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C   699

1、来电号码显示，FSK 及 DTMF 自动检测

2、中文报号，16位LCD显示。

3、3组16位记忆键

4、查询已接来电，未接来电、刪除、重拨功能

5、1组闹钟功能。

6、本地码设置

7、8种普通铃声

8、铃声/听筒音量大小调整

9、4段亮度调整功能。

10、暂切时间100/120/180/300/600/1000ms可设置。

11、预拨号及发话静音、回拨功能。

设定语音传呼
设定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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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接键/已接
去电键/删除键
重拨/回拨键
暂切键
亮度键
静音键
记忆键1~3

听筒音量
铃声音量

键



在待机状态下按此“设置”键进入设置功能，LCD显示 -12345678-

在设置过程中按“删除”键退出设置，按“设置”键返回上层功能。
13秒内无任何操作，自动退出设置状态。

1.设置日期及时间
在待机状态下,依次按“设置”键，“1”键，再依年、月、日、时、分
钟 输入数字，（例：2017年5月20日中午12时00分：按1705201200），
输入完分钟后自动保存。如设置日期及时间有误，可再依上述操作顺序更
正过来。设置分钟后自动退出设置状态。

2.出局码设定
在待机状态下,依次按“设置”键，“2”键进入出局码设置，LCD显示 ，
直接输入号码，最多可设1位出局码。按“*”键可取消已设置的出局码。对
於来电号码，回拨时加拨出局码后，自动暂停3.6秒後再拨后面的号码。

注 1：出局码设置方便在内部交换机上使用。

0COdE -

3.本地区码设定
在待机状态下,依次按“设置”键，“3”键进入本地区码设置，LCD显示 
RrER----- ，第一个“-” 闪动，直接输入号码，按“*”键可取消已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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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功能选择设定
(1) 暂切时间选择：
在待机状态下,依次按“设置”,“4”,“1”键进入FLASH时间选择，LCD显

示 FLASH 1000  ，按“未接”、“已接”键选择时间，可设置为100ms、
120ms、180ms、300ms、600ms及1000ms。（预设600ms）

(2) 防盗开关设置：
在待机状态下,依次按“设置”,“4”,“2”键进入防盗开/关选择，LCD显
示 SPI OFF ,按"未接"“已接”键选择开关 (SPI OFF 表示关闭,SPI ON 表示开启)。

5.闹钟设定
在待机状态下,依次按“设置”,“5”键进入闹钟时间设置， LCD显示   

按“*”键打开闹钟，LCD显示 AL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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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闹钟响50秒，响闹时由电池

供电，按任意键或提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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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电池时，不允许进入闹钟设置。

AL  OFF,

3颗 4       AAA

无背光功能，只有自动计时功能

液晶显示幕模糊不清时，请即时更换电池。

当更换电池时，为避免雷击，请先拆下局線。装好电池后，再装回局 ，

並重新设定时间。
依电信公司建议，使用一部主机，请勿自行再加装分机，以免导致信
号减弱而影响来话显示的号码及响铃品质。

線

2

3

4

5

6

7

8

9

10

11121314

15
16
17
18
19

20

21

1

1.听筒
2.掛话键
3.铃声灯
4.液晶显幕
5.免持灯

6.字体亮度键
7.删除键
8.静音键
9.听筒音量键

10.铃声音量键
11.免持键
12.回拨键
13.暂切键

14.报号键
15.未接
16.已接
17.去电

18.设置
19.使用灯
20.记忆键1~3
21.外線插座

4、掛壁固定架

如需掛壁使用，则要先安装本话机提供的固定架，安装方法如下：

注意：固定架的方向与上图保持一致，对准3个固定架孔,用力按进去即可.

            安装好后,如下图:

将话机固定在掛壁螺丝或钉子前, 掛好话筒,然后再将话机底部的掛壁孔

固定在螺丝或钉子位置即可。（两个掛壁孔间距为10公分.)

掛壁孔间  

为10公分

距



6.免打扰时间设定
在待机状态下,依次按“设置”,“6”键进入免打扰设置：LCD显示  
00-00 ，按“未接”或“已接”键调整免打扰时间，每按一次增加或减少30
分钟（若LCD显示SLEEP 00-00 表示非免打扰），设置完毕按“删除”键或等
待13秒退出设置。在免打扰期间，（若报号、传呼功能设置为开启，报号、
传呼功能均起作用），来电不响铃、不报来电号、不报传呼号、不响闹钟。
在免打扰状态，若LCD显示SLEEP 02-41 表示剩余时间为2小时41分钟，免扰时
间结束或摘待机一次退出免打扰状态。

SLEEP

7．铃声设定

 在待机状态下,依次按“设置”,“7”键进入铃声设置：LCD显示 r  （默认
值）。LCD显示 rING 01 ~ rING 08 为普通铃声；LCD显示  rING off为铃声关闭。
按“未接”或“已接”键选择，话机同时播放相应的音乐。

ING 01

8．语音传呼号码及开关设定 (不装电池状态下,无 语音传呼号码设定项） 

（1）语音传呼号码设定：

在待机状态下,依次按“设置”,“8”键进入语音传呼号码设置，LCD显示

NO COdE ，直接输入号码（如原来已有号码，则显示号码，连续按两次“删
除”键删除该号码，然后再输入新号码），输入完成后按“设置”键即可，
最多可输入16位号码。例：输入“12345678”传呼号后按“设置”键。

（2）语音传呼功能设定（预设为关闭）：

待机状态按“#”键3秒，进入报传呼开关设置，再按“#”键可选择开或关，

当LCD显示 N_NIH ON表示报传呼开启；当LCD显示N_NIH OFF 表示报传呼关闭。
报传呼设为开启，来电时响铃25秒后自动拿起听筒报两遍传呼号再待机。

例：传呼号已设为“12345678”，则报“请拨12345678”。若未设传呼号，

即使报传呼设为开启，也无传呼功能。

9． 电报号功能设置（预设为关闭）

待机状态按“报号”键3秒，进入报号开关设置，再按“报号”键可选择开或
关，当LCD显示 N_N ID ON，则打开来电报号功能，报号次数为2次；当LCD显
示 N_N ID OFF，则关闭来电报号功能。
注：无电池时，无此功能。

来

“静音”键关闭掉送话；此时您又想让对方听到谈话可再按一下“静音”键
续和对方通话。

继

记忆键存储有3种方法：
（1）预设电话号码 +按 设置 键 +按 记忆1 或 记忆2 或记忆 3 键 
例，将12345678存入地址记忆1 键,操作如下:

输入12345678后按"设置”键，LCD提示STORE，再按记忆1键完成。

（2）翻查来电号码 +“设置” + 按  记忆1 或 记忆2 或记忆 3 键
例，将来电号码87654321存入地址记忆 2 键 ,操作如下:

翻查到来电号码87654321时，按 设置 键LCD提示 STORE，再按 记忆2键 完成。

（3）先按 记忆1 或 记忆2 或记忆 3 键+ 输入电话号码+按 记忆1 或 记忆2 或记忆 3 键
例，将12345678存入地址记忆3 键,操作如下:
按 记忆3 键LCD显示"NO COdE"时，输入12345678后再按 记忆3 键完成。

记忆键号码拨打电话及删除：
（1）拿起听筒按 记忆1 或 记忆2 或 记忆3 任一键，话机掛话一次后自动拨出对应
的号码。
（2）待机状态，按“记忆1 或 记忆2 或 记忆3 任一键，将显示对应的号码（如果
显示 "NO COdE" ，表示该记忆键无存入号码。），再按“回拨”键，将自动启动
免持拨出该号码。
（3）待机状态，按“记忆1 或 记忆2 或 记忆3 任一键，将显示对应的号码（如果
显示"NO COdE"  ，表示该键无存入号码。），此时查询到的号码可按两下“删除”
键删除。

 

来电接收及信息显示说明：

若是新号码，LCD显示来电号码的同时显示“新”图标。
显示----P---- 保密，表示来电方申请保密功能；
显示 ----0---- 出局，表示来电方之讯息不能提供电话号码；
显示 ----E---- 出错，表示来电方之讯息有错误，无法正常接收讯息；
显示 ----l-----,    际电话；表示国
显示 ----C-----,    电话；表示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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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筒音量键
拿起听筒状态，向上推动听筒音量按键可增大听筒喇叭音量；

向下推动可减小喇叭音量。（註：免持拨号时，则无此功能。）

铃声音量键
待机状态下，向上推动听筒音量按键可增大来电铃声音量；
向下推动可减小铃声音量。

未接键
按此键为未接来电查询键，从最后一组到第一组循环查询。
在查询过程中按“已接”键可从后往前翻查。拿起听筒和待机均可操作，若

无来电信息，LCD提示 -end-.翻查到的来电号码可以删除、回拨、转存到记
忆1~3 上。键

已接键 
按此键为已接来电查询键，从最后一组到第一组循环查询。 

去电键
拿起听筒和待机状态下按“去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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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上会显示“去电”标誌；在去电查询状态，

按“未接”键则从前往后查询，若无去电信息，按此键LCD显示 。-end-

删除键
（1）拨号、号码存储过程中，按“删除”键可逐位删除。
（2 询来电、 去电内容时，连续按两次“删除”键，LCD显示dEL ONE--- ，）在查

则本组内容被删除；按住此键持续3 ，LCD显示  ，则删除全部来电秒 dEL ALL---

或去电内容，LCD显示 -END-。

回拨键
（1）待机状 后态预拨号 ，按“回拨”键，则自动启动免持拨出预拨号码。（若
预设了出局码，预拨号首位是出局码，则加拨出局码后延时3.6 拨出号码）秒再
（2）待机来电、去电查询状态，按“回拨”键，则自动拿起听筒拨出显示的号
码；连续按两次“回拨”键，则在来电号码前自动加“0” 拨。（若设置了出回
局码，当查询到的来电号码≥7 键，则自动拿起听筒加拨“出局码”位按“回拨”
延时3.6 拨出显示的号码；连续按两次“回拨”键，则在号码前自动加拨秒后再

“出局码”+3.6 0”。 拨、追拨时也会自动加拨“出局码”並延时秒+“ 之后重

3.6 拨出显示的号码。）秒后再

（3）拿起听筒来电查询状态，按“回拨”键，话机自动收線一次后拨出显示的
号码。（若设置了出局码，当查询到的来电号码，则加拨“出局码” 延时並
3.6 拨出显示的号码）秒后再

字体亮度键
待机状态按亮度键进入亮度调整状态，LCD显示LCD-3- 表示第3段亮度，按一次
此键亮度下调一段，共4段循环可调，预设值为第3段。

暂切键
免持或者在拿起听筒状态按此暂切键，等同掛话键快速切换效果，当您连续拨
打几个电话无人接听时候，本键就显得方便，快速。

静音键
拿起听筒通话状态，如果您暂时需要一个交谈而不想让对方听到，可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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