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S180 系統
R 7 – TA無線電話

使用說明

謝謝您使用本公司出品的俞氏牌YUS180數位電視對講系統。
本系統是由影像室內機、攝影門口機、影像管理總機及其他設備所
組成。有關影像室內機、攝影門口機及影像管理總機的機能，將成為您
在日常使用對講機之呼叫通話、影像監看、門禁出入、防盜報警的最佳
管理機能。
請仔細閱讀本說明書，並遵循下列說明以確保其正確使用方法。

R 7 – TA 無線電話
外觀功能示意圖

符號及按鍵功能說明
信號強度：顯示越多條，表示信號越強。
左下顯示：顯示幕左下目前的操作功能。
▲/重播鍵：功能選擇或音量調整。
左鍵：執行顯示幕左下的操作功能。
清除/靜音鍵：待機時，清除最後一個輸入鍵；通話時，開啟或關閉麥克風。
通話/擴音鍵：撥打和接聽電話。
▼鍵：功能選擇或音量調整。
待機時，開啟/關閉鍵盤鎖功能；輸入英文時，轉換大小寫。
紅色速撥鍵：
待機中，輸入電話號碼時，插入暫停；
通話時暫切，在兩通電話間切換或欲撥出另通電話時使用。
10. 麥克風的收音孔。
11. 電池容量：顯示越多格表示容量越多。
12. 右下顯示：顯示目前的操作功能。
13. 右鍵：執行顯示幕右下的操作功能。
14. 暫停鍵：開啟或關閉免持通話模式。
15. 掛斷/結束/開機/關機鍵：通話完畢後，輕按一下，可以結束通話；在功能設定模式
時，輕按可以取消設定操作並回到待機狀態；關機時，輕按一下，即可開機；待
機時，按住不放直到關機。
16. 手機對講鍵：輕按一下，再輸入想要呼叫的手機號碼。
17. ＃號╱三方通話鍵：輕按一下，為＃鍵；當同時進行外部和內部通話時，主呼叫

＊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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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表示儲存完畢。
輸入文字時，按＊鍵可切換字母大小寫。
顯示 姓名(abc): 表示為輸入英文小寫。
顯示 姓名(ABC): 表示為輸入英文大寫。
如在輸入中，輸入錯誤時，請按清除鍵刪除最後的字元。
當輸入姓名時，如果要輸入同一個字元兩次，或是不同的字元，但是在同一按鍵
時，在輸入完第一個字元後，可按下▼鍵，或稍等一會兒，再選擇第二個字元。
方法二：
1. 待機狀態下，按左鍵，顯示幕顯示 功能表 ，進入功能主選單。
2. 按下▼鍵，選擇到 電話簿 的功能選項，按左鍵，顯示幕顯示 確認 。
3. 按下▼鍵，選擇到 增加 的功能選項，按左鍵，顯示幕顯示 確認 。
4. 輸入相對應的姓名。
5. 姓名輸入完成後，按左鍵，顯示幕顯示 確認 後，將電話號碼輸入狀態，輸入
相對應的電話號碼。
6. 電話號碼輸入完成後，按左鍵，顯示幕顯示 確認 ，聽見確認聲表示儲存完畢。
17 查看/撥打電話簿中的電話號碼
方法一：
1 待機狀態下，按上▲鍵。電話簿將依字母順序顯示。
2 重複按上▲下▼鍵，檢視相關電話號碼內容。
3 按右鍵，顯示幕顯示 選擇 檢視該電話號碼的詳細訊息。
4 按通話鍵即可撥出。
方法二：
1 待機狀態下，按左鍵，顯示幕顯示 功能表 ，進入功能主選單。
2 按下▼鍵，選擇到 電話簿 的功能選項，按左鍵，顯示幕顯示 確認 。
3 選擇到 查閱 的功能選項，按左鍵，顯示幕顯示 確認 。
4 按上▲下▼鍵，檢視相關電話號碼內容。
5 按通話鍵即可撥出。
18 主功能表
1 待機狀態下，按左鍵，顯示幕顯示 功能表 ，進入功能主選單。
2 按上▲下▼鍵，依指標按左鍵，顯示幕顯示 確認 ，選擇想要設定的功能選項。
3 按右鍵，顯示幕顯示 返回 上一層功能選項。
4 按右鍵，顯示幕顯示 退出 或按結束鍵離開功能選單，回到待機狀態。
19 由主機座呼叫無線手機
按無線主機座上的呼叫鍵，可呼叫或尋找無線手機。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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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按住此鍵，一秒鐘後即進入三方通話。
18. 重撥鍵：待機時，按此鍵可瀏覽最後三通撥出的電話號碼；通話時按暫切鍵後，再按
此鍵可重撥最後撥出的電話號碼。

R7-C主機座

1. 呼叫鍵：可呼叫無線手機。
2. 充電指示燈：電源充電中。
3. 使用中指示燈：使用中指示。

使用說明
1 使用前電池安裝

手機需要安裝三個AAA Ni-MH電池，使用手機前請先安裝電池並充飽電。
1. 依圖示箭頭方向取下電池蓋。
2. 取出舊的電池（如果有的話），按照電池槽中圖面指示安裝電池，一定要按照電池
的正、負極來安裝(如果電池極性裝反了，將會對手機造成損壞)。
3. 蓋上電池蓋，將電池蓋向上滑動直至卡住蓋好。
注意：
● 電池充電後如果發現電量無法充足，就需要更換電池了。
● 當更換電池時，要使用高質量的AAA Ni-MH充電電池，不能用其它的電池或平常的鹼
性電池。
2 手機電池充電
初次使用前，請將手機連續充電15個小時以上。
需充電時，只需將手機放置充電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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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充電時，顯示幕的電池圖示

將會閃爍。

● 如電池極性裝反將可能導致手機損壞。
● 電池充電後，如發現電量無法充飽，就表示需換電池。
● 當更換電池時，請使用高質量的鎳氫充電電池，如果安裝非充電電池並開始充
電，則電池可能會漏出電解液。
● 電池操作時間可能會隨著使用條件與環境溫度而縮短。
● 請每月使用柔軟乾燥的抹布，清潔一次手機與充電座的充電接點以免影響電池
充電。
● 如果本電話放置地點有油污、灰塵過多或溼度過高，請多清潔幾次。
● 當電池電量不足時，顯示幕將無法顯示。使用前，請充飽電池。
3 開機和關機
將手機放到充電座上，手機會自動開機。
手機處於關機狀態時，欲開機，輕按開機鍵，顯示幕開啟。
手機處於開機狀態時，欲關機，長按關機鍵，直到顯示幕顯示---再見---，然後顯示幕
關閉。
4 撥打電話
一般模式
圖示將會出現在顯示幕上。
1. 拿起手機，按通話鍵，您可以聽到撥號音，並且
2. 使用數字鍵撥打電話號碼。對方接聽後，即可開始通話。
3. 通話結束，按結束鍵或將手機放回充電座上亦可。
預覽模式
本模式更加方便和可靠，因為可以在撥出號碼前，預覽欲撥出的號碼，且可以修改輸入
的電話號碼。
1. 拿起手機，使用數字鍵撥打電話號碼，並檢視顯示的電話號碼。
2. 如發現輸入的號碼有誤，可按清除鍵刪除輸入錯誤的電話號碼。
3. 當顯示的號碼正確時，按通話鍵，撥出此電話號碼。
5 聽筒音量調整
通話中，按上▲或▼下鍵，可以調整聽筒或揚聲器音量大小，透過顯示幕上顯示的
圖示，來調整音量，共有九段。
6 接聽電話
當來電時，電話響鈴且顯示幕將顯示 來電中 ，如來電者未隱藏來電顯示訊號，在
顯示幕上將顯示來電者的電話號碼。
當來電時，按通話鍵接聽電話。通話期間，顯示幕上會顯示已通話時間。
結束通話，按結束鍵或將手機放回充電座上即可。
7 接聽門口機/玄關機/總機的呼叫
1. 當1號機來電響鈴時，且顯示 手機來電 時，按通話鍵接聽門口機、玄關機、總機
或其他手機通話。通話期間，顯示幕上會顯示通話時間約100秒。
2. 手機和門口機或玄關機通話時，按＊鍵可開啟該門電鎖。
3. 主機座上之手機設定為1號機，影像室內機為2號機(無線模組設為2號機)其他手機
設定為3～5號機。
8 響鈴音量調整
電話響鈴時，按上▲鍵或下▼鍵，可以調整揚聲器音量大小，依顯示幕上顯示的圖
示及數字，來調整音量，共有十段。
9 通話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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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話中，使用靜音功能，對方將無法聽到說話聲，但卻可以聽到對方的聲音，此功
能可在通話期間方便和旁邊的人交談，且不會讓電話另一端聽見。
開啟靜音
通話中，按靜音鍵，顯示幕顯示
圖示。
關閉靜音
圖示將消失，並可與對方通話。
開啟靜音後，欲關閉靜音，再按一次靜音鍵，顯示幕
10 免持擴音通話
通話中，可以開啟免持擴音通話功能，使用此功能，可以將手機放在桌面進行通話，
與麥克風距離約20公分。
開啟免持擴音通話：通話中，按擴音鍵，顯示幕顯示
關閉免持擴音通話：再按一次擴音鍵，顯示幕

圖示。

圖示消失，恢復為使用手機進行

通話。
11 暫停
當撥打至總機系統或是國際長途電話時，就可能會使用到此功能，每按一次將暫停
1~4秒(依主機設定值而定)。在撥號預覽狀態下，當撥入一個號碼需要插入一個暫
停時，按右鍵，顯示幕顯示 暫停 。
例如：按0接總機(PBX) 0→暫停鍵→電話號碼
12 手機內線通話
如主機已擴充並登錄多支手機，可以在兩支手機間進行內線通話。
1. 拿起手機，按手機對講鍵，顯示幕顯示 INT -> 符號。
2. 輸入要呼叫的手機編號(1~5)，此時被呼叫的手機將會響鈴。
3. 如對方想接聽內線電話，按通話鍵即可開始內線通話。
4. 通話結束，按結束鍵，返回待機狀態。
13 來電轉接
如主機已擴充並登錄多支手機，當撥打或接聽外部電話時，可以將來電轉接到另一支
手機。
1. 通話中，按手機對講鍵或按左鍵，顯示幕顯示 轉接 ，並輸入欲轉接的手機號
碼(1~5)。
2. 如被呼叫的手機想接聽電話，按通話鍵即可通話。
3. 當被呼叫的手機接聽時，告知來電轉接，按手機上的結束鍵，即可將來電轉接
給對方。
14 末碼重撥
本機可儲存最後撥出的3組電話號碼。
1. 待機狀態下，按重撥鍵可瀏覽最後三通撥出的電話號碼。
2. 通話時，按暫切鍵後，再按此鍵可重撥最後撥出的電話號碼。
● 如無任何已撥出的電話號碼，顯示幕沒有電話號碼顯示。
15 電話簿
可將常用的電話號碼儲存到手機電話簿中。如此撥打電話將更簡單且能減少出現錯
誤的可能性。手機的電話簿可以儲存50組電話號碼訊息。
16 儲存名稱和電話號碼
方法一
1. 待機狀態下，直接輸入電話號碼，按左鍵，顯示幕顯示 儲存 。
2. 輸入相對應的姓名。姓名輸入完成後，按左鍵，顯示幕顯示 確認 ，聽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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