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资料表

VOYAGER 4300 UC 系列
作为一款出色的入门级蓝牙无线耳机，您的员工不必再局限于办公桌前办公。   
无论是在家办公还是在办公室办公，它都可以无缝连接用户的所有设备，满足他们
的沟通和协作需求，帮助他们保持工作高效。这款耳机能够全天舒适佩戴，并且采用
双麦克风 Acoustic Fence 拾音魔墙技术消除背景噪音，呈现出色音质，可帮助您和
团队保持高效工作。这款专业耳机易于部署并且完全支持远程管理，是 IT 管理人员
的理想选择，更重要的是它的价格非常实惠。想要出众的灵活度、连接性和自由度？
是的， Voyager 4300 UC系列耳机就是您的理想选择！

•  采用 Acoustic Fence 拾音魔墙技术的降噪双麦克风 

• SoundGuard Digital 提供听觉保护功能

•  便携式设计：可在家和办公室使用

•  可调节的舒适带垫头带

•  单声道和立体声佩戴，随您所欲

蓝牙® 
办公耳机

产品优势
•  蓝牙无线覆盖范围远至 50 米，可轻松实

现边走边通话（使用随附的 BT700 USB 
适配器时）

•  一款耳机可同时连接多个个人设备 — 
UC 版本提供 PC/Mac 和手机连接选项

•  通过Office底座（单独出售）可连接多个办
公室设备

•  在有绳模式（通过 USB 传输音频）下使用
耳机，可延长耳机的电池续航时间

•  无线通话时间长达 24 小时，帮助保持工
作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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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有关 Voyager 4300 系列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poly.com/voyager-4300

技术规格

连接至
• Voyager 4300 UC 系列：通过 BT700 

USB-A 或 USB-C 适配器连接 PC/Mac， 
通过蓝牙 v5.2 连接手机

•  带 Voyager Office 底座的 Voyager 4300 
UC 系列*：可连接桌面电话（通过电话接口
线缆）、计算机（通过 USB-A 或 USB-C 线
缆）和手机（通过蓝牙）

推荐用户
• Voyager 4300 UC 系列：喜欢在家中或办

公室内整天免提通话的专业人士
•  带 Voyager Office 底座的 Voyager 4300 
系列*：喜欢在家中或办公室内整天免提通
话并谋求连接桌面电话的专业人士

无线
•  蓝牙 v5.2

• Class 1

•  该耳机支持多点连接，可同时连接两台设
备，记住最多 8 台配对过的设备

•  支持蓝牙规范
 - A2DP、AVRCP、HSP、HFP

•  有效范围

 - Voyager 4300 UC 系列：远至 50 米
 - 带 Voyager Office 底座的 Voyager 4300 

系列：远至 91 米 

有绳
•  在通过 USB 传输音频模式下，可使用随附

的 USB-C 线缆（1.5 米）连接至 PC

电池 

•  电池容量：350 mAH

•  电池类型：锂离子电池  

•  通话时间：长达 24 小时** 

•  接听时间：长达 47 小时**

•  充电时间：1.6 小时可充满电
•  快速充电：充电 15 分钟可支持长达 10 小

时的接听时间
•  待机时间：长达 50 天

接收频率响应
•  动态 EQ 经过优化，可用于频率高达  

7 kHz 的 PC 宽带语音电话或频率为  
20 Hz 至 20 KHz 的多媒体

听力保护
• SoundGuard Digital 高级声学保护功能： 

G616 支持最高 102 dBSPL 的声音限制；
时间加权平均值可防止日均接触的噪音超
过 85dBA***

麦克风和技术
•  灵活的降噪麦克风杆，采用双麦克风 

Acoustic Fence 拾音魔墙技术 

•  麦克风杆上有易于使用的静音按钮 

耳机控制和指示灯
•  应答/结束通话、静音、调大/调小音量、 

开机/关机/配对
•  在线指示灯 - 扬声器外壳上有两个 LED 

指示灯可显示通话状态 

耳机底座控件
•  配有充电支架的 Voyager 4300 UC 系列：

仅可与桌面充电器配合使用
• Voyager Office 底座*：具有桌面电话、软

电话选择器按钮，以及 Microsoft Teams 
按钮（仅限 Microsoft Teams 版本）

耳机重量
• Voyager 4310 头戴式（单声道）：122 克
• Voyager 4320 头戴式（立体声）：162 克

所含配件
• Voyager 4300 UC 系列：便携包、BT700 

USB 适配器和充电线缆。充电线缆长度： 
1.5 米

•  配有充电支架的 Voyager 4300 UC 系列：
便携包、BT700 USB 适配器、充电支架和
充电线缆。充电线缆长度：1.5 米

易管理性
•  云端：Poly Lens 服务 

（部分解决方案单独销售）
•  本地 (Windows/Mac)：Poly Lens Desktop 

应用程序

认证
• Microsoft Teams（仅限 Teams 版本）
• Zoom

* Voyager Office 底座作为配件提供， 单独出售

** 使用 BT700 USB 适配器时

*** 需要安装 Poly Len Desktop 应用程序才能启用 
      SoundGuard Digital 高级声学保护功能

VOYAGER 4300 
UC 系列

Voyager 4310 UC Voyager 4320 UC Voyager Office 底座
（作为附件提供，单独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