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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无线的便
利性和卓越
的工作效率
相结合。

为满足当今办公室和远程工作环境的严苛需求，肯辛通 Kensington 的 H3000 蓝
牙耳机采用符合人体工学的包耳式设计，为您提供身临其境的专注体验、无线连
接带来的移动自由、由 AI 提供支持的环境降噪技术，可消减周围噪音，避免分
散注意力。

冷却凝胶内里的记忆海绵耳垫和传热织物为您带来全天舒适体验，LED 指示灯确
认状态并减少干扰，采用呼叫检测技术的音乐控制可简化转换流程，侧音功能可
为您提供更好的通话体验。

动态 40 毫米钕制驱动单元可为通话和音乐提供出色的音质体验，专业电池采用
快速充电技术，使耳机在充电时仍能正常工作。H3000 专为 Intel® Evo™ 笔记本
电脑而打造，属于肯辛通 Kensington 打造的专业视频会议生态系统，可提供集
成式用户体验，让您有更多时间高效工作。

功能包括：

• 可与 Microsoft Teams、Zoom、Windows、macOS、Chrome OS、Siri 等搭配使用

• 符合人体工学的专业包耳式设计和旋转耳罩（最大 90°） 

为您带来全天舒适体验

• 可旋转麦克风（最大 270°），右侧或者左侧皆可佩戴使用

• 被动降噪 (PNC) 技术可屏蔽周围环境噪音

• 由 AI 提供支持的环境降噪 (ENC) 麦克风可消减周围噪音，避免分散注意力

• 音量、播放/暂停、静音和忙碌按钮操作方便

• 集成的忙碌指示灯，最大程度减少同事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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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先的电池寿命

提供 60 小时以上的音乐时间和 40 小时以
上的通话时间。* 采用快速充电技术，只
需充电 15 分钟，即可续航 8 小时，因此
您可以在连接电源的情况下使用耳机，并
可在 90 分钟后充满电，助您全天无忧高
效工作。

*忙碌指示灯熄灭；电池寿命因用途而异。

人体工学设计带来全天舒适体验

包耳式设计采用冷却凝胶内里的记忆海绵耳垫、覆盖有
透气的传热织物、可调人造革头带、可旋转麦克风（最
大 270°）右侧或者左侧皆可佩戴使用，以及旋转接头可
将耳罩旋转高达 90°，实现舒适和牢固贴合。

专业降噪，提升工作效率并具备安全功能

被动降噪 (PNC) 技术通过屏蔽周围噪音让您
保持专注，吊杆式麦克风，能通过翻转达到
静音功能，支持快速静音需求，以及内置听
力保护功能可以消减 100dBA 以上的声音。

通用设备兼容性

可与时下流行的通话会议应用程序
（Microsoft Teams、Zoom 等）、操作系统
（Windows、macOS 和 Chrome OS）、移动
设备（iOS 和 Android）和语音助手（Siri 和 
Google 助手）搭配使用。

简单方便的无线设计

使用多点蓝牙 5.2 技术，最多可与 8 台设备配对（可同时与 
2 台设备配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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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控制，并配备忙碌指示灯

音量、播放/暂停、静音和集成的忙碌按钮操作方
便，助您最大程度提高效率，而 LED 灯可直观显示
您的当前状态，让您安心保持专注。

专业配件

H3000 专为忙碌的专业人士打造，支持距办公桌最远 30 米
漫游距离*，随附一个 USB-C 转 USB-A 适配器、一根 USB-C 
充电线和一个精美硬质保护套（可在外出携带时存储并保护
耳机）。

* 您所连接的设备必须处于视线范围之内。
  无线覆盖范围可能会因用户和计算条件而异。

出色的声音技术

由 AI 提供支持的环境降噪 (ENC) 麦克风技术可消减
高达 90% 的噪音（如键盘咔嗒声、打印机和附近的
声音），因此其他人可以清楚地听到您的声音，侧
音功能令您感受到自己的声音，声音指导可提醒您
是否处于静音状态，以及动态 40 毫米钕制驱动单
元可为通话和音乐提供高清语音支持，提供出色的
音频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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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
盒内  1 副 H3000 耳机， 

1 根 1.2 米（4 英尺）的 USB-C 转 USB-C 充电线， 
1 个硬质保护套，  
1 个 USB-C（母）到 USB-A（公）适配器，  
1 份用户手册，  
1 份保修手册 

产品尺寸（单件产品）  宽度：210 毫米（8.27 英寸） 
深度：85 毫米（3.35 英寸） 
高度：182-191 毫米（7.17 至 7.52 英寸）

重量 311 克
产品材料  头带：POK、PP、PU、Zn、SUS301、TPE、海绵 

耳罩：PC、ABS 
耳垫：PU、记忆海绵 
吊杆式麦克风：TPE、PP、PC、钢  
硬质保护套：EVA、PU、弹性纤维

包装方式 彩盒（带彩色封套的棕盒）
包装尺寸（单件产品）  宽度：215.5 毫米（8.48 英寸） 

深度：80 毫米（3.15 英寸） 
高度：236 毫米（9.29 英寸）

包装重量 823 克/1.81 磅
标准纸箱设计 5 件
外观 包耳式
麦克风  270° 可旋转麦克风具备翻转达到静音的功能
忙碌指示灯  当麦克风启用时两个耳罩上的集成红色指示灯会自动

打开。也可以由用户手动激活。有两种模式可用：红
灯常亮或红灯闪烁。

语音助手 Siri/Google 助手

音频规格
扬声器尺寸 直径 40 毫米 

扬声器抗阻 32Ω
平均声压级 110dB @1mW @ 1kHz

扬声器敏感度 110dB @1mW @ 1kHz

扬声器额定功率输入 20mW

扬声器最大功率输入 30mW

扬声器频率范围 20Hz 至 20kHz

扬声器带宽（音乐模式） 20Hz 至 20kHz

扬声器带宽（说话模式） 100Hz 至 8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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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规格
麦克风类型 1 个 ECM 麦克风，支持 AI 算法用于消除环境噪音
麦克风灵敏度 -41±3dB @ 1kHz (0dB=1V/Pa)

麦克风频率响应范围 100 至 10kHz

麦克风电流 最大 0.5μA。
支持的音频编解码器 SBC、AAC

保护用户听力 限制为 100dBA

电池
忙碌指示灯熄灭的情况下音乐可用时长 60 小时以上
忙碌指示灯熄灭的情况下通话可用时长 40 小时以上
忙碌指示灯打开的情况下音乐可用时长 最多 30 小时
忙碌指示灯打开的情况下通话可用时长 最多 29 小时 

*音量设置为 50%，根据个人使用情况而异
充电时间 90 分钟
功耗 5V/550mA

兼容性
操作系统  Windows 10 及更高版本 

macOS 11.6 及更高版本 
Chrome OS v101 及更高版本 
iOS 13.7 及更高版本 
Android 11 及更高版本

会议平台  Teams、Zoom、WebEx、Google Meet 、腾讯、 
飞书等

认证 为 Intel® Evo™ 笔记本电脑设计

连接
连接（计算机和移动设备） 内置蓝牙
蓝牙版本 蓝牙 5.2

蓝牙配置文件  HFP：V1.7.2， 
A2DP：1.3.2， 
AVRCP:1.6.2， 
AVDTP：1.3

蓝牙功率等级 1 级
操作距离 最远 30 米/100 英尺（视线范围内 360°） 

*主机设备需要为蓝牙一级  
  否则工作距离最远 10 米/33 英尺  
*可能因用途和计算状态而异

蓝牙配对 最多 8 台设备
同步蓝牙连接 最多 2 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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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400 600 4599 | infocn@kensington.com

所有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产品可能并非在所有市场均在售。肯辛通 Kensington 和 ACCO 名称及设计是 ACCO 
Brands 的注册商标。Kensington The Professionals’ Choice 是 ACCO Brands 的商标。所有其他注册商标和 未注册商标
是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2022 Kensington Computer Products Group，ACCO Brands 旗下分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k21-21059p

环境
存放温度 -10°C 至 45°C（14°F 至 113°F）
工作温度 5°C 至 40°C（41°F 至 104°F）
相对湿度 5% 到 95%，无冷凝

物理按钮和控制
音量 +/- 调高音量/调低音量
电源开关 开机/关机
蓝牙配对/语音助手  按住蓝牙配对按钮 5 秒即可进入 

蓝牙配对模式。按下按钮两次 
启用语音助手（Siri/Google 助手）

 • 按一下即可播放/暂停 
• 长按（2 秒）：启用忙碌指示灯 
  （红灯常亮）/禁用忙碌指示灯（红灯常亮） 
• 按两下：启用忙碌指示灯（红灯闪烁） 
• 按三下：启用/禁用侧音 
• 来电时：按住 1 秒可接听来电 
   长按 2 秒可拒绝来电  
• 通话期间：按住 1 秒可结束通话

吊杆式麦克风 通过翻转达到静音；通过下降达到取消静音

LED 指示灯
  • 开机：蓝灯常亮 3 秒 

• 蓝牙配对模式下：蓝灯快速闪烁 
• 未连接：红灯/蓝灯交替闪烁 
• 已连接：蓝灯闪烁 
• 电池电量不足 10%：红灯闪烁 
• 充电中：红灯脉动 
• 电量充满：绿灯常亮 

原产地、法规和保修期
原产地 中国
合规性和认证  FCC、IC、CE、UKCA、RCM、Japan MIC， 

声压测试、中国 SRRC、中国台湾 NCC、 
加拿大 NRCan、US DoE、US CEC、CB、 
EU RoHS/REACH/WEEE，CA Prop 65、ACCO RSL。

保修期 2 年

耳机上 
电源开关和蓝牙配对按钮之间的
状态 LED

中央按钮 
（播放/暂停音乐 | 忙碌指示灯 | 
 侧音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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