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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長久的電池壽命
智能高效的飛利浦 Xenium 9@9v 可將您的手寫輸入瞬間轉換為 SMS。雙 SIM 功能令手機號碼切換十分容易，其獨有的

超長電池壽命可始終保持連線狀態！

保持開啟和連線狀態

長達 1 個月的待機時間

長達 8 小時的通話時間

傳送短訊快速簡易

螢幕手寫辨認

輕觸式屏幕

充分發揮你的流動性

雙 SIM 卡設計，免卻轉換電話號碼時的麻煩



Xenium CT9A9VBLK/40

規格 產品特點

播放聲音

音效支援模式: AMR, Midi, MP3, SP-Midi

連線

耳筒: 經由迷你 USB 連接器

無線連接: 紅外線

便利

按鈕與控制器: 4 向導航鍵並輸入, 軟鍵, 自訂熱鍵

來電管理: 來電插撥, 通話時間, 來電等候, 來電顯示, 會

議電話, 緊急呼叫, 咪高風靜音, 未接來電, 多

方通話, 已接來電, 防火墻

時鐘/版本: 數碼, 國際時鐘

方便易用: 免提模式, 鍵盤鎖, 快捷鍵, 震動警示, 雙 SIM

卡, 熱鍵, 屏幕保護程式數碼時鐘

遊戲與應用程式: 鬧鈴, 計算機, 日曆, 手寫辨認, 日常事

項, 中國節日提示, 國際貨幣轉換器, 農曆

輕鬆導覽: 輕觸式面板, 動畫彩色矩陣

可用語言：T9 輸入: 簡體中文, 繁體中文, 英文, 法文, 土

耳其文, 俄文

內置遊戲: 2

可用語言：UI: 簡體中文, 繁體中文, 英文, 法文, 羅馬尼

亞文, 土耳其文, 印尼文, 俄文, 泰文, 烏克蘭文, 越南文

個人資料管理: 日光節約, 國際時鐘, 時區

個人化/自訂化: 牆紙

振動器: 是

音量控制: 是

配件

標準套件內含: 充電器, 手機, 全球保修, 尖筆, 用戶手冊,

單聲道耳筒, 電池, SAR 資訊手冊

尺寸

天線: 整合式

款式: 直立式

手機色彩: 黑色完美

手機尺寸: 105 x 44 x 15.8mm

手機重量: 75g

網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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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SM 頻: 1800, 900 MHz

訊息: 長串 SMS (長 SMS ), EMS / release 4,

MMS (多媒體訊息服務), 預定 SMS, SMS (短訊服

務), SMS CB (手機廣播), SMS 多人接收

服務: SIM 工作套件 / Release 99, WAP 1.2.1

語音 Codec: FR/EFR/AMR

圖像/顯示

主熒幕色彩: 65536

熒幕對角線尺寸（英吋）: 1.75 吋

主熒幕解像度: 128x160 像素

主熒幕技術: CSTN

輕觸式面板: 是

輕觸式熒幕: 輕觸式熒幕

功率

電池容量: 890 mAh

電池類型: 鋰離子

充電時間: 3 小時 hr

待機時間: 長達 750 小時

省電控制: 自動開/關

通話時間: 長達 8 小時

音效

鈴聲: MP3 鈴聲, 16 和弦鈴聲

靜態圖像擷取

相機: 整合式

圖像檔案格式: JPEG

圖像模式: 連續, 夜間模式, 自動計時模式

圖像解像度: QVGA (320x240), VGA, 128x160

特殊效果預覽模式: 黑白, 彩色底片, 褐色

畫面質素: 高, 低, 普通

靜態畫面播放

圖像增强功能: 畫框及圖像, 旋轉, 相片編輯

幻燈片展示: 是

圖像壓縮格式: BMP, GIF (87a & 89a), JPEG

旋轉: 90 度步進式

長達  1 個月的待機時間

單次充電可使用的連續待機時間高達 1 個月

長達  8 小時的通話時間

本手機單次充電即可通話達 8 小時。

手寫辨認

為你提供快速的簡訊編輯方式。就像書面手寫一樣

輕鬆，只需在輕觸式熒幕寫下你想說的話，手機會

自動將你的筆跡轉換成 SMS 文字簡訊。內置的手

寫辨識功能有中文 (繁體和簡體) 和英文 (羅馬字母)

兩種選擇。

1 部電話，2 張  SIM 卡

輕鬆轉換電話號碼，無需移除與更換 SIM 卡。你

的飛利浦手機專為兼容雙 SIM 卡而設計，只需在

電話的功能表上選擇所需 SIM 卡，即可在兩張卡

之間進行切換。

 

* 此處所顯示的規格以實驗室中在關閉藍芽功能的情況下對初

次充滿電的電池進行實驗所取得的結果為基準。實際效能取

決於網絡服務供應商及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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