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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LE 的创新设计展现了新一代的可视对讲体验

时尚，精巧，友好和直观

出色的外观设计使其与任何项目装饰风格完美融合

先进的操作体验，免提通话，操作便利，性能高效

SMILE 让您微笑。不仅在于其典雅质朴的外观，更
在于其易于操作的精致菜单界面，使以往繁琐的操
作变得如此简单

友好的操作界面赋予您全新的用户体验

SMILE，来自弗曼科斯，兼容性强，功能完备

SMILE，新一代可视对讲理念



7 寸可视话机

SMILE 出色的设计，
诠释了现代美学和时尚个性的
设计理念

SMILE 可视话机简约紧凑的外观设计，完美表达了新颖
和典雅的风格，具有强大的兼容性，将其融入最时尚的
住宅之中，是您完美的选择

SMILE 精简组件，平滑的表面结合圆角和纤细的外观线
条，使用户享受最大限度的简约体验

SMILE 采用高质量的耐冲击 ABS 材质，并在话机表面
运用了高等级的 UV 丙烯酸材质处理，使其更经久耐用

电容式触摸按键结合直观的多功能菜单，使用户的操作
变得更为舒畅。与 TFT 屏幕保持在同一平面，为对话创
造了完美的空间：屏幕与触摸按键之间，室内与室外之
间，人与科技之间

SMILE 出自享誉全球的工业造型设计大师，多项国际设

计奖项获得者 Ramón Benedito 之手，弗曼科斯全球设

计合作伙伴——始于 1975 年

3.5 寸可视话机

SMILE，不再是单纯的楼宇可视对讲

从最基本的可视对讲到最完善的家庭安全系统均可覆盖
使其成为最完备的楼宇门禁系统

直观，通用的操作界面，使操作从未如此简单
也从未如此一目了然

为用户带来直观的视觉感受

SMILE 可视话机荣获
“DELTA 2013 Selection” 奖项

SMILE 可视话机荣获
“iF product design award 2014” 奖项



简便，直观的用户体验

SMILE 是一款任何人都易于操控的可视话机

当接收到来自户外门口机的呼叫时，可视话机自动打开屏幕，清晰
地将外界影像呈现在用户面前

通话同时，话机将通过屏幕中的图标，提示用户所在操作的功能：
呼叫中，通话中或开门

按下通话键         ，便可与户外门口机建立通讯

按下开锁键         ，为访客开启门锁

按下菜单键         ，轻松启动快捷功能。持续按住菜单键 3 秒钟，
便可进入菜单界面进行更多功能操作

按下多功能键         ，打开摄像头监控户外

SMILE 话机考虑到每一位用户的操作体验，人性化的设计使得任
何人都能轻松地进行操作：

友好的操作界面

SMILE 可视话机运用 OSD 功能菜单呈现于用户最
理想的操作界面。简单易懂的功能图标使得操作更
易如反掌

按键带有盲文提示符号

话机屏幕上以图标的形式显示话机通话状态



4 个快捷键

电容式触摸按键

TFT 显示屏

新一代的用户体验

SMILE 通过其平滑的表面，为用户提供全新的，简约并友好的用
户体验

新一代的用户体验源于其人性化的技术特性：

• 免提通话模式（全双工）

• 彩色 TFT 显示屏，7 寸和 3.5 寸可选

• 高质量的数字音频

• OSD 菜单，简单易用，用户可通过滚动直观的指示图标进行
   操作，增添了可视话机的美观度

• 4 个电容式按键，可便利地轻松激活所对应的功能即建立与
  户外门口机的通讯，给访客开门，进入菜单界面，激活户外
  门口机的摄像头及激活预设的功能快捷方式

• 隐藏式触摸按键，SMILE 融入了更多的创意设计，四个隐藏
   式的内置触摸按键，通过触发菜单键便可启动按键对应的背
   光灯，按键即刻出现在用户面前并同时激活按键功能

通过触摸菜单键         ，便可启动按键对应的背光灯，按键即刻出
现在用户面前

• 按下菜单键隐藏式按键则可用来触发其所对应的功能快
   捷方式

• 持续按住菜单键 3 秒钟，进入菜单界面，隐藏式按键则
   可用来导航并确认用户选择

• VDS 技术

OSD 菜单

满足所有需求

SMILE 不仅提供 7 寸和 3.5 寸两种屏幕尺寸，还有基本型和完备型两种规格可供选择，用于满足各类项目的不同需求

基本型，具备先进的功能特性

• 铃声

- 5 种和弦铃声可供用户选用
- 可以通过不同的铃声来区分呼叫来源（主门口机，
  副门口机......）
- 铃声可设置为单次振铃或连续振铃（最多 30 秒或
  接通呼叫）
- 8 级音量设置

• 免打扰

- 铃声静音功能
- 可以指定启用时间段或永久启用

• 用户设置

- 包括日期，时钟和铃声

• 辅助视频输入

• 辅助功能键（ F1 及 F2 ）

• 紧急报警

- 与 MDS 系统结合使用，通过紧急报警将报警传送
  到小区管理机

• 电梯控制

- 与 MDS 系统结合使用，可将辅助功能键定义为呼
  梯功能使用

完备型，有助于住宅的统一管理

• 智能家居整合

- 通过 RS485 数据总线轻松与智能家居结合使用
- 数据总线也可用于信息发布或话机编程

• 物业管理中心信息发布

- 话机可接收来自物业管理中心的信息发布

• 报警管理

- 轻松设置并管理报警系统
- 话机具备用于集成 1 防区和 16 防区报警系统的连
  接端口

• 便于安装

- 话机可通过 RS485 复制所有话机设置，大幅提高
  了设置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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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话机，两种安装

同一款话机可用于明装或暗装，适应每一个项目的设计需要

3.5 寸明装可视话机7 寸明装可视话机

明装

明装话机凸出墙面的厚度仅 20 mm，
更薄、更轻、更紧凑

SMILE 7 寸                  185x172x20
SMILE 3.5 寸               103x172x20 

(宽) x (高) x (厚) mm

暗装

SMILE 暗装话机凸出墙面最大仅 4 mm，
完美地与墙面融为一体

暗装话机，只需预埋暗装底盒及加装装饰
外框便可

话机暗装尺寸：

SMILE 7 寸                  
SMILE 3.5 寸               

可视话机装饰框（7 寸）  
可视话机装饰框（3.5 寸）  

可视话机暗装盒（7 寸）  
可视话机暗装盒（3.5 寸）  

3.5 寸暗装可视话机7 寸暗装可视话机

209x196x4
127x196x4

209.2x196.2
127.4x196.4

198x186x44
112x186x44

(宽) x (高) x (厚)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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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的编程设置

SMILE 的个性化设计，无论是专业的工程商还是终端用户都能够根据相应操作界面的图标提示轻而易举地
完成所有设置

用户设置

持续按住菜单键         3 秒钟，进入菜单界面通过清晰的功能图标及提示轻松完成功能设置

例如：

铃声静音（免打扰模式）

1. 移动光标选择“免打扰”模式（注：光标为图标下方白色的线条），并按确认          键。您将会进入以下界面
2. 用“ + ”和“ - ”按键输入您所需要的功能启用时间段，即小时：分钟
3. 完成时间输入后，按          确认

工程商设置菜单

工程商可通过高级设置菜单界面（即工程商菜单），根据项目需求完成相应配置。工程商菜单也同样具备清
晰的功能图标及提示，为避免误操作工程商必须通过密码登陆该界面

工程商密码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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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型号

6550 SMILE VDS 基本型彩色可视话机（7 寸，经典白）

6556 SMILE VDS 基本型彩色可视话机（7 寸，时尚灰）

6557 SMILE VDS 基本型彩色可视话机（7 寸，高雅黑）

6545 SMILE VDS 基本型彩色可视话机（3.5 寸）

6549 SMILE VDS 完备型彩色可视话机（7 寸）

6544 SMILE VDS 完备型彩色可视话机（3.5 寸）

6548 SMILE 可视话机底板

配件

6552 SMILE 可视话机装饰框（7 寸）

6547 SMILE 可视话机装饰框（3.5 寸）

6551 SMILE 可视话机暗装盒（7 寸）

6546 SMILE 可视话机暗装盒（3.5 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