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型號：YY2959/YY2960

讓我們開始使⽤

正確連線USB收發器

依據連線的裝置，正確設定USB收發器的滑動開關，然後將USB收發器插入到USB連接埠內。 
連線到電腦時：將滑動開關設定⾄“PC” 
連線到PS5™時：將滑動開關設定⾄“PS5”

開啟⽿機電源

按住 （電源）按鈕約2秒或以上，直到指⽰燈（⽩⾊）亮起。⽿機電源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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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所有功能和改善的性能

將⽿機軟體和電腦軟體“INZONE Hub”更新為最新版本。
如需“INZONE Hub”的詳細資料，請參閱以下URL。
https://www.sony.net/inzonehub-support

預防因為潮濕⽽燃燒或故障
⽿機並不防⽔噴射。
如果⽿機被雨⽔或汗⽔等弄濕時充電，可能會導致燒壞或故障。

相關資訊

為⽿機充電

操作⽿機

操作⽿機以享受遊戲和語⾳聊天。
旋轉VOL（⾳量）–/+轉盤：以調整⾳量
升⾼吊桿式麥克風：以關閉麥克風電源
降低吊桿式麥克風：以開啟麥克風電源

使⽤入⾨

遊戲⽿機的⽤途

附件

檢查包裝內的物品

部件和控制器

各部件的位置和功能

關於指⽰燈

戴上⽿機

電源/充電

為⽿機充電

可運轉時間

檢查剩餘電池電⼒

開啟⽿機電源

關閉⽿機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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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到遊戲主機以使⽤

將⽿機連接到電腦或PlayStation®5

連接到遊戲主機的⽤途

PlayStation®5的⽤途

連線到Bluetooth裝置以使⽤

無線連接Bluetooth裝置的⽅式

Android智慧型⼿機

與Android智慧型⼿機配對和連線

連接已配對的Android智慧型⼿機

iPhone（iOS裝置）

與iPhone配對和連線

連接已配對的iPhone

其他Bluetooth裝置

與Bluetooth裝置配對和連線

連接已配對的Bluetooth裝置

撥打電話

接聽電話

撥打電話

通話期間的功能

中斷Bluetooth連線（使⽤後）

聆聽⾳樂

透過Bluetooth連線聆聽裝置中的⾳樂

控制⾳訊裝置（Bluetooth連線）

中斷Bluetooth連線（使⽤後）

聲⾳品質模式

關於聲⾳品質模式

⽀援的轉碼器

⾃訂⽿機

使⽤“INZONE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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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ZONE Hub”的⽤途

安裝“INZONE Hub”

如何將軟體保持在最新版本（使您可以舒適地使⽤⽿機）

使⽤環境聲⾳控制功能（僅適⽤於INZONE H9）

防噪功能（僅適⽤於INZONE H9）

防噪是什麼？（僅適⽤於INZONE H9）

使⽤防噪功能（僅適⽤於INZONE H9）

聆聽環境聲⾳（僅適⽤於INZONE H9）

在玩遊戲時聆聽環境聲⾳（環境聲模式）（僅適⽤於INZONE H9）

重要資訊

預防措施

預防因為潮濕⽽燃燒或故障

關授權

商標

客⼾⽀援網站

疑難排除

我要怎麼解決問題？

電源/充電

無法開啟⽿機電源。

無法進⾏充電。

充電時間過⻑。

可⽤的操作時間太短（電池的可⽤運作時間太短）。

聲⾳

沒有聲⾳，低⾳量

聲⾳經常會斷斷續續。

通話時聽不到對⽅的聲⾳/來電者的⾳量過低，通話時對⽅聽不到您的聲⾳/來電者聽起來您的聲量過低。

透過Bluetooth連線所連接裝置的低⾳質。

防噪效果不⾜。（僅適⽤於INZONE H9）

防噪功能開啟時，⾳訊的發聲⽅式變更。（僅適⽤於INZONE H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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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

無法進⾏配對。

無法建立Bluetooth連線。

⽿機的運作不正常。

重設或初始化⽿機

重設⽿機

初始化⽿機以還原回原廠設定

規格

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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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遊戲⽿機的⽤途

同時享受遊戲和聊天

透過和USB收發器的無線2.4 GHz連線，連線到電腦或PS5™，可在玩遊戲時享受語⾳聊天。

在智慧型⼿機上享受聊天和通話

透過和USB收發器的無線2.4 GHz連線，連線到電腦或PS5；⽽且同時透過BLUETOOTH®連線⽽連線到智慧型⼿機，可在
玩遊戲時享受語⾳聊天和免持通話。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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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檢查包裝內的物品

打開包裝後，檢查是否含有清單中的所有物品。如果缺少物品，請與經銷商聯絡。
（）中的數字代表物品數量。

INZONE H9：
無線降噪電競⽿機（1）

INZONE H7：
無線電競⽿機（1）

INZONE H9/INZONE H7：
USB Type-C®連接線（USB-A轉USB-C®）（約150 cm）（1）

USB收發器（YY2965）（1）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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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各部件的位置和功能

INZONE H9：

頭帶1.

 （左）標誌2.

吊桿式麥克風
左⽿機上有⼀個吊桿式麥克風。

3.

內建天線
⽿機內建Bluetooth天線。

4.

左⽿機5.

 （右）標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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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ZONE H7：

滑動器（左，右）
可滑動調整頭帶⻑度。

7.

右⽿機8.

環形指⽰燈（左，右）（藍⾊或⽩⾊）9.

NC/AMB（防噪/環境聲模式）按鈕10.

VOL（⾳量）–/+轉盤
+側上有觸覺點。

11.

防噪功能麥克風（左，右）
在使⽤防噪功能時拾取噪⾳。

12.

USB Type-C連接埠
使⽤隨附的USB Type-C連接線將⽿機連接到電腦，或透過市售USB交流電源供應器連接到交流電源插座，為⽿機充
電。

13.

充電指⽰燈（橙⾊）
橙⾊亮起或閃爍以指⽰充電電池和充電狀態。

14.

GAME/CHAT（遊戲/聊天平衡）按鈕
您可調整遊戲⾳訊和語⾳聊天之間的⾳量平衡。

15.

 （Bluetooth）按鈕16.

 （電源）按鈕17.

頭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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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收發器：

 （左）標誌2.

吊桿式麥克風
左⽿機上有⼀個吊桿式麥克風。

3.

內建天線
⽿機內建Bluetooth天線。

4.

左⽿機5.

 （右）標誌6.

滑動器（左，右）
可滑動調整頭帶⻑度。

7.

右⽿機8.

VOL（⾳量）–/+轉盤
+側上有觸覺點。

9.

USB Type-C連接埠
使⽤隨附的USB Type-C連接線將⽿機連接到電腦，或透過市售USB交流電源供應器連接到交流電源插座，為⽿機充
電。

10.

充電指⽰燈（橙⾊）
橙⾊亮起或閃爍以指⽰充電電池和充電狀態。

11.

GAME/CHAT（遊戲/聊天平衡）按鈕
您可調整遊戲⾳訊和語⾳聊天之間的⾳量平衡。

12.

 （Bluetooth）按鈕13.

 （Bluetooth）指⽰燈（藍⾊）
藍⾊亮起或閃爍以指⽰Bluetooth連線的狀態。

14.

 （電源）按鈕15.

 （電源）指⽰燈（⽩⾊）
⽩⾊亮起或閃爍以指⽰電源狀態，以及⽿機和USB收發器之間的連線狀態。

16.

滑動開關
將⽿機連線切換到電腦或PS5™。

1.

連線指⽰燈（⽩⾊）2.

連線按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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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主題

關於指⽰燈

檢查剩餘電池電⼒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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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關於指⽰燈

您可以藉由指⽰燈檢查⽿機的各種狀態。

 ：亮藍⾊ /  ：亮⽩⾊ /  ：亮橙⾊ / -：熄滅

無線降噪電競⽿機（INZONE H9）

電源狀態

以左和右環形指⽰燈來指⽰。

⽿機電源開啟時

Bluetooth模式開啟時
 - -（亮藍⾊約5秒）

Bluetooth模式關閉時
 - -（亮⽩⾊約5秒）

⽿機電源關閉時

Bluetooth模式開啟時
 - - - -（亮藍⾊約2秒）

Bluetooth模式關閉時
 - - - -（亮⽩⾊約2秒）

初始化完成
 -  -  -  -（閃爍⽩⾊4次）

無線2.4 GHz連線和Bluetooth連線狀態
以左和右環形指⽰燈來指⽰。
以⽩⾊指⽰無線2.4 GHz連線狀態，並以藍⾊指⽰Bluetooth連線狀態。

沒有建立無線2.4 GHz連線（在Bluetooth模式關閉時）
 - -  - -  - -  - -（⽩⾊連續閃爍）

無線2.4 GHz連線程序完成
 （亮⽩⾊約2秒）

已建立無線2.4 GHz連線（在Bluetooth模式關閉時）
 - - - - - -  -（⽩⾊連續緩慢閃爍約30秒）

關閉Bluetooth模式時
 - - - -（亮藍⾊約2秒）

Bluetooth配對模式
 -  - - - -  -  - - - -  -  （藍⾊連續閃爍兩次達5分鐘）

沒有建立Bluetooth連線（在Bluetooth模式開啟時）
 - -  - -  - -  - -（藍⾊連續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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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tooth連線程序完成
 （亮藍⾊約2秒）

已建立Bluetooth連線（在沒有建立無線2.4 GHz連線時）
 - - - - - -  -（藍⾊連續緩慢閃爍約30秒）

來電
 - -  - -  - -  - -  - -  -（藍⾊連續快速閃爍）

已建立無線2.4 GHz連線和Bluetooth連線
 - - - -  - - - -（⽩⾊和藍⾊交替連續緩慢閃爍約30秒）

軟體更新狀態

以左和右環形指⽰燈來指⽰。

正在更新軟體
 - - -  - -（⽩⾊連續緩慢閃爍）

充電電池和充電狀態

以充電指⽰燈來指⽰。

⽿機剩餘的電池電量偏低時（⽿機需要充電）
 - -  - -（橙⾊緩慢連續閃爍約15秒鐘）

在⽿機開始充電時電池充滿電
 - - - -（亮橙⾊約1分鐘然後熄滅）

為⽿機充電時
 （亮橙⾊）

電池充滿電且充電完成時
- - - -（熄滅）

⽿機電池溫度異常
 -  - - -  -  - - -  -  （橙⾊連續閃爍兩次）

當⽿機充電時出現錯誤⽽無法充電
 - -  - -  - -  （橙⾊連續緩慢閃爍）

無線電競⽿機（INZONE H7）

電源狀態和無線2.4 GHz連線狀態
以  （電源）指⽰燈來指⽰。

⽿機電源開啟時
 - - - -（亮⽩⾊約2秒）

⽿機電源關閉時
 - - - -（亮⽩⾊約2秒）

初始化完成
 -  -  -  -（⽩⾊閃爍4次）

沒有建立無線2.4 GHz連線
 - - - - -  - - - - -  - - - - -（⽩⾊以約1秒間隔連續緩慢閃爍）

無線2.4 GHz連線程序完成
 -  -  -  -  -  -  -（⽩⾊連續快速閃爍約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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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立無線2.4 GHz連線
 - - - - - - - - - - - -  -（⽩⾊以5秒間隔連續閃爍約30秒）

Bluetooth連線狀態
以  （Bluetooth）指⽰燈來指⽰。

開啟Bluetooth模式時
 - - - -（亮藍⾊約2秒）

關閉Bluetooth模式時
 - - - -（亮藍⾊約2秒）

Bluetooth配對模式
 -  - - - -  -  - - - -  -  （藍⾊連續閃爍兩次達5分鐘）

沒有建立Bluetooth連線時
 - - - -  - - - -（藍⾊以約1秒間隔連續閃爍）

Bluetooth連線程序完成
 -  -  -  -  -  -  -  -  -（藍⾊連續快速閃爍約5秒）

已建立Bluetooth連線
 - - - - - - - - - - - - -  - -（藍⾊以5秒間隔連續閃爍約30秒）

來電
 - -  - -  - -  - -  - -  -（藍⾊連續快速閃爍）

軟體更新狀態

以  （電源）指⽰燈來指⽰。

正在更新軟體
 - - -  - -（⽩⾊連續緩慢閃爍）

充電電池和充電狀態

以充電指⽰燈來指⽰。

⽿機剩餘的電池電量偏低時（⽿機需要充電）
 - -  - -（橙⾊緩慢連續閃爍約15秒鐘）

在⽿機開始充電時電池充滿電
 - - - -（亮橙⾊約1分鐘然後熄滅）

為⽿機充電時
 （亮橙⾊）

電池充滿電且充電完成時
- - - -（熄滅）

⽿機電池溫度異常
 -  - - -  -  - - -  -  （橙⾊連續閃爍兩次）

當⽿機充電時出現錯誤⽽無法充電
 - -  - -  - -  （橙⾊連續緩慢閃爍）

USB收發器

無線2.4 GHz連線和軟體更新狀態
以連線指⽰燈來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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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2.4 GHz連線的配對模式
 -  - - - -  -  - - - -  -  - - - -（⽩⾊連續閃爍兩次達5分鐘）

沒有建立無線2.4 GHz連線
 - - - - -  - - - - -  - - - - -（⽩⾊以1秒間隔連續閃爍約30秒）

已建立無線2.4 GHz連線
 （亮⽩⾊）

正在更新軟體
 - - -  - -（⽩⾊連續緩慢閃爍）

提⽰

無線2.4 GHz連線狀態和Bluetooth連線狀態的指⽰燈顯⽰時間可以⽤“INZONE Hub”來變更。

相關主題

檢查剩餘電池電⼒

初始化⽿機以還原回原廠設定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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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戴上⽿機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在雙⽿上戴上⽿機。

伸⻑滑動器可調整頭帶⻑度。
將⽿機戴在頭上時，將有  （左）標誌的⽿機戴上左⽿，有  （右）標誌的⽿機戴上右⽿。在  （左）標誌側
上有⼀個吊桿式麥克風。
 
INZONE H9：

 
INZONE H7：

A: 吊桿式麥克風

1

調整吊桿式麥克風的位置，使其靠近您的嘴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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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為⽿機充電

⽿機透過USB交流電源供應器連接到交流電源插座，或使⽤內建鋰離⼦充電電池即可使⽤。利⽤隨附的USB Type-C連接
線來充電。

將⽿機連接到交流電源插座。

使⽤隨附的USB Type-C連接線和市售USB交流電源供應器。
 
INZONE H9：

 
INZONE H7：

A：USB交流電源供應器
 
⽿機的充電指⽰燈（橙⾊）亮起。
充電時間約為3.5⼩時（*），完成時充電指⽰燈將⾃動熄滅。

1

將空電池充電⾄飽和所需的時間。此時間可能因使⽤情況⽽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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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USB為電池充電的系統需求
USB交流電源供應器
能夠供應0.5 A（500 mA）或更⾼輸出電流的市售USB交流電源供應器

個⼈電腦
具備標準USB連接埠的個⼈電腦

我們不保證所有電腦都能順利運作。
不保證⾃訂或⾃⾏裝配的電腦都能順利運作。

建議的個⼈電腦作業系統版本
Windows®：Windows 10或更新版
Mac：macOS 11或更新版

PS5™

提⽰

⽤隨附的USB Type-C連接線將⽿機連接⾄正在運⾏的電腦，也可以為⽿機充電。

⽿機透過USB交流電源供應器連接到交流電源插座，或連接原始配備USB充電相容連接埠的電腦時，可⼀⾯使⽤⽿機，⼀⾯為其充
電。

注意

使⽤隨附的USB Type-C連接線以外的連接線，充電未必成功。

視USB交流電源供應器類型⽽定，充電未必成功。

電腦進入待機（睡眠）或休眠模式時，無法為⽿機充電。在此情況下，請變更電腦設定，然後再次開始充電。

PS5處於休息模式時，⽿機可能無法充電。如果狀況如此，請變更PS5設定，使PS5上的USB連接埠即使在休息模式中也能⽤於充
電。

⻑時間未使⽤⽿機後，充電電池的使⽤時數可能會減少。但是，電池充電與放電數次之後，其使⽤時間將能獲得改善。如果⻑時間
不使⽤⽿機，仍請每隔6個⽉為電池充電以免過放電。

⻑時間未使⽤⽿機後，充飽電⼒所需的時間也會比較⻑。

充電時，如果⽿機偵測到下列原因造成的問題，充電指⽰燈（橙⾊）將會閃爍。在此狀況下，拔出USB Type-C連接線然後插入，
在充電溫度範圍內再次充電。如果問題持續發⽣，請洽詢鄰近的Sony經銷商。
周遭溫度超過5 °C – 35 °C的充電溫度範圍。
充電電池發⽣問題。

⻑時間未使⽤⽿機後，⽿機開始充電時充電指⽰燈（橙⾊）可能不會立即亮起。請等待⼀段時間，直到指⽰燈亮起。

如果內建充電電池的使⽤時數⼤幅縮短，請更換電池。請洽詢鄰近的Sony經銷商。

避免暴露在劇烈溫度變化、陽光直射、潮濕、充滿沙礫灰塵和受到電擊的場所。請勿將⽿機留置在停好的⾞內。

將⽿機連接到電腦以充電時，僅使⽤隨附的USB Type-C連接線，⽽且務必要直接連接它們。透過USB集線器連接⽿機時，充電無
法順利完成。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充電完成後，拔下USB Type-C連接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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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可運轉時間

⽿機電池充飽電後，可運轉時間如下：

INZONE H9：

⽿機充電10分鐘後可以使⽤約1⼩時。

INZONE H7：

狀態 Bluetooth模式 轉碼器 防噪功能/環境聲模式 可運轉時間

遊戲和聊天 關閉 — 防噪功能：開啟 最⻑20⼩時

遊戲和聊天 關閉 — 環境聲模式：開啟 最⻑20⼩時

遊戲和聊天 關閉 — 關閉 最⻑32⼩時

遊戲和聊天 
（通話透過Bluetooth連線）

開啟 — 防噪功能：開啟 最⻑15⼩時

遊戲和聊天 
（通話透過Bluetooth連線）

開啟 — 環境聲模式：開啟 最⻑15⼩時

遊戲和聊天 
（通話透過Bluetooth連線）

開啟 — 關閉 最⻑20⼩時

遊戲和聊天 
（播放⾳樂透過Bluetooth連線）

開啟 AAC 防噪功能：開啟 最⻑16⼩時

遊戲和聊天 
（播放⾳樂透過Bluetooth連線）

開啟 AAC 環境聲模式：開啟 最⻑16⼩時

遊戲和聊天 
（播放⾳樂透過Bluetooth連線）

開啟 AAC 關閉 最⻑22⼩時

遊戲和聊天 
（播放⾳樂透過Bluetooth連線）

開啟 SBC 防噪功能：開啟 最⻑15⼩時

遊戲和聊天 
（播放⾳樂透過Bluetooth連線）

開啟 SBC 環境聲模式：開啟 最⻑15⼩時

遊戲和聊天 
（播放⾳樂透過Bluetooth連線）

開啟 SBC 關閉 最⻑20⼩時

狀態 Bluetooth模式 轉碼器 可運轉時間

遊戲和聊天 關閉 — 最⻑40⼩時

遊戲和聊天 
（通話透過Bluetooth連線）

開啟 — 最⻑25⼩時

遊戲和聊天 
（播放⾳樂透過Bluetooth連線）

開啟 AAC 最⻑26⼩時

19



⽿機充電10分鐘後可以使⽤約1⼩時。

相關主題

⽀援的轉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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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 Bluetooth模式 轉碼器 可運轉時間

遊戲和聊天 
（播放⾳樂透過Bluetooth連線）

開啟 SBC 最⻑2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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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檢查剩餘電池電⼒

您可以檢查充電電池的剩餘電⼒。

INZONE H9：
如果開啟⽿機電源時，⽿機擁有⾜夠的剩餘電量，左和右環形指⽰燈（⽩⾊或藍⾊）亮約5秒。

INZONE H7：
如果開啟⽿機電源時，⽿機擁有⾜夠的剩餘電量，  （電源）指⽰燈（⽩⾊）亮約2秒。

⽿機剩餘電池電量是20%或以下時
發出通知聲響，充電指⽰燈（橙⾊）閃爍約15秒。盡快為⽿機充電。
當電池電量完全耗盡時，會發出通知聲響，然後⽿機會⾃動關閉。

將⽿機連接電腦來使⽤

⽿機連接電腦時，指⽰剩餘電池電量的圖⽰會以4個等級顯⽰在“INZONE Hub”畫⾯上：“100%”、“70%”、“50%”，和
“20%”。

注意

在軟體更新後或⻑時間未使⽤⽿機時，可能無法立即正確顯⽰剩餘電池電⼒。在此情況下，請反覆多次對電池充電和放電，以正確
顯⽰剩餘電池電⼒。

相關主題

關於指⽰燈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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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開啟⽿機電源

相關主題

按住  （電源）按鈕約2秒或以上。

INZONE H9：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機的電源已開啟。
左和右環形指⽰燈（⽩⾊或藍⾊）亮約5秒。

 
INZONE H7：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機的電源已開啟。
 （電源）指⽰燈（⽩⾊）亮約2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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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機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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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關閉⽿機電源

注意

按住  （電源）按鈕約2秒或以上。

INZONE H9：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機的電源已關閉。
左和右環形指⽰燈（⽩⾊或藍⾊）亮約2秒，然後熄滅。

 
INZONE H7：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機的電源已關閉。
 （電源）指⽰燈（⽩⾊）亮約2秒，然後熄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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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原廠設定，下列狀況持續約5分鐘時，⽿機會⾃動關閉。
無線2.4 GHz連線和Bluetooth連線已中斷。
⽿機不處於Bluetooth配對模式。
⽿機不在充電。

本設定可⽤“INZONE Hub”來變更。

相關主題

開啟⽿機電源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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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將⽿機連接到電腦或PlayStation®5

開始操作前，請確定以下事項：

電腦或PS5™放置在距離⽿機1 m內。
⽿機已經充夠電⼒。
備妥電腦或PS5的使⽤說明書以供參考。

依據連接的裝置，將USB收發器的滑動開關切換⾄“PC”或“PS5”。1

開啟電腦或PS5的電源。2

將USB收發器連接到電腦或PS5的USB連接埠。

提⽰

將USB收發器連接到PS5時，請將它連接到PS5前⾯的USB連接埠。

3

按住  （電源）按鈕約2秒或以上，以開啟⽿機電源。

INZONE H9：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機的電源已開啟。
左和右環形指⽰燈（⽩⾊）亮約5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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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源已開啟時，會⾃動連線到USB收發器（無線2.4 GHz連線）。
已連線時，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連線已建立。
Bluetooth模式關閉，⽽且沒有建立無線2.4 GHz連線時，左和右環形指⽰燈（⽩⾊）快速閃爍。已連線時，這會變為
緩慢閃爍。

 
INZONE H7：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機的電源已開啟。
 （電源）指⽰燈（⽩⾊）亮約2秒。

⽿機電源已開啟時，會⾃動連線到USB收發器（無線2.4 GHz連線）。
已連線時，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連線已建立。
沒有建立無線2.4 GHz連線時，  （電源）指⽰燈（⽩⾊）緩慢閃爍。已連線時，  （電源）指⽰燈（⽩⾊）快
速閃爍約5秒，然後變為緩慢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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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若裝置不認識⽿機麥克風，請確認有正確設定USB收發器的滑動開關。

如果⽿機無法透過無線2.4 GHz連線⽽連線到電腦或PS5，請按住USB收發器上的連線按鈕約5秒或以上，以便配對。

將USB收發器直接連接到電腦或PS5，⽽不是透過USB集線器。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已連接電腦時，選擇⽿機作為⾳訊裝置。

⾳訊輸出裝置例如遊戲：[INZONE H9 / INZONE H7 - GAME]
⾳訊輸入/輸出裝置例如語⾳聊天：[INZONE H9 / INZONE H7 - C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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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連接到遊戲主機的⽤途

將⽿機連接到遊戲主機（電腦或PS5™）時，可進⾏下列項⽬。

調整⾳量

可使⽤VOL（⾳量）–/+轉盤將⾳量調整為所要的⼤⼩。
+側上有觸覺點。

INZONE H9：

INZONE H7：

A：觸覺點

增加⾳量：將VOL（⾳量）–/+轉盤向+側旋轉。
 
INZONE H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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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ZONE H7：

 

降低⾳量：將VOL（⾳量）–/+轉盤向–側旋轉。
 
INZONE H9：

 
INZONE 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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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遊戲和聊天之間的⾳量平衡（遊戲/聊天平衡）

您可使⽤GAME/CHAT（遊戲/聊天平衡）按鈕來調整遊戲聲⾳和語⾳聊天之間的⾳量平衡。
按下GAME按鈕時，語⾳聊天的聲⾳會降低，較容易聽到遊戲的聲⾳。
按下CHAT按鈕時，遊戲的聲⾳會降低，較容易聽到語⾳聊天的聲⾳。

INZONE H9：

INZONE H7：

B： GAME/CHAT（遊戲/聊天平衡）按鈕

注意

某些遊戲可能不⽀援GAME/CHAT（遊戲/聊天平衡）按鈕。

GAME/CHAT（遊戲/聊天平衡）按鈕僅能⽤於調整透過USB收發器所連接遊戲主機的⾳量平衡。無法調整和Bluetooth裝置的⾳量
平衡。

在電腦上使⽤遊戲應⽤程式和聊天應⽤程式時，請在應⽤程式的設定中，將遊戲應⽤程式的輸出⽬的地設定為[INZONE H9 /
INZONE H7 - GAME]，⽽聊天應⽤程式的輸出⽬的地設定為[INZONE H9 / INZONE H7 – CHAT]。 
如果設定不正確，就沒有正確調整遊戲聲⾳和語⾳聊天之間的⾳量平衡。

請注意，當電腦的⾳訊輸出裝置設定為[INZONE H9 / INZONE H7 - CHAT]，按下CHAT按鈕時，遊戲等的⾳量會增加。

開啟/關閉麥克風

吊桿式麥克風降低時，麥克風電源會開啟。吊桿式麥克風升⾼時，麥克風電源會關閉。
吊桿式麥克風開啟和關閉時，會發出卡嗒聲。

開啟麥克風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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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ZONE H9：

 
INZONE H7：

 

關閉麥克風電源
 
INZONE H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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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ZONE H7：

注意

戴上、取下或使⽤⽿機時，請⼩⼼不要讓吊桿式麥克風碰到您的眼睛。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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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PlayStation®5的⽤途

以USB收發器連接PS5™和⽿機時，您可以進⾏下列操作。

檢查遊戲和聊天之間的⾳量平衡
顯⽰麥克風的開啟/關閉狀態
檢查⽿機⾳量
顯⽰⽿機剩餘的電池電⼒
檢查⽿機的連線狀態

注意

如果無法使⽤上述功能，請確認USB收發器的滑動開關切換為PS5側。

PS5沒有更新時，可能無法使⽤上述功能。將PS5的系統軟體更新為最新版本。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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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無線連接Bluetooth裝置的⽅式

您可使⽤Bluetooth裝置的Bluetooth功能，以⽿機無線享受免持通話、語⾳聊天等。
透過無線2.4 GHz連線⽽連接電腦或PS5™時，可使⽤它。

配對

若要使⽤Bluetooth功能，必須事先登錄兩個連接裝置。登錄裝置的操作稱為“配對”。
⼿動將⽿機和裝置配對。

連接已配對的裝置

完成裝置配對後，就不需要重新配對。使⽤每⼀裝置的必要⽅法，連接到已經和⽿機配對的裝置。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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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與Android智慧型⼿機配對和連線

登錄要連接的裝置的操作稱為“配對”。⾸先為要與⽿機第⼀次搭配使⽤的裝置進⾏配對。
開始操作前，請確定以下事項：

Android智慧型⼿機放置在距離⽿機1 m內。
⽿機已經充夠電⼒。
備妥Android智慧型⼿機的使⽤說明書以供參考。

開啟⽿機的電源，然後開啟Bluetooth模式以進入配對模式。

INZONE H9：

1

按住  （電源）按鈕約2秒或以上，以開啟⽿機電源。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機的電源已開啟。
左和右環形指⽰燈（⽩⾊或藍⾊）亮約5秒。

左和右環形指⽰燈亮⽩⾊時，請執⾏步驟  -2。
左和右環形指⽰燈亮藍⾊時，請執⾏步驟  。

1.

按住  （Bluetooth）按鈕約2秒，以開啟Bluetooth模式。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Bluetooth模式已開啟。
左和右環形指⽰燈（藍⾊）快速閃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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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ZONE H7：

購買後第⼀次配對⽿機和裝置時，或初始化⽿機後（若⽿機內沒有配對資訊），⽿機⾃動進入配對模式。
在此情況下，請進⾏步驟  。
配對第⼆個或之後的裝置時（⽿機內已有其他裝置的配對資訊），您必須⼿動操作以進入配對模式。
在此情況下，請進⾏步驟  -3。

按住  （Bluetooth）按鈕約5秒，以進入配對模式。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機進入配對模式。
左和右環形指⽰燈（藍⾊）連續重複閃爍2次。

3.

按住  （電源）按鈕約2秒或以上，以開啟⽿機電源。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機的電源已開啟。
 （電源）指⽰燈（⽩⾊）亮約2秒。

 （Bluetooth）指⽰燈熄滅時，請執⾏步驟  -2。
 （Bluetooth）亮藍⾊時，請執⾏步驟  。

1.

按住  （Bluetooth）按鈕約2秒，以開啟Bluetooth模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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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Bluetooth模式已開啟。
 （Bluetooth）指⽰燈（藍⾊）亮約2秒，然後緩慢閃爍。

購買後第⼀次配對⽿機和裝置時，或初始化⽿機後（若⽿機內沒有配對資訊），⽿機⾃動進入配對模式。
在此情況下，請進⾏步驟  。
配對第⼆個或之後的裝置時（⽿機內已有其他裝置的配對資訊），您必須⼿動操作以進入配對模式。
在此情況下，請進⾏步驟  -3。

按住  （Bluetooth）按鈕約5秒，以進入配對模式。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機進入配對模式。

 （Bluetooth）指⽰燈（藍⾊）連續重複閃爍2次。

3.

如果Android智慧型⼿機的螢幕已鎖定，請解除鎖定。2

在Android智慧型⼿機上找到⽿機。3

選擇[Settings] - [Device connection] - [Bluetooth]。1.

觸碰開關，以開啟Bluetooth功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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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以上操作為範例。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Android智慧型⼿機隨附的使⽤說明書。

若要刪除所有的Bluetooth配對資訊，請參閱“初始化⽿機以還原回原廠設定”。

注意

如果配對未能在5分鐘內建立，配對模式將會取消。在這種情況下，請再從步驟  -2開始操作。

Bluetooth裝置配對後即無需再次配對，以下情況除外：

觸碰[INZONE H9 / INZONE H7]。

若需要輸入⾦鑰（*），請輸入“0000”。
⽿機與智慧型⼿機即可彼此配對及連線。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連線已建立。

 
INZONE H9：
左和右環形指⽰燈（藍⾊）變為緩慢閃爍。

 
INZONE H7：

 （Bluetooth）指⽰燈（藍⾊）快速閃爍約5秒，然後變為緩慢閃爍。

 
若未連線，請參閱“連接已配對的Android智慧型⼿機”。
若Android智慧型⼿機螢幕上未出現[INZONE H9 / INZONE H7]，請從步驟  的開頭開始重試⼀次。

4

密碼⾦鑰（Passkey）亦稱為“驗證碼”（Passcode）、“PIN碼”（PIN code）、“PIN號碼”（PIN number）或“密碼”（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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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資訊在維修等狀況後遭到刪除。
與第9個裝置配對時。  
⽿機最多能與8個裝置配對。已配對8個裝置後，要配對新裝置時，已配對裝置中最早連線的裝置的登錄資訊將被新裝置的資訊覆
寫。
⽿機的配對資訊已從Bluetooth裝置中刪除時。
初始化⽿機時。  
所有配對資訊均會遭到刪除。此時，請刪除連線裝置中的⽿機配對資訊，然後再重新配對。

⽿機可以與多個裝置配對，但⼀次只能播放1個配對裝置的⾳樂。

相關主題

無線連接Bluetooth裝置的⽅式

連接已配對的Android智慧型⼿機

透過Bluetooth連線聆聽裝置中的⾳樂
中斷Bluetooth連線（使⽤後）

初始化⽿機以還原回原廠設定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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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連接已配對的Android智慧型⼿機

如果Android智慧型⼿機的螢幕已鎖定，請解除鎖定。1

開啟⽿機的電源，然後開啟Bluetooth模式。

INZONE H9：

2

按住  （電源）按鈕約2秒或以上，以開啟⽿機電源。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機的電源已開啟。
左和右環形指⽰燈（⽩⾊或藍⾊）亮約5秒。

1.

左和右環形指⽰燈亮⽩⾊時，請按住  （Bluetooth）按鈕約2秒，以開啟Bluetooth模式。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Bluetooth模式已開啟。
左和右環形指⽰燈（藍⾊）快速閃爍。

2.

41



INZONE H7：

如果⽿機已⾃動連接上次連接的裝置，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連線已建立。
檢查Android智慧型⼿機上的連線狀態。若未連線，請進⾏步驟  。

按住  （電源）按鈕約2秒或以上，以開啟⽿機電源。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機的電源已開啟。
 （電源）指⽰燈（⽩⾊）亮約2秒。

1.

 （Bluetooth）指⽰燈熄滅時，請按住  （Bluetooth）按鈕約2秒，以開啟Bluetooth模式。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Bluetooth模式已開啟。
 （Bluetooth）指⽰燈（藍⾊）亮約2秒，然後緩慢閃爍。

2.

顯⽰已與Android智慧型⼿機配對的裝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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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Settings] - [Device connection] - [Bluetooth]。1.

觸碰開關，以開啟Bluetooth功能。2.

觸碰[INZONE H9 / INZONE H7]。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連線已建立。
 
INZONE H9：
左和右環形指⽰燈（藍⾊）變為緩慢閃爍。

 
INZONE H7：

 （Bluetooth）指⽰燈（藍⾊）快速閃爍約5秒，然後變為緩慢閃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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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以上操作為範例。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Android智慧型⼿機隨附的使⽤說明書。

注意

如果將上次連接的Bluetooth裝置放在⽿機附近，只要開啟⽿機電源，⽿機與裝置即可以⾃動連線。在此情況下，請關閉上次連接的
裝置的Bluetooth功能或關閉電源。

如果無法將智慧型⼿機連接到⽿機，請刪除智慧型⼿機的⽿機配對資訊，然後再次執⾏配對。有關智慧型⼿機操作，請參閱智慧型
⼿機隨附的使⽤說明書。

相關主題

無線連接Bluetooth裝置的⽅式

與Android智慧型⼿機配對和連線

透過Bluetooth連線聆聽裝置中的⾳樂
中斷Bluetooth連線（使⽤後）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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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與iPhone配對和連線

登錄要連接的裝置的操作稱為“配對”。⾸先為要與⽿機第⼀次搭配使⽤的裝置進⾏配對。
開始操作前，請確定以下事項：

iPhone放置在距離⽿機1 m內。
⽿機已經充夠電⼒。
備妥iPhone的使⽤說明書以供參考。

開啟⽿機的電源，然後開啟Bluetooth模式以進入配對模式。

INZONE H9：

1

按住  （電源）按鈕約2秒或以上，以開啟⽿機電源。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機的電源已開啟。
左和右環形指⽰燈（⽩⾊或藍⾊）亮約5秒。

左和右環形指⽰燈亮⽩⾊時，請執⾏步驟  -2。
左和右環形指⽰燈亮藍⾊時，請執⾏步驟  。

1.

按住  （Bluetooth）按鈕約2秒，以開啟Bluetooth模式。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Bluetooth模式已開啟。
左和右環形指⽰燈（藍⾊）快速閃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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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ZONE H7：

購買後第⼀次配對⽿機和裝置時，或初始化⽿機後（若⽿機內沒有配對資訊），⽿機⾃動進入配對模式。
在此情況下，請進⾏步驟  。
配對第⼆個或之後的裝置時（⽿機內已有其他裝置的配對資訊），您必須⼿動操作以進入配對模式。
在此情況下，請進⾏步驟  -3。

按住  （Bluetooth）按鈕約5秒，以進入配對模式。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機進入配對模式。
左和右環形指⽰燈（藍⾊）連續重複閃爍2次。

3.

按住  （電源）按鈕約2秒或以上，以開啟⽿機電源。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機的電源已開啟。
 （電源）指⽰燈（⽩⾊）亮約2秒。

 （Bluetooth）指⽰燈熄滅時，請執⾏步驟  -2。
 （Bluetooth）亮藍⾊時，請執⾏步驟  。

1.

按住  （Bluetooth）按鈕約2秒，以開啟Bluetooth模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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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Bluetooth模式已開啟。
 （Bluetooth）指⽰燈（藍⾊）亮約2秒，然後緩慢閃爍。

購買後第⼀次配對⽿機和裝置時，或初始化⽿機後（若⽿機內沒有配對資訊），⽿機⾃動進入配對模式。
在此情況下，請進⾏步驟  。
配對第⼆個或之後的裝置時（⽿機內已有其他裝置的配對資訊），您必須⼿動操作以進入配對模式。
在此情況下，請進⾏步驟  -3。

按住  （Bluetooth）按鈕約5秒，以進入配對模式。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機進入配對模式。

 （Bluetooth）指⽰燈（藍⾊）連續重複閃爍2次。

3.

如果iPhone的螢幕已鎖定，請解除鎖定。2

在iPhone上找到⽿機。3

選擇[Settings]。1.
觸碰[Bluetooth]。2.

觸碰開關，以開啟Bluetooth功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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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以上操作為範例。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iPhone隨附的使⽤說明書。

觸碰[INZONE H9 / INZONE H7]。

若需要輸入⾦鑰（*），請輸入“0000”。
⽿機與iPhone即可彼此配對及連線。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連線已建立。

 
INZONE H9：
左和右環形指⽰燈（藍⾊）變為緩慢閃爍。

 
INZONE H7：

 （Bluetooth）指⽰燈（藍⾊）快速閃爍約5秒，然後變為緩慢閃爍。

 
若未連線，請參閱“連接已配對的iPhone ”。
若iPhone螢幕上未出現[INZONE H9 / INZONE H7]，請從步驟  的開頭開始重試⼀次。

4

密碼⾦鑰（Passkey）亦稱為“驗證碼”（Passcode）、“PIN碼”（PIN code）、“PIN號碼”（PIN number）或“密碼”（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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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刪除所有的Bluetooth配對資訊，請參閱“初始化⽿機以還原回原廠設定”。

注意

如果配對未能在5分鐘內建立，配對模式將會取消。在這種情況下，請再從步驟  -2開始操作。

Bluetooth裝置配對後即無需再次配對，以下情況除外：
配對資訊在維修等狀況後遭到刪除。
與第9個裝置配對時。  
⽿機最多能與8個裝置配對。已配對8個裝置後，要配對新裝置時，已配對裝置中最早連線的裝置的登錄資訊將被新裝置的資訊覆
寫。
⽿機的配對資訊已從Bluetooth裝置中刪除時。
初始化⽿機時。  
所有配對資訊均會遭到刪除。此時，請刪除連線裝置中的⽿機配對資訊，然後再重新配對。

⽿機可以與多個裝置配對，但⼀次只能播放1個配對裝置的⾳樂。

相關主題

無線連接Bluetooth裝置的⽅式

連接已配對的iPhone

透過Bluetooth連線聆聽裝置中的⾳樂
中斷Bluetooth連線（使⽤後）

初始化⽿機以還原回原廠設定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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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連接已配對的iPhone

如果iPhone的螢幕已鎖定，請解除鎖定。1

開啟⽿機的電源，然後開啟Bluetooth模式。

INZONE H9：

2

按住  （電源）按鈕約2秒或以上，以開啟⽿機電源。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機的電源已開啟。
左和右環形指⽰燈（⽩⾊或藍⾊）亮約5秒。

1.

左和右環形指⽰燈亮⽩⾊時，請按住  （Bluetooth）按鈕約2秒，以開啟Bluetooth模式。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Bluetooth模式已開啟。
左和右環形指⽰燈（藍⾊）快速閃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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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ZONE H7：

如果⽿機已⾃動連接上次連接的裝置，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連線已建立。
檢查iPhone上的連線狀態。若未連線，請進⾏步驟  。

按住  （電源）按鈕約2秒或以上，以開啟⽿機電源。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機的電源已開啟。
 （電源）指⽰燈（⽩⾊）亮約2秒。

1.

 （Bluetooth）指⽰燈熄滅時，請按住  （Bluetooth）按鈕約2秒，以開啟Bluetooth模式。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Bluetooth模式已開啟。
 （Bluetooth）指⽰燈（藍⾊）亮約2秒，然後緩慢閃爍。

2.

顯⽰已與iPhone配對的裝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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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Settings]。1.
觸碰[Bluetooth]。2.

觸碰開關，以開啟Bluetooth功能。3.

觸碰[INZONE H9 / INZONE H7]。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連線已建立。
 
INZONE H9：
左和右環形指⽰燈（藍⾊）變為緩慢閃爍。

 
INZONE H7：

 （Bluetooth）指⽰燈（藍⾊）快速閃爍約5秒，然後變為緩慢閃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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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以上操作為範例。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iPhone隨附的使⽤說明書。

注意

如果將上次連接的Bluetooth裝置放在⽿機附近，只要開啟⽿機電源，⽿機與裝置即可以⾃動連線。在此情況下，請關閉上次連接的
裝置的Bluetooth功能或關閉電源。

如果無法將iPhone連接到⽿機，請刪除iPhone的⽿機配對資訊，然後再次執⾏。有關iPhone操作，請參閱iPhone隨附的使⽤說明
書。

相關主題

無線連接Bluetooth裝置的⽅式

與iPhone配對和連線

透過Bluetooth連線聆聽裝置中的⾳樂
中斷Bluetooth連線（使⽤後）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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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與Bluetooth裝置配對和連線

登錄要連接的裝置的操作稱為“配對”。⾸先為要與⽿機第⼀次搭配使⽤的裝置進⾏配對。
開始操作前，請確定以下事項：

Bluetooth裝置放置在距離⽿機1 m內。
⽿機已經充夠電⼒。
備妥Bluetooth裝置的使⽤說明書以供參考。

開啟⽿機的電源，然後開啟Bluetooth模式以進入配對模式。

INZONE H9：

1

按住  （電源）按鈕約2秒或以上，以開啟⽿機電源。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機的電源已開啟。
左和右環形指⽰燈（⽩⾊或藍⾊）亮約5秒。

左和右環形指⽰燈亮⽩⾊時，請執⾏步驟  -2。
左和右環形指⽰燈亮藍⾊時，請執⾏步驟  。

1.

按住  （Bluetooth）按鈕約2秒，以開啟Bluetooth模式。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Bluetooth模式已開啟。
左和右環形指⽰燈（藍⾊）快速閃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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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ZONE H7：

購買後第⼀次配對⽿機和裝置時，或初始化⽿機後（若⽿機內沒有配對資訊），⽿機⾃動進入配對模式。
在此情況下，請進⾏步驟  。
配對第⼆個或之後的裝置時（⽿機內已有其他裝置的配對資訊），您必須⼿動操作以進入配對模式。
在此情況下，請進⾏步驟  -3。

按住  （Bluetooth）按鈕約5秒，以進入配對模式。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機進入配對模式。
左和右環形指⽰燈（藍⾊）連續重複閃爍2次。

3.

按住  （電源）按鈕約2秒或以上，以開啟⽿機電源。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機的電源已開啟。
 （電源）指⽰燈（⽩⾊）亮約2秒。

 （Bluetooth）指⽰燈熄滅時，請執⾏步驟  -2。
 （Bluetooth）亮藍⾊時，請執⾏步驟  。

1.

按住  （Bluetooth）按鈕約2秒，以開啟Bluetooth模式。2.
55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Bluetooth模式已開啟。
 （Bluetooth）指⽰燈（藍⾊）亮約2秒，然後緩慢閃爍。

購買後第⼀次配對⽿機和裝置時，或初始化⽿機後（若⽿機內沒有配對資訊），⽿機⾃動進入配對模式。
在此情況下，請進⾏步驟  。
配對第⼆個或之後的裝置時（⽿機內已有其他裝置的配對資訊），您必須⼿動操作以進入配對模式。
在此情況下，請進⾏步驟  -3。

按住  （Bluetooth）按鈕約5秒，以進入配對模式。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機進入配對模式。

 （Bluetooth）指⽰燈（藍⾊）連續重複閃爍2次。

3.

在Bluetooth裝置上執⾏配對程序，以搜尋本⽿機。

Bluetooth裝置螢幕上的偵測到的裝置清單上將顯⽰[INZONE H9 / INZONE H7]。
如果未出現，請從步驟  開始重複程序。

2

選擇Bluetooth裝置畫⾯上顯⽰的[INZONE H9 / INZONE H7]以便配對。

若需要輸入⾦鑰（*），請輸入“0000”。

3

密碼⾦鑰（Passkey）亦稱為“驗證碼”（Passcode）、“PIN碼”（PIN code）、“PIN號碼”（PIN number）或“密碼”（Password）。*

從Bluetooth裝置進⾏Bluetooth連線。

配對完成時，部分裝置會與⽿機⾃動連接。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連線已建立。
 
INZONE H9：
左和右環形指⽰燈（藍⾊）變為緩慢閃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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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以上操作為範例。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Bluetooth裝置隨附的使⽤說明書。

若要刪除所有的Bluetooth配對資訊，請參閱“初始化⽿機以還原回原廠設定”。

注意

如果配對未能在5分鐘內建立，配對模式將會取消。在這種情況下，請再從步驟  -2開始操作。

Bluetooth裝置配對後即無需再次配對，以下情況除外：
配對資訊在維修等狀況後遭到刪除。
與第9個裝置配對時。  
⽿機最多能與8個裝置配對。已配對8個裝置後，要配對新裝置時，已配對裝置中最早連線的裝置的登錄資訊將被新裝置的資訊覆
寫。
⽿機的配對資訊已從Bluetooth裝置中刪除時。
初始化⽿機時。  
所有配對資訊均會遭到刪除。此時，請刪除連線裝置中的⽿機配對資訊，然後再重新配對。

⽿機可以與多個裝置配對，但⼀次只能播放1個配對裝置的⾳樂。

相關主題

無線連接Bluetooth裝置的⽅式
連接已配對的Bluetooth裝置

透過Bluetooth連線聆聽裝置中的⾳樂

中斷Bluetooth連線（使⽤後）
初始化⽿機以還原回原廠設定

 
INZONE H7：

 （Bluetooth）指⽰燈（藍⾊）快速閃爍約5秒，然後變為緩慢閃爍。

 
若未連線，請參閱“連接已配對的Bluetooth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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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連接已配對的Bluetooth裝置

開啟⽿機的電源，然後開啟Bluetooth模式。

INZONE H9：

1

按住  （電源）按鈕約2秒或以上，以開啟⽿機電源。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機的電源已開啟。
左和右環形指⽰燈（⽩⾊或藍⾊）亮約5秒。

1.

左和右環形指⽰燈亮⽩⾊時，請按住  （Bluetooth）按鈕約2秒，以開啟Bluetooth模式。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Bluetooth模式已開啟。
左和右環形指⽰燈（藍⾊）快速閃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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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ZONE H7：

如果⽿機已⾃動連接上次連接的裝置，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連線已建立。
檢查Bluetooth裝置上的連線狀態。若未連線，請進⾏步驟  。

按住  （電源）按鈕約2秒或以上，以開啟⽿機電源。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機的電源已開啟。
 （電源）指⽰燈（⽩⾊）亮約2秒。

1.

 （Bluetooth）指⽰燈熄滅時，請按住  （Bluetooth）按鈕約2秒，以開啟Bluetooth模式。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Bluetooth模式已開啟。
 （Bluetooth）指⽰燈（藍⾊）亮約2秒，然後緩慢閃爍。

2.

從Bluetooth裝置進⾏Bluetooth連線。

有關Bluetooth裝置操作，請參閱Bluetooth裝置隨附的使⽤說明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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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以上操作為範例。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Bluetooth裝置隨附的使⽤說明書。

注意

如果將上次連接的Bluetooth裝置放在⽿機附近，只要開啟⽿機電源，⽿機與裝置即可以⾃動連線。在此情況下，請關閉上次連接的
裝置的Bluetooth功能或關閉電源。

如果無法將Bluetooth裝置連接到⽿機，請刪除Bluetooth裝置的⽿機配對資訊，然後再次執⾏。有關Bluetooth裝置操作，請參閱
Bluetooth裝置隨附的使⽤說明書。

相關主題

無線連接Bluetooth裝置的⽅式

與Bluetooth裝置配對和連線
透過Bluetooth連線聆聽裝置中的⾳樂

中斷Bluetooth連線（使⽤後）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已連線時，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連線已建立。
 
INZONE H9：
左和右環形指⽰燈（藍⾊）變為緩慢閃爍。

 
INZONE H7：

 （Bluetooth）指⽰燈（藍⾊）快速閃爍約5秒，然後變為緩慢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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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接聽電話

您可以透過Bluetooth連線，⽤⽀援Bluetooth設定檔HFP（Hands-free Profile）或HSP（Headset Profile）的智慧型⼿機或
⾏動電話進⾏免持通話。

如果您的智慧型⼿機或⾏動電話⽀援HFP和HSP兩者，請設定為HFP。
操作會隨智慧型⼿機或⾏動電話⽽不同。請參閱智慧型⼿機或⾏動電話隨附的使⽤說明書。
視您正在使⽤的連線裝置或應⽤程式⽽定，即使您嘗試使⽤⽿機操作功能，各功能仍然可能無法正常運作。

鈴聲

INZONE H9：
當您有來電時，將透過⽿機聽到鈴聲，⽽且左和右環形指⽰燈（藍⾊）會快速閃爍。

INZONE H7：
當您有來電時，將透過⽿機聽到鈴聲，⽽且  （Bluetooth）指⽰燈（藍⾊）會快速閃爍。

視您使⽤的連接裝置或應⽤程式⽽定，有來電時指⽰燈可能不會閃爍。
您會聽到以下⼀種鈴聲，視智慧型⼿機或⾏動電話⽽異。

於⽿機上設定的鈴聲
於智慧型⼿機或⾏動電話上設定的鈴聲
僅⽤於在智慧型⼿機或⾏動電話上設定的Bluetooth連接的鈴聲

事先透過Bluetooth連線連接⽿機和智慧型⼿機或⾏動電話。1

聽⾒鈴聲時，按下⽿機上的  （Bluetooth）按鈕並接聽來電。

播放⾳樂期間接聽來電時，⾳樂播放會暫停，您將透過⽿機聽到鈴聲。
 
INZONE H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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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ZONE H7：

 
您可以使⽤⽿機的吊桿式麥克風通話。
 
INZONE H9：

 
INZONE 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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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吊桿式麥克風

如果無法透過⽿機聽到鈴聲

⽿機可能未透過HFP或HSP連接智慧型⼿機或⾏動電話。檢查智慧型⼿機或⾏動電話的連線狀態。
檢查⽿機的⾳量。
如果沒有⾃動暫停⾳樂播放，請操作⽿機使播放暫停。

使⽤⽿機的VOL（⾳量）–/+轉盤來調整⾳量。

+側上有觸覺點。
 
INZONE H9：

 
INZONE H7：

 
B：觸覺點

增加⾳量：向+側旋轉。
 
INZONE H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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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ZONE H7：

降低⾳量：向–側旋轉。
 
INZONE H9：

 
INZONE 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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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以所連接裝置和⽿機來調整⾳量。

注意

視您正在使⽤的已連接裝置或播放應⽤程式⽽定，播放⾳樂期間中有來電時，即使結束通話後也可能不會⾃動恢復播放。

請在距離⽿機⾄少50 cm處使⽤智慧型⼿機或⾏動電話。若智慧型⼿機或⾏動電話與⽿機距離太近，可能產⽣噪⾳。

您會從⽿機聽到⾃⼰對著⽿機吊桿式麥克風說出的聲⾳（側⾳功能）。在此情況下，可能會透過⽿機聽到環境聲響或⽿機操作聲，
但這並不是故障。

相關主題

無線連接Bluetooth裝置的⽅式
撥打電話

通話期間的功能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當⾳量達到最⼤或最⼩時，會聽到通知聲響。

結束通話時，按下⽿機上的  （Bluetooth）按鈕以結束通話。

如果您之前是在⾳樂播放期間接到來電，則結束通話後，⾳樂會⾃動恢復播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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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撥打電話

您可以透過Bluetooth連線，⽤⽀援Bluetooth設定檔HFP（Hands-free Profile）或HSP（Headset Profile）的智慧型⼿機或
⾏動電話進⾏免持通話。

如果您的智慧型⼿機或⾏動電話⽀援HFP和HSP兩者，請設定為HFP。
操作會隨智慧型⼿機或⾏動電話⽽不同。請參閱智慧型⼿機或⾏動電話隨附的使⽤說明書。
視您正在使⽤的連線裝置或應⽤程式⽽定，即使您嘗試使⽤⽿機操作功能，各功能仍然可能無法正常運作。

透過Bluetooth連線連接⽿機和智慧型⼿機或⾏動電話。1

操作智慧型⼿機或⾏動電話以撥打電話。

撥打電話時，會透過⽿機聽到撥號聲。
如果在⾳樂播放期間打電話，則會暫停播放。
如果您無法透過⽿機聽到撥號聲，請使⽤智慧型⼿機或⾏動電話將通話裝置切換為⽿機。
 
您可以使⽤⽿機的吊桿式麥克風通話。
 
INZONE H9：

 
INZONE H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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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吊桿式麥克風

使⽤⽿機的VOL（⾳量）–/+轉盤來調整⾳量。

+側上有觸覺點。
 
INZONE H9：

 
INZONE H7：

 
B：觸覺點

增加⾳量：向+側旋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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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ZONE H9：

 
INZONE H7：

降低⾳量：向–側旋轉。
 
INZONE H9：

 
INZONE 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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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以所連接裝置和⽿機來調整⾳量。

注意

視您正在使⽤的已連接裝置或播放應⽤程式⽽定，在播放⾳樂期間撥打電話時，即使結束通話後也可能不會⾃動恢復播放。

請在距離⽿機⾄少50 cm處使⽤智慧型⼿機或⾏動電話。若智慧型⼿機或⾏動電話與⽿機距離太近，可能產⽣噪⾳。

您會從⽿機聽到⾃⼰對著⽿機吊桿式麥克風說出的聲⾳（側⾳功能）。在此情況下，可能會透過⽿機聽到環境聲響或⽿機操作聲，
但這並不是故障。

相關主題

無線連接Bluetooth裝置的⽅式

當⾳量達到最⼤或最⼩時，會聽到通知聲響。

結束通話時，按下⽿機上的  （Bluetooth）按鈕以結束通話。

INZONE H9：

 
INZONE H7：

如果您之前是在⾳樂播放期間打電話，則結束通話後，⾳樂會⾃動恢復播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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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聽電話

通話期間的功能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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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通話期間的功能

通話時可⽤的功能不盡相同，須視智慧型⼿機或⾏動電話⽀援的設定檔⽽定。此外，即使設定檔相同，仍可能因智慧型⼿
機或⾏動電話不同導致功能有所差異。
視您正在使⽤的連線裝置或應⽤程式⽽定，即使您嘗試使⽤⽿機操作功能，各功能仍然可能無法正常運作。
請參閱智慧型⼿機或⾏動電話隨附的使⽤說明書。

INZONE H9：

INZONE H7：

A： VOL（⾳量）–/+轉盤
B：  （Bluetooth）按鈕

每個轉盤和按鈕的功能如下：

⽀援的設定檔：HFP（Hands-free Profile）
VOL（⾳量）–/+轉盤

增加⾳量：在通話期間向+側旋轉。
降低⾳量：在通話期間向–側旋轉。

 （Bluetooth）按鈕

接聽來電：在來電期間快速按⼀下。
拒絕來電：在來電期間按住約2秒。
掛斷電話：在來電期間快速按⼀下。
取消外撥電話：在外撥電話期間快速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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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的設定檔：HSP（Headset Profile）
VOL（⾳量）–/+轉盤

增加⾳量：在通話期間向+側旋轉。
降低⾳量：在通話期間向–側旋轉。

 （Bluetooth）按鈕

接聽來電：在來電期間快速按⼀下。
掛斷電話：在來電期間快速按⼀下。
取消外撥電話：在外撥電話期間快速按⼀下。

相關主題

接聽電話

撥打電話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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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中斷Bluetooth連線（使⽤後）

提⽰

播放完⾳樂時，依據Bluetooth裝置⽽定，Bluetooth連線可能會⾃動中斷。

相關主題

關閉⽿機電源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操作Bluetooth裝置以斷開Bluetooth連線。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Bluetooth連線已中斷。

1

關閉Bluetooth模式或關閉⽿機電源。

關閉Bluetooth模式時，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Bluetooth模式已關閉。
關閉⽿機電源時，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機的電源已關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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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透過Bluetooth連線聆聽裝置中的⾳樂

如果您的Bluetooth裝置⽀援下列設定檔，就能透過Bluetooth連線，從⽿機聆聽⾳樂並控制裝置。

A2DP（Advanced Audio Distribution Profile）
您可⽤無線⽅式欣賞⾼品質的⾳樂。

AVRCP（Audio Video Remote Control Profile）
您可以調整⾳量等。

視Bluetooth裝置⽽定，操作可能不同。請參閱Bluetooth裝置隨附的使⽤說明書。

連接⽿機和Bluetooth裝置。1

在雙⽿上戴上⽿機。

伸⻑滑動器可調整頭帶⻑度。
將⽿機戴在頭上時，將有  （左）標誌的⽿機戴上左⽿，有  （右）標誌的⽿機戴上右⽿。在  （左）標誌側
上有⼀個吊桿式麥克風。
 
INZONE H9：

 
INZONE H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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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吊桿式麥克風

操作Bluetooth裝置開始播放並調整為適當的⾳量。3

使⽤⽿機的VOL（⾳量）–/+轉盤來調整⾳量。

+側上有觸覺點。
 
INZONE H9：

 
INZONE H7：

B：觸覺點

增加⾳量：向+側旋轉。
 
INZONE H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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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ZONE H7：

降低⾳量：向–側旋轉。
 
INZONE H9：

 
INZONE 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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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本⽿機⽀援SCMS-T內容保護。您可以透過⽿機欣賞⽀援SCMS-T內容保護之裝置（如⾏動電話或可攜式電視）中的⾳樂和其他⾳
訊。

以所連接裝置和⽿機來調整⾳量。

注意

如果通訊情況不佳，Bluetooth裝置可能無法對⽿機上的操作做出正確反應。

相關主題

無線連接Bluetooth裝置的⽅式

控制⾳訊裝置（Bluetooth連線）
使⽤防噪功能（僅適⽤於INZONE H9）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當⾳量達到最⼤或最⼩時，會聽到通知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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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控制⾳訊裝置（Bluetooth連線）

如果Bluetooth裝置⽀援裝置操作功能（相容設定檔：AVRCP），可以進⾏下列操作。可⽤的功能可能因Bluetooth裝置⽽
異，請參閱裝置隨附的使⽤說明書。

INZONE H9：

INZONE H7：

A： VOL（⾳量）–/+轉盤
B：  （Bluetooth）按鈕

每個轉盤和按鈕的功能如下：

VOL（⾳量）–/+轉盤

增加⾳量：向+側旋轉。
降低⾳量：向–側旋轉。

 （Bluetooth）按鈕

播放：暫停時短按⼀下。
暫停：於播放狀態中快速按⼀下。
跳⾄下⼀⾸曲⽬的開頭：快速按兩次。（   ）
跳⾄上⼀⾸曲⽬（或⽬前播放中曲⽬）的開頭：快速按3次。（    ）

注意

如果通訊情況不佳，Bluetooth裝置可能無法對⽿機上的操作做出正確反應。

可⽤的功能可能因連接的裝置、⾳樂軟體或使⽤的應⽤程式⽽異。在某些情況下，即使執⾏上述操作時，可能會有不同的作⽤，或
沒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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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中斷Bluetooth連線（使⽤後）

提⽰

播放完⾳樂時，依據Bluetooth裝置⽽定，Bluetooth連線可能會⾃動中斷。

相關主題

關閉⽿機電源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操作Bluetooth裝置以斷開Bluetooth連線。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Bluetooth連線已中斷。

1

關閉Bluetooth模式或關閉⽿機電源。

關閉Bluetooth模式時，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Bluetooth模式已關閉。
關閉⽿機電源時，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機的電源已關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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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關於聲⾳品質模式

可選取下列2個Bluetooth播放時的聲⾳品質模式。您可以使⽤“INZONE Hub”切換設定與檢查聲⾳品質模式。
這在透過Bluetooth連線播放⾳樂期間有效。
Priority on Sound Quality：聲⾳品質優先（預設）。
Priority on Stable Connection：穩定連線優先。

如果想要聲⾳品質優先，請選擇[Priority on Sound Quality]。
若連線不穩定，如聲⾳斷斷續續，則選取[Priority on Stable Connection]。

注意

由於聲⾳品質及使⽤⽿機的環境不盡相同，播放時間可能變短。

由於使⽤⽿機的地區周遭環境條件不盡相同，所以即使選取[Priority on Stable Connection]，仍可能發⽣聲⾳斷斷續續的現象。

相關主題

“INZONE Hub”的⽤途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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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援的轉碼器

轉碼器是透過Bluetooth連線無線傳輸聲⾳時使⽤的“⾳訊編碼演算法”。
⽿機⽀援以下2種轉碼器，⽤於透過A2DP連線播放⾳樂：SBC與AAC。

SBC
這是Subband Codec的縮寫。
SBC是Bluetooth裝置採⽤的標準⾳訊編碼技術。
所有Bluetooth裝置皆⽀援SBC。

AAC
這是Advanced Audio Coding的縮寫。
AAC主要⽤於Apple產品，例如iPhone，提供的⾳質比SBC⾼。

若從連接裝置傳輸的⾳樂格式為上述轉碼器之⼀，⽿機會⾃動切換到該轉碼器，並以相同的轉碼器播放⾳樂。
如果連接的裝置⽀援的轉碼器⾳質比SBC⾼，您可能需要事先設定裝置才能以所要的轉碼器聆聽來⾃於⽀援的轉碼器的⾳
樂。
關於設定轉碼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裝置隨附的使⽤說明書。

相關主題

關於聲⾳品質模式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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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INZONE Hub”的⽤途

將已安裝“INZONE Hub”軟體的電腦，透過USB收發器來連接⽿機時，您可以進⾏下列操作。

調整⾳量
選擇等化器設定
⾃訂等化器設定
設定遊戲和聊天之間的⾳量平衡
調整動態範圍（動態範圍控制）
建立/儲存聲⾳設定檔
匯出/匯入聲⾳設定檔
調整防噪功能和環境聲模式（環境聲⾳控制）（僅適⽤於INZONE H9）
在變更⽿機防噪功能/環境聲模式時選擇切換的模式（僅適⽤於INZONE H9）
調整麥克風⾳量
調整側⾳⾳量
麥克風測試
將麥克風輸入⾳量設定為固定（⾃動增益控制）
設定空間⾳效
設定⾃動電源關閉
開啟/關閉指⽰燈照明（⾃動LED關閉）（僅適⽤於INZONE H9）
在⽿機電源開啟時，設定Bluetooth開機模式
設定Bluetooth連線模式（聲⾳品質模式）
顯⽰⽿機剩餘的電池電⼒
顯⽰Bluetooth連線狀態
顯⽰麥克風的開啟/關閉狀態
檢查/更新⽿機軟體版本

如需“INZONE Hub”的詳細資料，請參閱以下URL。
https://www.sony.net/inzonehub-support

注意

電腦的⾳訊輸出裝置設定為[INZONE H9 / INZONE H7 - CHAT]時，聲⾳設定會停⽤。檢查它設定為[INZONE H9 / INZONE H7 -
GAME]。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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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安裝“INZONE Hub”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從⽀援網站下載“INZONE Hub”軟體，並將它安裝於電腦上。

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以下URL：
https://www.sony.net/inzonehub-support
 
相容的作業系統：Windows 10或更新版本

1

安裝後，啟動“INZONE Hu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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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如何將軟體保持在最新版本（使您可以舒適地使⽤⽿機）

使⽤“INZONE Hub”來安裝最新⽿機軟體，以享受新功能或解決某些⽿機問題。
始終使⽤安裝最新軟體的⽿機。
如需最新⽿機軟體與如何更新軟體的詳細資料，請參閱⽀援網站的資訊。
美國、加拿⼤和拉丁美洲的客⼾：
https://www.sony.com/am/support
歐洲國家的客⼾：
https://www.sony.eu/support
中國的客⼾：
https://service.sony.com.cn
其他國家/地區的客⼾：
https://www.sony-asia.com/support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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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防噪是什麼？（僅適⽤於INZONE H9）

防噪功能產⽣反相聲⾳，以對抗和抵銷外部的環境雜⾳（例如⾞輛內的噪⾳，或室內空調的噪⾳），來降低環境的聲⾳。

注意

視噪⾳類型⽽定，或如果在非常安靜的環境中使⽤防噪功能，您可能無法感受到這個功能的效果，或感受到某些噪⾳增加。

您配戴⽿機時，視您配戴的⽅式⽽定，防噪效果可能會降低，或是可能會聽到嘟嘟聲（回饋）。在此情況下，請取下本⽿機，然後
再戴上。

防噪功能主要處理較低頻率的噪⾳，例如空調和⾞輛的噪⾳。雖然可以降低噪⾳，但無法完全消除。

如果您在汽⾞或巴⼠裡使⽤⽿機，根據街道狀況，可能會出現噪⾳。

⾏動電話可能會引發⼲擾和噪⾳。這種情形發⽣時，請將⽿機遠離⾏動電話。

請勿以您的⼿等覆蓋左和右⽿機上的麥克風。如果它們被覆蓋，防噪效果或環境聲模式可能無法正常執⾏，或是可能會聽到嘟嘟聲
（回饋）。如果發⽣上述任何情況，請將⼿等物體遠離左和右麥克風。

A：防噪功能麥克風（外部）（左，右）

相關主題

使⽤防噪功能（僅適⽤於INZONE H9）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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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使⽤防噪功能（僅適⽤於INZONE H9）

您如果使⽤防噪功能，便能盡情享受遊戲，不受周遭噪⾳⼲擾。

按住  （電源）按鈕約2秒或以上，以開啟⽿機電源。

左和右環形指⽰燈（⽩⾊或藍⾊）亮約5秒。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機的電源已開啟。

1

按下NC/AMB按鈕以切換⾄防噪功能。

每按⼀次此按鈕，功能就會如下變更。
防噪功能：開啟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防噪功能已開啟。

環境聲模式：開啟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環境聲模式已開啟。

防噪功能：關閉/環境聲模式：關閉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防噪功能和環境聲模式已關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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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您也可以使⽤“INZONE Hub”來變更防噪功能和環境聲模式的設定。

根據原廠設定，在⽿機電源開啟時，防噪功能會關閉。本設定可⽤“INZONE Hub”來變更。

您可以在“INZONE Hub”上選擇下列選項之⼀，以設定您按下NC/AMB按鈕時希望功能如何變更。
防噪功能：開啟  環境聲模式：開啟  防噪功能：關閉/環境聲模式：關閉
防噪功能：開啟  環境聲模式：開啟
環境聲模式：開啟  防噪功能：關閉/環境聲模式：關閉
防噪功能：開啟  防噪功能：關閉/環境聲模式：關閉

相關主題

開啟⽿機電源

防噪是什麼？（僅適⽤於INZONE H9）

在玩遊戲時聆聽環境聲⾳（環境聲模式）（僅適⽤於INZONE H9）
“INZONE Hub”的⽤途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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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在玩遊戲時聆聽環境聲⾳（環境聲模式）（僅適⽤於INZONE H9）

玩遊戲時，您可以透過左⽿機和右⽿機內建的麥克風聆聽環境聲⾳。

按住  （電源）按鈕約2秒或以上，以開啟⽿機電源。

左和右環形指⽰燈（⽩⾊或藍⾊）亮約5秒。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機的電源已開啟。

1

按下NC/AMB按鈕以切換為環境聲模式。

每按⼀次此按鈕，功能就會如下變更。
防噪功能：開啟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防噪功能已開啟。

環境聲模式：開啟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環境聲模式已開啟。

防噪功能：關閉/環境聲模式：關閉
您會聽到通知聲響指⽰防噪功能和環境聲模式已關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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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使⽤“INZONE Hub”變更的環境聲模式設定儲存在⽿機中。您變更設定之後，即使⽿機連接到未安裝“INZONE Hub”的其他裝置，仍
可使⽤已儲存的環境聲模式設定以欣賞⾳樂。

根據原廠設定，在⽿機電源開啟時，環境聲模式會關閉。本設定可⽤“INZONE Hub”來變更。

您可以在“INZONE Hub”上選擇下列選項之⼀，以設定您按下NC/AMB按鈕時希望功能如何變更。
防噪功能：開啟  環境聲模式：開啟  防噪功能：關閉/環境聲模式：關閉
防噪功能：開啟  環境聲模式：開啟
環境聲模式：開啟  防噪功能：關閉/環境聲模式：關閉
防噪功能：開啟  防噪功能：關閉/環境聲模式：關閉

注意

視周遭環境條件和播放的⾳訊類型/⾳量⽽定，即使使⽤環境聲模式，也可能聽不到周遭聲⾳。在無法聽到環境聲⾳就會有危險的
地⽅，例如汽⾞和⾃⾏⾞來往的⾺路，請勿使⽤⽿機。

若未正確配戴⽿機，環境聲模式可能無法正常運作。請正確配戴⽿機。

視周圍環境⽽定，開啟環境聲模式時，風聲雜訊可能會提⾼。在此情況下，以“INZONE Hub”取消關注語⾳。如果風聲雜訊仍很
⼤，請關閉環境聲模式。

相關主題

使⽤防噪功能（僅適⽤於INZONE H9）

“INZONE Hub”的⽤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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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預防措施

關於USB收發器/Bluetooth通訊
由於USB收發器、Bluetooth裝置和無線區域網路（IEEE 802.11ax/b/g/n）使⽤相同頻段（2.4 GHz），如果在無線區
域網路裝置附近使⽤本⽿機，可能會發⽣微波⼲擾，導致噪⾳、⾳訊丟失或通訊停⽤。此時請執⾏下列步驟。

若將⽿機連接⾄USB收發器或Bluetooth裝置，使⽤⽿機時與無線區域網路裝置保持⾄少10 m。
如果在距離無線區域網路裝置10 m以內使⽤⽿機，請關閉無線區域網路裝置。
將本⽿機和USB收發器/Bluetooth裝置盡量靠近彼此來使⽤。

Bluetooth無線技術的適⽤範圍約為10 m。最⼤通訊距離可能因障礙物（⼈、⾦屬物品、牆⾯等）或電磁環境不同⽽
異。
Bluetooth裝置所放射的微波可能影響電⼦醫療裝置的運作。為免發⽣意外，在下列位置請關閉⽿機和其他Bluetooth裝
置：

在醫院內、火⾞內的博愛座附近、有可燃性氣體的場所、⾃動⾨或火災警報器附近。

本產品以無線模式使⽤時會發射無線電波。在⾶機上以無線模式使⽤時，請遵從機組⼈員關於允許以無線模式使⽤產
品的指⽰。
以Bluetooth裝置連接時，由於Bluetooth無線技術的特性，⽿機上的⾳訊播放可能會延遲於傳輸裝置。因此在玩遊戲或
觀賞影片時，聲⾳可能沒有和影像同步。
本⽿機⽀援符合Bluetooth標準的安全功能；這些功能在以Bluetooth無線技術進⾏通訊時，能確保安全性。但是，依據
配置的設定和其他因素⽽定，這項安全性未必充份。使⽤Bluetooth無線技術通訊時請⼩⼼。
Sony對於使⽤Bluetooth通訊時，因資訊洩漏⽽產⽣的任何損害或損失恕不負責。
不保證與所有Bluetooth裝置均能建立Bluetooth連接。

與本⽿機連接的Bluetooth裝置必須符合Bluetooth SIG, Inc.規定的Bluetooth標準，⽽且必須獲得認證。
即使連接的裝置符合Bluetooth標準，Bluetooth裝置的特性或規格有可能使其無法連接，或產⽣不同的控制⽅法、
顯⽰或操作。
以本⽿機進⾏⼿機的免持通話時，依連接的裝置或通訊環境不同⽽定，可能會產⽣雜訊。

依要連接的裝置⽽定，可能需要⼀些時間才能開始通訊。

靜電注意事項

如果在空氣乾燥時使⽤⽿機，可能會因為⾝體上累積的靜電⽽感到不舒服。這並不是⽿機故障。請穿戴由不容易產⽣
靜電的天然材質所製造的衣物，就能減少這種現象。

配戴⽿機的注意事項

使⽤後請慢慢從⽿朵中取下⽿機。
因為⽿機在⽿朵上形成密封狀態，如果朝著⽿朵⽤⼒壓它，或快速拉下它，可能會損傷⽿膜。戴上⽿機時，揚聲器隔
膜可能會發出喀嗒聲。這並不是故障。

其他注意事項

⾳量增加太多時，聲⾳可能會外洩。請注意不要⼲擾他⼈。請採⽤即使在吵雜之處，也可讓您撥打電話和接聽電話的
⾳量，將此⾳量作為參考點。
⽿機屬於精密裝置，請勿讓⽿機承受嚴重撞擊。
視訊號狀況與周圍環境⽽定，Bluetooth功能可能無法配合⼿機運作。
請勿對著激勵單元呼吸。
請勿⻑時間對⽿機施加重量或壓⼒，包括在它存放時，否則可能造成變形。
如果您在使⽤⽿機後發⽣不適，請立即停⽌使⽤⽿機。
⽿墊可能會因⻑時間的使⽤與存放⽽損壞或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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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取下或使⽤⽿機時，請⼩⼼不要讓吊桿式麥克風碰到您的眼睛。
⽿墊是消耗品。如果⽿墊因為⻑時間使⽤和存放⽽劣化或損壞，請聯絡附近的Sony經銷商。

清潔⽿機

⽿機外部變髒時，請以柔軟的乾布擦拭清潔。如果⽿機特別髒，請將布浸入稀釋的中性清潔劑中，充份擰乾後清潔⽿
機（不包括⽿墊）。請勿使⽤稀釋劑、苯或酒精等溶劑，否則可能會損壞⽿機表⾯塗層或造成其他損壞。

請勿靠近醫療裝置使⽤⽿機

無線電波會影響⼼律調整器和醫療裝置。請勿在擁擠之處使⽤⽿機；例如擁擠的火⾞或醫療機構內。
⽿機具有的磁鐵可能會⼲擾⼼律調整器、⽤於⽔腦症治療的可調式分流瓣膜，或其他醫療裝置。請勿將⽿機靠近使⽤
這些醫療裝置的⼈⼠。如果您使⽤任何這些醫療裝置，使⽤⽿機前請諮詢您的醫⽣。

將⽿機遠離磁卡

⽿機具有磁鐵。如果將磁卡靠近⽿機，卡上的磁鐵可能受影響⽽無法使⽤。

放在嬰童拿不到的地⽅

因為他們有吞食⼩部件的風險。使⽤後請放在嬰童拿不到的地⽅。

關於溫度上升

為⽿機充電時，或⻑時間使⽤⽿機時，⽿機的溫度可能會上升，但這並不是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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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預防因為潮濕⽽燃燒或故障

關於⽿機的防⽔噴射性能

⽿機並不防⽔噴射。如果⽔或異物進入⽿機，可能會導致燒壞或故障。
請避免下列狀況，並⼩⼼不要讓⽿機沾染⽔分或灰塵。

在下雨或下雪的情況下使⽤⽿機

在廚房做家事或在洗⼿間洗⼿後，沒有擦乾潮濕的雙⼿就觸碰⽿機

⽤流汗的⼿觸碰⽿機，或在⽿機可能被汗⽔浸濕的情況下使⽤⽿機

94



將⽿機放在有冰冷寶特瓶的袋⼦內

飲食時潑濺飲料

如果⽿機弄濕，或⽔進入⽿機

如果將濕掉的⽿機充電或開啟電源，可能會導致燒壞或故障。將⽿機豎直放置，並在USB Type-C連接埠下⽅放⼀塊乾
布，直到不再有⽔從內部流出。之後，將⽿機放在通風良好的陰涼處，直⾄乾透。

INZONE H9：

INZONE H7：

95



A：USB Type-C連接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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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關授權

本產品包含Sony依據其與軟體著作權所有⼈簽訂的授權合約⽽使⽤的軟體。我們依據軟體著作權所有⼈的要求，必須
向客⼾宣佈合約的內容。請存取下列URL並閱讀授權內容。  
https://rd1.sony.net/help/mdr/sl/22/
第三⽅所提供的服務可能在未事先告知的情況下變更、暫停或終⽌。對於此類情況，Sony概不負責。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97

https://rd1.sony.net/help/mdr/sl/22/


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商標

Microsoft、Windows及Windows Media是Microsoft Corporation在美國和/或其他國家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iPhone、macOS和Mac是Apple Inc.在美國和其他國家註冊的商標。
IOS為Cisco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商標或註冊商標，並經許可使⽤。
Android是Google LLC的商標。
Bluetooth®字樣與商標為Bluetooth SIG, Inc.所擁有的註冊商標；Sony Group Corporation及其⼦公司針對此類標⽰的
使⽤已獲得授權。
USB–Type-C®和USB-C®是USB–Implementers–Forum的註冊商標。
“PlayStation”和“PS5”是索尼互動娛樂有限公司（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Inc.）的註冊商標或商標。
Sony 與 INZONE 為 Sony Group Corporation 或其關聯公司的註冊商標或商標。
所有其他商標與註冊商標是其相關所有者的商標或註冊商標。在本⼿冊中，未標明TM與®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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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客⼾⽀援網站

美國、加拿⼤和拉丁美洲的客⼾：
https://www.sony.com/am/support
歐洲國家的客⼾：
https://www.sony.eu/support
中國的客⼾：
https://service.sony.com.cn
其他國家/地區的客⼾：
https://www.sony-asia.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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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我要怎麼解決問題？

當⽿機發⽣功能異常時，請嘗試執⾏以下步驟來解決問題。

在本說明指南中尋找問題的症狀，並嘗試所列的解決步驟。
為⽿機充電。  
您可能可以藉由為⽿機電池充電來解決某些問題。
重新啟動連線到⽿機的裝置。  
重新啟動連接的裝置，例如您的電腦、智慧型⼿機，或PS5™，或許可以解決某些問題。
重設⽿機。
初始化⽿機。  
這項操作會將⾳量設定等重設為原廠設定，並會刪除所有配對資訊。
在客⼾⽀援網站中搜尋問題的相關資訊。

如果上述操作仍無法解決問題，請洽詢鄰近的Sony經銷商。

相關主題

為⽿機充電

客⼾⽀援網站

重設⽿機

初始化⽿機以還原回原廠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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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無法開啟⽿機電源。

確保電池充飽電。
重設⽿機。
初始化⽿機。所有配對資訊均會遭到刪除。再次將⽿機和Bluetooth裝置配對。

相關主題

為⽿機充電

檢查剩餘電池電⼒

重設⽿機

初始化⽿機以還原回原廠設定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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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無法進⾏充電。

務必使⽤隨附的USB Type-C連接線。
確認USB Type-C連接線是否牢固地連接到⽿機與USB交流電源供應器、電腦或PS5™，或USB交流電源供應器是否牢
固地連接到交流電源插座。
確認電腦的電源已開啟。如果電腦處於待機（睡眠）或休眠模式，會將電腦喚醒。
檢查PS5非處於休息模式。如果它處於休息模式，請結束本模式，或變更PS5設定，使PS5上的USB連接埠即使在休息
模式中也能⽤於充電。
更新電腦的作業系統，或PS5的系統軟體⾄最新版本。
重新啟動電腦或PS5，檢查狀況是否有改善。
建議在環境溫度為15 °C⾄35 °C之間的地⽅充電。在此範圍之外可能無法有效充電。
重設⽿機。
初始化⽿機。所有配對資訊均會遭到刪除。再次將⽿機和Bluetooth裝置配對。

相關主題

為⽿機充電

重設⽿機

初始化⽿機以還原回原廠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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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充電時間過⻑。

以電腦充電時，請檢查⽿機和電腦是否為直接相連，⽽不是透過USB集線器。
確認使⽤隨附的USB Type-C連接線。
建議在環境溫度為15 °C⾄35 °C之間的地⽅充電。在此範圍之外可能無法有效充電。
如有以上未提及的情況，請重新啟動電腦或PS5™，並再次嘗試USB連線程序。
如果即使在重新啟動電腦或PS5，⽽且再次嘗試USB連線程序之後，問題沒有改善，請將⽿機連接到交流電源插座以
便為⽿機充電。

相關主題

為⽿機充電

重設⽿機

初始化⽿機以還原回原廠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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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可⽤的操作時間太短（電池的可⽤運作時間太短）。

在⽿機Bluetooth模式開啟的狀況下，您在電腦或PS5™上玩遊戲時，可⽤的操作時間會縮短。沒有使⽤智慧型⼿機等
Bluetooth裝置時，按住  （Bluetooth）按鈕約2秒，以關閉Bluetooth模式。
⻑時間未使⽤⽿機後，充電電池的使⽤時數可能會減少。但是，電池充電與放電數次之後，其使⽤時間將能獲得改
善。如果⻑時間不使⽤⽿機，仍請每隔6個⽉為電池充電以免過放電。
建議在環境溫度為15 °C⾄35 °C之間的地⽅充電。在此範圍之外可能無法有效充電。如果問題持續發⽣，請洽詢鄰近
的Sony經銷商。
如果內建充電電池的使⽤時數⼤幅縮短，請更換電池。請洽詢鄰近的Sony經銷商。

相關主題

可運轉時間

檢查剩餘電池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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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沒有聲⾳，低⾳量

連接到遊戲主機（電腦或PS5™）時
確認⽿機和連接裝置的電源均已開啟。
調整⽿機和連接裝置的⾳量。如果⾳量太低，請調⾼⾳量。
檢查USB收發器是否穩固插入。
電腦的⾳量設定是靜⾳或偏低時，請變更電腦的⾳量設定。
聊天⾳量偏低時，請聊天的夥伴變更麥克風⾳量。
遊戲和聊天之間的⾳量平衡可能位於⼀側。以⽿機上的GAME/CHAT（遊戲/聊天平衡）按鈕來調整遊戲和聊天之間的
⾳量平衡。您也可使⽤“INZONE Hub”和PS5來檢查遊戲和聊天之間的⾳量平衡。
請確認電腦的輸出設定已設為[INZONE H9 / INZONE H7 - GAME]或[INZONE H9 / INZONE H7 - CHAT]。
請確認遊戲中的輸出設定已設為[INZONE H9 / INZONE H7 - GAME]或[INZONE H9 / INZONE H7 - CHAT]。
確認⽿機連接到與電腦或PS5連接的USB收發器。

USB收發器上的指⽰燈是否亮起
連接到電腦時，⽿機是否顯⽰在“INZONE Hub”上，以及是否能做不同的設定

如果⽿機無法連接到與電腦或PS5連接的USB收發器，請按照下列程序，再次執⾏與USB收發器的配對操作。

重新啟動您正在使⽤的電腦或PS5。
再次將已連線裝置連接到⽿機。
重設⽿機。
初始化⽿機，然後再次配對⽿機和裝置。
同時使⽤與電腦或PS5的無線2.4 GHz連線和Bluetooth連線時，⽿機的麥克風輸入透過Bluetooth⽽⽤於已連線裝置的
通話或聊天。您無法在電腦或PS5上聊天。

連接到Bluetooth裝置時
確認⽿機和連接裝置的電源均已開啟。
播放⾳樂時，檢查⽿機和傳送的Bluetooth裝置是否透過A2DP Bluetooth連線連接。
調整⽿機和連接裝置的⾳量。如果⾳量太低，請調⾼⾳量。
確認連接的裝置正在播放。
再次將Bluetooth裝置連接到⽿機。
再次將⽿機和Bluetooth裝置配對。
重新啟動您正在使⽤的智慧型⼿機等Bluetooth裝置。
重設⽿機。
初始化⽿機。所有配對資訊均會遭到刪除。再次將⽿機和Bluetooth裝置配對。

注意

無法保證透過電視機上的USB連接埠等能連接。

如果透過Bluetooth連線時所連接裝置的⾳量降低，操作⽿機不會使⾳量增加很多。在此情況下，操作所連接的裝置來調整⾳量。

相關主題

無線連接Bluetooth裝置的⽅式

將USB收發器連接到電腦或PS5。1.
按住USB收發器上的連線按鈕約5秒或以上。  
USB收發器進入配對模式，USB收發器上的連線指⽰燈（⽩⾊）連續重複閃爍2次。

2.

開啟⽿機電源。  
配對完成時，⽿機會發出通知聲響，⽽且USB收發器上的連線指⽰燈（⽩⾊）會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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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Bluetooth連線聆聽裝置中的⾳樂

重設⽿機

初始化⽿機以還原回原廠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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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聲⾳經常會斷斷續續。

連接到遊戲主機（電腦或PS5™）時
在下列狀況下，可能出現噪⾳或⾳訊丟失，或連線可能停⽤。

有⼈擋在⽿機和遊戲主機之間 
在此情況下，請將遊戲主機轉向與⽿機天線相同的⽅向，以改善通訊。
⽿機和遊戲主機之間有障礙物，例如⾦屬或牆壁時
⽿機和遊戲主機之間有相當距離時
在有無線LAN、使⽤微波爐、產⽣電磁波之處等使⽤時
在附近有其他的無線通訊⾳訊裝置或其他⼈之處

在電腦上玩遊戲時，關閉不必要的應⽤程式或視窗，或重新啟動電腦，可以改善這個問題。
再次將⽿機連接到USB收發器。
重設⽿機。
初始化⽿機。

連接到Bluetooth裝置時
以“INZONE Hub”將[BLUETOOTH CONNECTION QUALITY]設定為[Priority on Stable Connection]。如需詳細資料，
請參閱“關於聲⾳品質模式”。
在傳輸裝置上變更無線播放品質設定，可以改善這個問題。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傳輸裝置隨附的使⽤說明書。
在下列狀況下，Bluetooth通訊可能停⽤，或可能出現噪⾳或⾳訊丟失。

有⼈擋在⽿機和Bluetooth裝置之間 
在此情況下，請將Bluetooth裝置轉向與⽿機天線相同的⽅向，以提升Bluetooth通訊。
⽿機和Bluetooth裝置之間有障礙物時，如⾦屬或牆壁
在有無線LAN、使⽤微波爐、產⽣電磁波之處等使⽤時
⽿機和Bluetooth裝置之間有相當距離時
在附近有其他的無線通訊⾳訊裝置或其他⼈的地⽅，例如⾞站設施或擁擠的火⾞上。

如果以智慧型⼿機通話或語⾳聊天，透過關閉不必要的應⽤程式或重新啟動智慧型⼿機，可以改善這個問題。
再次連接⽿機和Bluetooth裝置。
重設⽿機。
初始化⽿機。所有配對資訊均會遭到刪除。再次將⽿機和Bluetooth裝置配對。

關於天線

移除連接遊戲主機與Bluetooth裝置的天線和⽿機內建天線之間的任何障礙物。⽿機天線內建在下列虛線所⽰部位。

INZONE H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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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ZONE H7：

A：內建天線

相關主題

關於聲⾳品質模式

重設⽿機

初始化⽿機以還原回原廠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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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通話時聽不到對⽅的聲⾳/來電者的⾳量過低，通話時對⽅聽不到您的聲⾳/來電者聽起來您的
聲量過低。

連接到遊戲主機（電腦或PS5™）時
確認⽿機和連接裝置的電源均已開啟。
調整⽿機和連接裝置的⾳量。如果⾳量太低，請調⾼⾳量。
請確認遊戲中的語⾳聊天輸出設定已設為[INZONE H9 / INZONE H7 - CHAT]。
檢查遊戲中語⾳聊天和視訊通話應⽤程式的通話設定。
⽿機的吊桿式麥克風升⾼時，請降低吊桿式麥克風，調整其位置以靠近您的嘴巴。
調整GAME/CHAT（遊戲/聊天平衡）按鈕⾄聊天側。
確認電腦聲⾳設定中的麥克風設定已設為[INZONE H9 / INZONE H7 - CHAT]。
連接到電腦時，以“INZONE Hub”調整麥克風⾳量。
再次將⽿機連接到USB收發器。
重設⽿機。
初始化⽿機，然後再次配對⽿機和裝置。
同時使⽤與電腦或PS5的無線2.4 GHz連線和Bluetooth連線時，⽿機的麥克風輸入透過Bluetooth⽽⽤於已連線裝置的
通話或聊天。您無法在電腦或PS5上聊天。

連接到Bluetooth裝置時
確認⽿機和連接裝置的電源均已開啟。
調整⽿機和連接裝置的⾳量。如果⾳量太低，請調⾼⾳量。
操作Bluetooth裝置以重新建立連線。選擇HFP或HSP設定檔。
如果使⽤⽿機聆聽⾳樂，請停⽌播放並按下  （Bluetooth）按鈕，以接聽來電。
⽿機的吊桿式麥克風升⾼時，請降低吊桿式麥克風，調整其位置以靠近您的嘴巴。
重設⽿機。
初始化⽿機。所有配對資訊均會遭到刪除。再次將⽿機和Bluetooth裝置配對。

相關主題

無線連接Bluetooth裝置的⽅式

接聽電話

撥打電話

重設⽿機

初始化⽿機以還原回原廠設定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109



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透過Bluetooth連線所連接裝置的低⾳質。

如果⾳量太⼤，請降低播放裝置的⾳量。
播放⾳樂時，如果⽿機和傳送的Bluetooth裝置透過HFP或HSP Bluetooth連接，請操作已連接裝置將Bluetooth連線切
換為A2DP。
如果您將⽿機連接曾經連接的Bluetooth裝置，當⽿機電源開啟時，可能只會建立HFP/HSP Bluetooth連線。使⽤已連
線裝置透過A2DP Bluetooth連線進⾏連線。

相關主題

透過Bluetooth連線聆聽裝置中的⾳樂

⽀援的轉碼器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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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防噪效果不⾜。（僅適⽤於INZONE H9）

確定防噪功能開啟。您可以使⽤“INZONE Hub”來檢查防噪設定。
將⽿機戴到緊貼的舒適位置。
防噪功能對於下列位置低頻段範圍噪⾳的效果最好，例如辦公室、靠近空調、火⾞上、⾶機上等，對於⾼頻段範圍噪
⾳的效果則差⼀些，例如⼈聲。

相關主題

防噪是什麼？（僅適⽤於INZONE H9）

使⽤防噪功能（僅適⽤於INZONE H9）
戴上⽿機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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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防噪功能開啟時，⾳訊的發聲⽅式變更。（僅適⽤於INZONE H9）

取決於防噪功能是否開啟，⾳訊的發聲⽅式可能不同。若有不同，調整⽿機的配戴⽅式，使⽿機緊貼雙⽿，就能改
善。

相關主題

使⽤防噪功能（僅適⽤於INZONE H9）

戴上⽿機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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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無法進⾏配對。

⽿機無法和遊戲主機（電腦或PS5™）配對時
使⽿機和USB收發器所連接的遊戲主機相距1 m之內。
重新啟動連線的電腦或PS5™，然後將它和⽿機再次配對。
如果⽿機無法連接到與電腦或PS5連接的USB收發器，請按照下列程序，再次執⾏與USB收發器的配對操作。

重新插入USB收發器。
重設⽿機。
初始化⽿機，然後再次配對⽿機和裝置。

⽿機無法和Bluetooth裝置配對時
將⽿機放置在距離Bluetooth裝置1 m內。
購買後第⼀次和裝置配對時，或在初始化或維修⽿機之後，按住  （電源）按鈕約2秒或以上，以開啟⽿機電源；然
後按住  （Bluetooth）按鈕約2秒，以開啟Bluetooth模式。⽿機會⾃動進入配對模式。配對第⼆個或之後的裝置時
（⽿機內已有其他裝置的配對資訊），開啟⽿機電源，然後按住  （Bluetooth）按鈕約5秒，以⼿動進入配對模
式。
⽿機經過初始化或維修後，要再次與裝置配對時，如果該裝置仍然保留⽿機的配對資訊，您可能無法與裝置配對
（iPhone或其他裝置）。此時，請刪除連線裝置中的⽿機配對資訊，然後再重新配對。
重新啟動智慧型⼿機或其他連線的裝置，然後將它和⽿機再次配對。
重設⽿機。
初始化⽿機。所有配對資訊均會遭到刪除。再次將⽿機和Bluetooth裝置配對。

相關主題

無線連接Bluetooth裝置的⽅式
重設⽿機

初始化⽿機以還原回原廠設定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將USB收發器連接到電腦或PS5。1.
按住USB收發器上的連線按鈕約5秒或以上。  
USB收發器進入配對模式，USB收發器上的指⽰燈（⽩⾊）連續重複閃爍2次。

2.

開啟⽿機電源。  
配對完成時，⽿機會發出通知聲響，⽽且USB收發器上的指⽰燈（⽩⾊）會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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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無法建立Bluetooth連線。

確認⽿機的電源已開啟。
確認Bluetooth裝置的電源已開啟，且Bluetooth功能亦已開啟。
如果⽿機⾃動連接上次連接的Bluetooth裝置，您可能無法透過Bluetooth連接⽿機和其他裝置。如果發⽣此情況，請操
作上次連接的Bluetooth裝置並中斷Bluetooth連線。
檢查Bluetooth裝置是否處於睡眠模式。如果裝置處於睡眠模式，請取消睡眠模式。
檢查Bluetooth連線是否已中斷。如果已中斷，請再次建立Bluetooth連線。
如果⽿機的配對資訊已從Bluetooth裝置上刪除，請再次為⽿機和裝置配對。
重設⽿機。
初始化⽿機。所有配對資訊均會遭到刪除。再次將⽿機和Bluetooth裝置配對。

相關主題

無線連接Bluetooth裝置的⽅式

重設⽿機

初始化⽿機以還原回原廠設定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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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機的運作不正常。

重設⽿機。此項操作不會刪除配對資訊。
如果即使重設⽿機，⽿機仍無法正常運作，請初始化⽿機。Bluetooth連線資訊遭刪除。再次將⽿機和裝置配對。

相關主題

重設⽿機

初始化⽿機以還原回原廠設定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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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重設⽿機

如果無法開啟⽿機電源，或開啟後仍無法操作，請重設⽿機。

將⽿機連接到交流電源插座。

使⽤隨附的USB Type-C連接線和市售USB交流電源供應器。
充電指⽰燈（橙⾊）亮起。
 
INZONE H9：

 
INZONE H7：

A：USB交流電源供應器

1

按住  （電源）按鈕和  （Bluetooth）按鈕約8秒或以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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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對資訊和其他設定仍然保留。
如果即使在重設後⽿機仍無法運作，請初始化⽿機以還原回原廠設定。

相關主題

初始化⽿機以還原回原廠設定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INZONE H9：

 
INZONE H7：

⽿機將重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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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初始化⽿機以還原回原廠設定

如果即使在重設後⽿機仍無法正常運作，請初始化⽿機。

關閉⽿機電源。

移除USB Type-C連接線。

1

按住  （電源）按鈕和  （Bluetooth）按鈕約10秒或以上。

INZONE H9：

初始化結束時，左和右環形指⽰燈（⽩⾊）閃爍4次。

 
INZONE H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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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操作會將⾳量設定等重設為原廠設定，並會刪除所有配對資訊。此時，請刪除連線裝置中的⽿機配對資訊，然後再重
新配對。
如果在初始化後，⽿機仍無法正確運作，請洽詢鄰近的Sony經銷商。

相關主題

重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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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結束時，  （電源）指⽰燈（⽩⾊）閃爍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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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指南

無線降噪電競⽿機/無線電競⽿機
INZONE H9/INZONE H7

規格

⽿機

電源：
DC 3.85 V：內建鋰離⼦充電電池
DC 5 V：使⽤USB充電時

操作溫度：
0 °C⾄40 °C

充電時間：
約3.5⼩時

注意

視使⽤情況⽽定，充電和使⽤時數可能不同。

充電溫度：
5 °C⾄35 °C

質量：
YY2959：
約330 g
YY2960：
約325 g

麥克風

型式：
駐極體電容器

指向性：
雙向

有效頻率範圍：
100 Hz - 8 000 Hz

通訊規格

通訊系統：
Bluetooth規格版本5.0

輸出：
Bluetooth規格電源等級1

最⼤通訊範圍：
視線約10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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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段：
Bluetooth：2.4 GHz波段（2.4000 GHz - 2.4835 GHz）
無線傳輸器接收器部分：2.4 GHz波段（2.4000 GHz - 2.4835 GHz）

相容的Bluetooth模式（*2）：
A2DP
AVRCP
HFP
HSP

⽀援的Codec（*3）：
SBC
AAC

傳輸範圍（A2DP）：
20 Hz - 20 000 Hz（採樣頻率44.1 kHz）

設計和規格若有變更，恕不另⾏通知。

5-038-202-51(1) Copyright 2022 Sony Corporation

實際範圍視裝置之間的障礙物、微波爐附近的磁場、靜電、接收靈敏度、天線性能、作業系統、軟體應⽤程式等因素⽽異。*1
Bluetooth標準模式代表裝置間的Bluetooth通訊⽬的。*2
編解碼器：⾳訊訊號壓縮和轉換格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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