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手机

Xenium
 

W8510

灰色

WCDMA / GSM

 

CTW8510GY

四核长待 傲然超卓
飞利浦 Xenium W8510，时刻保持领先。这款手机具备极速的 1.2GHz 四核处理器，融

汇 4.7 英寸高清大屏，Android 4.2 智能系统和 Xenium 长效续航的优异电池性能，让您

演绎精英本色。

杰出智能

1.2GHz 四核处理器，大幅提高性能

4.7 英寸的高清炫丽大屏，呈现锐利的细节

Android 4.2

刚毅型格 纤薄流畅

时刻保持连通

长达 18 小时的通话时间

畅享长达 10 小时的网页浏览

双模式（WCDMA 和 GSM），联络更方便

一键即可访问节能模式

快速充电 - 为繁忙的都市生活节省时间

为生活增添色彩

使用带有闪光灯的 800 万像素自动对焦相机拍摄高品质照片

通过无线在电视上分享手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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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亮点

1.2GHz 四核处理器

得益于强劲的 1.2GHz 四核处理器，飞利浦手机性

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这款强大的设备可以让

您轻松体验多任务处理。极速加载网页、流畅播放

视频动画，享受超快体验！以卓越的画质陶醉于非

同凡响的流畅游戏之中。

4.7 英寸高清大屏

飞利浦手机配有令人惊叹的的 4.7 英寸高清显示

屏，带给您逼真的鲜艳色彩和锐利的细节。更令人

称道的是，还可以快速轻松地在宽屏幕上导航。无

论您是在您喜爱的网站上冲浪或观看最新快照和视

频，4.7 英寸屏幕都能随时随地为您带来无与伦比

的视觉享受。

Android 4.2

Android 操作系统带给您可定制的平台，拥有非常

丰富的应用 APP 及其功能。将您的掌上电脑、游

戏机和电话非常方便的汇聚到一个产品中。

刚毅型格  纤薄流畅

无论身处何地，这款飞利浦手机的简约外观和优雅

线条必定是引人注目的焦点 。光滑锃亮的金属边框

配衬纤薄机身和流线外型，极具吸引力，完美符合

您的个人品味及生活方式。

长达  18 小时的通话时间

一次充电，电话即可支持长达 18 小时的通话时

间。

长达  10 小时的网页浏览

一次充电，即可畅享长达 10 小时的网页浏览。

双模式（WCDMA 和  GSM）

您的飞利浦手机支持两张 SIM 卡，可以同时访问

WCDMA 和 GSM 网络连接。现在您只需一部电

话，即可在两个网络上享受更大的移动联络范围。

一键节电

这一节能开关将成为飞利浦手机上最便捷的功能。

轻触位于侧面板上的按钮，您即可启用此功能，以

帮助节省手机的电量。该功能将关闭 WiFi、GPS

和蓝牙功能，同时也会调低屏幕显示的亮度。此外

还可避免像其他手机所需的多重操作，这一精巧又

方便的按钮定会将手机用户从繁复的操作中解脱出

来。

快速充电

得益于这种神奇的快速充电功能，手机可以即时恢

复战斗力。传统充电过程往往需要几个小时，而拥

有了快速充电功能，在赶赴一系列重要约会之前，

您再也不必为电池电量耗尽而烦恼了。只需充电几

分钟，便可以自信地处理一天的事务了，您的手机

可以完美续航。这种功能势必会为您的生活带来天

翻地覆的变化。

带有闪光灯的  800 万像素自动对焦相机

使用飞利浦手机上的 800 万像素自动对焦摄相

机，像专业人士那样随时随地拍摄照片。以水晶般

清晰的画质捕捉生命中的每个永恒时刻，并自豪地

与朋友和家人分享。内置闪光灯意味着即使在昏暗

的光照条件下，也能拍摄出色的照片。因此无论是

白天还是夜间，您都不会错过任何珍贵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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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网络功能

GSM 频段: 900, 1800, 1900 MHz

GPRS (Rx+Tx): Class 12, Class B

信息收发: 连锁短信（超长短信）, 电子邮件,

MMS，多媒体消息服务（彩信）, 预定义信息（短

信，彩信）, SMS CB（小区广播）, SMS（短消息

服务）, 短信群发, QQ 即时通讯, 预设 SMS

服务: OTA Provisioning (WAP,MMS), SIM Toolkit

/ Release 99, WAP 2.0, 移动上网

语音编解码器: FR/EFR/AMR/HR

EDGE

3G: WCDMA

WCDMA 频段: 2100MHz, 900MHz

WLAN

GSM 频段（主 SIM）: 1800, 1900, 900 MHz

GSM 频段（次 SIM）: 1800, 1900, 900 MHz

尺寸

天线: 集成式

形状因数: 直板

手机颜色: 灰色

手机尺寸: 138.5 毫米 X 69.7 毫米 X 10.4 毫米

手机重量: 173 克

图片/显示

主屏颜色: 1600 万色

主屏分辨率: 720X1280 像素

主屏技术: TFT

电容式触摸屏

屏幕对角线尺寸: 4.7 英寸

静态照片拍摄

相机: 集成式

闪存: 内置

集成闪存

影像传感器类型: CMOS

图像文件格式: JPEG

画面分辨率: 8M (3264X2448)

白平衡: 自动, 阴天, 日光, 荧光灯, 白炽灯, 阴影, 微

光, 暖荧光灯

画面质量: 普通, 精细, 超精细

静态照片播放

图像压缩格式: BMP, GIF, JPEG, PNG

画面效果增强: 创建相册, 照片编辑, 虚设, 翻转照

片, 框架和图标, 旋转, Tag it, 图片编辑器, 图片编

辑

旋转: 90 度步进

放映幻灯片

视频捕捉

视频格式: H.263, 3GP, H.264, mp4

视频播放

压缩格式: MPEG4, H.263, Divx, H.264

帧速率 (fps): 30, 24

录制视频

压缩格式: MPEG4, H.263, H.264

帧速率: 30, 15 fps

音频捕捉

语音录制: 是, AMR

音频播放

音频支持格式: AMR, MP3, AAC, APE, Midi,

WAV, FLAC, eACC+

声音

铃声: MP3 铃声, 64 和弦, AMR 铃声

存储介质

内存 (RAM): 4 GB

存储卡类型: Micro SD

内存管理: 存储器状态, 动态内存分配

用户内存: 1843.2 MB

存储卡最大容量: 32 GB

便利性

按钮和控制: 打开/关闭电源, 侧键, 软键

通话管理: 呼叫前转, 通话保持, 通话计时, 呼叫等待

*, 来电显示*, 电话会议, 紧急电话, 麦克风静音, 未

接电话, 多方通话, 已接来电, 防火墙

时钟/版本: 模拟, 数字, 国际时钟

轻松导航: 触摸板

操作简易: 图形用户界面, 免提模式, 飞行模式, 振动

提示, 双 SIM 卡, 专用耳机插头, 闪烁光, 屏保

游戏和应用程序: 日程表, 闹钟, 计算器, 日历, 手写

识别, Document Viewer, 文档阅读器, 照片编辑

器, 动作感应器, 文件管理器

可用语言：界面: 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 中文

操作系统: Android4.2

个人信息管理: 夏令时, 时区, 智能电话簿, 警卫功

能, 国际时钟, 任务列表, 快速记事, SD 卡备份

个性化/自定义: 可下载动画 GIF, 可下载图片, 可下

载铃声, 墙纸, 铃声, 屏幕保护程序

文本输入: 智能预测输入

振铃

音量控制

GPS

内置 GPS

支持 A-GPS

连接

耳机: 通过 3.5 毫米接口插孔

调制解调器功能: EDGE, HSUPA 5.76Mbps,

HSDPA 42Mbps

PC Link: USB 2.0

串行连接: USB-MicroUSB 数据线

无线连接: Wi-Fi, 蓝牙

蓝牙模式: A2DP, FTP, HFP

蓝牙形式: 4.0 LE

附件

标准包装包括: 电池, 充电器, 手机, 用户手册, USB

数据线

功率

电池容量: 3300 毫安时

电池类型: 锂离子

待机时间: 860.49 小时（双 SIM 卡）

通话时间: 18小时 (WCDMA)

操作系统

Android: Android 4.2

处理器

处理器：高通骁龙 410 四核处理器 (MSM8916)

预装应用程序

安智市场

百度输入法

百度地图

中国天气

iReader

移动 QQ

腾讯移动浏览器

微博

* 所示规格是在使用首次完全充电的电池并关闭蓝牙功能和

WiFi功能时在实验室环境下测得，具体情况视网络状况和使

用方式而定。

* 不含 MicroSD 存储卡。

* 只适用于特定型号的飞利浦智能电视。有关详细信息，请咨

询最近的飞利浦零售商。

* 部分功能需要您的网络供应商配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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