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k,

全球最先進的無線耳機

Zik，智能手機
時代的耳機

重現
音樂意象

聆聽音樂、隔離外界噪音干擾等功能
已成為越來越多的智能手機用家的需
求。Parrot 設計了一套完美的解決方案來
滿足此類需求，推出一款無線耳機，作為
您智能手機的延伸。

為營造全新的聆聽體驗，Parrot 特
別注重 Zik 的音訊輸出。這款耳機
為您提供強大的 DSP (數字聲音處
理) 演算法，可重建聲音結構，讓您
感覺音樂從正面流淌而來；這正是
“Parrot Concert Hall” (Parrot
演奏廳) 效果。如需設定 “Parrot
Concert Hall” 效果，只需下載 iOS
或 Android 版本的 “Parrot Audio
Suite” 免費應用程式。

與智能手機一樣，Zik 整合了一塊觸控面
板，讓您能夠以超直覺式的操作去使用各
種可用功能。在觸控面板上垂直滑動手
指，即可調整音樂或通話的音量; 水平滑
動手指，即可播放下一首或回到上一首
曲目。Zik 擁有一個獨特的頭部偵測感應
器：只需摘下耳機，即可暫停音樂; 隨後
Bluetooth® 連線將會自動重新設定，以使
智能手機再次獨立運作。
爲了讓您在通話時享受最優質的聽覺舒適
度，Zik 配備了兩項用於精確定位您語音
的技術。結合使用雙麥克風，頭骨偵測感
應器可以偵測並分析下顎的振動，以便單
獨識別您的話語和消除背景噪音。

最後，為隔離外界噪音干擾，Parrot
開發出超高效能的主動式降噪系統，
可消除高達 98% 的環境噪音。傳統
的 ANC (主動式降噪) 音訊耳機僅使用
雙麥克風來分析環境噪音，而 Zik 在
兩邊聽筒內部和外部共配備了 4 個麥
克風，為用戶提供完全清晰明淨的聽音
效果。

Parrot Zik by Starck
真實生活的聲音

觸控式面板
Parrot ZIK 的右側聽筒上配有一個超直覺
觸控式面板 (1)。在連接 Bluetooth 狀態
下，您只需縱向滑動手指即可提高或降低
音量; 橫向滑動手指即可進入下一首或返回
上一首曲目。
主動式降噪
Zik 耳機配有四個麥克風 (2)。令這項
Parrot 的專利技術在 ANC 領域中擁有卓
越的表現。Zik 可消除高達 98% 的噪音，
將您與外界完美隔離。
免提通話
Zik 的設計非常獨特，能為您提供無可比擬
的卓越通話品質。配備了兩個定向麥克風
及一個顎骨偵測感測器 (3)，Zik 能捕捉顎
骨的震動，並將其與您的聲音進行融合，
進而實現高品質的通話。

與 NFC 設備輕鬆進行 Bluetooth 連接
只需將備有 NFC (近距離無線通訊技術)
的手機輕觸左側聽筒 (5)，即可進行即時
連接。
“Parrot Concert Hall” 效果
Zik 能重現真實而自然的音效。您還可借
助 Parrot 應用程式自定義聲音的音質及
空間。
音樂享受無時限
即使電池 (6) 電量用盡，Zik
也可借助 Jack 連接線繼續進
行播放。

頭部偵測感測器
置於聽筒泡沫 (4) 內的感測器可自動檢
測您是否正在佩戴耳機。只要您摘下耳
機，Zik 就會將音樂暫停，令您盡享每個音
符的優美旋律！
技術規格
Neodymium (釹) 揚聲器
靈敏度: 110 dB / volt（1 kHz）
阻抗：32 Ohms
強大的 DSP 演算法
內置 NFC 技術
頻率回應：10 Hz – 20 kHz
觸控式面板
Bluetooth 2.1
免提通話
合金支架
播放時間：
- 全部功能均處於開啟狀態：6 h
- 只開啟 ANC (主動式降噪)：18 h
- 待機模式：24 h
直覺式控制

尺寸
寬：150 mm – 高：198 mm
厚：80 mm – 重：325 g
Micro USB 連接線： 1 m
音源傳輸接線：1.3 m
包裝內物品
1 條供下載及更新之用的 micro USB 連接線
1 條 3.5 mm 音源傳輸接線
1 塊 800 mAh 鋰離子電池
1 本快速入門指南
1 個便攜套
欲瞭解更多資訊，敬請登錄：www.parr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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