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规格
物理特性
• 可达到军用级别的耐用标准
• 防射水、防震且防尘（IP65 级）
• 设计小巧、轻便，便于携带
• 经过处理的金刚石和锥形握柄均依人体工程学设计
• 集成扬声器
• 坚固耐用的高增益天线
• 日光下可读的防眩光显示屏
• 2.5mm 耳机并有免提功能
• 迷你 USB 数据端口

全球一键通
对讲的强大
功能。
尽在掌握。

规格：
• 尺寸：140 mm (长) x 60 mm (宽) x 32 mm (高)
• 重量：268g
• 工作温度：-10˚C 至 +55˚C
• 电话模式下电池的使用时间：
- 待机：长达 54 小时
- 通话时间：长达 6.5 小时
• 一键通对讲模式下电池的使用时间：
- 待机：长达 16.5 小时
- 通话时间：长达 5 小时
包装清单：
• Iridium Extreme® PTT 设备
• 高容量电池
• 带有国际通用电源适配器的旅行充电器
• 车载充电器
• 皮套
• USB 数据线
• 使用手册
• 2 件附件适配器
• 带有 5’ 电缆的磁性车载天线
• 带麦克风的免提听筒

Iridium Extreme PTT
®

一键通对讲
唯一一家通信公司联通着整个星球
Iridium 控制着世界上覆盖面最广的网络，使自己成为唯一真正可提供覆盖两极的解决方案的全球通信公司。
Iridium 的语音和数据产品提供优越的通信解决方案，让全球的企业、政府机构和个人在任何地方保持互联。
Iridium 依托与合作伙伴独有的全球性生态体系续创造着新的高价值能力，引领世界进入通信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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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通对讲
已经更加智
能且要求更
加严格。
它无处不在。

第一时间响应
交通运输

公共安全

建筑业

军用

边境服务/国土安全

搜索和救援 公共设施

采矿业

石油与天然气

Iridium Extreme® PTT
功能
Iridium Extreme® 一键通对讲使快捷、简单又安全的群组
通信可用于市场上最坚固、功能最丰富的卫星电话 — 只需
按下一个按钮便可实现这一切。

• 全球性：可在横跨两极的
全球范围内任何您需要的
地方使用
• 移动性：全面集成，可在

专为一键通打造
对于团队之间的交流沟通，Iridium Extreme®
PTT 的设计之坚固可满足用户们在地球上某
些极端恶劣环境下的高强度使用。Iridium
Extreme® PTT 采用了智能对讲模式设计、扩
展型扬声器、增强型一键通按钮以及大容
量电池，将可靠的全球通信提升到了更高
的水平。直观的用户界面可以快速访问多
种通信服务，包括语音通话、短信以及电
话模式下的 SOS 服务和一键通对讲模式，
无论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让您与
您的团队即时、安全地进行沟通。

已优化改进的一键通
对讲。
只有 Iridium 可为您提供一键通对讲这一
连接途径，它意味着快速、简捷，并且在
Iridium 全球卫星网络的强有力的支持下能
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

无与伦比的状态意识和功能控制，您的用户
所期待的新增功能包括：
•
•
•
•
•
•
•

自动注册
空中通话组设定
一键通对讲服务状态
动态通话组选择和监控
通话者设备 ID
通话者设备距离和方位
视频和音频通话组扫描

全球所有的远程网络可随时满足您团队即时
通信，而无需传统的基于地面塔和中继器的
花销，也不会受其限制性的影响。
覆盖区域、设备的安全性以及通话组群的配
置均可以根据需要使用基于网络的 Iridium
一键通 (PTT) 命令中心工具通过管理员在线
进行调节，该工具简化了现场设备的支持和
维护。

移动中手持使用
• 快捷性：呼叫建立和在线
相互通话性能与传统解决
方案类似
• 简洁性：自动编程并可通过
易于使用的菜单进行注册
• 适配性：行走、车载或在
建筑物中均有可用配件
• 安全性：一键通对讲通信
使用 AES 256 进行加密以
保护数据的私密性

多功能可移动性
与之前仅能车载或手持使用的系统不
同，Iridium Extreme® PTT 的灵活性真
正实现了对所有通信环境的支持。包括
肩背式便携包、扩充基座和外置天线
（另售）在内的多功能配件可在任何条
件下 — 行走、车载或在建筑物中 – 确
保重要的通信畅通。

一键通对讲这一投资绝
对是您迈向未来的正确
选择
从现在直至遥远的未来，Iridium 始终致
力于扩展您全球通信的可靠性并提高通
信性能。您的 Iridium Extreme PTT 设备
的设计使其能够同时与当前的 Iridium®
网络和 Iridium NEXT 兼容，后者是
Iridium 66 颗互联低地球轨道卫星具有
开创性的下一代星座系统，计划于
2015 年开始发射。我们承诺，Iridium
的高可靠性及任务关键型网络将继续为
您今日的投资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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