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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DMA / GSM

 
CTW337BLK

加倍歡樂
採用 Android 系統

有了 Philips W337 智能手機，生活更有樂趣。手機有多種特色，例如 Android 2.3、雙重模式覆蓋以及 HSDPA 和

HSUPA 高速資料傳輸，不論是工作或是娛樂，這款手機都非常合適。

隨插即用

內置 GPS，輕鬆導覽

創建個人 WiFi 熱點以於行動時取得連線

透過 WLAN 隨時隨地進入互聯網

快速、簡單又易用

Android 2.3

雙重模式（WCDMA 和 GSM）、雙重覆蓋

使用 HSDPA 和 HSUPA 快速傳輸資料

盡情享受多媒體體驗

2.0 百萬像素相機

3.2 吋 WQVGA TFT 電容式觸控屏幕



連接

藍芽

耳機: 透過 3.5 毫米插孔連接器

Modem能力: GPRS, HSPA DL 7.2Mbps, UL

5.76Mbps, WCDMA

電腦連接: USB 2.0

串行連接: USB-MicroUSB 數據線

無線連接: Wi-Fi, 藍芽

藍芽規格: A2DP, EDR

藍芽版本: 3.0

配件

電池: 1350mAh

標準套件包括: 電池, 充電器, 立體耳筒, 用戶手冊, USB 數據線

功率

電池容量: 1350mAh

電池類型: 鋰離子

待機時間: 長達 385 小時

通話時間: 長達 6 小時

多媒體應用程式

記憶卡存取: SD 卡插槽

GPS

內置 GPS

作業系統

Android: Android 2.3

智能手機 CTW337BLK/97

規格

尺寸

天線: 集成式

款式: 直板式

手機顏色: 黑色

手機尺寸: 107.3 毫米*54.6 毫米*12.8 毫米

手機重量: 108.3 克

影像/顯示

屏幕對角尺寸（英制）: 3.2 吋

主熒幕分辨率: 240X400 像素

主熒幕技術: TFT

電容式觸控面板

靜態影像拍攝

相機: 集成式

數碼變焦: 數碼

影像感應器類型: CMOS

預覽畫面速率: 30 格/秒

影像文件格式: JPEG

畫面分辨率: VGA (640x480), QVGA (320x240), 2M

(1600x1200)

白平衡: 自動, 多雲, 白熾燈, 光管, 日光, 鎢絲

靜態照片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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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BMP

影像增强功能: 建立相簿, 編輯相片 (色彩、濾鏡),

假裝, 翻相片, 畫框及圖像, 旋轉, 設定標籤, 相片編

輯器, 相片編輯

旋轉: 90 度步進式

幻燈片展示

影像拍攝

畫面速率: 30 fps

影像格式: 3GP, H.263, MPEG4

影像解像度: QVGA, CIF, QCIF, WQVGA, VGA

影像播放

壓縮格式: MPEG4, H.263, 3GP

畫面速率 (fps): 30

解像度 (pxl): 176x144, 320x240, 352x288, 640x480

錄音

語音錄音: 有, AMR

播放聲音

音效支援模式: AMR, Midi, MP3, AAC, WAV, AAC+

音效

鈴聲: MP3 鈴聲, MIDI

儲存媒體

內置記憶體容量: 512MB

記憶卡類型: Micro Secure Digital (SD)

記憶體管理: 記憶體狀態, 動態記憶分佈

用戶記憶體: 100 MB

最大記憶卡容量: 32 GB

網絡功能

GPRS (Rx+Tx): 12 級、B 級和 C 級

GSM 頻: 850, 900, 1800, 1900 MHz

訊息: 電子郵件, MMS (多媒體訊息服務), SMS (短

訊服務)

服務: OTA 配置 (WAP,MMS), SIM 工作套件 / Release

99, WAP 2.0, 手機上的互聯網

語音解碼: FR/EFR/AMR/HR

EDGE

3G: WCDMA

WCDMA 頻: 900MHz, 1900MHz, 2100MHz

WLAN

便利

按鈕與控制器: 電源開啟/關閉, 側邊鍵

來電管理: 來電轉接, 通話保留, 通話時間, 來電等候, 會

議電話, 緊急呼叫, 麥克風靜音, 未接來電, 多

方通話, 已接來電

時鐘/版本: 類比, 數碼, 國際時鐘

輕鬆導覽: 輕觸式面板

方便易用: 圖形用戶介面, 熱鍵, 飛行模式, 鍵盤鎖, 快捷

鍵, 震動警示

遊戲與應用程式: 鬧鈴, 計算機, 日曆, 秒錶, 倒數計時器,

文件檢視程式, 文件讀取程式, 相片編輯器, 動態感應器,

桌面小插件

可用語言：UI: 英文, 簡體中文, 印尼文, 泰文, 越南文

操作系統: Android 2.3

個人資料管理: 夏令時, 保護, Quick Note

個性化/定制化: 可下載鈴聲, 可下載牆紙

文字輸入: 智能輸入

振鈴

音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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