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手机
 

W930

黑色

WCDMA / GSM

 
CTW930BLK

臻享荣耀 智显超凡
支持 Android

飞利浦 Xenium W930 手机锋芒毕露尽显皇者风范，由外而内散发出非凡慑人魅力。凭借其双模式 3.2 英寸 HVGA TFT

触摸屏、卓越的电池性能以及 WCDMA 和 GSM 覆盖范围，本款手机可以充分昭显您尊崇品味与闪耀成就。

时刻保持连通

长达 9 小时的通话时间

双模式（WCDMA 和 GSM），联络更方便

畅享长达 9 小时的网页浏览

时刻连接

通过 WLAN 可随时随地访问互联网

通过视频通话感受面对面交流

Android 2.3

创建个人 WiFi 热点，在外出时时刻保持联络

非凡的视野

双 3.2 英寸 HVGA TFT 触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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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亮点

长达  9 小时的通话时间

一次充电，电话即可支持长达 9 小时的通话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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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通话

通过视频通话，享受与亲友的面对面交流，毋须长

途跋涉。该手机的摄像机可将拍摄到的图片传送给

有兼容手机的视频通话对方。

移动热点

想体验创建个人 WiFi 热点带来的乐趣和便利吗？

您可以借助飞利浦手机的移动热点功能来实现。现

在，外出时您可以在任何地方将您喜爱的 WiFi 设

备（例如笔记本电脑、上网本或媒体播放器）连接

至互联网。

Android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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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LAN 连接

通过 WLAN，您可以在手机上体验高速互联网访

问。自在畅游，无拘无束地浏览网页或发送电子邮

件。

双  3.2 英寸  HVGA TFT 触摸屏

得益于经典翻盖设计的双 3.2 英寸 HVGA 触摸

屏，飞利浦双屏手机可带给您全新的视角。合上手

机时，它可作为普通单屏手机使用，允许用户查看

图像和视频，以及访问电子邮件和应用程序。或

者，您也可以选择翻开手机，使用内部触摸屏和人

体工程学键盘，两种方式都十分方便。

长达  9 小时的网页浏览

一次充电，即可享受长达 9 小时的网页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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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网络功能

EDGE

3G: WCDMA

GSM 频段（次 SIM）: 1800, 1900, 900 MHz

WCDMA 频段: 2100MHz

WLAN

尺寸

天线: 集成式

形状因数: 翻盖

手机颜色: 黑色

手机尺寸: 110*57.8*22 毫米

手机重量: 250 克

图片/显示

屏幕对角线尺寸（英寸）: 3.2 英寸

主屏颜色: 26.2 万色

主屏分辨率: 320x480 像素

主屏技术: TFT

外屏技术: TFT

副屏幕对角线尺寸（英寸）: 3.2 英寸

电容式触摸屏

静态照片拍摄

相机: 集成式

影像传感器类型: CMOS

预览帧速率: 30 帧/秒

图像文件格式: JPEG

画面分辨率: VGA (640x480), 2M (1600x1200),

768x1024, 3M (2048x1536), 5M (2592x1944)

白平衡: 自动, 阴天, 白炽灯, 荧光灯, 日光, 白炽灯

自动对焦

静态照片播放

图像压缩格式: BMP, GIF, GIF (87a & 89a), JPEG,

WBMP

旋转: 90 度步进

放映幻灯片

视频捕捉

视频格式: 3GP, MPEG4

视频分辨率: QVGA, QCIF, VGA

视频播放

压缩格式: MPEG4, 3GP

帧速率 (fps): 15, 30

分辨率（像素）: 176x144, 352x288, 320x240,

640x480

录制视频

压缩格式: 3GP

音频播放

音频支持格式: AMR, MP3, AAC+, AWB

声音

铃声: MP3 铃声, 64 和弦, AMR 铃声

存储介质

内存 (RAM): 512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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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MB

存储卡最大容量: 32 GB

便利性

按钮和控制: 4 向导航键和输入, 相机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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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键, 飞行模

式, 键盘锁, 软键, 振动提示

游戏和应用程序: 日程表, 闹钟, 计算器, 日历, 电子

秒表, 倒计时器, 手写识别, 名片阅读器, 文档阅读

器, 动作感应器, 小工具

可用语言：界面: 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 中文

多媒体: FM 收音机

操作系统: Android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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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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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牙: 蓝牙 V2.1

调制解调器功能: GPRS, HSDPA DL 3.6Mbps, UL

384Kbps

PC Link: USB 2.0

无线连接: Wi-Fi, 蓝牙

附件

标准包装包括: 电池, 充电器, 手机, 用户手册, USB

数据线, 豪华立体声耳机, 4GB MicroSD 卡, 3.5 毫

米音频插孔适配器

功率

电池容量: 2000 毫安时

电池类型: 锂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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