耳機所搭載 8 支麥克風中的 4 支執行數位混合式主動消噪
被動降噪 有
對發出的語音訊號實施噪音抑制 有，使用耳機所搭載 8 支麥克風中的 6 支執行先進通話技術
風噪聲防護 有
語音助理存取 有，100% 免提
搭載 SmartSound 的適應性音訊 有
揚聲器尺寸 ø40mm
揚聲器頻率範圍 10Hz - 20kHz
揚聲器頻寬 音樂模式 10Hz - 20kHz
揚聲器頻寬 通話模式 150Hz - 6800Hz
麥克風種類 6 支 MEMS，2 支 ECM
麥克風靈敏度 MEMS (-26dBV/Pa)、ECM 反饋 (-32dBV/Pa)、MEMS 前饋 (-35dBV/Pa)
麥克風頻率範圍 MEMS (100Hz - 8kHz)、ECM 反饋 (200Hz - 8kHz)、MEMS 前饋 (13Hz - 8kHz)
麥克風頻寬 MEMS、ECM 反饋、MEMS 前饋 (8KHz)

佩戴及舒適性 設計型式 貼耳式耳機
耳上偵測 有，可自動播放及暫停音訊、接聽電話、通話靜音

電池 音樂及通話時間 最長 35 小時（ANC 關閉時） / 最長 32 小時（ANC 開啟時） 
休眠模式 有
待機時間 超過 1 年（72 小時後自動關閉電源）
充電時間，以專用 USB 壁式充電器 (500mA) 充
飽電

2.5 小時

電池續航力，以專用 USB 壁式充電器 (500mA) 
充電 15 分鐘

最長 5 小時

連線方式 連線方式（迷你插頭、USB…等） 藍牙、USB-c、3.5mm 接頭
支援的藍牙規範 HSP 1.2 版、HFP 1.7 版、A2DP 1.3 版、AVRCP 1.6 版、PBAP 1.1 版、SPP 1.2 版
藍牙認證 藍牙 5.0
操作範圍 最遠 30 公尺
可配對裝置/多裝置連線 最多記憶 8 組可同時連接 2 部裝置
配對 PIN 碼，若適用 0000
自動暫停音樂 有

一般資訊 包裝內容 耳機、USB-c 線、音源線、機上轉接頭、攜行盒、保固卡及警告事項單
特色 SmartSound、主動降噪、客製化音樂設定、專門打造的揚聲器、最長 32 小時續航力 

（ANC 開啟時）、8 支麥克風技術、一鍵啟動語音助理及防潑水耐用認證
包裝尺寸（長x寬x高） 182.5 x 95 x 220 公釐
主體尺寸（長x寬x高） 182 x 180 x 56.7 公釐
重量（耳機） 296 公克
內附電池 有
操作環境溫度 -5° C 至 45° C

 儲存溫度 -20° C 至 65° C
材質（外部） 布料、仿皮革 (PU)、PC/ABS、PC/ABS 鍍金屬漆、PBT、不鏽鋼 PVD 處理（MIN 部分）、PC
USB 線長 30 公分
音源線長 120 公分
充電插頭 USB-C
認證 藍牙 5.0、CE、FCC、IC、RoHS、REACH、MFI
保固 2 年防潑水及防塵保固

* 於2019 年 1 月 3 日 經 Delta 驗證。相關資料請見：Jabra.com/commercial-claims
** 視作業系統而定
*** 需透過 Jabra Sound+ 應用程式註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