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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588 数字车载台 

使用说明书 
致用户 

鸣谢！ 

欢迎选购本公司生产的 KIRISUN 牌车载电台。我们相信本产品将给您的生

活和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 

KIRISUN 牌车载电台采用了先进的技术和精湛的工艺，我们希望本产品的

质量和功能将会使您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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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须知 
◆ 请您在使用本产品之前仔细阅读本说明书，以便您能更轻松自如的操作本机。

当您使用本产品时，我们认为您已经阅读了本说明书。 

◆ 请妥善保存本说明书，以供日后参考或使用本产品的人均可阅读。 

◆ 为了维护您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请您在购买本公司产品时认真如实地填写

《用户保修卡》，并索取真实有效的购买凭证。 

◆ 本产品的所有部分包括配件等，其相关知识产权等归本公司或本公司授权的

相关主体所有，未经权利主体许可，不得任意地仿制、拷贝、摘抄或转译。 

◆ 因本产品涉及升级或改善，本公司保留不必事先通知即可随时变更此本说明

书中所述软件及硬件规格的权利。本说明书所提到的产品规格及信息只作参考。 

◆ 所有文字虽经仔细核对，难免有错漏，对此本公司保留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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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须知 
政府法令禁止在政府管辖地区范围内未经许可进行无线电发射机的操作。非法操

作将受到罚款或者拘捕的处罚。维修仅可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 

安全性：使用者对使用电台的一般危险性的了解和认识很重要。 

警告：易爆环境（气体、粉尘以及烟雾等）加油或者停车于加油站时，请关闭电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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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池 
请遵守以下注意事项，以防止发生火灾、人身伤害以及损坏电台： 

◆建议电台的使用率为发射 1 分钟，接收 4 分钟。长时间发射或在高功率模式下

连续使用将造成本机背面发热。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请不要拆装本机。 

◆请勿让电台受到长时间的阳光直射，也不要将电台放在加热装置附近。 

◆请勿将电台放在极度多尘、潮湿以及溅水之处，也不要将它放在不平稳的表面

上。 

◆如果发现从电台发出异常气味或者冒烟，应立即切断电源。然后与当地的经销

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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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箱检查 
请小心打开包装盒，确认盒内是否包含以下物件。如有任何物件丢失或损坏，请与

您所购产品的经销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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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清单列表 

序号 物品 数量 

1 主机 1 

2 手咪 1 

3 安装支架 1 

4 话筒支架，带 3 颗 ST4*16 自攻螺钉 1 

5 保险丝 2 

6 电源线 1 

7 ST5*16 自攻螺钉 4 

8 塑胶手柄螺钉，含配套平垫圈和弹簧垫圈 4 

9 合格证 1 

10 使用说明书或快速用户手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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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熟悉本机 

2.1 外观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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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件名称 序号 部件名称 

1 LED 指示灯 2 喇叭，扬声器 

3 菜单/确认键 4 上下左右键 

5 
P1~P3（可编程键）
下移键 6 手咪/编程接口 

7 紧急报警键 8 LCD 显示屏 

9 开/关机键 10 返回键 

11 音量/信道旋钮 12 RF 天线接口 

13 外置喇叭接口 14 3G/4G 天线接口(选配) 

15 GPS 天线接口(选配) 16 蓝牙天线接口(选配) 

17 电源接口 18 PTT 按键 

19 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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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可编程按键 

为了方便您对本机的操作，本机提供的可编程按键（P1、P2、P3）可通过经销商编

程设置为功能快捷键。 

序号 可编程功能 用途 

1 无功能 无任何功能，并提示错误按键音。 

2 功率级别调整 快速调整发射功率等级。 

3 监听 

模拟信道带有信令时，按此键可切换到载波

静噪模式，即取消信令功能，载波匹配时输

出声音，再次按键回到最初状态。 

4 静噪开关 
打开/关闭静噪功能，可用于收听模拟信道上

的微弱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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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静噪级别 调整接收信号时所需要的信号强度。 

6 扫描 
收听其他信道上的通信活动，按此键可开启/

关闭扫描功能。 

7 杂散删除 
从扫描列表中删除不需要的活动信道，使本

次扫描不再扫描该信道。 

8 LCD 背光类型 
进入“屏幕背光”界面，在此界面可调整 LCD

背光关闭时间。 

9 转发器/脱网 

在允许中继的信道，选择中继/脱网模式。 

中继模式即通过转发器与其他终端进行通

信；脱网模式即与其他终端直接通信。 

10 区域选择 快速切换当前呼叫区域。 

11 待机界面 快速返回待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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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守候信道 可以直接跳转到预设的信道。 

13 键盘锁定 可以锁定或解锁键盘。 

14 一键呼叫 1~6 
呼叫快捷键，按下一键呼叫后，发送对应的

呼叫、短消息功能。 

15 扰频*/加密 

在支持扰频*/加密的信道打开/关闭加密功

能。 

扰频*可实现语音加密，保障通信私密性；加

密可实现语音或短消息加密，保障通信私密

性。 

16 联系人 进入“联系人”界面。 

17 短消息 进入“短消息”界面。 

18 通话记录 进入“通话记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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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呼叫提示 
在查看或选中个呼联系人/呼叫提示联系人

时，按下此键可以向该联系人发送呼叫提示。 

20 发射中断 中断当前信道的呼叫，使此信道为空闲状态。 

 

说明： 

同一按键的短按和长按可实现不同功能，具体可由经销商设置。 

短按：按下并快速松开。 

长按：按下并保持编程预设的时间后才松开。(此时间可由编程设置中长键时间设

定。) 

*表示该功能暂待开发。 

2.3 LCD 图标指示 

图标名称 图标显示 终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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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强度 
 无信号。 

  信号条数越多，信号越强。 

短信息 
 接收到短消息/有未读短消息。 

 收件箱已满，此图标会闪。 

加密或扰频  模拟扰频或数字加密功能开启。 

语音静音  静音模式，音量调到 0 级表示静音。 

发射功率 
 高功率发射。 

 低功率发射。 

脱网  
如果脱网功能关闭，直通模式显示

此图标。 

紧急报警  工作紧急报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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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功能 
 GPS 定位成功，正在接收数据。 

 GPS 功能使能，但接收不到数据。 

扫描 

 图标旋转，正在扫描。 

 /  
扫描停留在优先信道 1 或优先信道

2。 

 扫描停留在常规信道。 

附件连接  USB 连接标识。 

单独工作 
 

单独工作功能开启。 

呼叫 
 正在发起一个呼叫。 

 正在收到一个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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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道类型 

 正在进行单呼。 

 正在进行组呼。 

 正在进行全呼。 

 

2.4 LED 灯指示 

指示灯状态 终端工作状态 

红灯亮 对讲机正在发射。 

绿灯亮 对讲机正在接收。 

橙灯亮 
对讲机接收到呼叫自动复位时间内（模拟）*或者呼

叫挂起时间内（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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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灯闪 
对讲机在报警状态；接收到一个未接呼叫、呼叫提示

或者在对讲机正在扫描。 

红灯闪 正在接收紧急告警或者对讲机开机自检失败。 

 

3. 车台安装 
安装本车台之前，请务必仔细阅读以下安装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选择车台的安装位置时，建议考虑是否便于使用，应避免车辆在较差条件行驶时

对人员造成危害。 

 在钻孔安装时，请注意避免损坏车辆或其它设备内部电缆。 

 车台后应预留足够的空间，以便电缆连接。 

 请保持电源线在车内有充分的松弛量，以便电台可以在连接电源的状态下拆装维

修。 



DM588 数字车载台                                                          使用说明书 

 13 

 

 在更换保险丝时，请务必确保使用符合规格的保险丝。 

安装步骤 

1. 用 ST5*16 自攻自钻螺钉将安装支架安装在车辆内部便于使用的位置。 

2. 用 2 颗塑胶手柄螺丝将主机固定在安装支架上。 

3. 将长电源线布好线，并连接开放端到发动机电瓶或其它电源上（供电电压不能超

过 16V）。注意红线接正极，黑线接负极。 

4. 安装随机提供的保险丝，并将电源线插头端插入主机尾部电源接口。 

5. 连接天线至车台。 

6. 用 3 颗 ST4*16 自攻螺钉将手咪固定座安装在便于使用的位置。 

7. 将手咪插头插入车台手咪接口（须将手咪插头上的方向标识朝上），顺时针旋转

手咪插头上的自锁盖。当自锁盖碰到车台上对应卡槽时，请稍压入并继续旋转至旋

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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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拆卸手咪时，逆时针旋转手咪插头上的自锁盖至可拔出手咪插头即可。 

4. 基本功能与操作 

4.1 开/关机 

 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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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机状态下，请长按“开/关机”键，直至 LCD 显示屏显示开机画面，背光灯自动开

启，对讲机发出“滴滴”提示音。 

 关机 

开机状态下，请长按“开/关机”键，直至出现关机提示界面，关闭对讲机电源。 

4.2 选择区域 

区域是一个信道组，即您可将相同属性的信道列入到同一区域中，以便您在不同工

作场合下，能够快速切换到不同信道组。本机最多支持 16 个区域，每个区域最多容

纳 16 个信道。 

1. 在待机界面，按“菜单”键进入菜单。 

2.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区域”。 

3. 按“确认”键，进入“区域”菜单。 

4.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所需区域。 

5. 按“确认”键切换至所选区域。 

4.3 选择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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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待机界面，LCD 显示当前选择信号信息。在待机界面，按“上移”/“下移”键可

在本区域内切换信道。 

或在信道切换界面，旋转旋钮，顺时针增大信道号，逆时针减少信道号。 

说明： 

每个信道均可配置为模拟信道或者数字信道。当从数字模式切换到模拟模式时，

部分功能不可用，如短消息，在菜单中隐藏该功能。 

4.4 调节音量 

顺时针旋转“音量控制”旋钮可增大音量，逆时针旋转可减小音量。 

4.5 音量/信道切换 

默认旋转旋钮为调节音量，按一下旋钮切换到信道切换模式，退出信道切换回退

到音量调节模式。 

4.6 发起呼叫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发起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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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默认联系人发起呼叫 

如果本机在每个信道预设有相应的默认联系人，您可以按 “PTT”键即可直接向默

认联系人发起呼叫。 

 通过选择联系人发起呼叫 

1. 在待机界面，按“菜单”键，进入“菜单”界面。 

2.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联系人”。 

3. 按“确认”键，进入“联系人”菜单界面。 

4.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联系人列表”，进入“联系人列表”界面。 

5.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所需呼叫的联系人。 

6. 按“PTT”键发起呼叫。 

 通过手动拨号发起呼叫 

1. 在待机界面，按“菜单”键，进入“菜单”界面。 

2.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联系人”。 

3. 按“确认”键，进入“联系人”菜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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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手动拨号”，进入“手动拨号”界面。 

5. 输入所需呼叫联系人 ID 号。 

6. 按“PTT”键发起呼叫。 

 通过一键呼叫键发起呼叫 

一键呼叫键（可编程键）可以让向预设的个呼或组呼联系人发起呼叫。每个一键呼

叫键只对应一个联系人，可设置多个可编程键为一键呼叫键。您可通过经销商进行

设置。 

4.7 接收/回复呼叫 

接收到呼叫时，本机自动切换到接收状态：LED 绿灯亮，LCD 显示呼叫的图标类型 

( 表示个呼、 表示组呼、 表示全呼)、别名或 ID 和呼入图标 。 

在呼叫挂起时间内，可按“PTT”键回呼当前联系人。 

说明： 

如需接收其他用户的组呼呼叫，必须设置本机为该组成员。您可通过经销商进行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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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级功能 

5.1 短消息 

本机提供接收/发送短消息功能，短消息最长可输入 300 个字符。 

5.1.1 编写和发送信息 

1. 在待机界面，按“菜单”键，进入“菜单”界面。 

2.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短消息”。 

3. 按“确认”键，进入“短消息”菜单界面。 

4.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新建短信”，进入短消息编辑界面。 

5. 输入短信内容。 

说明： 

 旋转“音量控制”旋钮可移动光标。 

 按“#”键可切换输入法，按“*”键可切换字母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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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数字输入模式下，按“1”输入标点符号。 

 按“删除”删除光标前一个字符。 

6. 短消息编辑完毕，按“确认”键。 

7.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选择“发送”，进入联系人选择界面。 

8. 选择目标联系人，按“确认”键发送。 

成功发送，LCD 显示“发送消息成功”，并发出成功提示音；否则，显示“发送消

息失败”，并发出发送失败提示音。返回短消息菜单界面。 

5.1.2 发送快捷消息 

本机最多支持十条快捷信息，您可通过经销商设置快捷消息。在发送预设的快捷信

息前，您可编辑该预设信息。 

1. 在待机界面，按“菜单”键，进入“菜单”界面。 

2.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短消息”。 

3. 按“确认”键，进入“短消息”菜单界面。 

4.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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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确认”键，进入模板短消息选择界面。 

6.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所需发送的模板短消息。 

7. 按“确认”键，进入短消息编辑界面。 

8. 短消息编辑完毕，按“确认”键。 

9.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选择“发送”，进入联系人选择界面。 

10. 选择目标联系人，按“确认”键发送。 

5.1.3 接收短消息 

当接收到新的短消息时，LCD 提示接收到新短消息并在状态栏显示有未读短消息图

标 。 

您可以通过“菜单>短消息>收件箱”，进入“收件箱”读取短消息。 

5.2 信道扫描 

为了接收更多信道上的话音和数据，您可以通过编程设置对其他信道进行扫描。本

机最多支持 16 个扫描列表，每个扫描列表最多支持 16 个信道，支持模拟信道和数

字信道混合扫描。您可以将不同的信道列入不同的扫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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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对扫描列表进行添加、删除和编辑优先级等操作。 

5.2.1 编辑扫描列表 

查看扫描列表 

1. 在待机界面，按“菜单”键，进入“菜单”界面。 

2.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扫描”。 

3. 按“确认”键，进入“扫描”菜单界面。 

4. 选择“查看扫描列表”。以查看扫描列表中成员（ 代表优先信道 1， 代表优

先信道 2， 代表常规信道）。 

说明： 

一个扫描列表中，最多可分别设置一个优先信道 1 和一个优先信道 2。如果没有

设置，则相应的项不显示。 

添加扫描信道 

1. 进入“编辑扫描列表”，选择“添加”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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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目标信道，添加到扫描列表中。 

删除扫描信道 

1. 进入 “编辑扫描列表”，然后选择“删除”菜单。 

2. 选择目标信道，将目标信道从扫描列表中删除。 

编辑优先级信道 

1. 进入“编辑扫描列表”，选择“编辑优先级”。 

2. 设置优先信道。 

进入编辑扫描优先级菜单，选择“设置优先信道 1”或者“设置优先信道 2”进行设

置。 

3. 取消优先信道。 

进入编辑扫描优先级菜单，选择“取消优先信道”进行设置。 

5.2.2 开/关扫描 

1. 在待机界面，按“菜单”键，进入“菜单”界面。 



DM588 数字车载台                                                          使用说明书 

 24 

 

2.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扫描”。 

3. 按“确认”键，进入“扫描”菜单界面。 

4.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扫描开关”。 

5. 按“确认”键，进入“扫描开关”界面。 

6.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开启扫描”或者“关闭扫描”。 

7. 按“确认”键，开启或者关闭扫描。 

说明： 

在扫描过程中，车台只在选定信道（扫描开始信道）上接收数据（短消息，GPS，

遥测或 PC 数据）和数字信令。 

5.2.3  扫描时响应发射 

扫描到某个信道上有活动时，车台将会停留在该信道上进行收听。在信道上停留的

时间被称为扫描挂起时间（通过写频软件设置）。 

1. 保持麦克风靠近嘴部，如果信道空闲指示功能使能，当目标对讲机松开“PTT”

时，您将听到一声短提示音（信道空闲指示提示音），表示信道空闲可进行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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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扫描挂起时间内按“PTT”键，LED 红灯亮。 

3. 等待通话允许提示音结束（如果已使能提示音），可对着麦克风说话。 

4. 松开“PTT”键，可接收。 

5. 如果您不在扫描挂起时间内响应，对讲机将恢复扫描其它的信道。 

5.2.4  删除噪声信道 

如果在某个信道经常产生不需要的干扰或噪声，您可以按住编程为“杂散删除”键，

将该信道从扫描列表中临时删除。 

说明： 

优先信道、选定信道以及扫描列表中只有一个信道时，该信道不可删除。 

5.3 紧急报警 

当遇到紧急情况时，您可以用紧急报警功能向其他用户或控制中心发送报警信息。

紧急报警有最高优先权，您可以在任何时刻，即无论车台处于发射或接收状态，均

可进行紧急报警。 

本机支持以下 3 中紧急报警模式，您可以通过经销商设置其中一种模式到紧急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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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 

 仅紧急报警 

在此模式下，您只能通过按“紧急报警”快捷键向其他用户或控制中心发送报警信

息，不能与对方进行通话。 

 紧急报警和呼叫 

在此模式下，按“紧急报警”快捷键向其他用户或控制中心发送报警信息。按“PTT”

键对着麦克风讲话，您的语音和背景语音信息将被发送至接收方。 

 语音跟随紧急报警 

在此模式下，按“紧急报警”快捷键向其他用户或控制中心发送报警信息。对着麦

克风讲话无需按“PTT”键，您的语音和背景语音信息将被发送至接收方。 

每种模式下均有以下 4 中报警类型，您可以通过经销商任选其一： 

 仅鸣笛 

报警时，只在本机进行鸣笛报警，控制中心将不能接收到任何报警信号。 

 正常 

报警时，发送紧急报警，有声音和视觉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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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密 

报警时，发送紧急报警，没有声音和视觉指示，收到话音后不开启扬声器，直到按

“PTT”键发起呼叫。 

 秘密有语音 

报警时，发送紧急报警，没有声音和视觉指示，可接收呼叫，直到按“PTT”键发

起或者响应呼叫。 

5.3.1 发送紧急报警 

按编程为“紧急报警”快捷键，进入紧急报警模式，状态栏显示 ，LCD 显示报警

组呼别名或/ID，紧急报警图标 ，呼出图标 。 

收到应答时，LCD 提示“紧急报警成功”。 

没有收到应答，预设报警次数用完时，LCD 提示“紧急报警失败”，自动退出紧急

警报模式。 

说明： 

如果报警模式为秘密、秘密有语音，紧急报警将不提供声音和视觉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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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接收紧急报警 

只有使能了“紧急报警指示”，车台才能接收紧急报警。否则，紧急报警将被忽略

（通过写频软件设置）。 

需要接收紧急警报，必须将本机设置为该组的成员（通过写频软件设置）。 

当接收到紧急报警时，LCD 状态栏显示紧急报警图标 ，LCD 显示报警方别名或/ID，

紧急报警图标 和紧急报警类型图标。对讲机周期性地响报警提示音，LED 红灯快

闪，按任何键可清除。 

5.3.3 退出紧急报警 

退出紧急报警模式有以下几种情况： 

 仅紧急报警模式，收到紧急报警应答。 

 紧急报警预设报警次数用完后，未收到应答。 

 长按“紧急报警”快捷键。 

5.4 呼叫记录(仅数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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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呼叫记录功能，您可以查看和管理最近的呼出记录、已接记录、未接记录。呼

叫记录仅保存个呼呼叫，不记录组呼呼叫。本机仅在数字模式下提供呼叫记录功能。 

5.4.1 查看最近的呼叫 

1. 在待机界面，按“菜单”键，进入“菜单”界面。 

2.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通话记录”。 

3. 按“确认”键，进入“通话记录”菜单界面。 

4.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未接记录”、“呼出记录”或者“已接记录”。 

5. 按“确认”键，进入相应记录列表。 

6.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所需查看的记录。 

7. 选择“详情”，以查看该条记录的详细信息。 

8. (可选)按“PTT”键，可呼叫该记录对应的联系人。 

5.4.2 存储呼叫记录至联系人列表 

1. 在呼叫记录列表中，选择所需存储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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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保存”，进入“添加联系人”界面。 

3. 输入联系人名称。 

4. 选择“确认”，以保存联系人。 

5.4.3 删除呼叫记录 

删除单条记录 

1. 在呼叫记录列表中，选择所需删除的记录。 

2. 选择“删除”。 

3. 选择“确定”，以删除该条记录。 

删除列表中全部记录 

1. 在待机界面，按“菜单”键，进入“菜单”界面。 

2.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通话记录”。 

3. 按“确认”键，进入“通话记录”菜单界面。 

4.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未接记录”、 “呼出记录”或者“已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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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确认”键，进入相应记录列表。 

6. 选择“全部删除”。 

7. 选择“确定”，清空该列表的全部记录。 

5.5 对讲机设置 

5.5.1 切换语言 

您可以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切换本机的显示语言。 

1. 在待机界面，按“菜单”键，进入“菜单”界面。 

2.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设置”。 

3. 按“确认”键，进入“设置”菜单界面。 

4.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语言选择”。 

5. 按“确认”键，进入“语言选择”界面。 

6. 选择所需的语言，按“确认”键。 

5.5.2 设置提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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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开启/关闭提示音，并调整提示音音量。 

1. 在待机界面，按“菜单”键，进入“菜单”界面。 

2.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设置”。 

3. 按“确认”键，进入“设置”菜单界面。 

4.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提示音设置”。 

5. 按“确认”键，进入“提示音设置”界面。 

6.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提示音开关”。 

7. 按“确认”键，进入“提示音开关”界面。 

8. 开启或者关闭提示音。 

说明： 

  “所有提示音关”，关闭所有提示音。 

 “所有提示音开”，开启所有提示音。 

 “呼出提示音”，开启/关闭呼出提示音。 

 “个呼提示音”，开启/关闭接收到个呼的提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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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呼提示音”，开启/关闭接收到组呼的提示音。 

 “按键提示音”，开启/关闭按键提示音。 

 “信息提示音”，开启/关闭接收到短消息的提示音。 

9. （可选）按“上移”/“下移”键可增大或减小提示音音量。 

10. 按“确认”键，完成设置。 

5.5.3 设置功率级别 

您可以为每个信道设置高/低功率。 

1. 在待机界面，按“菜单”键，进入“菜单”界面。 

2.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设置”。 

3. 按“确认”键，进入“设置”菜单界面。 

4.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功率级别设置”。 

5. 按“确认”键，进入“功率级别设置”界面。 

6. 切换高/低功率，以设置新的功率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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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静噪级别设置(仅模拟信道) 

您可以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调节对讲机的静噪级别，以过滤掉弱信号下不需要的呼叫。 

1. 在待机界面，按“菜单”键，进入“菜单”界面。 

2.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设置”。 

3. 按“确认”键，进入“设置”菜单界面。 

4.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静噪级别设置”。 

5. 按“确认”键，进入“静噪级别设置”界面。 

6.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所需要切换的静噪级别。 

7. 按“确认”键，完成设置。 

5.5.5  开启/关闭 LED 指示 

您可以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开启/关闭 LED 指示。 

1. 在待机界面，按“菜单”键，进入“菜单”界面。 

2.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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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确认”键，进入“设置”菜单界面。 

4.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LED 指示”。 

5. 按“确认”键，进入“LED 指示”界面。 

6. 设置开启或关闭指示灯。 

7. 按“确认”键，完成设置。 

5.5.6 查看对讲机信息 

您可以查看本机的 ID、序列号、固件版本、硬件版本等信息。 

1. 在待机界面，按“菜单”键，进入“菜单”界面。 

2.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设置”。 

3. 按“确认”键，进入“设置”菜单界面。 

4.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对讲机信息”。 

5. 按“确认”键，查看本机的详细信息。 

5.6 对讲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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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设置 GPS（仅数字信道） 

开启 GPS 功能时，车台将显示本机当前定位信息，也可以提供位置更新给位置应用

软件服务器（通过写频软件设置）。 

1. 在待机界面，按“菜单”键，进入“菜单”界面。 

2.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应用”。 

3. 按“确认”键，进入“应用”菜单界面。 

4.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GPS”。 

5. 按“确认”键，进入“GPS”界面。 

 开启或关闭 GPS 

6.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GPS 开关”。 

7. 按“确认”键，进入“GPS 开关”界面。 

8. 开启或关闭 GPS。 

9. 按“确认”键，完成设置。 

 查看 GPS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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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GPS 信息”。 

11. 按“确认”键，进入“GPS 信息”界面，以查看日期、时间、维度、经度、

定位卫星等 GPS 信息。 

5.6.2 设置时间 

您可以通过菜单来设置本机的显示时间。 

1. 在待机界面，按“菜单”键，进入“菜单”界面。 

2.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应用”。 

3. 按“确认”键，进入“应用”菜单界面。 

4.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时间”。 

5. 按“确认”键，进入“时间”菜单界面。 

6. 选择“时间显示”，开启或者关闭待机界面右下角的时钟显示。 

7. 按“确认”键，返回“时间”菜单界面。 

8. 选择“时间格式”，设置时间格式为“12 小时制”或者“24 小时制”。 

9. 按“确认”键并返回“时间”菜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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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选择“日期显示”，开启或关闭待机界面左下角的日期显示。 

11. 按“确认”键并返回“时间”菜单界面。 

12. 选择“日期格式”，按“上移”/“下移”键选择所需的日期显示格式。 

13. 按“确认”键并返回“时间”菜单界面。 

14. 选择“设置时间”，按“上移”/“下移”键选择时间或日期进行修改。 

15. 按“确认”键，完成设置。 

5.7 对讲机检查 

您可以在不干扰对方的情况下，对某个联系人发起对讲机检查，以确认该联系人是

否开机或在当前信道使用。 

1. 在待机界面，按“菜单”键，进入“菜单”界面。 

2.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联系人”。 

3. 按“确认”键，进入“联系人”菜单界面。 

4.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联系人列表”。 

5. 按“确认”键，进入“联系人列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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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所需检测的个呼联系人。 

7. 选择“对讲机检查”。 

8. LCD 上显示所检测的个呼联系人别名或 ID，指示正在发送对讲机检查，LED 亮红

灯，等待目标用户应答。 

如果所检测的联系人在系统中激活并成功应答，发送方显示“检测成功”，否则显

示“检测失败”。 

说明： 

如果“对讲机检查”在发送等待应答过程中，短按“开/关机”键，对讲机将终止

重发退出对讲机检查模式。或者预设检测次数用完，对讲机未收到应答，将自动

退出发送模式，提示“检测失败”。 

5.8 呼叫提示 

如果您是呼叫提示授权用户，您可以通过呼叫提示功能要求某个联系人进行回拨。 

5.8.1  接收、应答呼叫提示 

1. 接收到呼叫提示时，如已使能呼叫提示解码，对讲机将自动回复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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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CD 显示屏显示“呼叫提示...”，呼叫方别名/ID。 

3. 对讲机周期性地发出呼叫提示音，LED 闪橙灯。 

4. 按“PTT”键回拨呼叫方，按其它键，忽略此次呼叫提示。 

5.8.2  发起呼叫提示 

1. 在待机界面，按“菜单”键，进入“菜单”界面。 

2.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联系人”。 

3. 按“确认”键，进入“联系人”菜单界面。 

4.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联系人列表”。 

5. 按“确认”键，进入“联系人列表”界面。 

6.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目标个呼联系人。 

7. 选择“呼叫提示”。 

8. LCD 上显示目标个呼联系人别名或 ID，指示正在发送呼叫提示，LED 亮红灯，等

待目标用户应答。 

如果对方成功应答，发送方显示“呼叫提示成功”，否则显示“呼叫提示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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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呼叫提示”在发送等待应答过程中，短按“开/关机”键，对讲机将终止重

发退出呼叫提示模式。或者预设呼叫次数用完，对讲机未收到应答，将自动退出

发送模式，提示“呼叫提示失败”。 

5.9 遥晕/激活对讲机 

如果您是对讲机遥晕/激活授权用户，您可以通过该功能发送空中信令遥晕或激活某

个联系人的对讲机。被遥晕的对讲机进入遥晕状态，不能发起呼叫，只能接收激活

命令。只有通过授权用户的激活命令才能激活被遥晕的对讲机，激活后的终端可恢

复正常使用。此功能可用于阻止任何未授权的使用，或防止丢失的对讲机被使用。 

5.9.1 发送遥晕、激活命令 

1. 在待机界面，按“菜单”键，进入“菜单”界面。 

2.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管理功能”。 

3. 按“确认”键，进入“管理功能”菜单界面。 

4. 选择“遥晕”或“激活”。 

5. LCD 显示目标联系人别名或 ID，提示正在发送遥晕/激活指令，LED 亮红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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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目标用户应答。 

如果收到对方成功应答，屏幕提示“遥晕成功”/“激活成功”，否则提示“遥晕请

求失败”/“激活请求失败”。 

说明： 

如果在发送等待应答过程中，短按“开/关机”键，对讲机将终止重发退出遥晕/

激活模式。或者预设呼叫次数用完，对讲机未收到应答，将自动退出发送模式，

提示发送失败。 

5.9.2 接收遥晕/激活指令 

1. 目标用户接收到遥晕/激活命令，成功进入遥晕状态则自动应答操作成功给发起用

户，否则应答操作失败。 

2. 被成功遥晕的用户回到主界面，只显示信道别名、组别名，进入遥晕状态。不接

收除了激活命令之外的所有信息，除了开/关机外不能进行其他操作。 

3. 被成功激活的用户将从遥晕状态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 

5.10 远程监听 

您可以通过远程监听功能来打开某联系人对讲机上的麦克风（仅用户别名或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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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无语音或可见指示出现在对方对讲机上。您可以使用该功能远程监听对方的语音

和背景语音信息。 

您的对讲机必须进行预设以允许您使用该功能。 

1. 在待机界面，按“菜单”键，进入“菜单”界面。 

2. 按“上移”/“下移”键选择“管理功能”。 

3. 按“确认”键，进入“管理功能”菜单界面。 

4. 选择“远程监听”。 

5. 选择所需监听的某个联系人。 

6. LCD 显示目标联系人别名或 ID，并显示远程监听和 ，指示正在发起远程监听

指令，LED 亮红灯，等待目标用户应答提示。 

如果收到对方的应答，远程监听图标为 ，并开始接收来自被监听对讲机的声音

信号，至预设的持续时间结束，对讲机提示“远程监听结束”，且 LED 指示灯熄灭。 

如果在预设发送次数用完后未成功接收到应答，则提示“远程监听请求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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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在发送等待应答过程中，短按“开/关机”键，对讲机将终止重发退出远程监

听模式。或者预设发送次数用完，对讲机未收到应答，将自动退出发送模式，提

示“远程监听失败”。 

5.11 单独工作 

单独工作功能是指对讲机在预设响应时间时间内无任何操作（例如按任何键），则

自动进行紧急警报。该功能需要使用写频软件对对讲机进行预设。 

1. 如果您在预设响应时间内未操作对讲机，对讲机将在预设时间到达前通过声音提

示发出预先警告。 

2. 在预先警告发出后，您可按任意键确认以退出警告。 

3. 在预设响应时间到达后无，对讲机将自动进行紧急警报。 

5.12 加密（仅数字信道） 

加密功能可实现语音或短消息加密，防止信道上的其他用户利用第三方软件对您的

真实语音或短消息内容进行窃听，使您的通信得到保密。对讲机必须启用信道的加

密功能才能发射加密信号。在启用了加密的信道上，对讲机仍然可以接收到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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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传输信号。该功能需要使用写频软件对对讲机进行预设才能使用。 

每个信道支持以下 2 种加密类型，您可通过经销商任选其一进行设置： 

 基本加密 

 加强型加密 

具有相同加密密钥的收发双方对讲机方可对加密呼叫或数据传输进行解密。如果您

接收到加密密匙不同或密钥值不同的加密呼叫，将无法接收到清楚的传输信号。  

5.13 扰频*（仅模拟信道） 

扰频功能可实现语音加密，保障您通信的保密性。只有打开扰频功能才可接收和发

送扰频信号。该功能需要使用写频软件进行预设才能使用。 

在预设了扰频的信道上，收发双方的对讲机都需要设置开启功能才能接收到清楚的

传输信号。 

 

 

 

 



DM588 数字车载台                                                          使用说明书 

 46 

 

 

 

6. 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故障描述 原因分析 解决方法 

无法开机 电源线可能未连接 正确连接电源线 

接收信号

时声音

小、断续

或无声 

音量较小。 调大音量。 

天线松动或安装不到位。 关机后重新安装天线。 

扬声器堵塞或受损。 

进行简单的外部清洁。

如仍不能解决问题，请

联系经销商或我司指

定维修点进行检修。 

数字模式 当前频率或信令设置与组内其 设置与组内其他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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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无法与

组内其他

成员通话 

他成员不一致。 相同的频率或信令。 

数字、模拟信道设置不当。 
设置相同的数字信道

或模拟信道。 

距离组内其他成员太远。 尽量靠近其他成员。 

模拟信道

中出现其

他通话声

或杂音 

受到同频用户的干扰。 
更改为新的频点，或调

整静噪级别。 

未设置信令。 

对组内所有对讲机进

行信令设置，以防止同

频干扰。 

噪声较大 

与其他成员之间的通讯距离过

远。 
靠近其他成员。 

所处位置信号不好，如受高大

建筑物阻挡或位于地下室等。 

移至开阔平坦地后，开

机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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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外界环境或电磁干扰。 
避开可能引起干扰的

设备。 

按键无法

使用 
键盘暂时失灵 重新开关机一次 

屏幕无法

使用 
屏幕暂时失灵 重新开关机一次 

GPS 无法

定位 

所处位置信号不好，以致接收

不到 GPS 信号。 

移至开阔平坦地后重

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