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讯电话交换机功能丰富而强大，适用范围极广，各大话务中心或有话务工作需要的工作
场合均可放心使用。

东讯电话交换机系列产品介绍、适用范围及使用人群
东讯 DX-616 集团电话交换机
主机标准配备内含：一． 3 外线、8 数位端口二． 6 路自动电脑话务员三． 6 路来电显示
东讯 dx-616 最小配置为 3 外线 8 分机，最大配置为 6 外线 16 分机，全为数字分机，只能接
东讯专用话机来使用，如果先购东讯多功能卡，即可接两个普通话机。 Tecom DX-616 交换
机扩充卡为 308 板，主机满配为 6 外线 16 分机，如需要外接广播，外接音乐源，外接电锁，
必须加多功能卡。
东讯 DX-1688 电话交换机
东讯 dx-1688 最小配置为 4 外线 8 分机，最大配置为 16 外线 88 分机其中数字分机 80 个，
模拟分机 8 个，主副柜容量一样，数字主机可加 4 路普通分机卡，而模拟主机不能加 4 路普
通分机卡东讯电话交换机 dx-1688 有主副两个机柜，主机有两种：一种为模拟主机（4 外线
1 数字 7 模拟分机），一种为数字主机（4 外线 8 数字）；副机也有两种：一种为模拟主机（4
外线 1 数字 7 模拟分机）
，一种为数字主机（4 外线 8 数字），tecom 主机与副机的区别主要
在于主机有中央控制卡 cpu,副机没有中央控制卡。
东讯 DX-2488 程控交换机
东讯程控电话交换机 DX2488，最小为 4 外线，8 分机，最大 24 外线，88 分机，其中数字
分机为 80 个，模拟分机为 8 个，主柜最多可接 16 条外线，副柜最多可接 8 条外线，数字主
机可加 4 路普通分机卡，而模拟主机不能加 4 路普通分机卡，tecom 2488 满足于外线比较多
的客户，为您节省成本。东讯 dx-2488 主机不含来电显示和电脑话务员，如需要，必需选配，
东讯 2488 电脑话务员为 12 路 16 分钟，可以算是众多交换机品牌当中，电脑话务员时间比
较长的。
东讯 DX-360 电话交换机
东讯电话交换机 dx-360 是 tecom144 的升级版，由主副机柜组成；东讯 360 可选配 1000 小
时语音信箱（含 12 路电脑话务员），E1 卡（30 路），随身密码 900 组、、电话自由跟随、外
转外功能，超强的经济路由、超强的广播功能，自带来电显示东讯程控交换机一共 21 个自
由槽，主柜 10 个自由槽，副柜 11 个自由槽，自带来电显示，外线为 8 路一块，分机为 16
路一块。
东讯 DX-144 交换机
东讯交换机 dx-144 最小配置为 8 外线 16 分机，外线为 8 路一块，分机为 16 路一块，16 路
数字分机卡，16 模拟分机卡，主机一共 9 个自由槽，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自由搭配；来电
显示卡和电脑话务员为选配件。东讯 dx144p 电脑话务员只有 4 路，不过一般公司都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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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om144 来电显示卡为三路一片。东讯集团电话主机功能与一般交换机主机功能基本上一
样，最主要体现在功能话机上面，功能话机操作起来比一般话机气操作简单方便。东讯
DX-2488 电话交换机产品介绍：东讯程控电话交换机 DX2488，最小为 4 外线，8 分机，最
大 24 外线，88 分机，其中数字分机为 80 个，模拟分机为 8 个，主柜最多可接 16 条外线，
副柜最多可接 8 条外线，数字主机可加 4 路普通分机卡，而模拟主机不能加 4 路普通分机卡，
tecom 2488 满足于外线比较多的客户，为您节省成本。东讯 dx-2488 主机不含来电显示和电
脑话务员，如需要，必需选配，东讯 2488 电脑话务员为 12 路 16 分钟，可以算是众多交换
机品牌当中，电脑话务员时间比较长的。
东讯 2488 电话交换机
内/外线分群：内外线可各分 3 个系统群及 8 个外线群；可分 24 组响铃群组每组可 24 个响
铃分机 来电显示东讯 DX-2488 集团电话来电显示内容会随着电话转接而转移至使用者分
机。每部话机各有 20 组来电显示号码功能，使用者可利用本功能查询来电者姓名或电话号
码。。 弹性系统控制随身密码功能方便（600 组个人密码）使用者在任意分机上外拨电话，
可以将个人密码设为拨码等级。系统提供 100 多组长控等级，针对分机、外线、日间、夜间
等，分 8 个服务等级做完整的长控规划，方便企业管理。 超强电脑话务员东讯 DX-2488 可
以连接 4 路 120 秒电脑话务员卡可以随意规划设定 10 段录音： ◇日间接待语 ◇午间接待
语 ◇夜间接待语 ◇等待回应语 ◇错误回应语 ◇忙线回应语 ◇无人接听语 ◇再见回应
语 ◇查询回应语 ◇临时回应语(节假日回应语) 东讯语音信箱功能简介 预设具备中文,英
文两种问候语.可分别为 3 个不同系统群内的外线录制不同问候语,回应语. 可远端录音。
LCR 经济路由在公司接入多种通信网络下，东讯程控交换机的经济路由可以同时为您选择
不同的通信网络外拨电话。东讯 dx-2488 主机功能与一般交换机主机功能基本上一样，最主
要体现在功能话机上面，功能话机操作起来比一般话机气操作简单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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