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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MT-8003具有来电、去电号码查询，闪断、重拨、回拨、FSK及DTMF

来电显示自动检测等功能，足以提供安装模拟式电话线路之所需，防

雷击保护功能，能防止因雷击或瞬间高压突波而造成仪器本身的损坏，

是一款适合电话安装、监测和维修技术人员的便携式电话查线器。 

 

一、产品特点： 
1.LCD可显示拨出号码、来电号码、时间及其它信息。 

2.自动检测FSK及DTMF来电显示信息。 

3.具有来电显示功能，最长可显示16位。 

4.支持32位预拨号功能及预拨号删除功能。 

5.5段字体明暗调节。 

6.去电记忆功能，最多16组8位，内部动态存储最长可存储32位（5组）。 

7.来电记忆功能，最多62组8位，内部动态存储最长可存储16位（38

组）。 

8.音频/脉冲式拨号双切换，适合各国不同交换机。 

 
二、使用说明： 
1.使用前的准备： 

把带有水晶头的RJ11线插入本机的RJ11接口，另一端连接到带电设备

或者外线上，此时屏幕显示初始化时间、日期，话机处于备用状态。 

2.外线查询： 

此款查话机类似电话子母机，如果需要查询本坐机号码，按开关建可

以拨打自己的手机或者其它设备查询本坐机的电话号码，如果机房查

询可使用鳄鱼夹查询，方便、简单。 

3.内线查询： 

可根据交换机的功能发送指令，查话机会自动接收回拨，方可查询内

线电话。 

4.拨号、通话操作： 

本机摘机方式为按键方式（键盘上设有开/关按键），接听电话：把开

关按到“挂机”状态，听到铃声后，直接按“开/关” 键接听，拨打

电话：直接按“开/关” 键，听到拨号音后拨号，所拨号码会显示在

液晶屏上，拨通即可通话，通话完毕挂机即可。 

5. 字体明暗度调节： 

查线机待机状态下，连续两次按下“闪断”键，即可进行1至5段明暗

度调节。 

 
三、系统设置： 
1.挂机状态按住[设置]，进入设置状态，LCD显示， 此时，

用[上查、下查]键可改变设置项，LCD同时显示对应的设置项。再按[设

置]键进入该项设置。在某项设置完成以后，按[设置]键进入下一项设

置。所有设置均用[上查、下查]键修改该具体设置项，用[删除]键退出

设置状态。 

2.设置日期/时间 

L C D提示， 按[设置]键确认。进入日期/时间设置后，年

份显示闪烁，可按[上查、下查]键修改，完成后再按[设置]键进入月的

设置，修改方法与年份的设置相同，再按[设置]键可依次修改日、小时

和分钟。小时和分钟的设置可分十位和个位分别设置。按[设置]键确认

分钟个位设置时话机会自动清秒。时间及日期设置完成后，L C D显示

屏会自动显示对应的星期以及当月挂历。当遇到有F S K来电信号时自

动刷新系统时间，D T M F来电信号对时间，日期的设置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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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区域码 

L C D提示  ，按[设置]键确认，L C D会显示，

按[设置]键确认，进入区号的设置， 

第一个“－” 闪烁（若已设置了区号，则显示设置的区号，区号第一

个号码闪烁）。按[上查]、[下查]键可设置或修改为0到9，完成第一位

设置后，按[设置]键进入第二位设置，以此类推。最多可设5位本地码。 

4 .设置出局码 

L C D提示  ，按[设置]键进入出局码的设置， 此时L C D

会显示出  ， “－”闪烁 

（若已设置了出局码，则显示已设置的号码，号码的第一位闪烁）。

按[上查]、[下查]键可设置或修改为0到9，完成设置后，按[设置]键进

入下一项设置菜单。在回拨预拨号、记忆号码及来电号码时，若号码

大于等于6位且首位与出局码不同，话机会自动添加出局码。而回拨去

电号码则不考虑添加出局码。当添加自动I P号码时，话机会先拨出局

码后拨自动I P号码，话机在每次拨出出局码后自动暂停1 S，以适应各

种交换机。在锁控状态话机不锁出局码，出局码后面的号码才考虑锁。 

注：在锁上时，无法设置出局码。 
 
四、查询： 
1.来电查询： 

本话机自动识别、接收、存储来电号码和来电时间，最多可储存62组，

用户可对来电号码进行翻查、删除、回拨等操作： 

翻查：按上查键，显示前一个号码及来电时间，按下查键显示后一个

号码及来电时间。 

回拨：拨重拨键，话机将所有显示的来电号码 

自动拨出，拨通后即可通话。连续按两个重拨键，则话机会自动加0

回拨。 

删除：按删除键一下，删掉所显示的来电号码；若按住删除键4秒，则

删除所有存储的来电号码。 

2.去电号码及通话和时间记忆、查询功能：拨完电话号码8秒后，话机

开始自动计时，挂机后所拨号码将被存储起来，最多可存10组，用户

可对存储的去电号码进行查询，回拨和删除操作。 

查询：按去电键，可循环往前查看去电号码及通话时间。 

回拨：查到想要回拨的去电号码后，按重拨键可将该去电号码自动拨

出。 

重拨：拨打电话时，若遇忙音，可先挂机后再提机，然后按重拨键实

现重拨，或直接按重拨键，话机将自动收线一次后进行重拨。 

 
 
 
 
 
 
 

五、注意事项： 
1.来电显示： 

必须向电信局申请来电显示服务，本机才能实现该功能。本机与外线

之间不能接有小交换机、 

防盗器、分线器等，否则可能影响来电显示功能。为了完整地接收来

电信息，最好两次响铃后才摘机。 

错误处理：如发现本话机功能不正常，拔掉外线，过10分钟后再插入

外线可恢复正常。 

2.此产品不适用于数字电话测试。 

产品规格表 

直流电阻 ≤350Ω 

来电显示 FSK 及 DTMF，自动检测，最多显示 16
位 

字幕亮度调节 LCD  5 段 

拨号输出 音频/脉冲式拨号可切换 

去电记忆功能 全动态存储:16 组（8 位数）/12 组（12
位数）/10 组（16 位数）/5 组（32 位数） 

来电记忆功能 全动态存储:62 组（8 位数）/43 组（12
位数）/38 组（16 位数） 

来电响铃指示灯 绿色 LED 闪烁 

更多功能 
重拨、回拨、闪断、预拨号删除功能、日
期设定、时间设定、通话查询、通话时间
查询 

来电响铃音量 ≥70dBA 

屏幕显示 LCD 显示屏，41mmx15mm 

防雷保护 有 
测试接口 RJ11 与鳄鱼夹 
吊挂带 有 
外观尺寸 （长 x 宽 x 高）156x66.3x31.5mm 
重量 188.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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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区产品保固卡 
购买日期  店章 
公司名称  
联络电话  
电子邮箱  
联络地址  

产品型号 MT-8003 
※ 在正常使用情况下，自原购买日起主机保修一年，发热芯保修三个

月(不含配件、易耗品)。 
※ 产品保固卡需盖上店章、日期章并填写产品序号，其保固效力始生

效。 
※ 本卡请妥善保存，如需维修服务时，请同时出示本保固卡，如无法

出示，视为自动放弃。 
※ 我司产品实行计算机编码，它将作为我司产品保固的依据，每抬产

品均有独立的编码，为了您能得到最好的服务，请勿损坏撕毁该编
码。 

※ 保固期满后，如需维修之性质，则酌收检修工时费用。若有零件需
更换，则零件费另计。 

保修说明: 
一、保固期限内，如发生下列情况，本公司需依实际状况酌收材料成

本或修理费(由本公司维修人员判定)： 
• 产品表面的损伤，包括外壳的破裂或刮痕 
• 因误用、疏忽、不当安装或测试，未经授权私自打开产品修理，修

改产品或者任何其它超出预期使用范围的原因所造成的损害 
• 因意外因素或人为因素(包括搬运、挤压、碰撞、高温、输入不合

适电压、腐蚀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故障或损坏。 
• 因使用非宝工导致的故障及损坏。 
二、非服务保证内容 
• 本机主体外之配件：如烙铁头、吹风嘴、手柄、保险丝等配件。 
• 任何因自然磨损、超负荷工作而引起的损坏。 
三、超过保固期限仍需检修，虽未更换零件，将依本公司保固条款酌

收工时服务费用 
 

制造商 ：宝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台湾新北市新店区民权路 130 巷 7 号 5 楼  

电 话 ：886-2-22183233 

E-mail ：pk@mail.prokits.com.tw 

销售/生产商 ：上海宝工工具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 1365 弄 25 号 

原产地 ：中国.上海 

服务热线 ：021-6818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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