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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bra Evolve 65e – 技術規格

產品規格

音訊 麥克風設計概念 四麥克風環境噪音消除技術 
揚聲器 12mm 動態揚聲器

 揚聲器頻寬 - 音樂模式 20Hz - 20KHz
揚聲器頻寬 - 通話模式 100Hz - 8kHz
被動消噪 有（密閉式耳塞）、耳翼（配件套組提供小/中/大 3 種尺寸）
收聽環境音功能 透過 Jabra Direct 或 Jabra Sound+ 應用程式啟用此功能
認證 Microsoft Skype for Business、Cisco、Avaya、Unify 及其他
自訂式通話等化器 三種預設等化器（透過 Jabra Direct 或 Jabra Sound+ 應用程式啟用此功能）
自訂式音樂等化器 五種預設等化器（透過 Jabra Sound+ 應用程式啟用此功能）

佩戴及舒適性 耳機型式 頸帶 
耳翼 耳翼（配件套組提供小/中/大 3 種尺寸）
耳塞 橢圓形矽膠耳塞（配件套組提供小/中/大 3 種尺寸）
耳塞材質 矽膠
頸帶材質 熱塑性彈性體 (TPE)
防潑水及防塵 有 - IP54
磁性耳機本體 可方便而舒適地掛在頸上。當左右耳機互相吸附時，音樂會暫停播放，電話會掛斷。 

簡單易用 直覺式音訊控制 接聽/掛斷電話 - 拒接來電 - 音量控制 - 曲目控制1 - 播放/暫停音樂1

震動提示 有 - 頸帶震動
語音按鈕 有 
語音助理 一觸語音按鈕可啟動 Amazon Alexa、Siri® 及 Google Assistant™ 1 2

電池 通話時間 最長 8 小時
音樂播放時間 最長 13 小時
充電功率及時間 約 2 小時

連線方式 藍牙標準 藍牙 5.0 – 低功耗藍牙 (BTLE)
無線訊號範圍 使用 Jabra Link 370 時與電腦最遠 30 公尺 / 100 英呎。與行動裝置最遠 10 公尺 / 33 英呎。
電腦、Jabra Link 370 藍牙傳輸器 USB 藍牙音訊裝置。藍牙 5.0 – 低功耗藍牙 (BTLE)
藍芽配對清單 最多 8 部裝置
藍牙同步連線 最多 2 部裝置

一般資訊 包裝尺寸（長 x 寬 x 高） 耳機：192 x 153 x 63 公釐 / 配件：135 x 45 x 12 公釐
包裝盒內容 Jabra Evolve 65e - Jabra Link 370 - 攜行保護盒 - 耳塞及耳翼組（小/中/大）- USB 線 - 快速入

門指南 - 保固與警告事項（安全事項單）
頸帶尺寸： 頸帶寬度：145 公釐 / 耳機長度：400 公釐
耳機重量 36 公克
連線方式 藍牙及 USB 2.0（USB 線長約 150 公分）
保固 自產品購買日期起 2 年
Jabra Direct 有
Jabra Sound+ 應用程式 有
操作環境溫度 -10°C 至 55°C（14F 至 131F）

Jabra Evolve 65e 
專為行動中的專業級 UC 認證音訊而打造

••方便而輕量的繞頸式設計，搭載超服貼耳塞。 
••榮獲 Skype for Business 及 UC 認證，能在行動中帶給你始終如一的優質音效及通話品質。  
經由 USB 藍牙傳輸器與 2 部裝置同時連線。
••享受長達 13 小時電池續航力。不管你走到什麼地方，都能確保耳機跟上你的腳步。
••使用 Jabra Sound+ 應用程式客製你的通話及音樂體驗，並可更新耳機軟體。
 • Jabra 精心打造的揚聲器提供絕佳音樂體驗，並搭配超服貼入耳式佩戴以隔絕背景噪音，幫助你保持專注。
內建式忙碌指示燈可顯示「勿擾」信號。

©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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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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視作業系統而定
2僅適用於行動裝置

SKU 說明
6599-623-109 Jabra Evolve 65e、Link 370 MS
6599-629-109 Jabra Evolve 65e、Link 370 Link 370 UC 
14101-76 Jabra Evolve 65e 配件套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