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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简介
本产品采用专业设计，使产品具有高清晰、高保真语音通讯，适合与多种专业话务耳机匹配，
是理想的移动呼叫中心必选产品。

二、功能简介
■ 适用于WCDMA BAND1/BAND8 ,BAND1/BAND5,BAND2/BAND8,BAND2/BAND5四种

   组合频段。

■ 适用于850MHz/900MHz/1800MHz/ 1900MHz公众移动通信网
■ 大屏幕液晶显示日期、时间。
■ 20 组来电存储。
■ 20 组最后去电存储。
■ 300组短信存储。
■ 电话本功能。
■ 重拨功能。
■ 10种来电铃声选择，9级音量调节和静音选择。
■ 6种短信铃声选择，9级音量调节和静音选择。
■ 闹钟铃声9级音量调节和静音选择。
■ 开机，关机音乐9级音量调节和静音选择。
■ 耳机接收音量9级数码调节。
■ 两个耳麦插孔，方便培训使用。

三、技术条件
1、使用条件

■ 环境温度：-10℃～+45℃
■ 相对湿度：10％～95％
■ 大气压力：86～106Kpa

2、主要技术指标：
■ 工作频率：E-GSM 900/1800
■ 载波间隔：200KHz
■ 最大输出功率：2W @ 900MHz
■ 输入动态范围：62dB
■ 接收灵敏度：< -102 dBm(GSM850/900/1800/1900),<-106dBm(WCDMA)
■ 最大频率偏差：± 0.1ppm
■ 相位误差：< 5°RMS
■ 频率选择性：> +9dBc @ 200KHz
■ 工作电压：DC5V， 1A

 
3、话机中英文对照及说明

BOOK/RTN     通讯录/返回键。在初始状态按此键为通讯录功能，在设置过程中按此键用于      
                       退出。

OK/MENU      确认/菜单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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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话记录键。 用于一键查看未接来电、已拨电话、已接来电信息，删除通话
记录。

 将SIM卡正确安放在卡座内：把话机底壳电池盒盖退出，将SIM卡座的金属盖子向右推，
 掀起盖子，将SIM卡放入卡座里，盖上金属盖子，将卡座的金属盖子向左推以锁紧SIM卡
（本机采用方便实用的掀盖式卡座，请勿带电安装SIM卡。）

■ 电池安装方法：安装好SIM卡后，将充电电池插入电池盒插座，再把电池放入电池盒内，
   盖上电池盒盖即可。（为避免您的正常通话由于断电而造成中断，请在电池仓内安装随
   机配送的充电电池，并保持电池电量处于有电状态。)

■ 天线安装方法：将随机配备的天线，先垂直向上，再拧紧天线上的螺母。（在您调节天线
   方向时必须先转动天线接口螺母，使天线松动后再调节到您需要的位置，最后转动螺母固
   定。用手直接转动天线容易造成天线永久性损坏。）

■上电方法：将随机配备的电源适配器一端插在          
  电源上，另一端插在电话机后部标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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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CC（中国移动）或中国联通。
下边分别显示日期、时间，显示屏左上边显示网络信号的信号强度。

系统会自动进入下一通电话的状态，等待拨号。

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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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9级音量大小调节。



通讯录。
闹钟功能。
直接进入写信息界面。
情景模式。

“空列表”字样。

开

已拨电话

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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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拼音/笔画输入法中，



                     在编辑状态下，找出所要书写汉字的第一个拼音字母所处的字键，按该字键
，接下来再按下汉字的第二个拼音字母所处的字键，以此类推输入整个拼音的字母，如按
  BOOK/RTN  键可取消最后一次所输的字母。按左（  　 ）、右（　   ）键找出所要的汉
字拼音组合，再按  OK/MENU  确认，通过左右上下四个方向键将光标移动到所需的汉字，
按 OK/MENU  将光标所选的汉字选至文字框，此时会显示所选的汉字的常用词组，用左右
上下四个方向键继续选择词组的后续汉字，再按    OK/MENU   确认，如没有想要的词组，
按  BOOK/RTN   键退回。

                          在编辑状态下，找出所要书写汉字的第一笔所处的字键，按该字键，接下
来再按下汉字的第二笔所处的字键，以此类推输入汉字的整个笔画，如按   BOOK/RTN  键
可取消最后一次所输的笔画。按上(       )、下(        )键将光标移到文字区，用左右键将光标
移动到所需的汉字，按   OK/MENU    将光标所选的汉字选至文字框，此时会显示所选的汉
字的常用词组，用左右上下四个方向键继续选择词组的后续汉字，再按   OK/MENU    确认
，如没有想要的词组，按   BOOK/RTN    键退回。

■ 在编辑状态下，按“*”键可选择标点符号或特殊字符。
  # 键：
■ 在编辑状态下，按“＃”键，可切换到拼音、笔画、小写英文、大写英文、数字输入状态 。

                                   在编辑状态下，找出所要输写英文的第一个字母所处的字键，按一下
该字键输入字键上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快速按该字键（在一秒钟内按第二下）可切换该字键
上的其它英文字母，接下来再按下所要输写英文的第二个字母的字键，依次类推输完整个英
文的字母。输完英文会自动确认到文字框中，在写信息编辑状态下输完后话机右下角显示清
除，按   BOOK/RTN   键可清除最后输入的一个字母，左下角显示选项，按    OK/MENU   
键进入发送选项的子菜单。

1、通讯录

       您可以直接按    BOOK/RTN    键直接进入通讯录查看名片（在SIM卡或话机中存有名片的情
况下）。也可以按两次   OK/MENU     键或按“上(         )”键话机进入通讯录界面，此时话机右
下角显示返回，按    BOOK/RTN    键话机都回到待机状态，话机左下角显示选项，此时按
     OK/MENU    键话机进入通讯录的子菜单。

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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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键切换输入法。
拼音输入法   



新建联系人：
        在SIM卡或话机添加号码。（话机存储600个名片，SIM卡存储状态可根据本身存储容量
决定）话机在待机状态下直接拨号再 按  OK/MENU   键，可选择存至SIM卡或话机中，也可
通过菜单键进入通讯录的“新建”子菜单，通过“上(         )、下(        )”键选择存至SIM卡或
话机后，按     OK/MENU    键进入编辑状态，可通过“上(        )、下(        )”键选择姓名或
号码，按     OK/MENU     键进入下一步操作，通过“上(        )、下(        )”键选择保存或编
辑，选择编辑可输入姓名或号码，选择保存可将输入姓名或号码保存到SIM卡或话机中，按     
   BOOK/RTN       键退出编辑状态。
 

进入通讯录界面后，按上（    ）键进入“搜索”子目录后，输入您要寻找的姓名，按下
(      )键后，屏幕将会显示第一个符合的电话记录，并且通过“上(     )、下(      )”键，
可以浏览所有符合的记录。当您在屏幕上看需要的电话记录后，按    OK/MENU    键话
机进入一个子目录，通过该子目录可对该记录进行记录如下操作：

搜索联系人：

1）详情——查看该名片。
2）新建——添加新的联系人。
3）写信息——给该电话号码发送消息。
4）呼叫——呼叫改号码。
5）删除——删除该电话号码。
6）批量删除——删除多个电话号码。
7）复制——把该名片从SIM卡（话机）复制到话机（SIM卡）。
８）其它——快捷拨号和容量查询。

写信息：
进入信息服务的子目录，光标处在写信息，按     OK/MENU     键进入，选择“打开”，进
入写信息的界面，您可以在待机状态下直接按“ 左（         ）”键进入写信息的界面。光标
停留于可编辑区域，按“#” 键选择输入法可编写中英文短消息，编辑完毕光标若在信息框
中，按      OK/MENU     键，屏幕将会提示：

2、信息服务
话机中收件箱和发件箱共可储存300条短消息，SIM卡中的存储量根据卡的具体情况而定。
收件箱存储所有收到的短消息，发件箱和已发信箱中分别存储“未发送成功”和“已发送成
功”的短消息。按    OK/MENU    键，再按“下 (       )”键或“上(       )”键选择信息服务
界面，此时话机右下角显示返回，按     BOOK/RTN     键话机会回到待机状态，话机左下角
显示确定，此时按     OK/MENU    键话机进入信息服务的子目录。

1）发送——将该短消息发送出去。
2）插入常用语——在光标处插入常用语
3）保存为草稿——保存该短消息,暂时不予发送。
4）退出——退出短消息编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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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箱：
   进入“收件箱”子目录，选择“打开”，屏幕上会出现已接收的短消息的标头列表，包括：
■ 短消息是否被阅读过的标志。
■ 短消息发送方的电话号码。
■ 短消息部分内容。
按“上(       )、下(      )”键选择短消息，然后按下 OK/MENU 键可对该记录进行如下操作：
1）查看
阅读该短消息的详细内容,“上(       )、下(       )”键可滚动显示文字。
2）回复：
给该短消息的发送者回复。按 OK/MENU 键进入该功能后，屏幕将会显示编辑窗口，可利用
拼音或字母输入法编辑短消息。编辑完毕后，按 OK/MENU 键可对短消息进行发送。
3）删除：
     将该短消息删除。
4）全部删除：
     将所有的短消息删除。
5）转发：
     将该短消息转发给他人。
6）呼叫：
     呼叫使用该号码的用户。
7）添加发件人至：
     将该短信号码保存至已有联系人或新联系人。
8）同号删除
     删除相同号码的短消息。

发件箱：
进入“发件箱”子目录，选择“打开”，屏幕会显示储存在SIM卡及话机中未发送成功的短
消息列表。

04

08



05

09

语音信箱：
进入“语音信箱”子目录，选择“打开”，可以输入线路1的号码。

小区广播：
进入“小区广播”子目录，选择“打开”，可以设置：
■ 接收模式：关和开。
■ 语言：所有的语言。

以上信息服务中的8个子目录，进入相应的子目录后，都有以下3个项目：
1）打开
进入相应的子目录
2）短信设置
■ 信息中心号码——设置信息中心号码。
■ 信息有效期——有1小时、6小时、12小时、24小时、72小时、一周几种选择。
■ 状态报告——可选择关闭和开启。
■ 回复路径——可选择关闭和开启。
■ 存储已发信息——提示用户选择、保存、不保存3种选择。
■ 优先存储位置——可选择SIM和话机。
3）信息容量
显示SIM和话机的已用量及总容量。



3、通话记录
       可自动存储最近20组来电号码和去电号码，并且当有未接来电时，会显示在话机显示屏
上提醒您。
按     OK/MEN    U   键，再按“下(         )”键或“上(        )”键选择通话记录界面，也可
按    CALLS    键进入该功能。此时话机右下角显示返回，按     BOOK/RTN     键话机会回
到待机状态，话机左下角显示确定，此时按     OK/MEN   U     键话机进入通话记录的子目录。

未接来电:
进入“未接来电”子目录，屏幕会显示未接来电的号码列表。按“上(        )、下(       )”键选择
号码，然后按下      OK/MENU       键可进行如下操作：
1）查看详情：查看该号码的详细信息。
2）呼叫：对该电话号码进行呼叫。
3）写信息：给该号码发送信息。
4）添加至通讯录：将该号码保存至已有联系人或新联系人
5）删除：将该电话号码从未接电话中删除。
6）全部删除：将所有的未接电话号码删除。

已拨电话：
进入“已拨电话”子目录，屏幕会显示已拨电话的号码列表。按“上(      )、下(      )”键选择号
码，然后按下      OK/MENU     键可进行如下操作：
1）查看详情：查看该号码的详细信息。
2）呼叫：对该电话号码进行呼叫。
3）写信息：给该号码发送信息。
4）添加至通讯录：将该号码保存至已有联系人或新联系人
5）删除：将该电话号码从已拨电话中删除。
6）全部删除：将所有的已拨电话号码删除。

已接来电：
进入“已接来电”子目录，屏幕会显示已接来电的号码列表。按“上(      )、下(      )”键选择号
码，然后按下     OK/MENU     键可进行如下操作：
1）查看详情：查看该号码的详细信息。
2）呼叫：对该电话号码进行呼叫。
3）写信息：给该号码发送信息。
4）添加至通讯录：将该号码保存至已有联系人或新联系人
5）删除：将该电话号码从已接来电中删除。
6）全部删除：将所有的已接来电的号码删除。

全部删除：
进入“全部删除”子目录，此时出现一个确认界面，如按     OK/MENU     键话机删除所有的通
话记录，如按     BOOK/RTN     键取消删除，话机会回到上一级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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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条件转移
本功能用于设置话机是否将所有来电转移到语音信箱或指定的另一台电话上。按     OK/MENU 
键进入(开启、关闭、查询)操作。 
开启：设置转移到语音信箱或指定的电话号码。
关闭：不进行转移。
查询：显示呼叫转移的设置状况。
2、遇忙时转移
      本功能用于设置话机占线时是否将来电转移到语音信箱或指定的另一台电话上，菜单情况同无
条件转移。按     OK/MENU     键进入(开启、关闭、查询状态) 同转接所有的语音来电操作一样。
3、无应答转移
      本功能用于设置话机在无人应答时是否将来电转移到语音信箱或指定的另一台电话上，按
      OK/MENU      键进入(开启、关闭、查询状态) 同转接所有的语音来电操作一样。
4、无法到达转移
       本功能用于设置话机在无网络或关机等无法接通时是否将来电转移到语音信箱或指定的另一
台电话上，按     OK/MENU    键进入(开启、关闭、查询状态)，同转接所有的语音来电操作一样。
5、取消全部转接
      本功能用于取消对呼叫转接的所有设置。
      注：通话转移此功能有的卡不支持的。

■ 呼叫等待
本功能用于在通话过程中如有新的来电，话机是否发出提示音，启动此功能后，如果在通话过程
中有新的来电到达话机将会出相应的提示音，并可决定是否接听新来电；若关闭此功能，则在通
话过程中有新的来电到达话机时，将不会发出相应的提示音，呼入音将会听到忙音。
进入本功能后，屏幕将会显示如下子菜单：
 开启：开启呼叫等待功能。
 关闭：关闭呼叫等待功能。
 查询：显示呼叫等待的设置状况。

■通话限制
本功能可以使话机按照不同情况，有选择地限制呼出和呼入，如果要改变限制设置,则话机会要求
您输入禁止密码。申请这项服务时,您的网络运营商会提供最初的密码。
进入本功能后，屏幕将会显示如下项目进行开启、关闭、查询状态三种操作：
所有呼出 
所有来电 
漫游时来电 
国际呼出 
国际漫游呼出 
取消全部限制 

■ 呼叫转移
本功能用于当您无法接听或不想接听电话时，可将来电转移到其它电话号码。
备注：本功能需网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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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设置：



话机设置：
进入“话机设置”子目录，按“上(        )、下(         )”键选择子菜单，然后按      OK/MENU     
键可进行如下操作：
■ 时间日期
可进行时间、日期、时间格式、日期格式设置。进入本功能后根据需要按“上(        )、下(         )”
键进行选择，按        OK/MENU     键选定。
■ 语言设置
可进行英文、简体中文设置。进入本功能后根据需要按“上(          )、下(          )”键进行选择，
按        OK/MENU    键选定。
■延时拨号
可进行关闭、1秒、2秒、3秒、4秒、5秒、6秒、7秒、8秒设置。进入本功能后根据需要按“上
(        )、下(        )”键进行选择，按     OK/MENU    键选定。
■ 恢复出厂设置
按     OK/MENU      键进入，输入密码 “1234（初始密码）”再按确认键，话机会恢复原厂设
置如话机中的电话本，通话记录，闹钟，快速拨号的号码都会被清除。

显示设置：
■ 对比度
可进1～7级浓度选择，按左（        ）、右（        ）键可调整显示浓淡。
 
安全设置：
进入“安全设置”子目录，按“上(          )、下(           )”键选择子菜单，然后按    OK/MENU  
键可对如下项目进行开启、修改、关闭三种操作：
■ PIN码
■ 开机密码
■ 自动锁键盘

网络类型：
进入“网络类型”子目录，按“上(        )、下(        )”键选择子菜单，然后按     OK/MENU     
键可对如下项目之一进行选择：
■ WCDMA优先
■ GSM优先
■ GSM
■ WCDMA

版本：
进入“版本”子目录，可查看当前软件的版本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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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情景模式
          按      OK/MENU     键，再按“下(         )”键或“上(          )”键选择情景模式界面，此时话机右
下角显示返回，按     BOOK/RTN      键话机会回到待机状态，话机左下角显示确定，此时按 
    OK/ME      NU    键话机进入情景模式的子目录。

铃声设置：
进入“铃声设置”子目录，按“上(          )、下(           )”键选择子菜单，然后按        OK/MENU      键
可 进行如下操作：
■ 来电铃声
可设置来电铃声类型，共有10种铃声选择。进入本功能后根据需要按“上(        )、下(       )”键进行
选择，按       OK/MENU       键选定。
■ 信息铃声
可设置短消息提示声类型，共有6种铃声选择。进入本功能后根据需要按“上(         )、下(        )”键
进行选择，按           OK/MENU    键选定。

音量调节：
进入“音量调节”子目录，按“上(        )、下(        )”键选择子菜单，然后按     OK/MENU          键可
进行如下操作：
■ 来电铃声
可设置来电铃声音量大小，共有10档选择，其中0代表关闭。进入本功能后根据需要按“左(         )、
右(         )”键进行选择，按        OK/MENU       键选定。
■ 信息铃声
可设置短消息提示声音量大小，共有10档选择，其中0代表关闭。进入本功能后根据需要按“左
(         )、右(        )”键进行选择，按             OK/MENU    键选定。
■ 闹钟铃声
可设置闹钟铃声音量大小，共有10档选择，其中0代表关闭。进入本功能后根据需要按“左(            )、
右(            )”键进行选择，按        OK/MENU        键选定。
■ 通话音量
可设置通话音量大小，共有9档选择。进入本功能后根据需要按“左(         )、右(        )”键进行选择，
按             OK/MENU    键选定。
■ 开关机声音
可设置开关机声音量大小，共有10档选择，其中0代表关闭。进入本功能后根据需要按“左(         )、
右(        )”键进行选择，按         OK/MENU        键选定。

响铃方式：
进入“响铃方式”子目录，按“上(         )、下(         )”键选择3个子菜单，然后按         OK/MENU      
键可选择“响铃”和“静音”两种操作：
■ 来电提示
■ 信息提示
■ 闹钟提示

其它提示音：
进入“其它提示音”子目录，按“上(          )、下(        )”键选择子菜单，然后按         OK/MENU         
键可进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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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应用
        按     OK/MENU       键，再按“下(        )”键或“上(         )”键选择应用界面，此时话机
右下角显示返回，按     BOOK/RTN     键话机会回到待机状态，话机左下角显示确定，此时按 
    OK/MENU     键话机进入应用的子目录。

闹钟：
进入子目录且光标处在 “闹钟”处，按      OK/MENU       键可以查看已设定闹铃的具体信息，
按“上(      )、下(      )”键选择闹铃组，然后按     OK/MENU     键可进行以下操作：
■增加
进入界面后首先输入闹钟的名称，可选择话机自动提供的名称，也可以用户自己命名。再按“下
(      )”键设置闹钟的时间,此时话机显示设置闹铃时间的界面(HH:MM)，00:00，前面00为小时，
后面的00为分钟，在光标相应位置输入时间即可。然后按“下(      )”键设置闹钟铃声，按
     OK/MENU     键进入后选择闹钟铃声的种类。然后按“下(      )”键设置闹铃的重复方式，有
 “单次”和“每天”两种方式可选。完成后按     OK/MENU     键退到选择闹钟的状态，以此类推
可增加多组新的闹钟。   
■编辑
与新增方法类似，可依次修改所选闹钟的名称、时间、闹铃种类、重复方式4项内容。
■删除
可删除所选闹钟。
■关闭
可关闭所选闹钟。

日历：
进入子目录且光标处在 “日历”处，按     OK/MENU     键可以查看现有的日期、星期，按“上
(      )、下(      )、左（      ）、右（      ）”键查看你想要的日期，按     OK/MENU      键可进行
以下操作：
■转到日期    显示界面可直接跳转到某个你指定的日期
■今天           显示界面可跳转到今天的日期

计算器：
进入子目录且光标处在 “计算器”处，按      OK/MENU     键进入计算器。小数点在“*”号键
上，负号在“#”号键上，加、减、乘、除分别为(        )、下(        )、左（       ）、右（       ）
，其他操作和普通计算器相同。

■ 按键音           可选择“铃声”和“静音”两种
■ 低电压警告声     可选择“开启”和“关闭”两种
■ 开关机声音       可选择“开启”和“关闭”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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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功能:
调节通话音量：
在通话过程中，按面板“右（         ）”方向键，可调大通话音量；按面板“左（         ）”方向
键，可调小通话音量；共有9级音量可调。
注：如在通话过程中再拨号要调节音量，要退回到初始通话界面方可调节通话音量。
通话查询电话本及短信息：
在 通话过程中按    OK/MENU       键可进入：
1、添加通话——可以拨打另一个电话号码，接通后如对方都不挂机可以按    SEND     键切换（
但在通话中没有拨号，可以任意切换）前面拨打的号码，也可以按确认键，话机显示切换﹑会议
，此时左下角显示返回，如按      BOOK/RTN      键话机退到上一步操作。光标处在“切换”处,
按确认键可以切换与前面拨打的任意一个号码通话。光标处在“会议”处，可以一起与几个人一
起通话，此功能要申请（有的SIM卡不支持）
2、保持——保持通话
3、静音——可选择静音的开和关
4、音量调节——调节通话音量大小
5、通讯录——可进入通讯录功能的操作
6、通话记录——可进入通话记录功能的操作
7、信息服务——可进入信息功能的操作

多方通话操作：
1、中国移动卡，首先到中国移动公司开通多方通话功能且运营商要支持。
2、本机拨甲的电话号码（如4000030830），通话后，拨乙的电话号码，通话后，按
  OK/MENU      键，再按上(        )或下(        )键，选择“6，建立多方通话”，按     
   OK/MENU        键，此时甲、乙、本机可以同时通话。依此可以加入更多的电话参与通话。

待机时间：
当停电时，备用电池将会自动供电，待机时间达50小时以上，连续通话时间达4小时以上。本机
自带电源适配器，当没有外接电源时，用户可以使用自带锂电池进行正常工作。
注：本机实现软件升级和功能扩展；由于软件可能升级，本机部分功能与说明书中的描述如果略
有出入，请以本机实际操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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