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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精美高档型外观设计，舒适的手感。配合相应文字的显

示，使用起来得心应手！是目前最成熟的录音电话产品。  

先锋数字录音电话是采用来电显示电话的高级录音控制芯

片，它内置了 FSK/DTMF 译码器、复位线路、DTMF 拨号器、内置

语音报号。大尺寸玻璃显示清晰；内置 1 个普通铃声+全曲个性化

铃声（可外挂 SD 卡）。是一片高集成的低功耗、高成本中文显示

来电秀的录音电话芯片，在录音清晰度上更上了一个台阶，实现

高品质语音播放，音质清晰、柔和。录音时间可支持 600 小时/16G 

SD 卡，录音内容可以在 Windows/Mac 及 Linux 上直接播放，并兼

容中国、北美、欧洲各种标准如 BELL202、V23、BT、CCA、ETSI

等，广泛适用于各种制式的程控交换机及各国来电显示标准。录

音介质是通过 SD-FLASH 卡，并配合了自主开发的电话录音管理软

件，使录音内容保留更妥善更简单方便,是目前最成熟的录音电话

产品。用户可以直接在电脑上对录音文件进行复制、删除、保存、

播放、等操作,无须通过软件转换。管理软件拓展了录音电话机的

存储能力，使得更多的电话录音能够保存下来。 

 

 注：当更换新的 SD 卡时必须以“FAT32 文件系统”进行格式化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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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特性：                                           

⊙ 内置 1 个普通铃声+全曲个性化铃声（须外挂 SD 卡） 

⊙ 4 个汉字（8 个英文字母）+16 位 LCD 显示 

⊙ 中文报号、报语音秘书功能（须挂 SD 卡） 

⊙ 来电秀功能：来电显示省份及城市名称同时语音提示（须挂 SD

卡） 

⊙ 主人留言录音及播放（须挂 SD 卡） 

⊙ 分机/本机自动录音/手动录音功能，密码放音功能。 

⊙ 会议录音/来电录音/通话录音及播放所有录音 

⊙ 独立音乐保留（可挂 SD 卡增加音乐曲目）功能 

⊙ 8 级铃声音量、2 级免提音量调节、号码归属地查询功能 

⊙ 3 组 16 位单键功能 

⊙ 46 组来电、46 组贵宾、17 组去电 

⊙ 200 组中文/英文电话本可转存、拨号也可通过 SD 卡删除、新

⊙ 建及修改 

⊙ 50 组语音电话本可转存、拨号也可删除、新建及修改 

⊙ 回拨/追拨功能 

⊙ 本地码、出局码、暂停时间、闪断时间可设置 

⊙ 新来电、重复、保密、出局指示 

⊙ 5 组闹钟（可分每天//单次及自定义设置）功能 

⊙ 锁“0”，全锁功能 

⊙ 智能背光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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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外观： 

 
 
 
 

 
 
 
 
 
 
 
注： 

1、所有购买的 SD 卡在首次使用时，都必须先写入我公司的固定文件方可使用。 

2、我公司所配 SD 卡的固定文件(含文件名)不可任意更改，用户在使用时请先参

阅 SD 卡管理文件夹内使用说明后再操作，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错误发生。 

3、本机所有录音部分在录音时时间必须≥3 秒才会记录，否则视为无效录音处

理将不做记录。 

4、在待机状态如有新留言未读取时，话机显示【有新留言】 
5、低电时无免提功能，因开不了功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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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功能介绍                                     

1.1 中文语音报号，报语音秘书，来电秀功能：来电显示省份及城市名称
同时语音提示省份来电（须挂 SD 卡）。 

1.2 内置 FSK/DTMF 解码器。  

1.3  4 个汉字（8 个英文字母）+16 位 LCD 显示。 

1.4 内置 1个普通铃声+全曲个性化铃声（可外挂 SD 卡）。 

1.5 号码归属地查询功能。 

1.6 预拨号及消号、回拨功能。 

1.7  5 位本地码，１位出局码。 

1.8  2 级免提音量、8 级铃声音量调节及铃声关闭功能。 

1.9  8 组 16 位单键功能。 

1.10 动态存储来去电号码：46 组来电、46 组贵宾、17 组去电(号码存入

CPU 中，掉电会丢失)。 

1.11 独立音乐保留（可挂 SD 卡增加音乐曲目）键。 

1.12 主人留言录音及播放（须挂 SD 卡）。 

1.13 会议录音/来电录音/通话录音及播放所有录音（须挂 SD 卡）。 

1.14 200 组中文/英文电话本可转存、拨号也可通过 SD 卡新建、删除及

修改(号码存入 SD 卡中，掉电不丢失)。 

1.15 50 组语音电话本可转存、拨号也可新建、删除及修改 (号码存入 SD

卡中，掉电不丢失)。 

1.16  5 组闹钟功能（每天/自定义方式可设）。 

1.17  FLASH/PAUSE 时间可设置。 

1.18 机械锁“0”及全锁功能（110，112，119，120，122 开放）。 

1.19 新来电、重复、保密、出局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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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独立留言指示灯及智能背光输出。 

1.21 分机/本机自动录音/手动功能  密码放音功能 

二、功能介绍                                         

设置/确认键 

设置（设有密码状态时，进入菜单需要先输入正确密码后才能进入设置

菜单，默认密码为“8888”同其它的放音密码）。 

挂机状态按“设置/确认”键进入设置状态，LCD 显示设置项， 

按“上翻”/“下翻”或“*”/“#”键选择相应的设置项，按“设置/确

认”键进入相应的设置操作。在设置过程中按“收线”键返回上级菜单。

20 秒内无任何操作，自动退出设置状态。 

日期/时间设置：按“设置”键进入，LCD 提示 

 

 

 

 

 

 

再按“设置/确认”键进入时间设置，此时可设置的数位闪动，直接输入

数字 LCD 将同屏显示年、月、日、时、分钟提示。根据提示分别输入日

期、时间即可，时间为 24 小时制，按“上翻”、“下翻”或“*”、“#”键

移位。设置完分钟后按“设置”键确认并返回上一级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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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录音功能： 

LCD 上方显示“强制录音”时按设置键选择强制录音的开/关功能，LCD

提示“录音关” 

 

 

 

 

 

此时按“上翻/下翻”键可以选择“录音开”，按设置键退出。 

1：强制录音功能：若是在开启状态在摘机通话状态 3 秒钟就自动进入通

话录音；在录音过程中可以按“通话录音”退出并保存录音内容，当并

机摘机通话时本机也会自动录音，并存储。 

2：此功能默认状态为关闭，则需要手动进行通话录音。 

 

设置密码：  

LCD 上方显示“设置密码”时按“设置”键提示“输入密码”此时

输入原密码，输入正确后 LCD 提示“新密码”此时输入一次新的密码，

按设置键 LCD 提示“确认密码”再次输入新的密码，然后按设置键存

储，如两次输入相同，LCD 显示“己更改”提示密码己修改成功，如

果两次输入的密码不相同，则提示“两次不同”，则表示未修改成功，并

返回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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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1．此密码是在通话放音、会议放音、留言放音的查询时需要输入密码才

能够查询，录音是不需要密码的。 

2．此密码默认是 “8888”修改之后的密码存在话机中，当话机掉电之

后若时间回到默认时间后密码也回到默认的“8888”，新密码可以输入数

字 0、1、2、3、4、5、6、7、8、9 。 

3．密码可以输入 0 到 4 位均可，如在输入密码时不输入密码，连续按两

次“设置”键存储则无密码，在播放录音时则不需要输入密码可播放操

作。 

 

振铃次数设置： 

LCD 上方显示 ，下方同屏显示 （默认为 5 

次），按“上翻”、“下翻”或“*”、“#”键可以选择相应的来电进入秘书

振铃次数，共有 3~9 次选择。 

注：1、此设置项须秘书开关设置为开启时，外线来电时方起作用。 

    2、无电池时，不允许进入此设置项。 

3、如无外挂 SD 卡时，无此功能。 

 

防盗开关设置： 

LCD 提示 ，按“设置/确认”键进入防盗开/关选择（默

认为关闭），按“上翻”、“下翻”或“*”、“#”键选择 或 。

（设置过程中可按“设置”键返回上级菜单或摘挂机一次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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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时间设置： 

LCD 显示 ，“设置/确认”键进入，下方显示 （默

认值 3.6 秒），按“上翻”、“下翻”或“*”、“#”键调整时间。可选 0.5 s、

1s、2s、3s、3.6 s、4 s 按“设置”键确认。（设置过程中可按“设置”键返回

上级菜单或摘挂机一次退出。） 

收线时间设置： 

LCD 显示 , “设置/确认”键进入，显示 （表示

FLASH 时间上电默认为 600ms），用“上翻”、“下翻”或“*”、“#”键选

择可设置为 90ms、100ms、110ms、120ms、180ms、270ms、300ms、600ms

及 1000ms；按“设置”键确认。（设置过程中可按“设置”键返回上级菜单

或摘挂机一次退出。） 

 

免扰设置： 

LCD 显示 ，按“上翻”、“下翻”或“*”、“#”键调节免打扰

时间，每按一次增加或减少 30 分钟（若 LCD 显示 表示

非免打扰）。在免打扰期间，除贵宾号码正常响铃外，其余来电不响铃、

不响闹钟。若秘书功能设置为开启，外线录音功能起作用。在免打扰状

态，若 LCD 显示 表示剩余时间为 30 分钟，免扰时间结束或摘挂

机一次退出免打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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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度设置： 

LCD 显示 ，“设置/确认”键进入，下方显示 （上电默

认为 2 级），用“上翻”、“下翻”或“*”、“#”键调整时间。（共 4 级可选

择）选择后按“设置”键确认。（设置过程中可按“收线”键返回上级菜单或

摘挂机一次退出。 

 

铃声设置： 

按“设置/确认”键进入铃声设置，LCD 显示 ，共多种可选（须外

挂 SD 卡）。下方同屏显示  ， 表示为普通 KA2411 铃声； 表示共有多

少个铃声可供选择。除第 1 个铃声外后面的所有曲目都为个性化铃声（曲

目通过 SD 卡自行选定）。按“上翻”或“下翻”键选择，话机同时发出

相应的普通铃声；当话机显示“ ”时为铃声关闭，此时来电话机

不报号（来电报号为开启时）、不响铃声，若秘书功能设置为开启，外线

录音功能起作用。 

注： 

1、此款机为固定外挂 KA2411，在有电池时第 1 种铃声来电时响普通内

置铃；在无电池时第 1 种铃声来电时响外挂的 KA2411。 

2、低电时无 SD 卡功能。 

3、低电时只可在第 1 种铃声和铃声关闭之间选择。 

 

闹钟功能设置： 

LCD 显示 ，按“确认”键进入闹钟设置， LCD 上方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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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同屏显示 ，按“上翻”、“下翻”或“*”、“#”

键选择闹钟组数（共 5 组可选）再按“设置”键确认并进入按“上翻”、

“下翻”或“*”、“#”键可选择单次/每天/周一到周五/周一到周六或自

定义（周一到周日，当选择为自定义后按“设置”键确认后话机显示

此时话机此时按“上翻”、“下翻”或“*”、“#”键选择星期，

当选择到自己想要的星期时再按“0”键确认话机就会在选择的星期后面

打“√”。如还想选择其它星期可再按“上翻”、“下翻”或“*”、“#”键

选择星期后再按“0”键确认即可，可反复操作选择完毕后按“设置”键

确认，话机会把所有选择的星期都显示在中文点阵处供最后校对。）响闹，

下方显示 ，直接输入时间（24 小时制）后按设置键确

认并返回上级菜单。第 2345 组闹钟设置方法同第 1 组。每次闹钟响 50

秒 LCD 同时显示 字样，响闹时由电源供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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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无电池时，不出现此设置项。 

    2、5 组闹钟只要有一组闹钟为开，闹钟图标将点亮。 

 

出局码设置： 

LCD 提示 ，按“设置/确认”键进入，直接输入 1 位号码，按“*” 

键可取消出局码，按“设置”键确认并返回上一级菜单。当设置了出局码

后，对≥6 位的来电号码，回拨时自动加出局码加暂停拨出。 

注 

 

1：当锁“0”及全锁时，不允许进入出局码设置。 

2：出局码设置方便在内部交换机上使用，若设有出局码时，在锁“0”状

态，首位拨号号码为“0”时不锁，只锁“出局码”+“0”字头的号码。在

全锁状态，不锁“出局码”+（110，112，119，120，122）。 



 

3：如出局码设为“0”时 10 位以上非“13 或 15”开头的来电号码，来电接

收号码时如首位只有一个“0”则不过滤。不管号码前面有几个“0”都只

过滤一个“0”。 

 

本地码设置： 

LCD 显示 ，再按“设置/确认”键进入本地码设置直接输入号

码，按“*”键可取消本地码（最多可设 5 位本地码），按“设置”键确认并

返回上一级菜单。设置本地区码后，若来电号码首几位与本地码相同时

将被自动过滤掉，只显示本地码后面的号码。 

 

语音秘书开关设置（默认为关闭）： 

挂机状态按“#”键 3 秒，进入秘书开关设置，再按“#”键可选择开 

或关，当 LCD 显示 表示秘书开启 LCD 上“语音秘书”图标同

时点亮；当 LCD 显示 表示秘书关闭 LCD 上“语音秘书”图标

消失。秘书设为开启，外线来电振铃达到所设次数时，话机播放主人留

言后自动进入外线留言录音状态。 

注：1、无电池时，不允许进入此设置项。 

2、如秘书为关闭，则不进入外线录音。 

3、如无外挂 SD 卡时，无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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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电报号功能设置（默认为关闭）： 

挂机状态按“*”键 3 秒，进入报号开关设置，再按“*”键可选择开 

或关，当 LCD 显示 ，则打开来电报号功能，报号次数为 2 次；

当 LCD 显示 ，则关闭来电报号功能。 

注：1、如无外挂 SD 卡时，无此功能。 

2、无电池时，不允许进入此设置项。 

来电时过滤出局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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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所有来电均过滤出局码后显示来电

号码；再按住“0”键 3 秒 LCD 显示 ，此时所有来电均不过滤

出局码直接显示来电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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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来电显示城市名称将不准

确。 

 

贵宾/查号键： 

在来电查询状态，按此键为贵宾功能，将LCD显示的号码设置为贵

宾号码，同时LCD显示“贵宾” 图标，再按此键一次取消贵宾设置，贵宾

号码不能被删除，不会被新来电号码刷新掉。如要删除贵宾号码必须先

取消贵宾设置方可删除。 

待机状态预拨号后按此键为号码归属地查询键，话机会把所拨号 

码的省份及城市显示出来，按任意键均可退出号码查询状态。 

A：普通号码查询: 

如所拨号码（手机号码除外）位数≥6 位的查询号码可按“回拨”键拨出，

地 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66 号世纪科贸大厦 B 座 11 层 
全国统一销售热线：800-810-9706  800-810-2908  4008-158-111 

第 15 页



 

其拨出方式同来电号码也可直接摘机自动拨出；如所拨号码位数≤5 位

的查询号码则不拨出。 

B：手机号码查询： 

如所拨手机号码首位为“1”开始的号码位数必须是≥7 位才能查出号码

所属城市；如所拨手机号码首位为“01”开始的号码位数必须是≥8 位

才能查出号码所属城市。如没有满足上述两项（A/B）条件就无法查询到。 

注：1、如为新增号码（手机号码、长途区码）本话机无法查询到时，预

拨号后按号码归属地查询键时话机显示 。表示此组号

码在话机现有的数据库中查找不到。 

    2、如无外挂 SD 卡时，无号码归属地查询功能。 
主人留言录放键（须外挂SD卡） 

挂机状态按此键为播放主人留言放音功能，LCD 同时显示 

，在录音过程中再按一下此键，话机自动退出播放主人留言

状态并返回待机状态。 

 

挂机状态按住此键 3 秒话机进入主人留言录音功能，LCD 同时显 

示 下方同屏显示 在主人留言录音的同时开始

计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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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本机有两组主人留言，一组为固化主人留言；一组自录主人 

留言。上电默认是固化在 CPU 里面的主人留言（语音内容“机主不

在，请留言”），也可重新录制主人留言，新录制的主人留言有效。若

未录制主人留言，固化在 CPU 里面的主人留言有效（此组固化的主

人留言无法被删除掉）。 

2、免提、手柄均可录音，后录制的内容可覆盖以前的内容，也可在放主

人留言的过程中按两下“删除”键即可删除该段留言录音。 

3、当所有录音空间录满后，此时无法再录制新主人留言，必须删除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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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后才可再录音。 

4、如无外挂 SD 卡时，无此功能。 
 

会议录放键（须外挂 SD 卡） 

挂机状态按此键进入播放会议录音功能，LCD 显示“输入密码” 

此时输入放音查询密码后按“设置”键确认，密码正确后（无密码时则

直接进入）LCD 显示会议放音下方同屏显示 序号及会议

放音起始时间并播放录音，话机从最后一组录音开始播放，此时可按“上

翻”、“下翻”或“*”、“#”键选择播放会议录音段，在放音的过程中如不

想保留此组录音可按两下“删除”键删除该组录音。如果密码输入错误

显示“错误”输入三次错误后退回待机，无密码时直接进入放音功能。 

挂机状态按住此键 3 秒话机进入会议录音功能，LCD 同时显示 

会议录音下方同屏显示 在会议录音的同时开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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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当所有录音空间录满后，此时无法再录制新会议录音，必须

删除某些内容后才可再录音。 

2、如无外挂 SD 卡时，无此功能。 

 

通话录音键（须外挂 SD 卡） 

在来电或摘机通话过程中，按一次“通话录音”键开始录音，LCD 同 

时显示 下方同屏显示 在录音的同时开始计时，

在录音的过程中再按一下此键话机退出录音状态并返回正常通话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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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无法再录制新通话录音，必须删

除某些内容后才可再录音。 

3、如无外挂 SD 卡时，无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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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放音键（须外挂 SD 卡） 

挂机状态按此键进入播放通话放音功能，LCD 显示“输入密码”此

时输入放音查询密码后按“设置”键确认，密码正确后（无密码时则直

接进入LCD显示 下方同屏显示 序号及通话录

音启始时间并播放录音，在播放的过程中可以按一下“0”字键查看本组

通话录音的来电号码或是拨号的记录，再按一次返回通话录音的序号及

时间，话机从最后一组录音开始播放，此时可按“上翻”、“下翻”或“*”、

“#”键选择播放通话录音段，在放音的过程中如不想保留此组录音可按

两下“删除”键删除该组录音。 

注：如无外挂 SD 卡时，无此功能。 

如果密码输入错误显示“错误”输入三次错误后退回待机，无密码

时直接进入放音功能。 

 

留言放音键（须外挂 SD 卡） 

挂机状态按此键进入播放外线留言放音功能，LCD 显示“输入密码”

此时输入放音查询密码后按“设置”键确认，密码正确后（无密码时则

直接进入）LCD 显示 下方同屏显示 序号及外

线留言录音启始时间并播放录音，在播放的过程中可以按一下“0”字键

查看本组通话录音的来电号码或是拨号的记录，再按一次返回通话录音

的序号及时间话机从最后一组录音开始播放，此时可按“上翻”、“下翻”

或“*”、“#”键选择播放外线留言录音段，在放音的过程中如不想保留

此组录音可按两下“删除”键删除该组录音。 

注：如无外挂 SD 卡时，无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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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密码输入错误显示“错误”输入三次错误后退回待机，无密码时直

接进入放音功能。 

 

来电秀描述：（须外挂 SD 卡） 

（1）设置了出局码,如果第一位是出局码则过滤出局码显示省份及城市。 

（2）设置了本地码，如果收到的是非手机的号码，来电号码首几位与本

地码相同时，将被过滤掉，只显示存储后面的号码，同屏上方显示

“新来电”。如果收到的是手机号码，则显示手机号码，同屏上方显

示相匹配的省份及城市。 

（3）设置了本地码及出局码，如果收到一组非手机的号码，来电号码首

几位与出局码和本地码相同时，将被过滤掉，只显示存储后面的号

码，同屏上方显示“新来电”，话机报出“新来电”。如果收到一组手

机号码，则过滤出局码后显示后面的号码，同屏显示相匹配的省份

及城市，话机报出“新来电”。 

来电查询：如为长途来电号码，显示相对应的省份及城市名称。如为本

地来电号码，则显示“来电查询”。如果有出局码话机将自动识别出局码

后面的号码。 

去电查询：如为长途来电号码，显示相对应的省份及城市名称。如为

本地来电号码，则显示“去电查询”。如果有出局码话机将

自动识别出局码后面的号码。 

具体范例如下： 

（1）设置出局码为“9”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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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线发送：907558289XXXX/ 91363287XXXX（深圳号码）    

话机显示： 07558289XXXX/  1363287XXXX  

文字显示：    深圳    /     深圳  

话机报出：广东深圳   /  广东深圳  

（2）设置本地码为“0755”时 

外线发送： 07558289XXXX/ 1363287 XXXX（深圳号码） 

话机显示：    8289XXXX / 1363287 XXXX 

文字显示： 新来电     /   深圳 

话机报出： 新来电    /新来电 

（3）设置出局码为“9”，设本地码为“0755”时 

外线发送：907558289XXXX / 91363287XXXX（深圳号码） 

话机显示：     8289XXXX / 1363287 XXXX  

文字显示： 新来电     /   深圳  

话机报出： 新来电    /新来电  

外线发送：907698289XXXX/  90136XXXXXXXXX（东莞号码） 

话机显示： 07698289XXXX/  0136XXXXXXXXX 

文字显示：     东莞    /    东莞 

话机报出： 广东东莞   / 广东东莞 

注：1、无法识别的省份或城市来电全部显示为“新来电”，语音也报为“新

来电”。 

2、如用户使用的交换机所送号码没带出局码建议把来电过滤出局

码功能设置为关闭，否则来电显示城市名称将不准确。详细操作

见“3.1.13”设置项。 

3、如无外挂 SD 卡时，无此来电秀功能。 

 

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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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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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连续收码的测试模式），同时需关闭语音、和弦，选择普通

铃声，才能连续接收来电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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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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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拨出的是长途号码，话机计时后将显示城市名称。来电号码如有 

城市区码也一样显示城市名称（须外挂 SD 卡）。 

此款机所有语音、长途码数据库及录音部分都存在 SD 卡中，固如不外 

挂 SD 卡与上述功能相关联的功能部分均不起作用。 

除锁“0”、全锁选项外，其余选项需上电复位后方起作用。 

此款机为固定外挂 KA2411，在有电池时第 1 种铃声来电时响普通内

置铃；在无电池时第 1 种铃声来电时响外挂的 KA2411。 

 

查询键 

在摘挂机状态按此键进入号码查询功能，话机显示 在按

此键或按“上翻”、“下翻”或“*”、“#”键，可选择查询来电、查询去电

号码，选定后按“设置/确认”键入相应的号码查询，在查询过程中可按

“删除”键删除也可按“回拨”键或摘机拨出。 

注：如用户的 KB 板键盘排列不够，可不排去电、上翻、下翻键，直接

用查询键取代。因此键中包含以上三键的功能可轮流查阅。如有做

以上三键建议用户不排查询键以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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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电话本键（须外挂 SD 卡） 

语音电话本查询与删除 

按“语音电话本”键进入语音电话本设置状态，LCD 显示 此时

按 “上翻”、“下翻”或“*”、“#”键选择新建或查询。当选择为查询时，

LCD 显示 再按一下“语音电话本”键确认并进入号码查询，此时

可按“上翻”、“下翻”或“*”、“#”键进行顺序翻查，在查询号码的同时

如此组号码录有语音的话，话机会在显示号码的同时把此组号码的语音

播放出来。在查询的过程中可连按两下“删除”键删除该号码及语音也

可按收线键退出语音电话本操作菜单。 

 

语音电话本新建 

当选择为新建时，LCD 显示 再按一下“语音电话本”键确认

话机显示 直接输入号码（如输入号码有误可按“删除”键逐位删除

号码后重新输入），号码输入完成后按“语音电话本”键确认话机同时显示

，此时可录这组号码的语音部分，话机在录音的同时开始倒计时

最长语音时间可录10秒录音完成后按“语音电话本”键确认并进入下一条

语音电话本编辑（最多可存 50 组）。如果语音电话本已存满，LCD 显示

，此时不允许输入。在编辑过程中可按收线键退出语音电话本操

作菜单。 

 

来电号码转存到语音电话本： 

查询到需转存到语音电话本的来电号码时，按“设置”键后再按“语

音电话本”键，LCD 提示 显示转存的来电号码此时可对该号码进

入添加或修改，再按“语音电话本”键确认号码的同时话机显示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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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录这组号码的语音部分，话机并开始倒计时最长语音时间可录 10

秒，录音完成后按“语音电话本”键确认并进入下一条语音电话本编辑。

在转存过程中可按“收线”键退出语音电话本操作菜单。 

 

语音电话本号码的接收 

外线来电收 call 时，如接收到的号码与语音电话本里的号码相同，

话机播放两遍此组号码的录音（须此组电话号码录有语音），如不同则为

正常收 call 及报来电号码。 

注：1、此功能须来电报号为开启状态。 

    2、无外挂 SD 卡时按语音电话本键无功能。 

3、低电时无此功能。 

 

单键存储（M1~8） 

号码+ “设置”+ Mi（i=1~8） 

例：待机状态预拨输入 12345678 后按“设置”键再按“M1”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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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键号码的删除 

挂机状态按 Mi（i=1~3）键话机显示存储的号码，如想清除该 M 键的号

码可连续按两下“删除”键删除同时 LCD 显示【单键】下方同屏显示

。 

地 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66 号世纪科贸大厦 B 座 11 层 
全国统一销售热线：800-810-9706  800-810-2908  4008-15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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