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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長久的電池壽命！
出門時，你絕對不會將它留下！Xenium 9@9a 是你外出時與他人保持聯繫的必備工具。

隨時準備

長達 40 天的待機時間

長達 10 小時的通話時間

隨手掌握資訊

電話簿可儲存 1000 筆記錄，每筆記錄可儲存多達 5 個號碼

特大的 250 個 SMS 訊息儲存量

驚人的使用者記憶體

隨處享受舒適視覺效果

特大 65K 色 OLED 熒幕



Xenium CT1898/000APMEA

規格 產品特點

尺寸

天線: 整合式

款式: 直立式

手機尺寸: 99,7 x 43,5 x 19,2 mm

耳機音量: 77 cc

手機重量: 86 克

手機色彩: 銀色、黑色

圖像/顯示

亮度: 80 cd/m²

熒幕對角尺寸: 1.5

多行文字: 7

主熒幕色彩: 65536

主熒幕解像度: 128x128 像素

主熒幕技術: OLED

音效

鈴聲: 64 和弦鈴聲

播放聲音

音效支援模式: Midi

靜態畫面播放

圖像壓縮格式: BMP, GIF, GIF (87a & 89a), JPEG

圖像增强功能: 畫框及圖像

儲存媒體

記憶體管理: 記憶體狀態, 動態記憶分佈

使用者記憶體: 2 MB

網絡功能

GPRS (Rx+Tx): Class 10 (4+2), Class B

GSM 頻: 900, 1800 MHz

訊息: EMS / release 4, MMS (多媒體訊息服務),

事先定義訊息 (SMS，MMS), SMS CB (手機廣播),

SMS (短訊服務), 長串 SMS (長 SMS ), 快速 SMS

服務: OTA 配置 (WAP,MMS), SIM 工作套件 /

Release 99, WAP 瀏覽器 Teleca Obigo 3.0,

WAP 1.2.1

語音 Codec: FR/EFR/AMR

便利

按鈕與控制器: 4 向導航鍵並輸入, 自訂熱鍵

來電管理: 通話費用, 來電計數器, 來電轉接, 來電插

撥, 通話時間, 來電等候, 來電顯示, 會議電話, 緊急

呼叫, 指定通話轉接, 咪高風靜音, 未接來電, 多方通

話, 已接來電

時鐘/版本: 數碼

方便易用: 熱鍵, 鍵盤鎖, 快捷鍵, 震動警示

內置遊戲: 3

遊戲與應用程式: 日常事項, 鬧鈴, 計算機, 日曆,

Java MIDP 2.0

個人化/自訂化: 可下載動畫 GIF, 可下載 Java 應用

程式, 可下載圖像, 可下載鈴聲, 熒幕保護程式, 牆紙

文字輸入: T9

連線

耳筒: 透過底座連接器

配件

選購配件: 手機套, 點煙轉接器, 手機頸鍊, 萬用汽車

套件, 高級耳筒

標準套件內含: 電池, 充電器, 手機, 全球保修, SAR

資訊手冊, 用戶手冊

功率

電池容量: 1200 mAh

電池類型: 鋰離子

充電時間: 345 小時 hr

待機時間: 長達 1000 小時

通話時間: 長達 10 小時

綠色環保規格

無鉛焊接産品: 是

長達  40 天的待機時間

前所未有的特長電池壽命！本手機充電一次即可在

開機後連續 40 日處於待機模式。

長達  10 小時的通話時間

通話更久！單次充電即可享有長達 10 小時的通話

時間，降低旅行時攜帶充電器的需求。

1000 筆電話簿

大量的儲存空間最多可儲存 1000 筆電話簿項目，

每筆記錄最多可輸入 5 個號碼，讓你方便儲存所

有的商務與個人連絡人。

250SMS 儲存容量

電話有額外的記憶體，能儲存多達 250 個 SMS

(短訊服務) 訊息，讓你保存所有珍貴的訊息。

驚人的使用者記憶體

大型的內置記憶體，讓你儲存個人資料例如 SMS

(短訊服務) 訊息、聯絡資料、可下載內容如牆紙、

鈴聲等。可同時儲存多達 250 個 SMS 訊息、

1000 項聯絡資料及其他可下載內容。

特大  65K 色  OLED 熒幕

具有 128x128 像素解像度的全彩色 65K OLED 主

熒幕，讓你可以在特亮效果中檢視手機上的所有內

容。以清晰、生動的色彩欣賞你的所有圖像及相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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