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1 M2 M3 M4

M6 M7 R键  追拨  

设置 去电  删除 音量  

录音查询  

录音放音/停止    

主人留言  家庭留言 音乐欣赏  

录音/停止   

上查

下查   

时间  本地码  出局码

闹钟   铃声  挂断时间

亮度 密码  振铃次数

M5

回拨  

留言提示

来电查询

留言放音/停止  

暂 停  挂 断  重 拨 

黑名单    

先锋音讯（北京）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温馨提示：为使话机正常工作，使用时请插上电源线和电话线再操作使用。



本地码设置

出局码设置

闹钟功能设置

铃声设置

挂断时间设置

 亮度设置

强制录音开关设置

来电时过滤出局码功能

放音密码设置

来电进入留言功能振铃次数设置

黑名单设置

2.2 录音/停止键（须外挂SD卡）

2.4 家庭留言键（须外挂SD卡）

2.5 录音放音/停止键（须外挂SD卡）

2.6 录音查询

2.7 留言放音/停止

2.8 来电查询

2.3 主人留言键（须外挂SD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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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音乐欣赏

2.12 回拨/追拨键

2.13 重拨键

2.14 暂停键

2.15 音量键

2.16 挂断键/音乐选取

2.17 去电键 

2.18 免提键

2.19 单键存储（M1~7）

2.9 删除

2.10 R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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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录音管理软件详细功能

3.1 使用软件

3.2 语音文件查询，播放，汇总、编辑、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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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来电接收、信息显示及说明 14



M1 M2 M3 M4

M6 M7 R键  追拨  

设置 去电  删除 音量  

录音查询  

录音放音/停止    

主人留言  家庭留言 音乐欣赏  

录音/停止   

上查

下查   

时间  本地码  出局码

闹钟   铃声  挂断时间

亮度 密码  振铃次数

M5

回拨  

留言提示

来电查询

留言放音/停止  

暂 停  挂 断  重 拨 

黑名单    

先锋音讯（北京）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1

2

3 4 5

8 9 106 7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6

3:R键2:M键 4:追拨

回拨 7:去电6:设置 8:删除

25



15:下查14:上查 16:数字键13:音乐欣赏

19:录音放音/停止18:来电查询 20:留言放音/停止17:录音查询

23:挂断/退出/音乐选取22:暂停/放音暂停 24:重拨21:录音/停止

25:免提

11:主人留言10:留言提示灯 12:家庭留言9:音量

26:免提指示灯

内置1普通铃声和多种音乐铃声(须挂SD卡)；

5位本地码，１位出局码；

铃声音量大小调节、免提音量大小调节及铃声关闭功能；

7组16位单键记忆；

动态存储来、去电号码；

主人留言录音/播放。家庭留言/播放；

不限时本机或分机通话录音（须挂SD卡）；

现场静态录音，应答录音（须挂SD卡）；

 放音密码设置；

 3组可录语音闹钟功能；

 可按照录音次序，录音时间，及录音号码查询录音；

 新来电、保密、出局指示；

内置FSK/DTMF解码器；

 预拨号及消号、回拨功能；

 FLASH时间可设置；

 强制录音功能；



可设置20组黑名单；

Pc软件管理功能；

8位来电   80组；去电   17组；  12位来电  64组；去电   12组； 

16位来电  53组；去电   10组；

※ 不插电源时无免提功能，因开不了功放。

注： 上电插入 卡时 显示“ ，读到 卡后 显示 1: SD LCD Sd CArd INIt” SD LCD

   “ ， 读卡 后 上的 卡图标点亮，同时 显示Sd Card Ok” SD OK LCD SD LCD

    SD卡的空间。

    不插电源与 卡有关的操作不能工作。2: SD

    待机状态按*# 去电键清除录音指令(家庭留言、主人留言、3: 38#+

       语音录音闹钟不能清除)。

    待机按*# +删除恢复出厂设置指令。4: 06#

    待机按*# 版本号查询。5: 06#

    6:待机按*#40#+去电键（等待5秒显示回复待机状态）为清除存

      储器指令:清除黑名单、单键、放音密码、强制录音开关（强制录音默认

       为关）。

7:新卡初始上电读卡成功后自动生成文件夹有(家庭留言、来电留言、    

      闹钟、通话录音、主人留言)。音乐欣赏用户可直接把歌曲放入根

      目录下,无须建文件夹既可播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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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欣赏



按“设置”键进入，按“1”键进入时间设置，可设置的数位闪动，

直接输入数字分别设置年、月、日、时、分钟，时钟为24小时制，

设置年时后两位闪动，（可设置年份2000-2050年）。设置完后按

“挂断”键返回待机状态。（待机LCD上公历、星期、温度、时间同

屏显示）按“设置”为确定，设置按“挂断”为退出设置。

设置

2.1.2日期/时间设置：

2.1.3本地码设置：

2.1.4出局码设置：

2.1.5闹钟功能设置：

2.1.6铃声设置：

6

按“设置”键进入，按“2”键进入本地区码设置，LCD显示           ，

第一个“-” 闪动，直接输入号码，按“*”键可取消本地区码。最多可

设5位本地区码。设置本地区码后，若来电号码首几位与本地区码相同时，

将被过滤掉，只显示存储后面的号码。

按“设置”键进入，按“3 ”键进入出局码设置，LCD显示           ，

“-”闪动，直接输入号码，按“*”键可取消出局码。最多可设1位出

局码。当设置了出局码后，对于来电号码，回拨时自动加出局码拨出；

（加拨出局码后自动暂停3.6秒后再拨后面的号码。）

按“设置”键进入，按“4 ”键进入闹钟设置，LCD显示            ，

123表示3组闹钟，再按“1”键进入第一组时间设置，LCD显示           ，

按“*”键打开闹钟，LCD显示           ，直接输入时间（24小时制）

即可（若闹钟为开状态，按“*”键可关闭闹钟）时间设置完成后,按设置

LCD显示                （或                  ），按*/#键选择铃声，选择到

           时，如有语音话机播放语音，播放语音时可以按DEL删除修改，

如无语音，则为 10秒语音录音的倒计时（须外挂SD卡）；第二，三组闹

钟设置方法同第一组。每次闹钟响时由电源供电，按任意键或摘挂机一次

退出闹钟状态；响闹期间，来铃时自动退出响闹状态，接收来电。

按“设置”键进入，按“5 ”键进入铃声设置，LCD显示           ，

话机的铃声由话机的一种内置铃声和SD卡内的音乐组成（OFF：为铃

在设置过程中按“设置”为确定，按挂断键返回上

级菜单。



声关闭；1 :为内置铃声；如SD卡内有音乐会显示相应的数字）。按

“*/上查”或“#/下查”键选择，话机同时发出相应的铃声。

2.1.7挂断时间设置：

按“设置”键进入，按“7 ”键进入LCD对比度设置，LCD显示-2-（默

认值2档），用“*/上查”或“#/下查”键调整LCD其它对比度。（共4

级可选择）选择后按“设置”键确认。（设置过程中可按“挂断”键

返回待机状态或摘挂机一次退出。

2.1.8 亮度设置：

按“设置”键进入，按“8 ”键进入放音密码设置LCD显示PASS ----

（默认为为空），直接输入要设置的4位密码，按设置键，再重复输入

刚才的4位密码再按设置键保存,按设置“8”输入正确密码后再连续按

设置键2次可取消放音密码。当用户忘记所设置密码时，在待机状态输

入*#01# +已拨号码可取消放音密码。

2.1.9 放音密码设置：

2.1.10 来电进入留言功能振铃次数设置：

按“设置”键进入，按”0”键LCD有光标”-“提示输入黑名单号码，

输入错误时按删除键修改，完成后按”#”键进入下一组黑名单号码

设置（共20组可设置）。按设置键保存并退出.黑名单来电不响铃不

进入主人留言。

2.1.11 黑名单设置：

按“设置”键进入，按“6”键进入闪断时间设置，LCD显示显示

          （表示FLASH时间上电默认为1000ms），用“*/上查”或

“#/下查”键选择可设置为90ms、100ms、110 ms、120ms、180ms、

270 ms、300ms、600ms及1000ms；按“设置”键确认。（设置过程

中可按“挂断”键返回上级菜单或摘挂机一次退出。）

按“设置”键进入，按“9 ”键进入留言功能振铃次数设置，LCD显示

         （默认为0次:关闭留言功能），按“*/上查”、“#/下查”

选择相应的来电进入留言功能振铃次数，选择“0”为关闭留言接通

功能，其它共有3~9次选择。

2.1.12 强制录音开关设置（默认为关闭）：

0

 挂机状态按“9”键3秒，进入强制录音开关设置，再按“9”键可选

 择开或关，当LCD显示            ，则打开强制通话录音和分机通话

 录音功能；当LCD显示            ，则关闭。如果话机设置有放音密

 码，强制录音为开时要输入放音密码才能关闭强制录音。



注：每次进行录制的内容可覆盖以前的内容，也可在放音的过程中

按两下“删除”键即可删除该段录音（默认的主人留言不能删除）。

2.4 家庭留言键（须外挂SD卡）

2.4.2 在挂机状态按一下此键播放家庭留言功能，如无家庭留言录音按此

     

2.1.13来电时过滤出局码功能：

2.2.2 当话机的强制录音开关置为开时，LCD的强制录音的图标点亮，此

       时无论本机或是分机在通话时，话机都会自动的进入录音状态。在

       起强制录音状态下，按“录音/停止”键不会停止录音。

注： 1、免提、手柄通话均可通话录音。

     2、当所有录音空间录满后话机会提示FULL，此时无法再录制新内容。

2.3 主人留言键（须外挂SD卡）

2.3.2 在挂机状态按一下此键播放主人留言功能，录制新的主人留言可以

       覆盖默认的主人留言，话机默认的主人留言无法删除，在放音过程

       中再按下此键话机自动退出播放主人留言返回待机状态。

2.3.3 如话机设置有放音密码时,播放主人留言时需输入放音密码才能播放。

2.3.4 播放主人留言时也可按暂停键停止播放。

挂机状态按“0”键3秒，进入来电时过滤出局码设置，LCD显示 

          （初始默认为关闭），此时所有来电均不过滤出局码显示；

再按住“0”键3秒LCD显示           ，此时所有来电均过滤出局码显

示，设置值将存入存储器中。

注：此功能只针对用户使用的交换机所送号码带出局码时使用。如所

送号码没带出局码建议用户把此功能关闭。

2.2.1 在挂机状态，按录音/停止键，话机进入现场静态录音，LCD同时

       显示           ，再按此键，停止录音。 

2.2.3 摘机状态按此键,话机进入通话录音, LCD同时显示           ，通

       话录音的同时可以拨号,所拨的号码也将记入通话录音, 强制录音

       为关时，在录音的过程中再按一下录音/停止键话机退出录音状态。

2.3.1 在挂机状态,长按此键3S进入主人录音, LCD同时显示           在

       主人留言的录音同时开始计时（不限时）。在录音的过程中再按一

       下此键话机退出录音状态并返回待机状态。

2.4.1 在挂机状态,长按此键3S进入家庭留言录音,LCD同时显示 

       在家庭留言的录音同时开始计时(不限时)。在录音的过程中再按一

       下此键话机退出录音状态并返回待机状态。

 �

2.2 录音/停止键（须外挂SD卡,使用此功能时必须插上电源线和电话线）



     键话机会提示NO RECORD并自动退回待机状态；在放音过程中再按

     下此键话机自动退出播放家庭留言返回待机状态。

2.4.3 如话机设置有放音密码时,播放家庭留言时需输入放音密码才能播放。

2.4.4 播放家庭留言时也可按放音暂停键暂停播放。

注：每次进行录制的内容可覆盖以前的内容，也可在放音的过程

中按两下“删除”键即可删除该段录音。

2.5 录音放音（须外挂SD卡）

2.5.1 在挂机状态按此键播放现场录音、强制录音及通话录音功能，播放录

       音时如有号码LCD下方显示号码，如无号码显示空白，同时LCD上方显示

       条数处显示对应的序号，话机将从最后一组录音开始播放，此时可按“*

       /上查”、“# /下查”键选择播放通话录音段, 可按数字键“3”快进“1”

        快退在放音过程中再按下此键话机自动退出播放通话录音返回待机状态。

2.6 录音查询

录音查询有三种方式：序号查询，日期查询，和号码查询。按录音

查询进入序号查询状态，LCD 点亮强制录音、应答录音和现场录音。

具体操作如下： 

2.6.1 序号查询：进入序号录音查询状态后，LCD显示：输入序号的同时

      点亮强制录音、应答录音和现场录音，如需查询通话录音就按通话

       放音键，LCD点亮强制录音和现场录音,话机便从输入序号的录音开

       始向后播放。如需查询外线留言输入序号后按留言放音键,LCD点亮

       应答录音键,话机便从输入序号的录间开始向后播放。

2.6.2 日期查询：进入日期录音查询状态后，LCD显示：输入日期的同时

       点亮强制录音、应答录音和现场录音，如需查询通话录音就按通

       话放音键，LCD点亮强制录音和现场录音,话机便从输入日期的录音

       开始向后播放。如需查询外线留言输入日期后按留言放音键,LCD

       点亮应答录音键,话机便从输入日期的录音开始向后播放。

2.6.3 号码查询：进入号码录音查询状态后，LCD显示：输入号码的同时

       点亮强制录音、应答录音和现场录音，如需查询通话录音就按通话

       放音键，LCD点亮强制录音和现场录音，话机便从输入号码的录音

       开始向后播放。如需查询外线留言输入号码后按留言放音键,LCD

       点亮应答录音键,话机便从输入号码的录音开始向后播放。

     注：在进行号码查询时，也可以进行模糊查询。

2.7 留言放音/停止

挂机状态按此键进入播放留言功能，话机将从最后一组留言开始播

放，此时可按“*/上查”、“#/下查”键选择播放留言段,在有新的

2.5.2 摘机状态也可以播放录音(强制录音为关时)。



来电留言时，显示会有显示“新”留言的条数。同时留言信息灯会

闪动，在播放时如留言有号码LCD下方显示号码,如无号码显示空白,

同时LCD上方显示条数处显示对应的条数, 在放音过程中再按下此键

话机自动退出播放留言返回待机状态,连续按两下删除键也可删除此

段留言。

注：1 播放留言时可按数字键“3”快进“1”快退也可按暂停键暂停

      播放。

    2 设置有放音密码时，查看留言时需要输入密码才能播放。

2.8 来电查询

2.9 删除

2.9.2 预拨号、号码存储过程中，按此键可逐位删除。

2.10 R键

   摘机状态按此键为R键功能（固定收线100ms）。

2.11 音乐欣赏

2.11.2 挂机录音放音时，连续按两次“删除”键，则本次录音被删除

注：播放音乐时有自动记忆功能，即下次进入播入时为上次播放的曲目。

2.12 回拨/追拨键

2.12.1 挂机状态预拨号后按此键，则自动摘机拨出预拨号码。（若设置了

        出局码，预拨号首位是出局码，则自动摘机拨出出局码暂停后再拨

        出后面的号码。）

按此键为话机进入来电查询状态，在查询过程中按“#/下查”键可从

前往后翻查,按“*/上查”键可从后往前翻查，若无来电信息或查询

完最后一组，LCD提示           。翻查到的来电号码可以删除、回

拨拨出。

2.9.1 在查询来电、去电内容时，连续按两次“删除”键，则本组内容被

       删除；按住此键持续3秒，则删除全部来电或去电内容，LCD显示

                 。

2.11.1 待机按此键为音乐欣赏（须挂SD卡）： 在挂机状态按此键为音乐欣

        赏功能（只识别MP3和WMA格式的音乐），LCD显示          （38：为

        SD卡内音乐条数，00-00：为播放此首音乐的时间）。

2.12.2 挂机来电查询状态，按“回拨”键，则自动摘机拨出显示的号码；

        连续按两次“回拨”键，则在来电号码前自动加“0”回拨。(若设置

        了出局码，当查询到的来电为6位及6位以上的号码，按“回拨”键，

        则自动摘机加拨“出局码” 暂停后再拨出显示的号码；连续按两次



    “回拨”键，则在号码前自动加拨“出局码”+暂停时间+“0”。之后

     重拨、追拨时也会自动加拨“出局码”并暂停后再拨出显示的号码。)

2.12.3 摘机来电查询状态，按“回拨”键，话机自动收线一次后拨出显

        示的号码。（若设置了出局码，当查询到的来电为6位及6位以上

        的号码，则加拨“出局码”并暂停后再拨出显示的号码。）

2.12.4 挂机去电查询状态，按“回拨”键，将自动摘机拨出显示的号码；

         摘机去电查询状态，按“回拨”键，话机自动收线一次后拨出显示的

         号码。（若设置了出局码，当查询到的去电号码首位与出局码相同时，

         回拨、重拨时拨完“出局码”暂停后再拨出显示的号码。）

2.13 重拨键

2.13.1 摘机状态下按此键，重拨前次所拨号码（最大32位）。

2.14.1 拨号、预拨号期间，按此键为“暂停”键，暂停时间3.6S。

2.14 暂停键

2.14.1 在播放通话录音、外线留言、家庭留言、主人留言及音乐欣赏时

        按此键为暂停放音，再按一下重新播放。

2.15 音量键

2.16 挂断键/音乐选取

2.16.1 摘机状态按此键话机将自动收线 1000毫秒，时间长短可设，参见

        FLASH时间设置操作说明。

2.16.2 在音乐播放中，按一下此键，进入音乐选取，LCD显示---，输入需

        要播放歌曲的序号，如第16首歌，输入016，则话机播放第16首歌。

3.17 去电键 

挂机状态按此键为铃声大小调节:当LCD显示           表示铃声音

量为第5级；当LCD显示1表示铃声音量为第1级(共8级可调)；免提摘

机状态时为免提音量大小调节键:当LCD显示           为大音量，

LCD显示           为小音量；播放音乐时为按此键为音乐音量大小

调节，当LCD显示           表示音乐音量为第5级（共8级可调）铃

声音量，音乐音量默认为6级。

摘机和挂机状态下按此键可查看打出的号码和通话时间，从最后一

组到第一组循环查询；在去电查询状态，按“*/上查”键则从前往

后查询，若无去电信息，按此键LCD显示           。可存储16位去

电号码，话机只显示后12位。

2.18 免提键

待机状态按此键打起免提，再按一次挂机。

手柄摘机状态按此键一次后挂上手柄，免提通话打开。



预拨号后按此键，打起免提自动拨出显示的号码。

2.19单键存储（M1~7）

3、录音管理软件详细功能

3.1 使用软件

软件的主界面，如果连接了录音电话机里面的SD卡（注：SD卡须装在

读卡器里与电脑连接）

3.2 语音文件查询，播放，汇总、编辑、打印

点击查询语音路径，进入文件查询界面

在选择了要查询的语音文件路径（界面的左边为语音文件路径）后，

显示区会显示当前目录下所有的WAV语音文件。

号码+ “设置 ”+ Mi（i=1~7）

注：1、单键号码的拨出方法同来电号码。

2、如设有出局码，存号码时不须加存出局码。

例：待机状态预拨输入12345678后按“存储号码”键，LCD显示

            ，再按“M1”键完成。



语音文件可以通过日期、时间、主被叫、号码、（用户类型、录音

备注目前保留）来进行查询，对于未填写的查询条件，查询自动认

为此条件无效，查询的结果显示在显示区，对于显示区中的文件，

可以播放，浏览，并且点击“导出EXCEL”后，可以将显示区中的文

件条列导出到EXCELE文件中，在EXCELE文件中，用户可以对文件信

息进行编辑、加入备注，打印等操作，十分方便，



3.3 来电接收、信息显示及说明：

4、补充说明

4.2 设有出局码，来电号码的首位与出局码相同，话机将过滤出局码显示。

4.3 出局码设为“0”时，10位以上非“13、15”开头的来电号码，不管来

    电号码首位有几个“0”都只过滤一个“0”；如首位只有一个“0”则

    不过滤（此功能须过滤开关设置为开方起作用）。

收到FSK或DTMF来电后，话机显示来电号码，同时显示来电的日期、

时间。若是FSK制式来电，来电显示信号会自动刷新月、日以及时间

的设置，而年的设置不变。对于DTMF 制式来电，所设置的时间均不

被改变，而且由于DTMF信号只含有来电号码，不含来电日期及时间，

因此，系统收到DTMF来电号码时会将已设置的日期及时间赋予该来

电号码。若是新号码，LCD显示来电号码的同时显示“新来电”图标。

对于FSK制式来电，若来电保密，LCD显示 ；若是来电出局，LCD显示

           ；         .来电号码存满后，若再收到新来电，则按先

进先出原则存入新来电号码的同时删除掉最先存储的来电号码。

4.1 解码确认后，连续铃声时中间不收码，为方便生产测试，挂机状态按

    住“暂停”键3秒进入连续收码的测试模式，LCD显示           / 

              （           为连续收码的测试模式），同时需关闭和弦，

    选择普通铃声，才能连续接收来电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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