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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预防措施 
注意：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和操作说明。 

教您的孩子正确使用话机，以免发生危险。 

本说明书中描述的功能并非在所有国家/地区都适用。 

 

 

$  请按基座底部的相关说明使用指定的电源适配器。 

 

请使用指定型号的充电电池（见第28页）。其它型号的电池或非充电电池，可能会危害健康或对身

体造成伤害。如果发现充电电池有明显损坏，必须立即更换。 

 

 本话机使用时可能会影响附近医疗设备的正常工作。请注意在这些特殊环境中使用的技术要求，例

如：在手术室里。如有使用医疗仪器，例如：起搏器；请联系医疗仪器供应商咨询是否容易受外来

高频信号干扰。Gigaset产品参数（见第29页） 

 

 当铃声响起或使用免提时，请勿将手柄背面靠近耳朵。因喇叭位置在手柄背面，此动作可能会对听觉 

造成不良影响。本电话可能导致助听器发出令人不适的“嗡嗡声”。请联络助听器供应商查询。 

 

 不要把基座安装在浴室里。手柄和基座都不防水。 

 

 请勿在有爆炸危险的环境下使用手柄，例如：汽车喷漆车间。 

 

ƒ  将无绳电话给他人使用时请同时附上说明书。 

 

 请勿使用有故障的基座，以免对其他无线设备产生干扰。 

 

• 该电话在停电的情况下无法正常工作。 

• 键盘锁定时，无法拨出任何紧急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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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Gigaset E710/E710A 您的高品质选择 
感谢您购买了 Gigaset 新一代产品，它不仅仅只是一部电话： 

 
 
 
 
 
 
 
 

 

 

 

 

 

 

 

 

 

 

 

 

 

 

 

 

现在开始，请尽情享受全新的通话体验 

 

 

 

 

 

 

 

 

 

 

 

 

 

 

 

 

 

绿色环保 
Gigaset 绿色家庭：当您打电话时仍然享受绿色环保的关爱。更多 ECO 技术产品，请访

问 www.gigaset.com/cn 

其他实用信息 
将电话簿传送至其它 Gigaset 产品（ 第 17 页）；使用快速拨号（ 第 16 页）；调节显

示屏背光色彩及对比度（ 第 21 页）。 

免打扰 
设置免打扰时间段（ 第 22 页）；设置匿名（无来电显示号码）来电静音（ 第 22 页）。 

150 条电话簿 

保存电话号码与姓名至电话簿（ 第 16 页）；您还可以将重要的联系人设置为 VIP 条目， 
使用不同的来电铃声和背光色彩以便区分普通来电或是 VIP 来电（ 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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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柄简介 

 

 
 

 

 

 

 

 

1. 信号强度 
2. 导航键 

 打开注册列表，内部呼叫 

 通话时，关闭/开启手柄话筒 
 打开音调设置菜单 
 打开手柄电话簿 

3. 通话/免提键 
• 外线来电时闪烁提醒 
• 短按接听来电/开启重拨列表 
• 通话时再次短按开启/关闭手柄免提 

4. 留言快捷键 
长按进入留言菜单 

5. *号键 
• 关闭/开启铃声（待机时长按） 
• 临时切换至音频拨号 

6. 信息键 
• 进入来电/留言列表 
• 有未接来电或留言时闪烁提醒 

7. 话筒 
8. 闪断键（长按输入暂停符 P） 
9. #号键 

• 开启/关闭键盘锁（待机时长按） 
• 切换输入法（电话簿） 

10. 挂机/退出/开关机键 
• 结束通话 
• 取消/返回上级菜单 
• 强制返回待机画面（长按） 
• 关闭/开启手柄（待机时长按） 

11. 屏幕功能键（上方屏幕显示功能） 
12. 显示屏（待机画面） 
13. 电池电量图标 
14. 答录机图标（仅 E710A 适用） 
 

重拨 菜单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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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柄显示屏 
 

待机状态 

 

 

 

 

  

 

 

 

 

 

 

 

 

 

 

 

 
通话状态 

 

 
 

 

 

 

手柄免打扰（铃声关闭） 

手柄键盘锁

手柄信号强度 

答录机开启（仅 E710A 适用） 

电池电量图标 

时间 

手柄名称 

日期 

闹钟时间 

新信息数量 
代表未读留言数量（仅

E710A 适用） 
代表未接来电数量 

屏幕功能键 重拨 菜单 

通话已建立 

对方号码或姓名 

通话时长 

屏幕功能键 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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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状态图标 
正在拨号         

    

 

 

外线来电 

 

 

 

答录机正在录音    

 

 

 

请稍等 

 

 

 

 

屏幕功能键 
屏幕功能键会根据当前的状态显示而变化 

例如： 

 
常用功能键说明 

    

    

    

    

    

 

主菜单图标 

 

 

 

内线来电 闹钟响铃 

通话已建立 通话结束/中断 

信息 疑问 

操作完成 操作失败 

1.当前显示的功能 重拨 菜单 

2.对应的屏幕功能键 

菜单 重拨 

菜单 

OK 

返回 

删除 

打开重拨列表 
打开菜单 
确认当前选择，进入下一级菜单

光标向左删除一个字符 
返回上一级菜单，取消当前操作

闹钟 
语音信箱

设置 
闹钟 

OK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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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座简介 
您可以使用基座上的按键来进行 

• 手动注册新手柄（第 19 页） 

• 呼叫所有手柄（第 19 页） 

• 操作内置数字答录机（仅 E710A 适用） 

 

Gigaset E710A 基座 

 

 

 

 

 
 
注意：手柄和基座不能同时操作答录机 
 
Gigaset E710 基座 

 

 

 

 

 

 
 

1. 注册/呼叫键 
• 短按呼叫所有手柄 

• 长按进入注册状态 

2. 答录机开关键 
• 常亮：答录机开启 

• 闪烁：正在播放/录制留言 

3. 音量键（ 表示减小音量； 表示增

大音量） 
• 播放留言时：调节留言播放音量 

• 来电响铃时：调节基座铃声音量 

4. 播放/停止键（短按播放新留言，长按播

放所有留言） 
• 闪烁：有未读留言 

• 快速闪烁：答录机内存已满 
5. 快进键（跳过当前留言，播放下一条） 
6. 快退键（重播当前留言，再按返回上一

条） 
7. 删除键（删除当前留言） 

注册/呼叫键 
• 短按呼叫所有手柄 

• 长按进入注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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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的准备 
检查包装内容 

系统 
1． 一台 Gigaset E710 或 Gigaset E710A 基座 
2． 一个基座电源 
3． 一部 Gigaset E710H 手柄 
4． 两节 AAA 充电电池 
5． 一个电池后盖 
6． 一根电话线 
7． 一本说明书（含保修卡，三包凭证） 

 
套装 
1． 一台 Gigaset E710 或 Gigaset E710A 基座 
2． 一个基座电源 

3． 一个手柄充电座 

4． 一个充电座电源 

5． 两部 Gigaset E710H 手柄 

6． 四节 AAA 充电电池 

7． 两个电池后盖 

8． 一根电话线 

9． 一本说明书（含保修卡，三包凭证） 
 
子机 
1. 一个手柄充电座 
2. 一个充电座电源 
3. 一部 Gigaset E710H 手柄 
4. 两节 AAA 充电电池 
5. 一个电池后盖 
6. 一本说明书（含保修卡，三包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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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基座与充电座 
请将基座或充电座安装在封闭，干燥的室内，工作温度为+5℃至+45℃（本机仅适用于海拔

2000 米以下），并尽量使基座处于房间的中央位置 

注意： 

• 电话机应远离热源和其它电子设备，并避免阳光直射 

• 电话机应远离潮湿、灰尘、腐蚀性液体以及蒸汽 

 

连接基座 
请将基座，电源适配器和电话线按照右图所示连接，并将线整理到导线槽内 

 

• 连接电话线至图示接口 1 

• 连接基座电源适配器至图示接口 2 

 

注意： 

• 基座要始终连接电源，电话在无电源的情况下

无法正常工作 

• 请务必使用该电话配套的电源适配器，使用非

正规电源适配器会对电话造成损伤 

• 答录机大约在基座通电 15 秒后才能正常工作

（仅 E710A 适用） 

 

 

连接/拆除充电座 
 

 

 

 

 

 

 

 

 

 

 

 

 

 

 

 

 

 

 

 

 

 

连接电源充电片至充电座 1 
连接电源插头至电源插座 2 

如果要拆除充电座： 
按住至充电片开关 3 
将充电片如图示 4 所示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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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柄安装 
注：使用前请揭去覆盖在手柄显示屏上的保护膜 

 
安装电池与电池后盖 
 

 

 

 

 

 

  
 

 

 

 

 

 

 

 

 

 

 

 

 
 

 

 

注意： 
请使用集怡嘉公司推荐的可充电电池（第 28 页），任何情况下不能使用普通电

池（非充电电池）或其他型号电池，否则可能导致严重的人体伤害和财产损失。

例如：电池破损或爆炸，同时也可能导致话机本身故障或损坏。 

请参照手柄上标示的正负

极正确安装 AAA 充电电池 

 

先将后盖顶部插入图 a 所

示位置，再将后盖底部向

下插入图 b所示位置 

 

要打开电池后盖，您可以

使用一枚硬币插入后盖底

部，如图示方向顶开电池

后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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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手柄放在充电座上充电 
如右图所示，将手柄放在充电座上充电，正面向前。 

 

首次使用时的充放电 
首次充电时请参照以下步骤进行： 

• 将手柄放在充电座上连续 6 小时充电 

• 待电池完全耗尽后再次放回充电座充电 

 

注意： 

• 电池进行首次充放电后，没有必要再次重复以上操作 

• 如果您为话机更换了新电池，请再次重复以上操作 

• 电池在充电过程中会略微发热，这是正常现象 

• 长期使用后，电池的续航能力会慢慢降低 

 

设置日期/时间 
• 请正确设定日期时间，以确保来电显示和闹钟功能正常工作 

• 在某些网络环境下，如果您开通了来电显示，运营商会将日期时间同步到电话上 

• 各个手柄的时间会自动同步，您无需重复设置 

 

 
 

 

 
 

• 按右屏幕功能键时间进入日期时间

设置（如果您曾经设置过时间，请通

过设置 日期/时间进入该设置） 

重拨 时间 

• 光标闪烁表示当前输入的位置 

• 按导航键左、右可以移动光标 

• 按年、月、日的顺序依次输入 8位数字； 

例如：依次按键  

表示 2012 年 4 月 21 日  

• 按确定保存日期，进入时间设置 

 

输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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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设置电话是否自动同步网络时间 

• 依次按键 ，显示屏出现： 

 
• 在光标处输入以下数字分别表示： 

0: 从不自动同步 

1: 日期时间未设置的情况下自动同步一次 

2: 每次来电时同步，如下图例示： 

 
• 按屏幕功能键 OK 保存设置 

• 按屏幕功能键 OK 保存日期设置 

• 进入时间设置后，按时、分的顺序输入

4位数字； 

例如：依次按键  

表示上午 7点 15 分 

• 按导航键左、右可以移动光标、 

• 输入完成后再次按按屏幕功能键 OK 

保存时间设置 

 

返回 

返回 

OK 

OK 

• 当显示屏出现已保存提示画面时，您会

听到手柄发出确认音，并返回待机画面

或上一级设置菜单 

 已保存 

输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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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机状态  
当手柄注册完成并正确设置时间后，显示屏应该如下例所示 

 

显示屏图标： 

• 手柄信号由强到弱： 

• 无信号：   

• 电池图标： 

  剩余电量约 66%以上 

  剩余电量约 34%以上 

  剩余电量约 11%以上 

  剩余电量低于 11% 

  闪烁：电池几乎耗尽（可通话时间低于 10 分钟） 

     电池正在充电 

• INT 1 手柄名称(默认为 INT 1-4) 

• 当答录机开启时，手柄屏幕显示  （仅 E710A 适用） 

 

 

 

 

 

 

 

 

 

 

 

 

 

 

 

 

 

 

 

重拨 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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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说明 

导航键 
当手柄处于不同状态时，导航键拥有不同的功能： 

 

待机状态 

 打开菜单 

 打开电话簿 
 打开注册列表 
 打开音调设置 
 
输入状态 

移动输入光标 

向上 向下   

向左 向右 

 

 

校正误输入 
您可以通过导航键来控制光标，将光标移动到输入有误的字符处 

• 按屏幕功能键 删除 来删除光标左边的字符 

• 在光标左边插入一个新字符 

• 输入新数据并覆盖至原数据（输入日期时间等） 

 

菜单操作 
该电话机的功能是通过几级菜单来控制的--主菜单和子菜单。 

主菜单/子菜单 
• 手柄在待机状态下按屏幕功能键 菜单 或按右导航键  

打开子菜单 

• 您可以按导航键 选择不同功能子菜单 

• 按屏幕功能键 OK 更改当前设置或进入所选的子菜单 

• 按屏幕功能键 返回 或挂机键    一次，可以退回上一级菜单 

 

返回待机状态 
在进行任何操作时，您可以长按手柄挂机键  放弃当前操作，返回待机状态。 

 

关闭/开启手柄 
待机状态下，长按挂机键 关闭手柄。 
关机状态下，长按挂机键 开启手柄。 
 

键盘锁 
手柄在待机状态下，长按#号键 开启键盘锁，开启后手柄屏幕显示  图标； 
再次长按#号键 解除键盘锁定状态。 
来电时键盘锁定会自动解除，通话结束则自动恢复键盘锁定状态。 

注意：在键盘锁定时，该手柄无法进行紧急拨号。 

菜单操作状态 
 上下移动菜单光标 

外线通话状态 
打开通讯录 
调节听筒或免提音量 
手柄话筒关闭/开启 

进入呼叫转移列表

返回 OK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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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 
拨打外线电话 
方式1：先预拨电话号码，然后按通话键  （建议使用方式1） 

方式2：长按通话键    ，然后输入电话号码 

注： 

• 如果线路正被或其它手柄占用，屏幕提示 线路正在使用 
• 电话拨出后，手柄屏幕会显示通话时长 
• 在拨号过程中可以按挂机键   取消拨号 

 

接听来电 
来电时按通话键  接听。 
您还可以通过下列方式接听电话:  
如果手柄设置为自动接听状态，将该手柄从充电座上取下时，手柄自动接听来电（第 21 页） 

如果来电时的铃声打扰了他人休息，可以按屏幕功能键 菜单  静音  OK 关闭铃声;

关闭铃声后您仍然可以接听该来电。 
Gigaset E710A:除了接听电话，您还可以将电话转移到数字答录机： 

菜单  转移至答录机  OK 

 

结束通话 
按挂机键  结束通话。 

 

免提通话 
通话过程中，再次按通话键    可以来回切换免提或听筒。 

如果您需要将手柄放在充电座上免提通话： 

• 按住通话键    并将手柄放置到充电座上，放置完成 2 秒后松开通话键，手柄会在

充电座上进入免提通话状态。 

 

调节听筒/免提音量 
手柄：使用听筒/免提通话时，按  打开音量设置，按  调节当前听筒/免提音量 

注：调节音量后大约 3秒不做任何操作，系统会自动保存当前设置。 

 

关闭/开启话筒（闭音） 
通话过程中，按 关闭话筒，屏幕显示 麦克风已关闭 ；再次按  重新开启话筒。 
注：话筒关闭时，您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但对方无法听到您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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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电显示 
外线来电时： 

如开通来电显示功能，来电号码会显示在手柄屏幕上。 

如果来电者的姓名、号码已经被存储在电话簿中则来电

时屏幕上会显示来电者姓名。 

对于一些特殊情况： 
• 未开通来电显示功能，屏幕显示 外线来电 
• 如果来电者隐藏了本机号码，屏幕显示 匿名来电 
• 如果来电者未发送本机号码，屏幕显示 不可用 

注：您可以设置匿名来电静音（第22页）。 

 
备注： 

本设备完全符合国家来电显示标准。但一些特殊的使用条件可能影响正常的来电显示。例如：同一根电话线上连接

多部电话或您所在的交换局的设备不符合标准等，请减少分机的数量（如有可能只连接本设备）或咨询当地交换局。

另外使用个别非标准的小交换机或上网设备也可能会导致电话机部分功能失常。 

 

拨号预选 
您可以通过拨号预选功能在特定的号码前增加您所设定的前 号码。 

• 前 号码：设定您需要增加的前 号码 

• 加前 列表：请在该列表中设定您需要加前 的电话号码 

• 不加前 列表：请在该列表中设定您不需要加前 的电话号码 

例： 

设定前 号码：0999 加前 列表 1：08 不加前 列表 1：084 

表示在所有以 08 开头的（除了 084）号码前增加前 0999 拨出 

比如 

拨号：07112345678，则系统拨出：07112345678 

拨号：08912345678，则系统自动增加前 拨出：099908912345678 

拨号：08412345678，则系统不会自动增加前 拨出：08412345678 

设置拨号预选 

菜单  设置  电话功能  拨号预选  前 号码/加前 列表/不加前 列表 

 

ECO模式 
使用 Gigaset ECO WDCT 技术，您正在保护我们的环境。 

节能： 

您的 Gigaset 电话机使用先进的电源适配器，帮助减少大约 60%的电能消耗。 

健康： 

您的 Gigaset 电话机使用先进的射频技术，能够自动降低发射功率。无论您是否在通

话，手柄与基座的发射功率大约降低 80%，同时 大通话距离也会降低大约 50%。当

您不需要在离基座很远的距离使用时，请务必开启 ECO 模式。 

 

开启/关闭 ECO 模式 
菜单  设置  ECO 模式 （ 表示启用） 

 

 

1. 来电图标 

2. 来电号码 

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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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电话簿与列表 

电话簿 
您可以保存 多150条电话簿 

姓名：支持16位英文字符；电话号码：支持32位数字 

待机状态时，按 打开电话簿 

新增联系人（首次使用） 

    目录为空 新增条目  输入号码（数字）  输入姓名（英文字符）OK 
新增联系人 

    菜单  新增条目  输入号码（数字）  输入姓名（英文字符）OK 
电话簿排序 

本电话簿中的条目通常是按照首字母顺序排列的，优先级如下： 

1. 空格  2. 数字(0-9)  3. 字母(按顺序)  4. 特殊符号 

如果您要将某个联系人排在其他联系人之前，可以在姓名前增加一个空格。 

使用电话簿拨号 

        选择联系人  按通话键  拨出 

管理联系人 

        选择联系人  菜单 
此时您可以选择下列功能： 

VIP来电曲调  设置VIP专用铃声曲调，以便您区分来电 
VIP来电色彩  设置VIP专用屏幕色彩，以便您区分来电 
编辑条目  修改电话簿号码与姓名 
使用号码  将该号码放入预拨区域 
删除条目  删除当前联系人条目 
发送条目  发送当前联系人条目至其他手柄 
删除列表  删除所有联系人条目 
发送列表  发送所有联系人条目至其他手柄 

快速拨号  给该联系人分配一个快速拨号键(2-9) 

快速拨号 

您可以将数字键2-9如上所述设置为快速拨号， 

设置完成后长按数字键自动拨出相应的联系人号码。 

IP拨号 

您可以将数字键0设置为IP快速拨号 

例：IP号码17910，提示语言中文按1，卡号2290216993，密码213896 

在电话簿中储存IP号码，输入17910P1P2290216993#P213896#P 
将该条目设置为IP快速拨号 
预拨目标号码：12345678  长按IP键  17910P1P2290216993#P213896#P12345678 
注：以上步骤仅供参考，具体输入参见所购IP卡背面的说明。（本功能仅适用于IP充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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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联系人至其它手柄 

        选择联系人  菜单  发送条目 / 发送列表     选择目标手柄 OK 
当前条目复制完成后，屏幕显示 条目已复制.复制下一条? 此时按 OK 继续发送下一条。 

注： 
• 使用该功能的所有手柄必须注册在同一个基座上，并且支持电话簿传送功能 
• 目标手柄中含有相同号码的条目不会被覆盖 
• 源手柄中设置的 VIP 曲调和 VIP 色彩不会被传送 
• 传送过程中如果有来电或者目标手柄内存已满，传送过程自动终止 

 
将当前显示的号码保存至电话簿 

您可以将当前屏幕显示的号码保存到电话簿： 

菜单  复制到电话簿 
提取电话簿中的号码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外线通话，预拨状态）您可以将电话簿里的号码提取至当前界面： 

        选择联系人  OK 

 

重拨列表 
重拨列表能够保存该手柄 近呼出的10个号码（支持32位）。 

如果该号码已保存在电话簿中，将会显示联系人姓名。 

使用重拨列表拨号 

按屏幕功能键 重拨      选择需要拨出的条目  按通话键 

管理重拨列表 

按屏幕功能键 重拨      选择需要操作的条目  菜单 
此时您可以选择下列功能： 

使用号码  将该号码放入预拨区域 
复制到电话簿 将该条目复制到电话簿保存 
删除条目  删除重拨列表中该条信息 
删除列表  删除所有重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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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键 
按信息键 打开以下列表 

• 留言列表（仅 E710A 适用） 
• 来电列表 

当有新来电或新留言时，信息键会闪烁提醒，待机屏幕会出现以下图标： 
  新留言（仅 E710A 适用） 
  未接来电 
例如：有 3个新留言，1个未接来电 

 

开启/关闭信息键闪烁提醒 

您可以根据需要设置信息键   闪烁提醒功能（默认为开）： 
    

按以下键分别表示： 

  未接来电      信息键闪烁 

  新留言    信息键不闪烁 

例如：设置未接来电不闪烁，输入： 
    

来电列表 
 选择 来电列表 OK 

如右图所示： 

• 来电状态 
新来电：从未查看过的条目 
旧来电：已经查看过的条目 
已接来电：接听过的条目 
答录机：数字答录机接听的条目（仅 E710A 适用） 

• 来电号码或姓名（已保存至电话簿） 
• 来电日期与时间 

按屏幕功能键 菜单 此时您可以选择下列功能： 

删除条目   删除来电列表中该条信息 
复制到电话簿  将该条目复制到电话簿保存 
删除列表   删除所有来电信息 
设置来电列表类型 

来电列表有2种类型： 

• 所有来电（显示所有来电号码） 
• 未接来电（仅显示未接来电号码） 

菜单  设置  电话功能  来电列表类型  所有来电/未接来电  
注：更改该设置后，原有的来电列表仍被保留。 

 
 

菜单 返回

新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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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个手柄 
一个基座 多可注册4个手柄 

手动注册 
1 手柄上的操作： 

菜单  设置  注册  注册手柄  输入系统PIN码（默认0000）OK 手柄正在注册 

2 基座上的操作： 

60秒内，长按基座上的注册/呼叫键，直至手柄屏幕显示 手柄已注册 
注册成功后，手柄返回到待机状态。其编号将显示在屏幕上，例如：INT 1 
如果注册失败，请重复以上步骤。 

注销手柄 
注意：如无必要，请勿做此操作！ 

菜单  设置  注册  注销手柄  选择需要注销的手柄 OK 输入系统PIN码（默认

0000）OK  再次确认 注销手柄？OK 
寻呼手柄 
您可以通过基座寻呼功能寻找手柄位置， 

基座按注册/呼叫键，所有处于开机状态手柄都会响铃（无论铃声是否开启）。  
要结束寻呼，再次按基座注册/呼叫键；或按手柄通话键；或按手柄挂机键。 

 

内部通话 
注册在同一基座的手柄可以相互进行免费的内部通话 

建立内部通话 

手柄按左导航键  打开注册列表， 选择需要呼叫的手柄 

•    选择 呼叫全部  按通话键    所有其它手柄都会响铃。  
•    选择需要呼叫的手柄  按通话键    被选择手柄会响铃。 

被呼叫的手柄按通话键   接听内部呼叫 

注：内部呼叫全部时，只有 早接听的手柄才能接通内部通话；内部通话建立后，手柄停

止内线响铃；此时，空闲手柄仍然可以使用外线电话。 

结束内部通话 

手柄按挂机键 结束内部通话。 

将外线电话转移到其它话机 

在与外线通话过程中，手柄按    打开注册列表，选择要转接的话机。 

原先的话机可以马上挂机或告知内线后挂机。 

如果转移的目标手柄无人接听，电话会自动回拨到原先的手柄。 

呼入等待 

在内部通话过程中，如果有外线来电，屏幕显示 呼入等待 ，如果开通了来电显示，屏 

同时会显示来电号码。此时按挂机键 结束内部通话，再按通话键 接听外线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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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通话 

前提：三方通话功能已启用（请参考20页）。 

在外线通话过程中，空闲话机可以长按通话键  直接进入当前通话状态，原先通话双方

会听到提示音，提示已有新话机进入当前通话。 

设置三方通话 

菜单  设置  电话功能  三方通话 OK 
内线的两个话机任意一方结束三方通话，保留通话的双方会听到提示音，提示三方通话已

结束。 

如果外线结束通话，则保留的内线双方都会听到挂断音。 

更改手柄名称 
手柄默认名称为 INT1,INT2…您可以自行更改手柄名称（ 多 10 位英文字符） 

    选择要更名的手柄 菜单  重命名  输入手柄名称 OK 
手柄名称更改后会自动更新到其他手柄的注册列表里。 
 

闹钟 
前提：已正确设定日期与时间（见第10页） 

启用闹钟 
菜单  闹钟  启用 OK   输入闹钟时间 OK 
修改闹钟时间 

菜单  闹钟  闹钟时间 OK   输入闹钟时间 OK 
贪睡模式（延时响铃） 
闹钟响铃过程中，按屏幕功能键 贪睡 停止响铃，进入贪睡模式；在 5 分钟后会再

次响铃提醒。 

按屏幕功能键 关闭 结束此次闹钟。 

注：闹钟每次响铃大约持续 60 秒，如果没有按任何键，闹钟自动进入贪睡模式，5

分钟后再次响铃。响铃 3次后如果仍然没有按键，闹钟会自动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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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柄设置  
手柄在出厂时有默认的设置，您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个性化设置。 

 

手柄语言设置 
菜单  设置  菜单语言   选择所需设置的语言 OK（ 表示当前选择） 

如果您之前选择了一种无法阅读的语言，可以通过快速索引： 
         选择正确的菜单语言 OK 
 
手柄显示屏设置 
屏保图片 

菜单  设置  显示屏  屏幕保护 

   选择 无屏幕保护 / 数字时钟 OK 
设置屏保图片后，手柄待机大约 15 秒后自动进入屏保状态，此时待机画面变为您设

定的屏保图片。 

色彩主题 

菜单  设置  显示屏  色彩主题 

   选择合适的色彩主题（4种不同的色彩主题可选） OK 
对比度 

菜单  设置  显示屏  对比度 

选择合适的对比度（9级可选） OK 
 

自动接听 
如果您开启了自动接听功能，来电时只要将手柄从充电座上拿起即可接听，无需再

按通话键。 
菜单  设置  电话功能  自动接听 OK（ 表示启用） 

 

设置通话音量 
菜单  设置  音调设置  通话音量  听筒音量 / 免提音量 OK 

选择合适的音量（5级可选） OK 
您也可以在通话时通过快捷键设置当前通话音量（见第 14 页） 
 
设置手柄铃声 
铃声音量 
菜单  设置  音调设置  铃声音量 OK 

选择合适的音量（6级可选，例如：  表示 3级 ；  表示铃声渐响） OK 
铃声音调 
菜单  设置  音调设置  铃声曲调（手柄） OK 
此时您可以设置： 

• 外线来电 
• 内线来电 
• 闹钟 

内线来电 / 闹钟  选择合适的曲调（20 种可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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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线来电  曲调  
选择合适的曲调（20 种可选） OK 

外线来电  分时免打扰  启用 
您可以开启分时免打扰，并设置一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内所有外线来电都不会

响铃。 

外线来电  分时免打扰  设置 
免打扰从: 按照时:分的格式输入 4位数字 

免打扰至: 按照时:分的格式输入 4位数字 

注：在免打扰时间段内，您所设置的 VIP 来电仍然会响铃。 
外线来电  匿名来电静音 
您可以开启匿名来电静音功能。这样，匿名来电会显示在屏幕上，但不会响铃。 

铃声关闭/开启 

您可以按照需要设置： 
• 关闭所有来电铃声 
• 关闭当前来电铃声 

关闭所有来电铃声 

长按  关闭所有来电铃声，屏幕显示 

开启所有来电铃声 

再次长按  开启所有来电铃声 

关闭当前来电铃声 

来电时，按屏幕功能键 菜单  静音 

 

设置提示音/低电音 
菜单  设置  音调设置  提示音 / 低电音（    表示启用） 

• 提示音：开启后该手柄会发出按键提示音，确认提示音，错误提示音 
• 低电音：开启后该手柄必须充电时发出低电音 

 

手柄复位 
菜单  设置  系统  手柄复位  复位至手柄出厂设置？ OK 
手柄复位后 

• 手柄注册状态不变 
• 日期时间保持不变 
• 手柄电话簿和来电列表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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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座设置 
基座设置对所有注册在该基座上的手柄都有效。 
 
设置基座铃声（仅 E710A 适用） 
菜单  设置  音调设置  铃声（基座） OK 
此时您可以设置 
铃声音量 选择合适的音量（6级可选，例如：   表示 3级；   表示铃声渐响） 
铃声曲调 选择合适的曲调（6种可选） 
分时免打扰 设置免打扰时间段 
 
呼入等待音乐 

如果开启了呼入等待音，您在转移电话时，对方会听到一段音乐。 

菜单  设置  电话功能  呼入等待音乐 OK（   表示启用） 
 
系统 PIN 码 

您可以设置4位PIN码（默认为0000）来保护您的电话 

菜单  设置  系统  系统PIN码  
输入目前的系统 PIN 码  输入需要更改的系统 PIN 码 OK 
注意：请牢记自己设置的系统PIN码，在进行手柄注册/注销，恢复默认设置等操作时必须

输入系统PIN码 
 
基座复位 
基座复位后 

• 个人设置恢复默认值 
• 来电列表会被清空 
• ECO 模式会关闭 
• 日期时间保持不变 

基座复位大约需要 15 秒 
软件复位 

菜单  设置  系统  基座复位 OK 

通过菜单软件复位后 
• 手柄注册状态不变 
• 系统 PIN 码保持不变 

硬件复位 

拔掉基座电源，按住基座上的注册/呼叫键不放，同时重新接上基座电源，继续按住基座上

的注册/呼叫键至少5秒 

硬件复位后 

• 所有该基座的手柄被注销 
• 系统 PIN 码恢复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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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电话连接到PABX时的设置 
只有当您的电话连接到PABX（小交换机）上，并且有相关要求（参见PABX说明书）时才

需按以下说明进行设置 

更改拨号模式 

您可以设置以下拨号模式： 

• 音频拨号（DTMF） 
• 脉冲拨号（PD） 

菜单    
设置  表示脉冲拨号 

设置  表示音频拨号 

设置闪断时间 

一些交换机可能要求您更改电话机的闪断时间，请参考交换机说明书进行操作。 

菜单    
设置  0=80毫秒  1=100毫秒  2=120毫秒  3=180毫秒  4=250毫秒  5=300毫秒   
6=600毫秒  7=800毫秒 

设置取线时间 

您可以更改按下通话键到电话机接通的时间间隔 

菜单    
设置 1=1 秒  2=3 秒  3=7 秒 

设置暂停时间 

您可以更改暂停符 P 的暂停时间，请参考交换机说明书进行操作。 

菜单    
设置 1=800 毫秒  2=1600 毫秒  3=3200 毫秒 

临时切换至音频信号（DTMF） 

如果您的 PABX 是脉冲拨号（DP），但有些情况下需要使用音频拨号（例如某些语音

电话系统），您可以临时切换至音频拨号。 

前提：您正在通话过程中 

按  临时切换至音频信号，通话结束后，会自动恢复脉冲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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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录机（仅E710A适用） 
您可以通过基座上的按键（见第6页），手柄里的菜单或者远程遥控来控制内置答录机。 

用手柄操作 
打开/关闭 答录机 

菜单  语音信箱  答录机（   表示启用） 

注：答录机大约可录音25分钟，当内存已满时，答录机无法开启，请按照提示删除旧留言。 

答录机开启后，屏幕显示图标 

新留言提醒 

如果有未读留言 

• 手柄信息键  闪烁提醒 
• 手柄屏幕显示如右图所示图标与数字，数字表示未读留言数量 

播放留言 

当您用手柄操作答录机时，免提会自动开启，并播放留言信息 

按免提键 切换至听筒播放。 

菜单  语音信箱  播放留言 
可快速选择您要听取的留言 

当留言正在播放时按屏幕功能键 删除 当前留言 
当留言正在播放时按屏幕功能键 菜单 可暂停播放，并选择： 

拨号   拨打该留言来电号码 

继续   返回留言列表继续播放 

音量   调节留言播放音量大小 

复制到电话簿 将该留言来电号码复制到电话簿 

删除全部  快速删除所有已读留言 

留言中接听来电 

当留言已经在录制时，您仍然可以通过屏幕功能键 接听 当前来电。 
将来电转移至答录机 
您也可以将当前不想接听的来电转到自动应答，即使此时答录机处于关闭状态 
前提：答录机仍有足够的储存空间 
外线来电时，按屏幕功能键 菜单  转移至答录机 OK 
答录机将会立即启动应答功能，不会等待您设置的响铃时间 
通话录音（双向录音） 
您可以使用答录机将外线通话全程录制下来 
注意：请预先告知对方您即将进行通话录音 
通话过程中，按屏幕功能键 菜单  通话录音 OK  
完成录音后，按屏幕功能键 结束 
您会听到提示音，并且信息键 闪烁，提醒您有新留言 

大通话录音时间取决于答录机的剩余储存空间，如果答录机的储存空间已满，通话录音

会自动终止，并将已录制的内容保存为新留言。 
留言监听 
在外线留言过程中，您可以同时听到留言并判断是否接听电话 
菜单  语音信箱  留言监听  选择 手柄/基座 OK （   表示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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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控制答录机 
您可以通过远程控制（宾馆电话，投币电话等）来听取留言或开启答录机。 

前提： 

• 您必须更改默认系统 PIN 码，不能使用 0000 
• 远程电话必须使用音频拨号模式 

远程听取留言 

拨打本机号码，当听到主人留言时按 9号键，并输入系统 PIN 码， 

如果输入正确，您将听到留言状态，并自动开始播放新留言。 

此时，您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 按 1 号键重播该条留言，连按两下跳到上一条留言 
• 按 2 号键暂停重播该条留言，再次按 2 号键继续播放 
• 按 3 号键跳到下一条留言 
• 按 0 号键删除当前留言 

远程开启答录机 

前提：答录机当前处于关闭状态。 

拨打本机号码，让它一直响铃直到让您输入 PIN 码。 

输入正确的 PIN 码后，答录机开启，播放留言。 

注：答录机无法远程关闭。 

答录机设置 
录制主人留言 

系统已经为您预设了主人留言，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录制。 

菜单  语音信箱  主人留言  录制主人留言  录OK键，在提示音后录音 
录音完成后，按屏幕功能键 OK 保存主人留言 

注： 

• 主人留言时间超过 170 秒，或录音过程中 2 秒以上没有语音，录音将自动停止 
• 如果您中途取消主人留言，系统将会自动恢复预存留言 

播放主人留言 

菜单  语音信箱  主人留言  播放主人留言 
播放您录制的主人留言，如果未录制，则播放系统预设的主人留言 

删除主人留言 

菜单  语音信箱  主人留言  删除主人留言 
删除您录制的主人留言，系统自动返回预设主人留言 
留言长度 

设置单条留言时间限制： 

菜单  语音信箱  留言长度   1分钟 / 2分钟 / 3分钟 / 无限制 OK 
响铃次数 

您可以根据需要设定从来电响铃开始至答录机开启的延迟时间 

菜单  语音信箱  响铃时间   立刻 / 10秒 / 18秒 / 30秒 / 自动 OK 
如果您设定为 自动 

• 如果没有未读留言，答录机将在响铃 18 秒后启动 
• 如果有未读留言，答录机将在响铃 10 秒后启动 

设定为自动后，您远程操作答录机，响铃后超过15秒左右如果尚未接通，就表示没有新留

言，您可以直接挂机，而不必等待答录机启动，这样就不会产生任何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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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保养 
用无腐蚀性的湿布（干布会产生静电）或防静电布擦拭。  

 

不慎遇水的处理 !  
如不慎遇水请进行以下操作： 

• 基座拔掉电源。 

• 手柄立即把电池取出。 

• 把水从话机中甩出。 

• 各部件放到干燥通风处，按键朝下，放置至少72小时（不可用微波炉或火炉烘干）。 

• 期间不要开机。 

通常情况下，话机干燥后可恢复正常工作。 

 

问题和解答 

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可通过访问网站: www.gigaset.com/cn  

或拨打服务热线电话寻求帮助：4006 706 007 
下面列出 常见的使用问题及相应解答： 

手柄屏幕无显示 

1． 手柄未开机（长按开机键  ） 

2． 手柄电池耗尽（充电或更换电池） 

手柄屏幕上显示 基座 

1． 手柄超出通话范围（靠近基座） 

2． 基座断电（检查基座电源连接情况） 

不响铃 

1. 免打扰开启，铃声被关闭 

2. 您设置了匿名来电静音（见第22页） 

没有拨号音 

没有连接电话线或电话线接口错误（检查电话线连接是否正确，见第8页） 

输入系统PIN码时听到错误提示音 

系统PIN码输入错误，遗忘系统PIN码（见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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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中对方无法听到您的声音 

在通话过程中启用了闭音功能，话筒处于关闭状态（重新开启话筒） 

无来电号码显示 

来电显示功能未开通（联系运营商开通来电显示） 

输入时听到出错提示音 

输入非法数据，无法完成操作（重新输入，根据提示或说明书输入正确数据） 

以下仅E710A适用 

留言信息不包含日期时间 

尚未设定系统日期时间（正确设定系统日期时间，见第10页） 

答录机无法远程遥控 

系统PIN码未修改，默认0000（将系统PIN码修改为其它数字，见第23页） 

答录机无法录制留言 

答录机内存已满（删除旧留言） 
 
手柄电池型号 
镍氢充电电池(NiMH) 
型号: 7号(AAA)  电压:1.2 V 容量: 550 – 1000 mAh 
 

手柄电池续航能力 

手柄的续航能力取决于您所使用的电池容量及使用情况（以下数据为实验测试 大值） 

电池容量(mAh) 550 700 800 1000 
待机时间(小时) 180 210 240 295 
通话时间(小时) 10 12 14 17 

正常使用*续航能力(小时) 85 95 110 135 
使用基座充电时间(小时) 7 8 9 11 
使用充电座充电时间(小时) 5.5 6.5 7.5 9.5 

*正常使用：平均每天约1.5小时通话时间，其余时间待机状态 

基座耗电量 
基座型号 E710 E710A 
待机充电状态 约 0.7W 约 0.7W 

待机非充电状态 <0.4W <0.4W 

通话状态 约 0.5W 约 0.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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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列表 

无线通信标准 WDCT 
信道数 80 双工信道 
工作频率 2400~2483.5 MHz  
双工方式 时域复用，帧长 10 毫秒 

比特率 576 kbit/s  
调制方式 GFSK  
发射功率  每个信道平均功率 大 25mW 
有效范围* 室外 大 300 米，室内 大 50 米 

基座电源  220V~50Hz 
工作环境 +5℃~45℃ 湿度 20%~75%  
拨号方式  DTMF 音频 / DP 脉冲 

*ECO模式关闭,在实验室无干扰环境下的测试数据 

 

字符集 

 

 

 

 

 

 

 

 

 

 

1) 空格  2) 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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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树  
ì 闹钟 

启用 20 页 
闹钟时间 20 页 

þ 语音信箱 

播放留言 25 页  
答录机* 25 页  
留言监听* 25 页 手柄 
  基座 
主人留言* 26 页 录制主人留言 
  播放主人留言 
  删除主人留言 
留言长度* 26 页 无限制 
  1 分钟 
  2 分钟 
  3 分钟 
响铃时间* 26 页 立刻 
  10 秒 
  18 秒 
  30 秒 
  自动 
网络信箱  
设置键 1*  
答录机语言*  

 m 设置 
日期/时间 10 页  
音调设置 通话音量 14 页 

  铃声音量 21 页 

  提示音 22 页 

  低电音 22 页 

  铃声曲调(手柄) 21 页

  铃声(基座) 23 页 

显示屏 屏保图片 21 页 

  色彩主题 21 页 

  对比度 21 页 

菜单语言 21 页  

注册 注册手柄 19 页 

  注销手柄 19 页 

电话功能 自动接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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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方通话 20 页 

  来电列表类型 18 页 

  拨号预选 15 页 

  呼入等待音乐 23 页 

系统 手柄复位 22 页 

  基座复位 23 页 

  系统 PIN 码 23 页 

ECO 模式 15 页  

 
* 仅适用于 E710A 
 
 
 
 
 
 
 
 
 
 
 
 
 
 
 
 
 
 
 
 
 
 
 
 
 
 
 
产品型号： 
Gigaset E710  HWDCD8218(21)P/TSD 
Gigaset E710A  HWDLCD8218(22)P/TSD 
Gigaset E710H  HWDCD8218(1000)P/TSD 
 
 
 
    
生产厂：      
Gigaset Communications GmbH      
Frankenstr.2 46395 Bocholt, Germany      
本机产地：德国  充电电池，电源适配器 产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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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无绳电话机三包条款 
 

本三包条款所述内容是依据 2001 年 11 月 15 日起实行的《固定电话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

责任规定》(下称“三包规定”)编写，仅适用于集怡嘉通讯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在中国

大陆总经销的数字无绳 电话机商品（下称“产品”）。为了维护您的权益，请在购机时向经

销商索要有效发货票（即财税部门统 一监制的发票）和三包凭证。     
一、由于产品本身的性能故障（见三包规定附录 3“固定电话机性能故障表”，下称“性能

故障”），消费者凭有效发货票和三包凭证按照三包规定将享受下列三包服务：  
 1. 自购机之日起 7 日内，数字无绳电话机出现性能故障，您可以选择修理、退货或更换

同型号同规格的数字无绳电话机。退货或换货由销售商负责。   
 2. 自购机之日起第 8 日至第 15 日内，数字无绳电话机出现性能故障，您可以选择修理

或更换同型号同规格的数字无绳电话机。换货由销售商负责，修理由集怡嘉公司指定的维

修点负责。   
 3. 数字无绳电话机的三包有效期为一年；其功能装置(见三包规定附录 1)的三包期，除

充电电池为半年外，均为一年。   
 4. 如果丢失有效发货票和三包凭证，但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该数字无绳电话机在三包有效

期内的，也可享受三包服务。  
二、如果下述任何一种情况发生，消费者将无法享受三包服务（即本三包条款不予适用），

但可享受集怡嘉公司授权之维修点提供的有偿服务：    
 1. 超过三包有效期的；   
 2. 无三包凭证及有效发货票的，但能够证明该数字无绳电话机商品在三包有效期内的除

外；   
 3. 三包凭证上的内容与商品实物标识不符或者涂改的；   
 4. 未按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使用、维护、保养而造成损坏的；   
 5. 非集怡嘉公司授权的服务点拆动造成损坏的；   
 6. 因不可抗力造成损坏的。   
三、消费者应自行承担往返集怡嘉公司授权的维修点或其他服务点的一切费用。   
四、所有被维修替换下来的零件,部件和附件等归集怡嘉公司所有。从其它设备上拆除产品

的相关费用应由消费者承担，即该等费用不属三包的范畴。 
五、集怡嘉公司对产品的三包义务，无论本三包条款或其它书面说明可能隐含或表示的默

示三包义务，都应当被理解为已经包含在或限于本三包条款所列的三包范围和三包期限内。 
六、任何销售商或其代理人或集怡嘉公司授权的维修点均无权代表集怡嘉公司承认或承担

超出本三包条款范畴的义务，亦无权放弃集怡嘉公司在本三包条款项下的任何权利。  
七、中国法律的有关强制性规定适用于本三包条款。  
八、集怡嘉公司保留调整有关三包信息、产品功能及规范等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九、集怡嘉公司设有服务热线并设有指定授权维修点，具体联系方式请参见三包凭证。  
十、三包期内，消费者按本三包条款及三包规定享受三包服务是消费者因产品质量问题所

受损失的唯一补救措施。换言之，集怡嘉公司对消费者的其它直接或间接损失（包括但不

限于数据的丢失，可期待的利益等）不负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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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无绳电话机三包凭证 
 

区域    单位名称（地址）      电话 
上海 上海万虎光大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徐汇区肇嘉浜路 1065 号光大通信 2 楼）   (021) 15721076476 
上海 上海瑾溪贸易有限公司（卢湾区重庆南路 26 弄 3 号）      (021) 63845089 
上海 上海裔尘电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浦东新区东方路 573 弄 1 号 703 室）    (021) 58760556 
上海 中邮通信设备（上海）有限公司（静安区胶州路 322 号）     (021) 52868831 
上海 上海美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闸北区恒丰路 610 号 1 号楼 601 室，不夜城工业园内）    (021) 51015776 
上海 上海浩宙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长宁区金钟路 658 号东华大学科技园 4 号楼地下室）  (021) 60908595 
北京 北京万家通电讯设备有限公司（朝阳区和平西桥小黄庄前街乙 2 号院靓亿族商务中心二楼 2009 室）(010) 84242500  
北京 北京创利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丰台区方庄芳城园一区 17 号楼 A502）    (010) 58075492  
天津 天津市宇龙通讯设备贸易有限公司（红桥区大胡同天亦新厦 A 座 101 室）   (022) 27259808 
石家庄 石家庄市科韵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新华路 199 号华海环球广场 9 层）    (0311) 87040888 
太原 太原兰宇通讯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小店区长治路 3 号南兰宇通讯维修部）   (0351) 7237768 
广州 广州市越秀区永讯通信器材维修服务部（越秀区大沙头三马路 8 号首层 206）   (020) 83780488 
广州 广州市银德利发展有限公司荔湾服务点（荔湾区恩宁路 33 号）     (020) 81384090 
广州 广州市银德利发展有限公司天河服务点（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18 号明轩文化商城 1 楼 A46） (020) 87588211 
深圳 深圳市顺电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福田区华强北路上步工业区 202 栋 208 室）   4006788688 
深圳 深圳市众维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福田区华强北路现代之窗 B 座 27H）    (0755) 83987950 
深圳 深圳市尔奇实业有限公司（龙岗区布吉镇南湾街道布沙路 31 号工业区 B1 栋 1 楼 ）  (0755) 28885852 
东莞 东莞市纳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莞城区东城大道 75 号金城大厦 609）    (0769) 22505890 
桂林 桂林市康柏贸易有限公司（叠彩区中山中路置业广场 382 号-4 号）    (0773) 2855621 
南宁 桂林市康柏贸易有限公司南宁办事处（东葛路 7 号预备役师 1 栋 1 楼）    (0771) 2910440 
昆明 昆明道惟商贸有限公司（盘龙区白塔路 308 号省军区经济房 2 单元 202 室）   (0871) 3529221 
武汉 武汉市郎信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桥口区汉口利济北路电子城 160 号）    (027) 85410295 
长沙 长沙市创谊电子通讯设备有限公司（雨花区韶山北路 482 号三重大厦 10C）   (0731) 85521868 
成都 成都乐讯畅想科技有限公司（青羊区大安西路 58 号）      (028) 83228385*808 
重庆 重庆诺忆科技有限公司（渝中区八一路解放碑苏宁手机维修中心）    (023) 63852471 
南昌 南昌鸿邮信息设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西湖区八一大道 139 号 8 楼）     (0791) 86204110 
贵阳 郑州宏信电器维修服务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云岩区中华南路 203 号，新大陆正对面）  (0851) 6856315 
南京 南京北辰贸易有限公司（秦淮区双塘路 19 号(皇册家园)4 栋 1 单元 402 室）   (025) 52311919*805 
南京 南京佳联现代办公设备有限公司（玄武区珠江路东大影壁 12-2 号）    (025) 83355102 
常州 常州市旺达通讯有限公司（天宁区劳动中路银河湾电脑城 1 号楼）    (0519) 86696000 
无锡 无锡市龙电商贸有限公司（崇安区学前东路 740 号）      (0510) 82111677 
苏州 无锡市龙电商贸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凤凰街定慧寺 36 号 5 幢 104 室）    (0512) 67703469 
南通 南通雨顺现代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崇川区工农路 655 号）     (0513) 85297986 
徐州 徐州华为电子有限公司（云龙区中山南路 113 号海云大厦 5B08 室）    (0516) 83800399 
扬州 扬州耀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陵区莱茵小镇沿河街 40 号 3 楼）    (0514) 87253180 
合肥 合肥创利达经贸有限公司（包河区马鞍山南路 998 号国贸公寓 7 幢 103 室）    (0551) 4674658 
杭州 杭州齐天通信器材有限公司（拱墅区上塘路 439 号城北电脑城二楼 2208 室）   (0571) 88035966 
宁波 宁波海曙嘉汇贸易有限公司（江东区江东北路 350 弄 16 号 2 楼）    (0574) 87891701 
温州 温州远东通讯设备有限公司（鹿城区广场路西公廨 48 号）     (0577) 88282284 
厦门 厦门市顺通实业有限公司（思明区美仁新村商场 163 号）     (0592) 2208071 
泉州 厦门市鑫鸿发电讯贸易有限公司（泉州市晋江安海兴西工业小区 12 号）    (0595) 85758960 
福州 福州市鑫鸿发电讯贸易有限公司（台江区大利嘉城太保境 30 号，沃尔玛超市旁）  (0591) 83375500 
青岛 青岛福泉德商贸有限公司（市北区镇江路 34 号甲宁海小区 2 号楼 2 单元 801 室）  (0532) 85802190 
济南 山东新德赛贸易有限公司（历下区经十路 65 号三庆汇文轩东座 8 楼 8A8B）   (0531) 86025161 
济南 山东中讯通实业有限公司（历城区华龙路百花小区 15 号楼 1 单元地下一层）   (0531) 88113096*804 
哈尔滨 哈尔滨赫玛仕经贸有限公司（道里区东风街 69 号）      (0451) 84673979 
长春 长春科讯经贸有限公司（宽城区春铁大厦 A 座 1112 室）      (0431) 86110372 
沈阳 沈阳市富通畅达商贸有限公司（沈河区翰林路 17 号 3-1-2）      (024) 24151326 
大连 大连新锐晨光科技有限公司（西岗区鞍山路 24-17 号）      (0411) 82636858 
兰州 兰州铭禹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城关区东岗西路 271 号西北电子商贸城 518 号 ）  (0931) 8623895 
西安 陕西中航电讯有限责任公司（碑林区雁塔路北段 29 号 4 层）     (029) 82213785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世纪慧通工贸有限公司 （沙依巴克区扬子江路 213 号红十月小区东二区 10-6-102） (0991) 4506668 
乌鲁木齐 新疆飞龙芯通商贸有限公司（沙依巴克区扬子江路红十月花园东二区 10 号楼 3 单元 1301 室） (0991) 4501900 
郑州 郑州德海商贸有限公司（金水区文化路 68 号中科信息大厦 909 室）    (0371) 68208740 
郑州 河南金鹏实业有限公司（金水区纬五路 13 号附 3 号）      (0371) 65952053 
 
* 内容如有调整，恕不另行通知。请致电售后服务热线咨询 新信息。 
 

咨询热线：4006 706 007     
电子信箱：service@cn.gigaset.com    
公司网址：www.gigas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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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包凭证 —— 维修记录 
 
 

 

送修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送修故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故障原因及处理情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交验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修理员签字：__________________ 用户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
         
维修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 维修单位盖章：________________
  
维修单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维修单位电话：________________ 维修单位邮编：________________
   
       
 
                                                                                                                      
 
 
 

送修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送修故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故障原因及处理情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交验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修理员签字：__________________ 用户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
         
维修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 维修单位盖章：________________
  
维修单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维修单位电话：________________ 维修单位邮编：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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