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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

EVOLVE2 75

混合工作方式的全新标杆。
高水准音频设计，实现行业领先的通话音质。
先进的主动降噪功能 = 更好地集中注意力。

我 们 首 次 将 自 由 调 整 降 噪 程 度 的 Jabra Advanced Active Noise
Cancellation

™

(ANC) 与专业耳机相结合，以提供更强大的性能和

50% 更好的全面降噪效果 *，让您高度集中注意力。有 11 种设置可
供选择，可通过使用 Jabra Sound+app 选择降噪级别以满足您不断
变化的需求，无论您身在何处，都能轻松创建自己的专注区域。

水晶般清晰的通话音质。

8 颗精确定位的麦克风及颠覆性三倍性能的芯片组驱动 Jabra 算法过

滤掉您周围的噪音，满足 Microsoft 开放式办公需求，有效阻隔不想
听到的杂音并只专注于您的声音，无论您身在何处，都能拥有水晶
般清晰的通话音质。

重新设计的麦克风杆。

设计采用缩短 33% 1 的隐藏式麦克风杆，提高了灵活性。如果在性
能模式下向下旋转麦克风杆，Evolve2 75 在开放式办公室可以消除

背景音，满足 Microsoft 的开放式办公要求。当麦克风杆被小心收起

时，无论您从何处打电话，Evolve2 75 仍可提供靠清晰的通话音质。

舒适惬意新标杆。

我们将超柔软的皮革感头戴和独特的减压耳垫设计相结合以改善透
气度，并打造全天候极度舒适佩戴感的耳机。我们的突破性双泡棉
技术 2 提供两个最佳功能 ：出色的隔噪性能和增强的舒适性。

延长无线连接距离，扩大移动范围。

Evolve2 75 具备 30 米无线连接距离和设备双连接能力，您可以灵活
使用，随处走动也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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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volve 75 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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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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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volve 75 相比

令人惊叹的处理能力。

强大的通话性能需要先进的处理能力。三个数字芯片组采用独特的

Jabra 算法，使 Evolve2 75 运行更快、更智能和更强大 3，而且具备

出色的降噪性能，可在任何环境下提高您的专注力和助您高效工作。

通过 Microsoft Teams 认证可实现顺利的团队
合作。

Evolve2 75 经过 MS Teams 认证，从您选择的平台尽可能获得最佳

体验，并使您更好、更方便地访问其所有功能，通过在您工作的地
方提供无缝协作体验，确保更快的采用和更持久的使用其功能。按

下集成快速访问按钮使您能够更快地参与会议，智能通话管理功能
使您更容易与同事保持连接，无论你们相距多远，都能实现更紧密
的联系。

出色的音质。

颠覆性双泡棉设计和 40 毫米防漏音扬声器可为通话与音乐提供更丰
富的高清音频体验。最新的 AAC 编解码器和可调式 EQ 功能进一步
提高音质清晰度，增强您的聆听体验。

自定义 app 按您所需。

下载 Sound+ app 进行智能主动降噪及调节透听模式，使用均衡器和
MySound 功能直接从智能手机调整您的声音和个性化通话设置。使

用手机上的 Sound+ app 或使用电脑上的 Jabra Direct 升级固件，您
可以在其中访问更多个性化功能，以打造专属的出色音频体验。

将预先配对好的 Jabra Link 380 插入
电脑上的 USB 端口
将开启 / 关闭开关滑到蓝牙
位置，并保持在该位置，
直到 LED 闪烁蓝光

使用充电支架配件或 USB 充电
线缆进行充电。
完全充满电时间

2 40
小时

电池续航时间约 36 小时

按照耳机中的语音说明
与您的智能手机配对

快速充电时间

15

分钟

分钟

电池续航时间约 6 小时

使用方式

按下 1 次

激活并在主动降噪和透听模式之间切换

或放下麦克风杆，接听来电

两键同时按下 1 次，可开启或关闭
忙碌指示灯

在通话中按下 1 次

按下 1 次

在未通话时按下 1 次可
激活语音助手

按下并保持 1 秒。
按下 1 次
按下 1 次

将麦克风杆向上移动可
静音，向下移动可取消
静音

按下并保持 1 秒。

连接

功能

产品优势

双蓝牙连接能力

可同时连接两台蓝牙设备，包括移动设备和电脑

电脑
认证

音频

多台设备配对
麦克风

主动降噪 (ANC)
软件集成

语音助手访问
简单易用

扬声器

可充电电池
忙碌指示灯

充电支架选件

Jabra Link 380 蓝牙 ® 适配器，可选择 USB-A 或 USB-C 型号。最远可与电脑保持 30 米 /100 英尺
无线距离，大幅度扩大覆盖范围，减少中断率
获得 Microsoft Teams 认证且符合 Microsoft 开放办公的要求。
最多配对 8 台设备

8 麦克风技术实现卓越通话体验

自由调整降噪程度的 Jabra Advanced Active Noise Cancellation ™ 可在嘈杂的环境中提高注意力
可通过 Jabra Sound+ app、Jabra Xpress 和 Jabra Direct 获取更多功能
快速一键访问语音助手

性能强大的 40 毫米扬声器和 AAC 编解码器提供更丰富的音质和更加深入的沉浸式音频体验
电池续航时间达 36 小时

两个耳罩上均设有 360 度忙碌指示灯，从各个角度都清晰可见，可充当“请勿打扰”信号，
让您专注无干扰
可选配充电支架，实现便捷充电和插接

麦克风杆可用于设置静音和接听通话 将麦克风杆向上移动可静音，向下移动可取消静音或接听通话
谨慎模式

隐藏式麦克风杆让耳机在行程中显得含蓄低调，而且可以灵活使用

耳垫

独特的双泡棉技术增强舒适感和确保隔噪效果，同时重新设计的皮革感耳垫改善透气性和减轻压力，
带来全天候舒适佩戴感

智能传感器

型号

通话管理

UC 和 MS 型号

有各种颜色版本

贴耳式检测可识别耳机是否正在使用，以便激活自动播放和暂停音频
接听 / 拒接来电 ；提高 / 降低扬声器音量 ；静音
可选择统一通信或 MS Teams 型号
黑色和米色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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