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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用户

鸣谢！

欢迎选购本公司生产的 数字对讲机。我们相信            

本产品将给您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

            数字对讲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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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说明书
    DP770

Digital Portable Radio

数 字 对 讲 机

记事：

7PIZ-4002-C01A

记事：



用 户 须 知

* 请您在使用本产品之前仔细阅读说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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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说明书。

* 请妥善保存说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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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时变更此说明书中所述软件及硬件规格的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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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全须知

为了您安全高效地使用本对讲机，请阅读下面的信息。

* 对讲机的维修工作只能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请勿自行拆

装对讲机。

* 为了避免电磁干扰或电磁兼容引起的问题，请在贴有“关

闭对讲机”标志的场合关闭对讲机，例如医院和其他保健医

疗场所。

* 搭乘飞机时，当机组人员要求关闭对讲机时，请关闭对讲

机。

* 在带有安全气囊的汽车内，请勿将对讲机放在安全气囊展

开可能涉及的区域范围内。

* 在靠近爆破区和雷管区前，请关闭对讲机。

* 请勿在易燃、易爆环境（如加油站、煤气站等）下使用对

讲机或对对讲机电池进行拆装和充电。

* 请勿让对讲机受到长时间的阳光直射，也不要将它放在加

热装置附近。

* 请勿将对讲机放在极度多尘、潮湿及水溅之处，也不要将

它放在不平稳的表面上。

* 在对对讲机进行二次开发或改装时，请与本公司或当地

经销商联系。

* 请勿使用天线已损坏的对讲机，损坏了的天线接触皮肤可

能导致轻微灼伤。

* 保证对讲机使用时，天线已正确安装。没有安装天线的对

讲机在发射时，容易损坏对讲机。

* 当便携式对讲机正在发射时，保持对讲机处于垂直位置，

并使话筒离开口部约5厘米。

* 如果您将便携式对讲机佩带在身体上，请确认对讲机在发

射时天线至少距离身体2.5厘米。

■ 电池

* 如果您身上的一些导电物质与暴露在外的电池端子接触的

话，会对财物造成损坏，并且/或者带来诸如灼伤之类的人身

损伤。这些导电材料包括珠宝，钥匙或珠状项链，它们会与

电池形成回路(造成短路)，并迅速升温导致灼伤。处理已充电

电池时要谨慎，尤其是将其放在口袋，钱包或其他带有金属

物体的容器里时要格外谨慎。为了减少伤害的风险，电池不

能暴露在火中，拆解，及挤压。

* 充电器的电源供应器或变压器周围的最大环境温度不能超

过40 (104 )。

* 在充电时，请将装有电池的对讲机电源关闭。在充电时使

用对讲机会妨碍电池的正确充电。

* 当不需充电时不要将对讲机和电池插入充电器，持续的充

电将缩短电池寿命。不要将充电器当作对讲机的存放座。

* 当电池变形时，请及时更换。

* 为达到最佳使用和安全效果，建议在使用一年后更换电

池。



对电池充电

将充电电源适配器插在合适的交流电源输出插座上，将电源适配器

的电缆插入充电座背面上的适配器插孔，绿色指示灯亮。将待充电

池或对讲机插入充电座上。确认电池与充电座端子可靠接触，红色

指示灯亮充电开始。当充电5小时左右后，红色灯灭，绿色指示灯

亮，表示电池已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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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使用前，打开包装纸盒，详细检查包装纸盒内的主机以及下表

列出的随机附件，若有任何物品在搬运中丢失或损坏，请立即与送货

人或经销商联系。

■   开箱检查

■   熟悉本机

■   基本操作

■   发起/接收呼叫

■   短消息

■   紧急报警

■   呼叫记录

■   常用设置

■   高级功能

■   常见问题

在绿灯状态下，保持1~2小时再取下电池，将电池的性能达到最佳。

然后从交流电源输出插座上取下充电电源适配器。

注意

＊出厂时，对讲机电池未充电，请在第一次使用前对电池充电。

＊本公司KB-77B锂电池可以供本机使用。

＊在购买后或者电池长时间（2个月以上）存放后第一次充电，应

反复充电三次才能达到正常电池容量。

＊ 当电池已经完全充电或未使用到对讲机低压告警状态，请勿进行

充电，以免影响电池寿命和性能。电池充电后请将它从充电座上取

下。

安装电池

将电池组由底部往前推直到听到“咔嗒”

声，电池组已经安全装入到对讲机。

取下电池

要取下电池时，先往上轻压按钮，随即将

电池组向后推直至完全推出。

注意

＊  请勿短路电池端子或将电池丢弃于火中。

＊  切勿擅自拆卸电池的外壳。

充电座 电 池 皮带夹+螺丝

电源适配器 天 线



将天线对准对讲机顶部的连接器，按顺时针方

向旋入，直至旋紧为止。

连接外部音频配件

将外部音频配件接口扣入主机面壳，旋紧螺

丝。

安装皮带夹

将皮带夹上的两个孔对准铝壳上的两个孔，用十字螺丝刀锁紧螺

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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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本机

  

◆安装天线 

A.天线

B.音量旋钮/信道旋钮

默认为音量调节旋钮；短按旋钮，可以切换到信道选择功能。

C.LCD显示屏

160*128象素，65K色，1.8寸TFT LCD。

D.通用配件接口

连接USB编程线，外部音频配件等。

E.顶键

可编程按键，默认功能：短按进入紧急报警，长按退出紧急报警。

F.LED指示灯

发射信号时,亮红灯；

接收信号时, 亮绿灯。

G.侧键1

可编程按键，无默认功能。

H.PTT

Push To Talk, 按下后对着麦克风讲话来呼叫其他用户，松开则接收

其他用户呼叫。

I.侧键2

可编程按键，无默认功能。

J.左软键

按下选择显示在左软键上方的选项。

K.拨号键

发送数据或者短消息。

L.四向菜单导航键

M.右软键

按下选择显示在右软键上方的选项。

N.电源/摘机键

跳转到主界面；或长按以开/关对讲机。

O.数字键盘

P.麦克风

Q.扬声器

■   基本操作

  

◆

◆

◆ TT

开/关机

关机状态下,长按电源键打开对讲机电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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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机状态下，长按电源键，直到出现关机提示界

面，关闭对讲机电源。

调节音量/信道选择

旋钮默认为音量调节功能，旋转旋钮可以调节音

量，顺时针增大，逆时针减小。

短按旋钮，可以切换到信道选择功能，此时旋转旋

钮可以改变信道。如果一段时间不操作旋钮，将自

动返回到音量调节功能。

P 按键

对讲机侧边的PTT键（Push To Talk，按下说话）

可以：

(1)发起一次新的呼叫；

(2)在通话过程中，呼叫本次通话中的其它用户。

注意

＊ 呼叫过程中，请按下并按住PTT说话，直至您说完；

＊ 松开PTT进入接收状态，可以等待其他用户呼叫；

＊ 在其他用户呼叫的时候，您无法按住PTT进行呼叫，

必须等到没有其他用户呼叫 的时候才能再次按下PTT发起呼叫。



1、在主界面下，按     键访问菜单；

2、按       、    导航键或者旋转旋钮选择菜单项；

3、按      进入该菜单项；

4、按      返回到上一级菜单或者主界面；

5、按       返回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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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换区域

区域是指由多个信道组成的集合，使您在不同工场合下，能够快速

切换到不同信道组。您的对讲机具有最多248个区域，每个区域最

多容纳128个信道。

(1)在主界面下，按         键进入菜单；

(2)选择进入      “区域”菜单项；

(3)选择目的区域，以切换区域。

切换数字/模拟模式

对讲机的每个信道都可以配置为模拟信道或者数字信道，旋转信道

旋钮就可以在模拟信道和数字信道之间切换。

当从数字模式切换到模拟模式，某些功能不再可用，例如短消息，

菜单下这些功能也会被隐藏。

◆

◆ 菜单操作

◆ 图标指示

        接收信号强度指示

指示条数量越多代表信号强度越强，反之表示信号强度越弱。该

图标只在接收时显示。

        电池电量指示

指示空白处越少表示剩余电量越多，反之表示剩余电量越少。电

池电量空时，该图标变成红色。

         表示高功率发射

         表示低功率发射

         静音

          收件箱中有未读的短信息

          收件箱满

          键盘锁定

          紧急报警模式

          加密模式开

          倒放报警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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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铃

            脱网模式

            GPS正在接收数据

            GPS功能使能，但接收不到数据

            图标旋转，正在扫描过程中

            扫描停留在常规信道

            扫描停留在优先信道

ID类型

            个呼

            组呼

            全呼

菜单项选择

            该项被选择

            该项未被选择

红灯亮：对讲机正在发射。

绿灯亮：对讲机正在接收信号（语音、短消息、数据）或者检测到

信道上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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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D指示L

◆

◆

◆

◆

向默认联系人发起呼叫

如果您的对讲机在每个信道预设有相应的默认联系人，您可以按下

PTT键，直接向默认联系人发起呼叫。

选择联系人并发起呼叫

您也可以进入“联系人”菜单中，在“联系人列表”中选择其他联系

人，并按下PTT键发起呼叫。

手动拨号并发起呼叫

您也可以进入“联系人”菜单中，进入“手动拨号”界面，直接输入

对方的ID号码，并按下PTT键发起呼叫。

接收/响应呼叫

当对讲机接收到呼叫时，会自动切换到接收状态：

(1)LED绿灯亮；

(2)LCD显示呼叫类型图标(        表示个呼,         表示组呼,       表示全

呼)，别名或ID，以及呼入图标         ；

■   发送和接收呼叫

  

(3)播放接收到的语音；

(4)等待其他用户不再呼叫时，在呼叫挂起时间内，您可以立即按下

PTT，回呼当前联系人。

注意

＊为接收其他用户的组呼呼叫，对讲机必须设置为该组的成员（经

销商通过写频软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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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讲机扫描过程中。

红灯闪：正在接收紧急告警。



(1)主界面下，按        键进入菜单；

(2)选择进入“         短消息”菜单项；

(3)选择“新建短信”，进入短消息编辑界面；

(4)短消息编辑界面下，

    a)光标显示当前编辑位置

    b)通过键盘输入文本内容

    c)按       键左、右移动光标

    d)按“#”切换输入法，按“*”切换字母大、小写

    e)非数字输入模式下，按“1”输入标点符号

    f)按“删除”键删除光标前一个字符；

(5)短消息编辑完毕，按      键确认；

(6)选择“发送”，进入联系人选择界面；

(7)选择目标联系人，按      键发送；

(8)成功发送，LCD显示“发送消息成功”，响成功提示音；否

则，提示“发送消息失败”，响发送失败提示音;

(9)回到短消息菜单界面。

如果您的对讲机使能了“紧急报警指示”，就能接收紧急报警，否

则，紧急报警被忽略（经销商通过写频软件设置）。

为接收紧急警报，对讲机必须设置为组的成员（经销商通过写频软

件设置）。

(1)当接收到紧急报警，LCD状态栏显示紧急报警图标     ；

(2)LCD显示报警方别名或/ID，紧急报警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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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任一键清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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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的对讲机接收到一条短消息，LCD提示接收到新短消息，状态

栏图标显示有未读短消息      。

您可以通过菜单进入“收件箱”读取短消息。

8

■   短消息

  

您的对讲机可以接收/发送短消息，短消息最大长度是

300个字符。

◆ 编写和发送信息

◆ 发送快捷消息

您的对讲机支持最多十条快捷信息（经销商通过写频软件设置）。

预定义的快捷信息在发送前，您仍然可以编辑它。

(1)主界面下，按       键进入菜单；

(2)选择进入“          短消息”菜单项；

(3)选择“新建短信”，进入短消息编辑界面；

(4)短消息编辑界面下，再按       键确认；

(5)选择“快捷文本”；

(6)从列表中选择您所需要的预定义的快捷信息，按      键回到短消

息编辑界面。

◆ 接收短消息

(1)按下编程为“紧急报警”的可编程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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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当收到应答，LCD提示“紧急报警成功”；

(3)或没有收到应答，重试次数耗尽后，LCD提示“紧急报警失败”；

(4)对讲机退出紧急警报模式，回到主界面。

注意

＊如果您的对讲机设置为秘密、秘密有语音，紧急报警模式将没有声

紧急报警使得危难中的用户能够发送一个带确认的紧急报警信息，

以及一个紧急话音给指定的对讲机用户组。您可以在任何时刻发起

紧急报警，即使当前信道正在接收信号。

您的对讲机支持三种紧急报警模式：

■   紧急报警

  

(1)仅紧急报警；

(2)紧急报警和呼叫；

(3)语音跟随紧急报警。

每种模式又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仅鸣笛——进入报警状态后，只在本地进行鸣笛报警，控制中心

将不能接收到任何报警信号；

(2)正常——对讲机发送紧急报警，有声音、视觉提示；

(3)秘密——对讲机发送紧急报警，没有声音、视觉指示，收到话音

后也不开喇叭，直到按下PTT发起呼叫；

(4)秘密有语音——对讲机发送紧急报警，能接收呼叫，但没有声

音、视觉指示，直到按下PTT发起或者响应呼叫。

◆ 发送紧急报警

音、视觉指示。

＊带语音的紧急报警应答后，双方可以在紧急报警信道上通话。

＊跟随语音的紧急报警接着自动打开您的对讲机的MIC，允许您跟

其它对讲机通话而不用按下PTT，MIC被自动激活的状态被称为

“热麦克风”状态（经销商通过写频软件设置）。

◆ 接收紧急报警

以下几种情况下，您的对讲机会退出紧急模式。

(1)仅紧急报警模式，收到紧急报警应答；

(2)或紧急报警重试次数耗尽，没有收到应答；

(3)或长按“紧急报警退出”键。

◆ 退出紧急报警



◆从呼叫列表中删除呼叫

删除列表中全部记录

(1)在主界面下，按      键进入菜单；

(2)进入“      通话记录”菜单项；

9

■常用设置   

10

■呼叫记录   

使用呼叫记录功能，您可以查看和管理对讲机最近的呼出记录、

呼入记录、未接记录。呼叫记录仅保存个呼呼叫，不记录组呼呼

叫。

查看最近的呼叫

(1)在主界面下，按      键进入菜单；

(2)进入“       通话记录”菜单项；

(3)选择进入相应的列表（呼出记录、已接记录、未接记录）；

(4)选择目标记录；

(5)选择“详情”，以查看该条记录的详细信息；

(6)按下PTT，可以呼叫该条记录指示的联系人。

存储ID至联系人列表

(1)在呼叫列表中，选择目标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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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选择进入相应的列表（呼出记录、已接记录、未接记录）；

(4)选择“全部删除”；

(5)选择“确定”，以删除该列表下全部记录 。

删除单条记录

(1)在呼叫列表中，选择目标记录；

(2)选择“删除”；

(3)选择“确定”，以删除该条记录。

◆

◆ 对讲机设置

切换语言

您可以切换对讲机的显示语言。

(1)在主界面下，按      键进入菜单；

(2)进入“       设置”菜单项；

(3)选择“对讲机设置”；

(4)进入“语言选择”，以切换您所需要的语言 。

提示音设置

您可以设置开启/关闭提示音，并调整提示音音量。

(1)在主界面下，按     键进入菜单;

(2)进入“      设置”菜单项；

(3)选择“对讲机设置”；

(4)选择“提示音设置”；

(5)选择“提示音开关”，以开启/关闭下列类型的提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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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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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率级别设置

您可以为每个信道设置高/低功率。

(1)在主界面下，按    键进入菜单；

(2)进入“      设置”菜单项；

(3)选择“对讲机设置”；

(4)选择“功率级别设置”；

(5)切换“高”/“低”功率，以设置新的功率级别。

 

静噪级别设置

您可以根据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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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界面下，按     键进入菜单；

(2)进入“       设置”菜单项；

(3)选择“对讲机设置”；

(4)选择“静噪级别设置”；

(5)切换至需要的静噪级别。

 

振动设置

您可以设置开启/关闭振动功能。

(1)在主界面下，按     键进入菜单；

(2)进入“       设置”菜单项；

(3)选择“对讲机设置”；

(4)选择“振动设置”，以开启/关闭下列类型的振动提示：

“所有振动关”，关闭所有类型振动；

“所有振动开”，开启所有类型振动；

“呼叫提醒”，开启/关闭呼叫提醒振动提示；

“呼入”，开启/关闭接收到个呼的振动提示；

“短信息”，开启/关闭接收短信息的振动提示；

“紧急报警”，开启/关闭紧急报警的振动提示。

键盘锁定设置

您可以锁定对讲机的键盘，以防误操作。

手动锁定键盘

(1)在主界面下，按     键进入菜单；

(2)进入“      设置”菜单项；

(3)选择“对讲机设置”；

(4)选择“键盘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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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选择“锁键盘”，屏幕提示“操作成功”。

自动锁定键盘

(1)在“键盘锁设置”下，选择“自动锁”；

(2)选择自动锁键盘延迟时间；

(3)相应时间用户无键盘操作，则键盘自动被锁定。

快捷锁定键盘

(1)任意界面下，长按“ * ”键，即锁定对讲机键盘。

解除键盘锁定

(1)键盘锁定状态下，按      键选择“开锁”；

(2)再按“ * ”键解除键盘锁定。

指示灯设置

您可以根据需要开启/关闭LED指示。

(1)在主界面下，按     键进入菜单；

(2)进入“      设置”菜单项；

(3)选择“对讲机设置”；

(4)选择“LED指示”，以开启/关闭指示灯。

声控发射

您可以开启/关闭声控发射功能。

(1)在主界面下，按      键进入菜单；

(2)进入“       设置”菜单项；

(3)选择“对讲机设置”；

(4)选择“声控发射”，以开启/关闭声控发射功能。

对讲机信息

您可以通过菜单查看本机的一些信息。

(1)在主界面下，按      键进入菜单；

(2)进入“       设置”菜单项；

(3)选择“对讲机信息”，以查看本机ID、序列号、固件版本、硬件版

本、CPS版本等。

◆

■ 高级功能

◆对讲机检查

该功能检测目标用户是否在系统中唤醒，目标用户将自动发送一个响

应给发起方，且没有任何可听见或可视的指示。 

发起对讲机检查

(1)在主界面下，按      键进入菜单；

(2)进入“       联系人”菜单项；

(3)选择“联系人列表”，选择目的个呼联系人；

(4)选择“对讲机检查”；

(5)屏幕上显示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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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等待目标用户应答；

(7)如果目标用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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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如果“对讲机检查”在发送等待应答过程中，按     ，对讲机会终

止重发退出对讲机检查模式。

＊或者重试次数耗尽，对讲机没收到应答，自动退出发送模式，提示

“检测失败”。

 呼叫提示

呼叫提示功能允许授权用户要求目标用户回拨。

接收、应答呼叫提示

(1)当接收到呼叫提示，如果有使能呼叫提示解码，对讲机自动回复

应答；

(2)LCD显示屏显示“呼叫提示...”，呼叫方别名/ID；

(3)对讲机周期性地响呼叫提示音，LED闪橙灯；

(4)按下PTT回拨呼叫方，按其它键，忽略此次呼叫提示。

 发起呼叫提示

(1)在主界面下，按      键进入菜单；

(2)进入“       联系人”菜单项；

(3)选择“联系人列表”，选择目的个呼联系人；

◆

(4)选择“呼叫提示”；

(5)LCD显示屏显示目标联系人别名/ID，指示正在发送呼叫提示，

LED亮红灯；

(6)等待目标用户应答；

(7)如果目标用户成功应答，发起方显示“呼叫提示成功”，否则显

示“呼叫提示失败”。

注意

＊如果“呼叫提示”在发送等待应答过程中，按    ，对讲机会终止

重发退出呼叫提示模式。

＊或者重试次数耗尽，对讲机没收到应答，自动退出发送模式，

“呼叫提示失败”。

对讲机遥晕、唤醒

该功能允许授权用户通过空中信令遥晕/唤醒目标用户。被遥晕的目

标用户进入遥晕状态，不能发起呼叫也不能接收。已被遥晕的目标

用户只能被授权用户的唤醒命令重新唤醒，唤醒后的机器可恢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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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收遥晕、唤醒指令

目标用户接收到遥晕/唤醒命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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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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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监听

该功能允许授权用户通过空中信令打开目标用户的麦克风，目标用户

没有任何其它可听见或可视的指示。您可以用这个功能来远程监听目

标用户周围的声音。 

发起远程监听

(1)在主界面下，按      键进入菜单；

(2)进入“       联系人”菜单项；

(3)选择“联系人列表”，选择目的个呼联系人；

(4)选择“远程监听”；

(5)屏幕显示目标联系人别名或 ID，指示正在发起远程监听指令，

LED亮红灯；

(6)等待目标用户应答；

(7)如果收到目标用户成功应答，屏幕提示“远程监听成功”，否则提

示“远程监听失败”。

注意

＊如果“远程监听”在发送等待应答过程中，按     ，对讲机会终止

重发退出远程监听模式。

＊或者重试次数耗尽，对讲机没收到应答，自动退出发送模式，提

示“远程监听失败”。

扫描

为了接收许多信道上的话音和数据，对讲机可以编程以对这些信道

进行扫描。您的对讲机最多支持128个扫描列表，每一扫描列表中最

多有16个信道，支持模拟信道和数字信道混合扫描。您可以为不同

的信道关联不同的扫描列表。

通过编辑扫描列表，您可以添加、删除扫描列表中信道和设置优先

信道。

查看扫描列表

(1)在主界面下，按      键进入菜单；

(2)进入“       扫描”菜单项；

(3)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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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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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收除了唤醒命令之外的所有信息，忽略除了开/关

机键外所有用户输入。

被成功唤醒活的用户将从遥晕状态回到正常工作状态。

发送遥晕、唤醒命令

(1)在主界面下，按       键进入菜单；

(2)进入“       联系人”菜单项；

(3)选择“联系人列表”，选择目的个呼联系人；

(4)选择“遥晕”/“唤醒”；

(5)屏幕显示目标联系人别名或ID，指示正在发送遥晕/唤醒指令，

LED亮红灯；

(6)等待目标用户应答；

(7)如果收到目标用户成功应答，屏幕提示“遥晕成功”/“唤醒成

功”，否则提示“遥晕失败”/“唤醒失败”。

注意

＊如果在发送等待应答过程中，按     ，对讲机会终止重发退出遥

晕/唤醒发送模式。

＊或者重试次数耗尽，对讲机没收到应答，自动退出发送模式，

提示发送失败。

◆对讲机遥毙

该功能允许授权用户通过空中信令遥毙目标用户。被遥毙的目标用户

进入遥毙状态后，会清除用户关键配置数据，然后自动关机，且再次

开机无法正常工作。

已被遥毙的对讲机只能通过授权经销商或返回生产厂商进行复活。

此功能可用于阻止丢失的对讲机被使用，并且防止用户关键配置数据

被非法读取。

注意

＊对讲机一旦被遥毙，用户配置数据将丢失，且再次开机无法正常工

作，请谨慎使用！

＊已被遥毙的对讲机只能通过授权经销商或返回生产厂商进行复活。

 

接收遥毙命令

目标用户接收到遥毙命令，成功进入遥毙状态则自动应答操作成功给

发起用户，否则应答操作失败。

被成功遥毙的用户清除用户配置数据，并自动进入关机状态。

发送遥毙命令

(1)在主界面下，按       键进入菜单；

(2)进入“       联系人”菜单项；

(3)选择“联系人列表”，选择目的个呼联系人；

(4)选择“对讲机遥毙”；

(5)屏幕显示目标联系人别名或ID，指示正在发送遥毙指令，LED亮红

灯；

(6)等待目标用户应答；

(7)如果收到目标用户成功应答，屏幕提示“遥毙成功”，否则提示

“遥毙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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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S*

15

如果您的对讲机使能了“GPS“功能，对讲机会在本机显示当

前定位信息，也可以提供位置更新给位置应用软件服务器（经

销商通过写频软件设置）。 

查看当前位置信息

(1)在主界面下，按       键进入菜单；

(2)进入“       GPS”菜单项；

(3)选择“GPS信息”，以查看日期、时间、纬度、经度、定

位卫星数等信息。

■ 常见问题

开机无反应

不能对讲

不能接收信

号

接收绿灯亮

但无声音

G P S 不 定

位

写频编程不

正常

A. 电池组是否有电。如电量不足, 请充电再试或更换新电池组

再试。

B. 开机按键接触不良，用酒精清洁锅仔片后重试。

C. 电源接线柱与电池接触不到，重新安装后重试。

D. 电源反接导致电源保险管F901开路，更换保险管后重试。

A. 对讲双方频率不对，重新选择相同频率的频道。

B. 对讲双方CTCSS/CDCSS信令码不相同，重新用电脑设置。

C. 超出通讯范围。

A. 天线接触不好，重新旋紧天线头。

B. 收发频率不对，重新重新选择相同收发频率。

C. 超出通讯范围。

A. 检查音量档位是否处于最小档位，如是，增加音量档位。

B. 检查扬声器是否坏，如坏，则更换扬声器。

A. 检查天线是否为双模天线，如无则更换为双模天线。

B. 检查GPS 设置状态是否正确，如不正确，重新设置。

C. 机器处于屏蔽环境场所中，重新放置于空旷的位置再定位。

A. 连线不正确，检查连线是否正确。

B. 电脑USB驱动程序是否安装，如没有，则安装。

C. 耳机接口板接触不良，检查接口板是否良好，如不良，更换

耳机接口板。

序号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和排除方法

1

2

3

4

5

6

记事：

注意

＊在扫描过程中，对讲机只在选定信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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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时响应发射

扫描过程中，当对讲机检测到活动，会停留在一个信道上。在信道上

停留的时间被称为扫描停留时间（经销商通过写频软件设置）。

(1)保持麦克风距离嘴唇1~2英寸；

(2)扫描停留时间内按下PTT，LED红灯亮；

(3)等待通话允许提示音结束（如果使能的话*），对着麦克风说话；

(4)松开PTT接收；

(5)如果您不在扫描停留时间内响应，对讲机又恢复扫描其它的信道。 

删除噪声信道

如果在一个信道经常产生不需要的干扰或噪声，您可以按住编程为

“闲杂信道删除”键，将该信道从扫描列表中临时删除。

注意

＊优先信道、选定信道以及扫描列表中仅有的最后一个信道不可以被

删除。

注意

＊一个扫描列表中，优先信道1和优先信道2最多各只有一个，如

果没有设置，则相应的项不显示。

添加扫描信道

(1)在扫描列表中，选择“添加”；

(2)在显示的可用信道列表中，选择目标信道，添加到扫描列表。

删除扫描信道

(1)在扫描列表中，选择目标信道；

(2)选择“删除”，以将目标信道从扫描列表中删除。

编辑优先信道

(1)在扫描列表中，选择目标信道；

(2)选择“设置优先信道1”，以将目标信道设置为优先信道；

(3)优先信道2的设置同优先信道1。

开启和关闭扫描

(1)在主界面下，按      键进入菜单；

(2)进入“        扫描”菜单项；

(3)切换扫描开启/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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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事：记事：



金色阳光服务 金色阳光服务

一、科立讯产品自销售之日起（以保修卡或发票为准）起，主机保修期为18个月；

        配件保修期为6个月；如无特殊约定，按照国家三包法执行。

二、用户所购主机及配件在保修期内若出现非人为质量问题，可持保修卡或发票到   

        科立讯客服中心或其授权维修站享受免费的保修服务。

一、科立讯产品自销售之日起（以保修卡或发票为准）起，主机保修期为18个月；

       配件保修期为6个月；如无特殊约定，按照国家三包法执行。

二、用户所购主机及配件在保修期内若出现非人为质量问题，可持保修卡或发票到

       科立讯客服中心或其授权维修站享受免费的保修服务。

名        称

销售商返送联 

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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