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LITE 85t

專業不止音樂，通話同樣出色。精巧身材搭載新升級 Jabra 主動降噪™ 
技術。

技術規格表

可自由調節的主動降噪和透聽模式

六麥克風技術和風噪保護

耳機可快速充電，無線充電盒通過 Qi 認證

在主動降噪開啟情況下，電池續航時間約 5.5 小時，搭配充電盒續航時間約 25 小時

IPX4 防護等級，2 年防塵防水保固 * 

12 毫米揚聲器帶來強大音量和強勁低音

技術規格

音訊 隔噪貼合設計 是
通話降噪 有，六麥克風技術

抗風噪設計 是
支援的音訊解碼器 SBC，AAC

揚聲器尺寸 12 毫米 /0.47 英寸
揚聲器頻寬（音樂播放） 20Hz - 20kHz

揚聲器頻寬（通話） 100Hz - 10kHz

麥克風類型 6 x MEMS

麥克風頻寬 100Hz - 10kHz

ANC( 主動降噪 ) Jabra 升級版主動降噪TM 使用六個麥克風的其中四個
ANC 是的，可以自由調整
透聽模式 是的，可以自由調整
釋放耳內壓力 是

Jabra Sound+ 
App

MySound 是 (MySound for Music)

MyControls 是

貼合、舒適 設計類型 入耳式真無線耳機
耳塞 是，橢圓形矽膠耳膠（小、中、大號）

電池 音樂播放時間（開啟 ANC） 總計約 25 小時（耳機約 5.5 小時，搭配充電盒約 19.5 小時）

音樂播放時間（關閉 ANC） 總計約 31 小時（耳機約 7 小時，搭配充電盒約 24 小時）
睡眠模式 15 分鐘無連接、60 分鐘無使用後自動關閉，可在 Sound+ 中設定

支援無線充電 支援通過 Qi 認證的無線充電器（最低功率為 5 瓦）- 不含無線充電器

有線充電 USB-C

充電時間 約 2 小時 30 分鐘（使用專用 500 mA USB 壁式充電器充滿電）

無線充電時間 在 25 攝氏度環境下約 4 小時 **

快速充電 耳機在充電盒中充電 15 分鐘，可達到約 60 分鐘的續航時間

待機時間 6 個月

電池 可充電鋰離子電池

連線方式 連線方式 藍牙 5.1
支援的藍牙規範 HSP v1.2，HFP v1.7，A2DP v1.3，AVRCP v1.6，SPP v1.2

操作範圍 最遠 10 米（33 英尺）

配對裝置數量 最多 8 台

配對 PIN 碼（若適用） 0000

多機連線 可同時連接兩台設備

自動開機 / 關機 從充電盒中取出耳塞時會自動“開機”
15 分鐘無連線或 60 分鐘不使用後自動“關機”

自動暫停音樂 有，將其中一個耳機從耳朵取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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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通過 Jabra Sound+ App 注冊
** 取決於無線充電設備

一般資訊 包裝內容 耳機、充電盒、USB-C 線纜、3 套橢圓形矽膠耳膠、保固卡和警告單頁

包裝尺寸 - 零售包裝盒（長x寬x高） 110.5 x 40 x 130 毫米 /4.35 x 1.57 x 5.12 英寸
包裝尺寸- 電子商務包裝盒（長x寬x高）  121 x 39 x 205 毫米 /4.76 x 1.54 x 8.07 英寸

主件尺寸（長 x 寬 x 高） 23.1 x 19.0 x 16.2 毫米 /0.91 x 0.75 x 0.64 英尺
充電盒尺寸（長 x 寬 x 高） 64.8 x 41.1 x 28.5 毫米 /2.55 x 1.62 x 1.12 英寸
重量（充電盒） 45.1 克 /1.59 盎司
重量（單個耳機） 7 克 /0.25 盎司
使用材質（外部） PC 和 PC/ABS 塑料。矽橡膠。雲母漆。鍍金線

USB-C 線長 300 毫米（11.81 英寸）（USB-C 轉 USB-A 充電線）

充電插頭 USB-C

IP 防護等級 IPX4

保固 2 年防塵防水保固 *

認證與合規 藍芽 5.1、MFi、Qi、FCC、ISED、CE、RoHS、REACH、加州 65 提案
工作溫度 -5° C 至 45° C/23° F 至 113° F

無線充電工作溫度 -5° C 至 40° C/23° F 至 113° F

存放溫度 - 20° C 至 45° C（- 4° F 至 113° 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