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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asound耳麦技术
卓越科技

聆听设计
聆听Per Kromann 的设计理念

丹麦，被誉为“全球最大的电声王国”。在声学的金字塔里，有一个注定被

铭记且珍藏的名字——ADDASOUND。

ADDASOUND，总部位于丹麦，是一家致力于交互式智能语音终端产品设

计、研发的高科技企业，是全球著名的专业及消费类语音通讯产品制造商之

一。从呼叫中心、统一通信解决方案到消费类耳麦，丰富的全线产品总能满

足您的高标准需求。作为源自丹麦的纯正血统，其设计与研发传承了卓越的

品质、技术和创新，成就了北欧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经典之作。

ADDASOUND充分利用丹麦在声学领域的非凡造诣，与全球众多顶尖高科

技企业和研究机构进行技术战略合作，并通过ADDASOUND的全球合作伙

伴网络（包括经销商、系统集成商和移动运营商）销售产品和提供支持。

ADDASOUND的目标是为用户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让世界各地的移

动用户、办公室和联络中心员工能够轻松地通信。将科技与人文完美结合，

ADDASOUND的产品能够实质性地改善他们的工作方式，增强客户的能力

和信心，“让沟通更有魅力”。

 

丹麦ADDASOUND   
关于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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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大使站台
为“艾德声”品牌进
入中国揭幕

大音希声
立足丹麦，走向全球。

2015.01 中国·北京

2015年1月28日，由丹麦驻中国大使馆和南京大学指导、丹

麦艾德声与江苏南大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

“大音希声，声动世界——中丹声学科技合作研讨会暨艾德

声品牌发布会”在北京新华社新华网演播大厅举行。

发布会上，成长于“声学王国”丹麦的卓越耳机品牌艾德声

（ADDASOUND）携手国内智能语音行业的领头企业江苏

南大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全面进入中国市

场。丹麦驻华大使裴德胜亲自为“艾德声”站台，作了题为

“丹麦品牌携手中国企业共创中丹经贸合作”的主题报告，

高度评价艾德声品牌进入中国。

丹麦艾德声充分利用丹麦在声学领域的非凡造诣，与全球众

多顶尖高科技企业和研究机构进行技术战略合作，确保其成

为穿戴式智能语音终端的倡导者与引领者。而在中国，丹麦

艾德声与声学领域享誉全球的南京大学在相关产品的研发与

创新上密切合作，为用户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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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 美国·拉斯维加斯 Call Center Week

2017年6月26日至6月30日，全球顶级盛会——第18届Call Center 

Week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酒店The Mirage隆重举行。丹麦艾德声

（Addasound）作为世界知名专业呼叫中心产品供应商受邀参会。展

会中，艾德声展示了旗下新一代耳麦Crystal 2831/32和Crystal 

2731/32以及其他有线和无线耳机解决方案，引无数参观者竞相体

验。

在为期5天的活动中，艾德声与众多业内专家一起探讨语音通信的未来

发展方向，与各大企业沟通客户服务中通信的需求和痛点。艾德声因

其雄厚的科研实力和优秀的产品体验被许多代理商看中，并达成初步

合作意向。                                                                                                                                                                                                                                                                                                                                                                                                                                                                                                                                                                                                                                                                                                                                                                                                                                                                                                                                                                                                                                                                                                                                                                                                                                                                                                                                                                  

2016.12 中国·北京 艾德声二度获年度“编辑推荐奖”

2016年12月23日，由CTI论坛主办的2016年度“编辑推荐奖颁奖”

暨行业应用及市场分析主题沙龙在北京隆重举行，Addasound 

Crystal系列耳机凭借极高的综合素质荣获“2016年度编辑推荐奖”

（技术产品类），这是Addasound继2015年后第二次获得该奖项。

�

CTI论坛编辑推荐奖评选严苛，对产品工程质量、美学设计、产品价

值、客户影响力等各方面都有严格的考察。本次获奖的Crystal系列耳

机产品，是Addasound产品系列中的旗舰产品，集高清语音、轻量型

设计和降噪功能于一身，是客服人员和专业人士的办公利器。                                                                                                                                                                                                                                                                                                                                                                                                                                                                                                                                                                                                                                                                                                                                                                                                                                                                                                                                                                                                                                                                                                                                                                                                                                                                                                                                                           

2016.02 德国·柏林 德国“CCW2016”

“CCW 2016”于2月23日至25日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本次参观者

超过了往年的人数，共计约7600人次。关于“客户服务，沟通交流，

呼叫中心”的CCW是欧洲最大的呼叫中心展会。 此次共计有来自18

个不同国家250家参展商前来参展，围绕：“我们制造会谈”、的展

会主题，展出了各自的产品和服务。

艾德声在此次展会上展出了适合嘈杂环境的降噪耳麦Crystal 2871，

此款耳麦拥有专业的声学设计，高品质的音频性能确保在不同的环境

中通话如水晶般清澈，国际标准的声压限制让您的听力得到用心保

护，先进的人体工学设计适合长时间佩戴，让您的工作更高效，更简

单。                                                                                                                                                                                                                                                                                                                                                                                                                                                                                                                                                                                                                                                                                                                                                                                                                                                                                                                                                                                                                                                                                                                                                                                                                                                                                                                                                              

2015.11 法国·巴黎 “丹麦之家”品牌发布会

11月26日，在丹麦王国外交部商务局的积极组织下，全球著名的可

穿戴智能语音和统一通讯设备制造商丹麦艾德声（Addasound）在

法国巴黎市中心的丹麦之家 House of Denmark成功举办了艾德声

品牌发布会。丹麦大使Kirsten女士、丹麦外交部代表Zakkia女士、

艾德声欧洲区销售经理Karin女士、品牌经理本杰明先生等嘉宾与艾

德声在法的经销商、合作单位代表及当地呼叫中心行业代表出席了活

动。

丹麦王国驻法大使 Kirsten女士致辞，对艾德声品牌赞赏有加，称之

为丹麦声学产业的典范。她说，丹麦是世界声学产业的先驱和领导

者。一个世纪以来，丹麦在声学和电子声学领域的投入与创新，涌现

出不少著名的企业和世界级的高端品牌，艾德声正是其中之一。

立足丹麦
走向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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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丹麦
走向全球

2015.07 菲律宾·马尼拉达义 丹麦艾德声走进菲律宾

7月31日，在丹麦王国外交部商务局的积极组织下，全球顶级的可

穿戴智能语音和统一通讯设备制造商丹麦艾德声（Addasound）在

菲律宾马尼拉达义市的雅诗阁BGC酒店成功举办了艾德声品牌发布

会。丹麦大使、丹麦商务部部长延森先生、丹麦投资局菲律宾分部

主管拉尔森先生、菲律宾呼叫中心行业协会会长米亚诺女士等嘉宾

与艾德声在菲的经销商、合作单位代表及当地呼叫中心行业代表出

席了活动。

2015.01 德国·慕尼黑 丹麦艾德声问鼎德国iF设计奖

2015年1月丹麦艾德声（Addasound）Pilot（穿戴式智能语音输入

终端）获得了被誉为“设计界的奥斯卡”奖。德国iF奖是国际上最

著名的奖项之一，亦被媒体称之为“设计的奥斯卡”，不仅仅代表

某产品的杰出设计品质在国际范围内得到确认，还意味着该产品获

得了设计与商业范围内最大程度的认可。

iF Design Award，简称“iF”，创立于1954年，该奖由德国历史

最悠久的工业设计机构--汉诺威工业设计论坛每年定期举办。iF设

计奖是国际上最著名的奖项之一，欧洲媒体亦称之为“全球产品工

业设计的奥斯卡奖”。

2017.06 美国·拉斯维加斯 Call Center Week

2017年6月26日至6月30日，全球顶级盛会——第18届Call Center 

Week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酒店The Mirage隆重举行。丹麦艾德声

（Addasound）作为世界知名专业呼叫中心产品供应商受邀参会。展

会中，艾德声展示了旗下新一代耳麦Crystal 2831/32和Crystal 

2731/32以及其他有线和无线耳机解决方案，引无数参观者竞相体

验。

在为期5天的活动中，艾德声与众多业内专家一起探讨语音通信的未来

发展方向，与各大企业沟通客户服务中通信的需求和痛点。艾德声因

其雄厚的科研实力和优秀的产品体验被许多代理商看中，并达成初步

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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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W 2016”于2月23日至25日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本次参观者

超过了往年的人数，共计约7600人次。关于“客户服务，沟通交流，

呼叫中心”的CCW是欧洲最大的呼叫中心展会。 此次共计有来自18

个不同国家250家参展商前来参展，围绕：“我们制造会谈”、的展

会主题，展出了各自的产品和服务。

艾德声在此次展会上展出了适合嘈杂环境的降噪耳麦Crystal 2871，

此款耳麦拥有专业的声学设计，高品质的音频性能确保在不同的环境

中通话如水晶般清澈，国际标准的声压限制让您的听力得到用心保

护，先进的人体工学设计适合长时间佩戴，让您的工作更高效，更简

单。                                                                                                                                                                                                                                                                                                                                                                                                                                                                                                                                                                                                                                                                                                                                                                                                                                                                                                                                                                                                                                                                                                                                                                                                                                                                                                                                                              

对话·Per Kromann

“如何创造出一个用户喜爱并且愿意天天佩戴的耳机？这是我们最初的

想法。这个想法听起来如此的简单，但却是我们将自己视为一个消费者

，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我们绝不简单地看市面上流行什么耳机就做

什么耳机，而是真正地把自己当做一个消费者，去使用、去体会、去了

解耳机，然后我们才开始设计，我们坚信这样创作出来的耳机才是用户

需要的耳机。”

目标：打造一个用户愿意天天佩戴的耳机

“我们如此地专注于创造用户需要的耳机。比如说，考虑到耳机长时间佩

戴的舒适性，我们的耳机外形设计符合人体工学原理，经过反复的调整，

不放过丝毫的误差，使得每一款耳机都可以做到全天候无负担佩戴。”

设计：每一款耳机都可以做到全天候无负担佩戴

设计改变生活，在丹麦ADDASOUND团队里，设计师堪称灵魂人物。

丹麦ADDASOUND设计团队都毕业于丹麦科技大学、丹麦奥尔堡大学

等世界知名高校，并曾任职于全球知名耳机品牌。他们的国际顶尖综合

实力，点亮丹麦ADDASOUND的声学王国。

丹麦ADDASOUND
聆听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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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用户的听觉健康，我们将声压级限制在112dB之内，完全符

合欧盟标准。包括Apt-X技术的使用，还原最真实的声音Multi-Points

多点连接技术，可同时连接多部智能终端，这些都是经过考量的。希望

Addasound耳机的使用，能够令大家的生活、工作和娱乐更加的便捷

和智能。”

体验：让您的工作和娱乐更加便捷和智能



呼叫中心
我需要沟通更具魅力
  

专为高效的呼叫中心设计
ADDASOUND Crystal系列
呼叫中心&办公室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提供卓越的客户体验至关重要。清晰的通

话质量才能给到客户准确的答复，才能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同

时改善客户体验。为此，必须通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支持呼叫中

心更高效的工作。

针对呼叫中心的特殊需求，Addasound采用了最新的声学和通信技

术，研发了具有绝佳音质和降噪功能的耳麦，在嘈杂的环境中依旧

能够保证通话品质，提高了服务质量。同时，先进的人体工学设计

和超轻重量，保证了用户佩戴的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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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与以下设备连接

桌面电话、电脑

可与以下设备连接

桌面电话、电脑

入门级耳麦系列，一款简单的低成本耳麦 入门级耳麦系列，让您拥有清晰、舒适的通话体验 

MIC降噪功能

可佩水晶头QD线、3.5mm双插线、USB线等

灵活吊臂

单双耳可供选择

简单、耐用、可靠

Addasound Crystal  2701/2702话务耳机是

为寻求高性价比的呼叫中心量身设计，在保证

舒适性的同时， 提供了优秀的降噪效果和通话

质量。

Addasound Crystal 2700/270S是一款简单

经济型的话务耳机，简约大气的设计、清晰

的通话质量，佩戴舒适，解放您的双手，大

幅提高工作效率。

MIC降噪功能

通过欧盟标准听力保护认证，声压级限制在112dB以内，让耳朵感受健康 

可选线控，具有极佳的MIC静音效果，调节听筒大小功能

可佩水晶头QD线、3.5mm双插线、USB线等

耳机头戴可自由伸缩调整，更适合您的佩戴，给您更舒适的通话享受

让您腾出双手，感受自由沟通，使通话更加轻松、高效

单双耳可供选择

Crystal 2700 Crystal 270S Crystal 2701 Crystal 2702

 高效沟通，精致体验
Crystal 2701&2702Crystal 2700 &27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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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双手，音质无忧



 最佳呼叫中心耳麦
Crystal 2821&2822

传承北欧经典设计，专业呼叫中心降噪耳麦

Addasound关心呼叫中心的发展与变化，凭

借来自电声王国丹麦最先进的耳机设计研发实

力，融入人文关怀，倾力打造 Crystal 2821/ 

2822，真正提高您的工作效率。

Crystal 2821 Crystal 2822

专业级的语音信号处理，适合 VoIP 通信

音腔优化设计，升级您的通话质量

强指向性麦克风降噪，提供优质的降噪效果

通过欧盟标准听力保护认证，时刻呵护您的听觉健康

先进的蒸镀工艺，呈现质感外观

180°旋转耳盘配合300°柔性吊臂，可根据通话习惯灵活调节

充分考虑人体工学，给您带来极致舒适的佩戴体验

超轻重量，全天佩戴无负担

可与以下设备连接

桌面电话、电脑

14

可与以下设备连接

桌面电话、电脑

经济型超轻便耳麦，传承北欧经典设计

智能降噪麦克风，有效过滤噪声和干扰

150-6800Hz宽带音频处理，传递自然清晰的声音

记忆性头戴可自由伸缩调整，完美适配您的耳朵。

根据人体工学采用全新轻量化设计，带给您轻盈舒适

的体验

超过25次严格的可靠性测试，可靠性和耐用性极佳

灵活的摇臂设计，可确保麦克风的精确定位

柔软亲肤的海绵耳垫，耳朵无压迫零负担

快联接头(QL)功能，高效灵活部署各平台

最大音量控制，保证在高频使用下的听力健康

Addsound Crystal 2731/2732是呼叫中心

和办公室的经济型理想解决方案，采用轻量

环保材质，传达高品质声音，性价比高，是

追求成本效益的客户的绝佳选择。

Crystal 2731 Crystal 2732

Crystal 2731&2732

13

非凡匠心，自然原声



极致体验，完美细节
Crystal 2831&2832

强指向性降噪麦克风，提供完美通话质量

通过欧盟标准听力保护认证，时刻呵护您的听觉健康

设计融入金属元素，进一步提升可靠性

可旋转耳垫，更加贴合耳朵

180°旋转耳盘配合300°柔性吊臂，可根据通话习惯灵活调节

充分考虑人体工学，给您带来极致舒适的佩戴体验

延续轻量设计，全天佩戴无负担

可佩水晶头QD线、3.5mm双插线、USB线等

传递本源之音  从心关切你我高清降噪的高端耳麦，适用于非常嘈杂的环境

Addsound Crystal 2831/2832是基于未来客

服中心的应用以及办公室体验而设计的高端话

务耳机，高效降噪、音质极佳，适用于非常嘈

杂的环境，满足有海量话务工作的客户。

Crystal 2831 Crystal 2832

卓越的降噪技术，大幅提升信息安全和客户体验满意度

钕磁体扬声器，确保高清晰语音通信

注入金属元素，兼具时尚美观与坚固耐用

旋转麦克风摇臂可精准定位，实现出色的语音清晰度

150-6800Hz宽带音频处理，完整体现话务音质

轻巧设计搭配超轻重量，确保7X24X365小时舒适佩戴

亲肤蛋白皮耳套和海绵耳垫，耳朵零负担

快联接头(QL)功能，高效灵活部署各平台

国际听力保护安全标准，时刻呵护听力健康

Crystal 2871&2872
品牌声音的完美诠释

听觉的饕餮盛宴 , 无与伦比的音质体验 

Addasound Crystal 2871/2872是一款真正

适用于人员集中、环境嘈杂的呼叫中心或办

公环境的高端商务话务耳机。拥有它，您便

可在顷刻间释放双手，开启一段心与心零距

离交流的奇妙旅程。

Crystal 2871 Crystal 2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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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与以下设备连接

桌面电话、电脑

可与以下设备连接

桌面电话、电脑



ADDASOUND呼叫中心耳麦解决方案

欲了解更多Addasound产品信息及相关产品推荐，请访问www.addasound.com

经济型、寻求高性价比
的呼叫中心

单耳
双耳（立体声）

专业级的语音信号处理
适合VoIP 通信 

欧盟标准：声压级限制
在112dB以内

超强指向性麦克风降噪

2年

Crystal 2732（双耳）

Crystal 2731（双耳）

海绵/蛋白质皮耳套

推荐人群

佩戴方式

音频性能

听力保护

麦克风降噪

有限质保

型号

耳套材质

连接设备

经济型、寻求高性价比
的呼叫中心

单耳
双耳（立体声）

专业级的语音信号处理

欧盟标准：声压级限制
在112dB以内

指向性麦克风降噪

2年

Crystal 2701（单耳）

Crystal 2702（双耳）

海绵/蛋白质皮耳套

桌面电话 电脑

单耳

经济型、寻求高性价比
的呼叫中心

双耳（立体声）

专业级的语音信号处理

欧盟标准：声压级限制
在112dB以内

指向性麦克风降噪

2年

Crystal 2700（单耳）

Crystal 270S（双耳）

海绵/蛋白质皮耳套

桌面电话 电脑 桌面电话 电脑

Crystal 2702Crystal 2701Crystal 270SCrystal 2700 Crystal 2732Crystal 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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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ASOUND呼叫中心耳麦解决方案

欲了解更多Addasound产品信息及相关产品推荐，请访问www.addasound.com

推荐人群

佩戴方式

音频性能

听力保护

麦克风降噪

有限质保

型号

耳套材质

连接设备

适用于人员集中、环境
嘈杂的呼叫中心或办公
环境

单耳
双耳（立体声）

专业级的语音信号处理
适合VoIP 通信 

欧盟标准：声压级限制
在112dB以内

超强指向性麦克风降噪

2年

Crystal 2872（双耳）

Crystal 2871（双耳）

海绵/蛋白质皮耳套

桌面电话 电脑

Crystal 2872Crystal 2871

需要通话清晰和佩戴美观
的呼叫中心专业人士及办
公人员

单耳
双耳（立体声）

专业级的语音信号处理
适合VoIP 通信 

欧盟标准：声压级限制
在112dB以内

强指向性麦克风降噪

2年

Crystal 2821（单耳）

Crystal 2822（双耳）

海绵/蛋白质皮耳套

桌面电话 电脑

Crystal 2822Crystal 2821

适用于繁忙、嘈杂的
呼叫中心和办公环境

单耳
双耳（立体声）

专业级的语音信号处理
适合VoIP 通信 

欧盟标准：声压级限制
在112dB以内

强指向性麦克风降噪

2年

Crystal 2831（单耳）

Crystal 2832（双耳）

海绵/蛋白质皮耳套

桌面电话 电脑

Crystal 2832Crystal 2831



为适应高速的办公节奏，今天的办公人员使用包括桌面电话、网

络电话和手机等各种设备和技术来提高工作效率。在办公室，人

员密度相对较大，参加电话/视频会议或与客户电话交流时，既能

不打扰他人又要能拥有一个良好的语音沟通环境变得十分必要。

同时，移动办公也成为了现今主流的办公形式，离开办公桌，甚

至通过统一通信平台在家办公均是普遍现象，而这些都对他们所

用的设备有极高的要求。

Addasound开发了一系列多功能有线耳麦和无线耳机，迎接办公

统一通信的未来。Addasound着力考虑耳麦产品的舒适度、操控

性及降噪性能，并提供无线耳机以满足移动办公的需求，确保更

少的漏接电话，并在通话的同时还能够“解放双手”进行其他工

作，从而真正提高工作效率。

办公通信
我需要便捷高效的解决方案

20

专为高效的呼叫中心设计
ADDASOUND Crystal系列
呼叫中心&办公室

19



Addasound Crystal SR系列专为不经常需

要更换办公设备的白领设计。该款耳机采用

专业的降噪技术，使得Crystal SR系列可以

在较为嘈杂的办公环境使用自如。耳机通过

USB接口和电脑轻松对接，并可通过线控调

节音量大小，或静音麦克风。

Addasound Crystal -U系列是一款入门级

的办公耳机，在保证舒适性的同时也能带来

较高的通话质量，对于追求高性价比的办公

室用户而言，是最佳的选择。

专业降噪耳机系列，专为办公环境所设计

清晰：准确的声音传递，精准传递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保证高质量的沟通

专注：专业的降噪技术，使得用户可以在较为嘈杂的办公环境使用潇洒自如

方便：国际著名设计师从用户视角设计的各项最便捷功能，让沟通更加轻松

便捷使用

· USB接口和电脑对接，具有便捷的快速拔插功能

· 通过线控可以轻松调节音量大小，或静音麦克风

佩戴舒适&北欧设计

· 可180°水平旋转的耳盘

· 可300°旋转，以及可随意弯折的可记忆性吊臂

· 简约的北欧经典外观设计

· 蛋白皮耳套确保了最优的佩戴舒适度

· 轻量级设计，适合长时间佩戴

Crystal SR2731 Crystal SR2732

Crystal  SR系列耳机
便捷型办公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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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与以下设备连接

电脑

入门级简单耳机，轻松畅享通话

有效降噪，通话清晰

即插即用，简单方便

符合人体工学设计，佩戴舒适

外观简约大方，轻巧环保

通过欧盟标准听力保护认证，呵护耳朵健康

Crystal 2731-U Crystal 2732-U

Crystal-U系列耳机
入门级办公解决方案

可与以下设备连接

电脑



Addasound Crystal UC系列耳机操作便捷，

拥有优异的降噪性能，其专业级的音频可在统

一通信的工作环境中提供高效的协作能力。

卓越技术：先进的降噪性能呈现高标准的音质和最好的客户体验

简约设计：北欧设计风格将简约外观与出色的内部结构完美结合

雅致细节：每一个细节都用心打造，满足用户全方位的细腻需求

专为UC设计

· 强指向性降噪麦克风可以有效过滤背景噪声，全面升级通话质量

· 专业级的音频处理确保声音的自然传递，在统一通信环境中高效协作

· 产品可完美兼容软电话、视频会议、网络聊天、收发邮件等应用

舒适佩戴体验

· 蛋白质皮革耳套，更加亲和肌肤能够实现长时间的舒适佩戴

· 灵活调节的头带以及麦克风杆，满足不同使用者的佩戴习惯

· 轻量设计配上人体工学的设计可实现全天佩戴并无负重感

使用便捷轻快

· 实现即插即用并拥有MIC静音，接听/挂断，音量大小调节的功能

· 兼容软电话平台，通过按键实现对软电话进的接听与挂断的操作

· 通过按键可实现麦克风的静音功能和音量大小的调节

Crystal UC2831 Crystal UC2832

多功能型办公解决方案
Crystal  UC系列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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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与以下设备连接

电脑

丹麦艾德声Crystal UC话务耳机系列专为统一通信设计，并可完美应用于统一通信平台



可与以下设备连接

桌面电话、电脑

降低由麦克风拾取的噪音，提高声音清晰度

DSP（数字信号处理）以数字方式优化语音清晰度并抑制回声

音量控制按钮由铝合金制成，便于调节

兼容大多数桌面电话

既可连接软电话也可连接座机

支持在电话听筒和耳机间自由切换声音

轻松访问扬声器、麦克风音量和静音按钮

双耳机插孔可同时连接两个耳机

PeakStop™声震保护可在声音到达耳麦之前消除潜在的有害声音尖峰

安全舒适的声音使客服代表保持一整天的积极性和效率

符合工作场所噪音法规 

多款电源适配器可选

专为高效的呼叫中心设计
ADDASOUND DN1200多功能放大器
呼叫中心&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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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ASOUND DN1200是一款旨在为耳麦用户

提高语音质量和通话清晰度的多功能放大器，可

让您在软电话和桌面电话之间自由切换，实现统

一联合通讯，同时提高语音清晰度，改善耳机音

质，优化通话质量，打造更出色的客户体验。此

外，通过ADDASOUND DN1200可轻松访问静

音、挂断电话和音量功能，大幅提升工作效率。

DN1200

多功能放大器
ADDASOUND DN1200

提高语音清晰度，实现统一联合通讯



便捷的无线通信
ADDASOUND 无线耳机系列

可与以下设备连接

电脑、手机

Multi-Points技术，同时连接两部智能终端，自由切换只在一指之间

AVRCP支持远程控制，享受自由操控的快感

蓝牙4.1技术应用，更低能耗更高效率，倾听绿色的声音

北欧斯堪的纳维亚风格设计杰作，不跟随，不一样，享受自由自我

依托电声王国丹麦科技成果，享受交流沟通的科技制高点

CVC双麦克风矩阵，享受晶莹剔透的音质

Apt-X技术提供CD级别音质享受，声音更有质感，更加饱满

蓝牙A2DP音频传输支持，全方位呈现立体声音质

Elite

蓝牙规格 支持协议

电量显示 其他性能

待机时间 通话时间

充电方式

语音提示

充电时间

蓝牙V4.1  
支持蓝牙A2DP /
AVRCP/HFP/HSP

配对/连接状态/最后来电重播/
电量低/开机/关机等

支持iPhone设备上
显示电量 CVC回声抑制与降噪功能

200小时待机时长 6小时通话时间

Micro USB接口

充电时间1.5小时

连接

颜色

产品重量

多点连接技术，
支持同时连接两台设备

香槟金/暗影黑

重量4克

轻巧的灵活性和卓越的高品质音频，Elite让沟通更具魅力，你我的距离不再遥远

Addasound Elite取得了外形、功能、材料、质感、耐用

性之间的最佳平衡，塑造出了简洁实用、高规格的产品，

让您智能驾驭各种场合。

Elite
畅享自由，聆听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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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科技 
ADDASOUND耳麦技术

Bluetooth V4.1
蓝牙4.1技术应用，更低能耗更高效率。

CVC双麦克风降噪
CVC双麦克风降噪，确保通话中声音的质感。

Multi-Points
多点连接技术，可同时连接两部智能终端。

Apt-X
Apt-X技术提供通话环境中的通透声音还原。

A2DP
蓝牙A2DP音频传输支持，全方位呈现完美清晰的音质。

穿戴式智能语音终端
配合智能语音输入软件，实现智能语音识别与输入，解放

双手，享受自由沟通。

舒适佩戴
符合人体工学原理设计，超轻重量，为您带来舒适享受。

左/右耳佩戴
自由适配左右耳使用习惯。

有线耳麦 无线耳麦

快速断开（QD）
快速断开功能能够快速切断并保留来电，便于呼叫中

心坐席暂时离开座位而无需卸下耳机。

Enhanced Voice Extraction
Enhanced Voice Extraction技术，优化语音提取效果。

 

双麦克风降噪
双麦克风降噪技术，过滤背景噪声，实现完美办公。

全双工回声消除技术
全双工回声消除技术，实现无干扰通话。

降噪麦克风
强指向性麦克风降噪，提供优质的净噪效果。

VoIP
VoIP (Voice over Inter Protocol)将模拟信号数字化，

在IP网络上实时传递。提供比传统业务更多、更好的服

务和更高的融合度。

听力保护
声压级限制在112dB以内，符合欧盟标准，让耳朵感受健康。

不同的佩戴方式
两种材质耳套可选，根据佩戴习惯灵活选择：皮革耳套柔和

亲肤，海绵耳套轻松透气。180°旋转耳盘配合300°柔性吊

臂，可根据通话习惯灵活调节。

单/双耳选择
耳麦可根据个人习惯或工作环境，进行单耳或双耳耳麦的选择。

舒适佩戴
充分考虑人体工学原理，给您带来极致舒适的佩戴体验。

超轻重量，全天佩戴无负担。

移动生活
我需要更加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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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个人办公、娱乐和生活中，蓝牙耳机已经成为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的绝佳搭配，使用率大幅度提升。无论是上网冲浪、

处理电邮、观看视频还是欣赏音乐，蓝牙耳机都在支持着全新的移动生活和

社交方式。

Addasound蓝牙耳机作为功能强大的通讯设备，拥有简约时尚的外形设计，

符合人体工学，适合左右耳佩戴，并且可以超长待机，无论是在开车，还是

在行走，它的使用满足了快速的生活节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