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適而又時尚的生產力。

羅技 USB 耳機麥克風 H650e

立體聲

單聲道

羅技® H650e 耳機麥克風具有精巧的外型與技術，
功能與時尚兼具。這款專業級的耳機麥克風具備

數位訊號處理、音學回聲消除、寬頻音訊、動態

等化器和隔噪麥克風等功能。它能讓您的通話達

到最大生產力與舒適性。

注重細節是羅技 H650e 耳機麥克風的與眾不同
之處。對於重視設計觸感的人來說這是最理想的

選擇，例如可用來調整音量的直覺線控控制，以

及讓別人知道您正在打電話的明亮 LED 指示燈。

使用扁平不會纏繞的連接線，享受隨插即用

的 USB 連線。此外，先進的商務認證以及和
羅技協作計畫 (LCP) 成員1 的增強整合，確
保搭配任何視訊會議應用程式都可提供順暢

的會議體驗，包括您正在使用的應用程式。



羅技 USB 耳機麥克風 H650e

麥克風：(TX)

類型：雙向 ECM

頻率響應：100 Hz – 10 KHZ

靈敏度：-45 dB ±3 dB

失真：1kHz 下 <10%，15dBPa (MRP) 輸入

作業電壓：1.4 – 5.0V DC

音箱：(RX)

頻率響應：50 Hz - 10 kHz (擴散音場)

靈敏度：1KHz 下 90dB ±3 dB，nput0.56V/10mm 自
由音場

失真：1kHz 下 < 4%，0dBm0，1kHz

符合 EN60950-1 規範

1 包括 Blue Jeans、BroadSoft、Lifesize、Vidyo 和 Zoom。
請參閱 www.logitech.com/lcp 以瞭解完整名單與最新資訊
2 搭配 Microsoft® Lync™ 與 Cisco® 部署。請造訪  
www.logitech.com/ciscocompatibility 以取得最新版本。
使用外掛程式可搭配 Skype 使用 (請到下列網址選擇適當
產品並下載： 
http://www.logitech.com/support/business-products)。

www.logitech.com/H650e
Logitech Asia 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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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ung Sha Wan Pla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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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格

USB 耳機麥克風 H650e 
單聲道： 
零件編號：981-000544 
UPC: 097855096760

立體聲： 
零件編號：981-000545   
UPC: 097855096777 

包裝內容

線控耳機

入門指南和保固資訊

收納袋

產品尺寸與重量

耳機麥克風 174 x 165 x 50 公釐 (6.75 x 6.5 x 2 英吋)

耳機麥克風重量 單聲道︰93 公克/3.3 盎司； 
立體聲：120 公克/4.2 盎司

包裝 185.3 x 202.5 x 62.5 公釐 (7.1 x 8.0 x 2.5 英吋)

包裝重量 175 公克/6.2 盎司

通話中 LED 指示燈
位於麥克風桿背面的紅色指示燈，可以從視覺上提醒後

方人員您正在通話中，避免通話受到意外干擾。2

可調式麥克風桿

麥克風趕可上下轉動和左右彎曲以靠近嘴邊，找到最佳

收音位置。

便利的線控裝置

使用接聽/掛斷2、音量增加/減少和靜音按鈕控制通話。
調高音量按鈕特意設計成高於其他按鈕，讓手指容易辨

認，您不用把視線從手頭的工作移開就能控制通話。

針對 Microsoft® LyncTM 最佳化；相容於 Cisco® 2；相容

於大部分主流視訊會議平台

確保提供企業級音質和與大多數商務級視訊會議平台的

整合體驗。

扁平抗纏結連接線

防止連接線纏結，讓您可以毫無麻煩輕鬆快速地戴上耳

機麥克風。

動態等化器

自動切換語音和音樂模式，為聆聽者呈現出色的音質。

回聲消除和隔噪麥克風

經過最佳化，即便在吵雜的工作場所也可如常通話。

寬頻音訊

通話雙方均可體驗到真正的寬頻音訊，確保雙方都能享

受身臨其境的聆聽體驗。

數位信號處理 (DSP)
可對麥克風與音箱精確調校，提升通話真實感。

羅技聲音保護

設計用來防止 115dBA 的聲音帶來傷害，提供格外舒適的
語音和音樂聆聽體驗；符合 EN60950-1。

帶襯墊人造皮革頭帶和可更換人造皮革耳墊

使用高品質材質製造，即使長時間使用耳機麥克風也可

保持舒適感受。

現代風格輕盈設計

時尚設計和耐用材料，提供比傳統耳機麥克風更具吸引

力的外觀。

牢固的 TR90 尼龍結構
比 ABS 更加強固且具有彈性，使其成為更耐久的材料。
此外，它還具有更高的承受日常化學品侵蝕的能力，包

括髮膠和防曬霜。

隨附拉鍊布袋

放在桌面或帶著旅行時，可以使用這個高品質絲絨收納

袋保護您的耳機麥克風。

隨插即用的 USB 連線能力
無需安裝額外軟體，即可輕鬆連線到 PC 或Mac。

重點功能說明

技術規格

單聲道

驅動程式/軟體下載

建議使用：Jabber® 和 Skype 外掛程式

取得：造訪我們的支援網站 www.logitech.com/en-us/
support/business-products 選擇 H650e 產品  
 

相容性

針對 Microsoft® Lync® 2013 最佳化、獲得 Skype for 
Business 認證、相容於 Cisco2 並增強與羅技協作計畫 
(LCP) 成員1 的整合。

保固

2 年有限硬體保固 
 

系統需求

Windows® 7、Windows® 8 (32 位元或 64 位元) 或 
Windows® 10

Mac OS  X® 10.7 或更高版本

Linux®

可用的 USB 連接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