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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附的配件
Cisco 730头戴式耳机随附以下配件：

• Cisco 730头戴式耳机

头戴式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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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盒

• USB适配器

• USB-A至 USB-C电缆

• 3.5 mm电缆

头戴式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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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佩戴头戴式耳机
调整头带，使头戴式耳机舒适地戴在头上。确保头戴式耳机麦克风朝前。

下载并设置 Cisco头戴式耳机应用程序
Cisco头戴式耳机是一款移动应用，您可以通过它从任何 iPhone或 Android移动设备更新、控制和
自定义您的头戴式耳机。您可以升级头戴式耳机、调整噪音消除级别、更改均衡器设置，以及从应

用界面管理所有头戴式耳机通知。

过程

步骤 1 在移动设备上，打开您的首选应用商店并下载 Cisco头戴式耳机。

头戴式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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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打开 Cisco头戴式耳机并按照应用设置说明操作。

打开和关闭头戴式耳机
电源/蓝牙开关位于左耳罩背面。

过程

步骤 1 向上滑动电源/蓝牙开关以打开头戴式耳机。

步骤 2 向下滑动电源/蓝牙开关以关闭头戴式耳机。

头戴式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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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戴式耳机连接

将头戴式耳机连接到 Bluetooth®蓝牙设备

将头戴式耳机置于配对模式，以便其他设备可以找到它。为最大限度地利用头戴式耳机，请在移动

设备上下载和设置 Cisco头戴式耳机应用程序。

您的 Cisco 730头戴式耳机最多可以保存八台蓝牙设备，并同时与最多两台设备保持连接。

如果已经有两个活动的蓝牙信号源，必须先断开一个连接，才能将其他蓝牙设备保存到头戴式耳机。注释

过程

步骤 1 向上滑动并按住电源/蓝牙开关两秒钟，直到蓝牙 LED闪烁。

步骤 2 启动设备上的蓝牙。

您可以从大多数呼叫设备上的设置菜单启用和禁用蓝牙。

步骤 3 从设备列表选择您的头戴式耳机。

您的头戴式耳机将在设备列表中显示为 Cisco 730头戴式耳机，后跟头戴式耳机序列号的后三位数
字。

相关主题

头戴式耳机序列号

头戴式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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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牙 LED

蓝牙 LED位于电源/蓝牙开关顶部的左耳罩背面，显示您的头戴式耳机连接状态。

表 1:蓝牙 LED状态

系统状态指示灯状态

蓝牙连接成功

稳定蓝光，然后熄灭

头戴式耳机处于配对模式

闪烁蓝光

在 Cisco头戴式耳机应用中管理您的蓝牙连接

您可以使用 Cisco头戴式耳机移动应用来管理您的头戴式耳机蓝牙连接。您的头戴式耳机最多可以
保存八台蓝牙设备，并同时与两台保持活动连接。

过程

步骤 1 在您的移动设备上打开 Cisco头戴式耳机应用。

步骤 2 点击主屏幕底部的已连接至。

步骤 3 选择要连接或断开的设备。

使用 USB适配器
Cisco 730头戴式耳机随附 USB适配器，适用于没有蓝牙选项的呼叫设备。USB适配器已预先与您
的头戴式耳机配对。适配器在插入通电的 USB端口时会自动连接到头戴式耳机。

当您想要断开头戴式耳机时，只需将适配器从呼叫设备中拔出即可。断开USB适配器后，头戴式耳
机接受另一个活动的蓝牙连接大约需要10分钟。您也可以关闭头戴式耳机，然后再次打开，以便快
速与新设备配对。

您无法通过 USB适配器将固件更新安装到头戴式耳机。注释

头戴式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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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步骤 1 将 USB适配器插入您的首选设备。

步骤 2 打开您的 Cisco 730头戴式耳机。

步骤 3 从蓝牙设备列表中选择 Cisco HS USB适配器。

将 USB适配器与头戴式耳机配对

如果您删除了头戴式耳机的蓝牙配对或需要更换适配器，可以重新配对 USB适配器。

过程

步骤 1 将 USB适配器连接到所选的设备。

步骤 2 使用笔或回形针按下USB适配器上的配对按键四秒钟。在进入配对模式时，适配器顶部的蓝色LED
会闪烁。

步骤 3 在头戴式耳机上，滑动并按住电源/蓝牙开关两秒钟。适配器和头戴式耳机会自动配对。

在活动的蓝牙信号源之间切换

您同时可以将最多两台蓝牙设备连接到头戴式耳机。当您应答不同来源的呼叫时，活动呼叫将自动

置于保留状态。

过程

要更改蓝牙信号源，请播放其他连通信号源上的音乐或接听其他连通信号源上的来电。

在切换到另一音乐信号源之前暂停音乐播放。注释

删除配对的设备

您可以从头戴式耳机清除所有配对的蓝牙设备。

头戴式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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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会从头戴式耳机内存中清除 USB适配器。请参阅将 USB适配器与头戴式耳机配对，第 7页
让适配器与头戴式耳机重新配对。

注释

过程

滑动并按住电源/蓝牙开关 9秒钟。如果已启用音频通知，则当您清除所有蓝牙设备记录时，头戴式
耳机会播放音频提示。

使用 USB-C电缆
使用随附的 USB-C电缆将头戴式耳机连接至笔记本电脑、Cisco IP电话或 Cisco Webex桌面设备。

过程

步骤 1 将 USB-C电缆插到左耳罩底部的端口。

头戴式耳机

8

头戴式耳机

使用 USB-C电缆



步骤 2 将电缆的另一端连接至您的目标网络。

步骤 3 向上滑动电源/蓝牙滑块以打开头戴式耳机。

使用 3.5 mm音频电缆
使用随附的3.5mm音频电缆将头戴式耳机连接至笔记本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可以使用音频电缆连接
到非无线设备，也可以在头戴式耳机的电池电量不足时使用。

您在使用 3.5 mm电缆时无法控制呼叫或音乐播放。任何连接的蓝牙信号源的优先级都高于 3.5 mm
音频连接。

注释

过程

步骤 1 将 3.5 mm电缆插到左耳罩底部的端口。

头戴式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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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将电缆的另一端插入设备上的 3.5 mm插孔中。

头戴式耳机电源

检查电池的剩余电量

当您打开头戴式耳机时，系统会播放一则语音通知，告知电池的剩余电量。当剩余通话时间不足一

小时时，头戴式耳机会通知您。

默认情况下语音通知是打开的。您可以在 Cisco头戴式耳机移动应用中切换头戴式耳机语音通知。注释

您可以通过 Cisco头戴式耳机应用查找更详细的电池电量信息。

过程

向上滑动电源/蓝牙开关并放开。

如果戴的是头戴式耳机，您会听到剩余电池电量的通知。

电源/蓝牙开关下方的 LED会显示剩余的头戴式耳机电池电量。

表 2: LED状态

语音提示电池电量电源 LED
指示灯

“电池电量：高。”剩余通话时间为 15小时或以上。

头戴式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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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提示电池电量电源 LED
指示灯

“剩余 [X]小时的通话时间。”剩余通话时间介于5到15小时之间。

“剩余 [X]小时的通话时间。”剩余通话时间不足 5小时。

使用 USB-C电缆为 Cisco 730头戴式耳机充电
使用随附的 USB-C电缆为头戴式耳机充电。为头戴式耳机充满电大约需要 2.5小时。在头戴式耳机
充电的过程中，电源 LED会闪烁以显示电池状态。当头戴式耳机充满电时，电源 LED将从闪烁绿
光变为呈稳定绿光。

表 3:头戴式耳机充电状态

充电状态电源 LED指示灯

充满电

高

中

低

过程

步骤 1 将 USB-C电缆插入左耳罩底部的 USB-C充电端口。

头戴式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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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将电缆的 USB-A端插入任何通电的 USB端口。

组装 Cisco 730头戴式耳机充电座
Cisco 730头戴式耳机充电座为头戴式耳机提供方便的充电和存放选择。

过程

步骤 1 将支架放到底座上，思科徽标朝外。充电座部件将永久地卡在一起。

步骤 2 将随附的 USB电缆插入充电座背面的端口。将电缆的另一端插入任何通电的 USB端口。

步骤 3 将 Cisco 730头戴式耳机放到充电座上。头戴式耳机正确就位时，充电座正面的 LED会显示稳定白
光。

头戴式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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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助理
您可以通过 Cisco 730头戴式耳机快速访问移动设备或笔记本电脑上的 Apple Siri、Google Assistant
或 Cortana。

您不能将头戴式耳机设置为同时访问多个语音助理。注释

激活您的移动语音助理 Cisco 730头戴式耳机
默认情况下，Cisco 730头戴式耳机支持Windows 10上的语音助理、Apple Siri、Google Assistant和
Cortana。您可以通过 Cisco头戴式耳机移动应用启用或禁用您的语音助理支持。

开始之前

确保您的移动设备或笔记本电脑已连接至Wi-Fi或蜂窝数据网络。

过程

在右耳罩上，按播放按键两次。

头戴式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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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isco Headsets应用程序中启用语音助理
您可以通过 Cisco头戴式耳机移动应用在 Cisco 730头戴式耳机上启用和禁用语音助理功能。

过程

步骤 1 在移动设备上打开 Cisco头戴式耳机并点击设置 >常规

步骤 2 开启或关闭启用语音助理。

关于音频通知
默认情况下，头戴式耳机会播放许多活动和场景的音频通知。下表显示了与不同场景相关的音频消

息。

表 4:头戴式耳机音频通知

音频提示操作

“电池电量：高。”头戴式耳机电池可用于通话的时间超过15小时。

“还剩 [X]小时的通话时间。头戴式耳机电池可用于通话的时间不足15小时。

“您有一个来电。”您有一个来电。

“已静音。”您在通话时按静音按键。

“已取消静音。”您在通话时取消头戴式耳机静音。

头戴式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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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提示操作

“您已静音。”您在头戴式耳机静音时通话。

“已连接。”您的头戴式耳机连接蓝牙信号源

“已断开连接。”您的头戴式耳机断开与第一个蓝牙信号源的连接

“忙闲指示灯打开。”您按住播放按键且无活动呼叫。

“忙闲指示灯关闭。”您按住播放按键，以禁用在线状态LED指示灯。

“呼叫被拒绝。”您使用呼叫按键拒绝呼叫。

“配对模式。在您的蓝牙设备列表中查找 Cisco
730头戴式耳机。”

头戴式耳机处于配对模式。

“头戴式耳机打开。”您打开头戴式耳机。

“头戴式耳机关闭。”您关闭头戴式耳机。

“继续按住蓝牙按键以清除所有蓝牙设备记录。”您准备清除所有蓝牙设备记录。

“已清除蓝牙记录。”您清除头戴式耳机蓝牙内存。

“桌面电话已连接”头戴式耳机连接到 Cisco IP电话

“桌面电话已断开连接”头戴式耳机从 Cisco IP电话断开连接

“Cisco USB适配器已连接”头戴式耳机连接到 USB适配器

“Cisco USB适配器已断开连接”头戴式耳机从 USB适配器断开连接

“计算机已连接”头戴式耳机连接到计算机

“计算机已断开连接”头戴式耳机从计算机断开连接

“移动电话已连接”头戴式耳机连接到移动电话

“移动电话已断开连接”头戴式耳机从移动电话断开连接

“设备已连接”头戴式耳机连接到未知设备

“设备已断开连接”头戴式耳机从未知设备断开连接

自定义头戴式耳机通知

您可以自定义想在头戴式耳机中听到的音频通知。

头戴式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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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步骤 1 在 Cisco头戴式耳机应用中，选择头戴式耳机并按设置 >音频通知。

步骤 2 选择要更改的通知设置。您的更改会自动保存。

相关主题

关于音频通知，第 14页

更改通知语言

您可以通过CiscoHeadsets移动应用程序更改音频通知语言。可选的语言包括：中文（普通话）、英
语（美国）、英语（英国）、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葡萄牙语（巴西）、俄语和西

班牙语。

选择新的语言后，头戴式耳机将会重置。在重置完成之前，请勿将头戴式耳机移出范围、更换音频

信号源或者插入 USB-C或 3.5 mm电缆。

过程

步骤 1 在 Cisco Headsets应用程序中，选择头戴式耳机，然后按设置 >音频通知 >语言。

如果应用程序中没有显示语言菜单，请与头戴式耳机管理员联系。注释

步骤 2 选择您想在头戴式耳机中听到的语言。

步骤 3 选择继续。

头戴式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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