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卡特朗讯
8019s 桌面话机

阿尔卡特朗讯 8019s 桌面话机提供丰富的数字通信体验，
无论使用免提模式还是舒适的话筒，您都能获得极佳的舒适
感和出色的音质。
这款紧凑型话机在阿尔卡特朗讯企业通信服务器上提供专业
的通信服务: 它具有10个可编程键、大屏幕和按姓名拨号功
能，提供直观的导航体验。所有这些设计都有助于用户高效
地开展日常业务。
8019s 桌面话机配有可定制的面板和插条，是酒店和医院
理想的床边话机。
8019s 桌面话机

这款节能环保的话机只需要高性价比的双绞线数字连接，由
通信服务器集中进行管理。

功能

优势

紧凑型、直观易用的话机

小型办公桌、酒店床头和医院床头的理想话机

支持 ALE 通信功能和导航

使用上下文菜单和10个支持LED的可编程键，可直接接入各种服务，如迎宾台、前台接待、
客房服务、护士服务、紧急按钮等

极佳的音质

体验企业级通话

可定制化面板和插条

展示公司、酒店或医院的标识和品牌图片

兼容9系列数字话机(40x9和80x9系列)

现代时尚的设计，同时利用经济高效的数字端口连接

技术规格书
阿尔卡特朗讯 8019s 桌面话机

可定制化面板的 8019s 桌面话机

技术规格
物理特性
• 重：675 g (1.48 lbs) 包括听筒手柄
• 深(桌面状态)：200 mm (7.87 in)
• 深(挂墙状态，包括挂墙工具和手柄)：100
mm (3.94 in)
• 宽: 164 mm (6.46 in)

• 4向导航键
• OK键，取消键

• 相对湿度：5%至95%

• 带LED的F1, F2 (或保持/转移)

• IEC 60529 (IP Class: IP 2x)

• 4个带LED和纸质标签的可编程键
• 屏幕周围有6个上下文键

• 高: 170 mm (6.69 in)
• 颜色：月亮灰

• 多国语言支持（菜单）： 中文、捷克语、丹
麦语、英语、爱沙尼亚语、芬兰语、法语、
德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匈牙利语、意大
利语、日语、韩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
语、挪威语、波兰语、葡萄牙语、俄语、西
班牙语、斯洛伐克语、斯洛文尼亚语、瑞典
语、台湾话、土耳其语

显示屏
• 可见区域： 2.4英寸128x64像素
• 黑白图形LCD显示屏

• 工作温度：-5°C至+45°C

• 数字字母键盘：可切换到字母字符，例如执
行按姓名呼叫

语言

• 脚架角度：45°

环境条件
• 储藏运输温度：-25°C/+70°C

可服务性
• Syslog 模式

产品随附
• 带舒适话筒的桌面话机
• 支架
• 3m网线
• 安全信息表单
• 透明塑料盖，两张双面纸质标签

• LCD 白色背光

安全规范

¬ 123 <-> abc (代替字母键盘；例如，要
执行按姓名拨号)，正面F1/F2及4个空白
键或123 <-> abc,背面保持键、转移键及
4个空白键

连接

• EN 60950-1, EN 62368-1 ,
IEC 60950-1, ANSI/UL 60950-1, CAN/
CSA-C22.2 NO. 60950-1-07

¬ 123 <-> abc, 正面象形文字保持键、转
移键、会议键及3个空白键，123 <->
abc，背面6个空白键

• 显示区域(WxH)： 54.8x28.5 mm(2.15 x
1.12 in)
• 对比度 +/-

• RJ-12数字线路接口
• RJ-12外部铃声和音频连接器，有效信息指
示器连接器
• 有线话筒的RJ-9连接口
• 4极3.5 mm插孔耳机接口

电源
• 数字线路供电
• 功耗：空闲(0.2W) –有效 (0.75W)

音频
• 舒适话筒，兼容助听器（HAC）
• 完全交互式免提，带声学回音消除
• G711 (A律和µ律)

LED灯、按键和导航
• 呼入呼叫闪烁LED：前后可见
• 代接/摘机/呼叫/重拨键
• 挂断/挂机/结束键
• 带上下文管理的LED应用按键
¬ 静音键(Mute)
¬ 音量键(Volume +/Volume -)
¬ 音频模式选择键：免提键、扬声器、耳机
或话筒键

监管标准

EMC标准

可定制化

• EN 55032 Class B, CISPR32 Class B, 47
CFR Part 15 B Class B, ICES-003 Class
B, EN 55024, CISPR24,
IEC 61000-6-1 (Residential,
Commercial), IEC 61000-6-2
(Industrial), IEC 61000-6-3 (Residential,
Commercial),
IEC 61000- 6-4:(Industrial),
IEC 60945 (Maritime),
IEC 62236-4 (Railway)

• 可定制化展示内容：商标打印、公司合作品
牌等

电信标准

• 3MG27032AA 宽频舒适话筒

• TIA/EIA 810-B

HAC助听标准

• 可定制化面板：请联系您的销售代表

附件
• 3MG27210AA 挂墙组件
• 3BN78158AB 低成本单声道插孔
• 3.5 mm 4极耳机
• 3GV28047xx 单耳耳机
• 3GV28048xx 双耳耳机
• 3MG08018AA 80XXS Jack 4-3极插座线
缆(x10)

• FCC47 CFR Part 68, Industry Canada

• 3MG27215AB 8018-8019 纸质标签
(x64)

• CS-03 part V, Australia AS/ACIF S040

• 备件

环境友好设计标准
• ERP 2009/125/EC, ROHS 2011/65/
EU, China ROHS GB/T26572, WEEE
2012/19/EU

¬ 消息键
www.al-enterprise.com/zh-cn 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的名称和商标均由诺基亚（Nokia）授权
于ALE（Alcatel-Lucent Enterprise）使用。若要查阅ALE公司旗下公司使用的其他商标，请访问：www.alenterprise.com/zh-cn/legal/trademarks-copyright. 所有其他商标均为其所属拥有者的财产。此处所提供的信
息如有变更恕不能另行通知。ALE公司概不承担任何所载资料准确性的责任。© 阿尔卡特朗讯企业通信2019年版
权所有。MPR00324973-en (2018年10月)

¬ 3MG27222AA 8018-8019 透明塑料盖
与纸标签套装(x10)
¬ 3MG27211AA 8018-8019 可定制化展
示内容(x10)
¬ 3MG27216AA 8018-8019
塑料支脚(x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