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YME PTT-600
Bluetooth Microphone

快速使用手册

基本信息

 PTT-600进入配对状态需要在关机状态
下按住电源键6秒蓝牙手咪的指示灯出现
红色和蓝色交替闪烁，表示已经进入配
对状态。

 把具有蓝牙功能的手机打开蓝牙功能并
调为发现新设备的状态，当看到新设备
列表中有PTT-100点击该设备，如提示
输入配对码可输入0000，设备会自动建
立连接。

 当PTT-600和手机因超出通讯范围中断
通讯后，回到正常通话范围的PTT-600
按一次多功能通话键即可和蓝牙适配器
自动恢复无线连接。

多功能通话键
PTT键

LED 指示灯

音量调节键

Mini USB
充电口

3.5mm音频
输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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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操作

开机/关机
按下电源开关3秒PTT-600开机
开机状态下按下电源开关3秒PTT-600关机

音量调节
音量调节按键分为音量增大和音量减小键，
可通过正负调节达到舒适音量。

多功能通话键/PTT键
配对对讲软件使用： PTT-600与对讲软件
建立连接以后该按键每次按下会触发送话功
能，松开按键送话功能断开。

配对及连接

产品参数

包装清单
PTT-600蓝牙麦克风*1    MINI USB充电器*1
产品使用手册*1             质量保证卡*1

产品型号： PTT-600
蓝牙版本： Fully Qualified Bluetooth v4.0.
工作范围： Power class 2,10米
工作温度： -20℃±2℃~ 50℃±2℃
重 量： 130克
待机电流： 25 mA (平均值)
电池容量： 1000mAh
通话时间： 40小时
输入电压： 5V
麦克风输出：1.5W
接收灵敏度： -82dBm（typ.）
协议支持： HSP / HFP / A2DP / AVRCP/ 
PBAP / SPP / MAP profile   supports
PTT控制功能：内置
指示灯： LED双色
功能特征： 回波消除、噪音消减、立体声音
频(A2DP音频),扩展特性SBC, MP3, AAC, Fast 
stream, APTX codec support
认证标准： FCC CE RoHS

电源开关/配对键

当有电话拨入时按下该按键即接通电话，通
话中按下该按键即挂断电话。



外接耳机附件

LED指示灯状态

PTT-600可接插3.5mm音频接口的有线耳
机，进行声音的收听

型号 特征描述 图片

EP31-LSCS-35S 空气导管式收
听耳机

EP67-LSC-35S G型听筒收听
耳机

EP68-LSC-35S 空气导管式收
听耳机

可选耳机附件列表

状态及说明 LED指示灯 释义

•PTT-600没有进行任何无线连接和配对

设备关机 无任何显示 PTT-600关机

关机状态下，按
下电源键3秒

红色和蓝色指示
灯闪亮1秒后关
闭

PTT-600开机

关机状态下，按
下电源键6秒

红色和蓝色指示
灯交替闪烁

PTT-600进入配
对模式

设备开机状态下，
按下电源键3秒 红灯闪烁三次 PTT-600关机

设备开机没有配
对任何蓝牙设备
或配对的蓝牙设
备丢失连接

蓝色指示灯每2
秒闪烁一次

没有配对或丢失
连接

•PTT-600充电
充电中 红色LED灯长

亮
充电完成 红色LED灯熄

灭
电池电量低 红色LED灯每

6秒闪一次
耳机中每6秒会
有“哔”声响
起

规格参数
蓝牙版本 Fully Qualified 

Bluetooth v4.0
重量 130g(不包括耳机)
功能特征 回波消除、噪音消减、

立体声音频(A2DP音频),
扩展特性SBC, MP3, 
AAC, Fast stream, 
APTX codec support

协议支持 HSP / HFP / A2DP / 
AVRCP/ PBAP / SPP / 
MAP profile   
supports

R.F. Spec Class 2 
输出功率 1.5w
接收灵敏度 -82dBm（typ.）
通讯范围 Power class 2,10米
电池容量 1000mAH
PTT功能 内置

平均通话时间 40小时

工作温度 -15°C ~ +50° C 

充电方式

1. 充电前请确认PTT-600蓝牙耳机处于关机
状态。

2. 打开PTT-600蓝牙耳机侧面的充电接口保
护盖，插入随机附赠的充电电缆。

3. 把充电电缆的另一端插入附赠的充电头上，
并把充电头插入墙插座。

4. 一次完整的充电为大约4小时，充电中PTT-
600的指示灯会显示为红色，当充电完成指
示灯会熄灭。

PRYME普莱美提供所售产品一年质保服务，
质保期内设备出现任何非人为损坏的故障及
正常使用损耗导致的设备不能正常使用我们
会提供免费维修服务。
质量保证只提供给原始购买者。它不包括由
于不可抗拒的自然力、滥用、误用、不当或
不正常使用、错误的安装、使用非原装充电
装置、闪电、过载电压或任何非PRYME授
权维修导致的设备损坏。
质量保证不包括易耗品的损耗，且不包括在
运输途中的损坏。

技术支持网站：http://www.pryme.cn

技术支持电话：400-000-8014

技术支持邮箱：service@pryme.cn

COPYRIGHT AND TRADEMARK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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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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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保及售后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