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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更出色，行动更从容
配备双 SIM 卡

得益于 Xenium X513 的超长电池寿命和双 SIM 卡设计，让您持久电力充沛，始终保持联络。 以更少的忙乱，享受更佳

的性能，更可享受包罗万象的音乐播放和移动通话时间 - 只需一次充电！

时刻保持连通

长达 2 个月的待机时间

长达 20 小时的通话时间

使您尽享充分的灵活性

双 SIM 卡，2 组联系人列表

无限提升您的多媒体体验

200 万像素相机可为您拍出清晰逼真的照片

借助 RDS FM 电台的屏幕显示，轻松调谐

享受蓝牙立体声音乐

MicroSD 存储卡插槽可增加内存/数据存储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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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亮点

长达  2 个月的待机时间

一次充电，手机便可持续待机长达 2 个月之久。

双  SIM 卡

使用 2 个不同的手机号码，分开不同联系人，让您

的生活更有条理。有双 SIM 卡，不必随身携带 2

个手机。

蓝牙立体声音乐

您的飞利浦移动电话支持 A2DP 蓝牙模式。它能够

让您通过蓝牙耳机以高品质立体声无线欣赏您喜爱

的乐曲。

MicroSD 存储卡插槽

通过在手机的内置存储卡插槽中插入 MicroSD 存

储卡，可以体验额外容量带来的便利，享受存储多

媒体文件的乐趣。

RDS FM 收音机

无线电数据系统 (RDS) 显示屏会显示电台的名称而

非频率数字，您可以利用它快速轻易地调谐到您喜

爱的电台。通过 RDS，电台还能将文本消息和信息

直接传输到收音机显示屏，这样您就随时可以收听

最新新闻和收音机广告了。

飞利浦绿色标志

飞利浦绿色产品可以降低成本、节省能源和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如何做到？它们在一个或多个飞利浦

绿色焦点领域 – 能效、包装、有害物质、重量、回

收和处理，还有使用寿命可靠性做出了显著的环保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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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网络功能

GPRS (Rx+Tx): 12 类，B 类和 C 类

GSM 频段: 900, 1800, 1900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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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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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ease 99, WAP 2.0

语音编解码器: FR/EFR/AMR/HR

尺寸

天线: 集成式

形状因数: 直板

手机颜色: 炫灰

手机尺寸: 112 x47.6x15.6 毫米

手机重量: 131.2 克

图片/显示

屏幕对角线尺寸（英寸）: 2.2 英寸

主屏颜色: 26.2 万色

主屏分辨率: 240x320 像素

主屏技术: TFT

静态照片拍摄

相机: 集成式

闪存: 内置

影像传感器类型: CMOS

图像文件格式: JPEG

图像模式: 夜间模式, 自拍模式, 多段拍摄

画面分辨率: VGA (640x480), QVGA (320x240),

2M (1600x1200), 768x1024

特效预览模式: 灰度, 深褐色, 蓝光效果, 绿色效果,

色彩转化, 普通

白平衡: 自动, 夜间

画面质量: 普通, 高, 低

高级设置: 对比度, 消除闪烁, 饱和度, 清晰度, 时间

戳记

静态照片播放

图像压缩格式: BMP, GIF, JPEG

画面效果增强: 创建相册

旋转: 90 度步进

放映幻灯片

视频捕捉

数码变焦: 8 倍速

帧速率: 15 fps

视频格式: MPEG4

视频分辨率: CIF

高级设置: 对比度, 消除闪烁, 饱和度, 清晰度, 视频

质量

视频模式: 自动

视频播放

压缩格式: MPEG4, H.263, 3GP

分辨率（像素）: 176x144

录制视频

压缩格式: MPEG4, 3GP, H.263

分辨率（像素）: 176x144

音频捕捉

语音录制: 是, AMR, AWB, WAV

音频播放

音频支持格式: AMR, Midi, MP3, WAV

音频录制

录制您自己的声音

声音

铃声: MP3 铃声, 64 和弦, 语音记事铃声, AMR 铃

声

均衡器设置: 古典, 舞曲, 流行乐, 摇滚, 低音, 普通,

高音, 聚会

存储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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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MB

存储卡最大容量: 16 GB

便利性

按钮和控制: 4 向导航键和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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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简易: 免提模式, 热键, 飞行模式, 软键, 振动提

示

游戏和应用程序: 日程表, 闹钟, 计算器, 日历,

Java MIDP 2.0, 阴历, 电子秒表, 倒计时器, 国际

单位换算器, 货币转换器

可用语言：界面: 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 中文

多媒体: FM 收音机

个人信息管理: 夏令时, 时区, 智能电话簿, 国际时

钟

个性化/自定义: 可下载动画 GIF, 可下载 Java 应

用

程序, 可下载图片, 可下载铃声, 墙纸, 铃声

振铃

音量控制

连接

蓝牙: 蓝牙 V2.0

耳机: 通过 3.5 毫米接口插孔

调制解调器功能: GPRS

PC Link: USB 2.0

计算机同步管理器: MS Outlook

蓝牙模式: A2DP, 免提, 文件传输规范

串行连接: USB-miniUSB 数据线

附件

标准包装包括: 电池, CD ROM（手机工具）, 充电

器, 手机, 用户手册, USB 数据线

功率

电池容量: 2000 毫安时

电池节能管理器: 自动开/关机

电池类型: 锂离子

待机时间: 双 SIM 卡，待机长达 2 个月

通话时间: 长达 20 小时

环保规格

无铅焊接产品

包装材料: 箱体

* 所示规格均根据电池首次完全充电后并在关闭蓝牙的情况

下，在实验室测试的结果得出。实际性能视网络服务提供商

和使用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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