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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X-MIDI Ⅲ 系統特色與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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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統特色 

1. 本交換機與數位多功能話機間, 使用二蕊式且不分極性的配線方式設計, 施工簡便, 

成本低廉, 故障率低, 維護容易, 只有真正的數位式才能在一對線上同時傳送語音與

數據信號, 使本系統發揮最大之功能享受. 

2. 採融合式設計, 數位多功能話機與一般單機可混合使用. (擴充功能) 

3. 本系統突破傳統閃切做保留時, 經常發生誤保留回鈴現象, 改以複頻音方式保留, 絕

無因誤操作而產生回鈴的現象, 但亦可以傳統閃切方式保留. 

4. 採用高效率交換式電源設計, 輸入電壓從 90V 到 250V 全自動調整穩壓輸出無須

任何調整切換, 適應世界各地電壓. 

5.  電源採無停電設計(UPS), 具電池充電功能. 

6.  FX-MIDI Ⅲ 系統結構設計傳承 FX 大系統延續發展, 故功能超強. 

7.  本系統採用全數位方式交換, 通話與撥號無阻塞, 輸出無損失. 基本容量 4 路外線, 

8路數位分機. 最大可擴充至 32 路分機, 擴充之界面卡可分為數位式分機卡及類比

式分機卡. 

8. 內含一組三方會談功能、外接保留/背景音源界面、外接廣播音源界面. 

9. 分機卡採用線路短路自動保護設計, 無傳統式保險絲, 在各種因素不慎短路時,自動跳

脫, 故障排除後即自動回復. 

10. 分機使用外線分九等級管制. 

11. 本系統備有自我測試功能, 診斷系統及話機之穩定性, 對初裝機之施工配線良否提

供最便利之服務. 

12. 數位話機採雙色燈識別顯示, 綠色燈為自己使用外線或保留, 紅色燈為他人使用. 

13. 數位豪華型話機使用 32字元 LCD液晶顯示幕顯示日期, 時間, 星期, 電話號碼, 來

話分機號碼及各種功能設定訊息. 

14. 本系統可與各類型交換機配合階層使用, 進行撥號通話及轉接功能. 

15. 本系統與市話交換機介接之 CO中繼介面，支援 DTMF及 FSK兩種來電顯示信號模

式. 

16. 本系統已設定之程式及記憶體保存不受停電或再送電之影響，且系統程式具備自動

載入功能，當系統斷電再復電後，不需人為操作，能在 20秒內自動恢復正常運轉。 

 

(二) 話機操作功能 

1.多鍵型話機可設定局線, 內線, 直撥鍵及燈號指示. 

2.外/內線撥號：可用拿聽筒及免持聽筒撥號. 

3.免持聽筒對講與一般對講可隨時切換. 

4.免持聽筒對講時, 可隨時切換至靜音狀態. 

5.自動尋取外線的操作碼可自行設定, "0" 或 "9". 

6.可按功能碼或功能鍵，能自動重撥最後撥叫之內線或外線號碼. 

7.話中儲存電話號碼, 重新抓取外線後, 可重撥該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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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每一分機預先各別儲存 10 組電話號碼, 及系統共同號碼 90組. 

9.內外線通話皆可保留,並提供保留音源聲,話機可在接聽第二通來話. 

10.所保留的內外線,只要再按保留鍵即可取回,最後 4條保留外線可循環取回. 

11.被保留的外線過久, 會自動提醒保留者, 不必擔心遺漏電話. 

12.保留過久提醒時間, 及再次提醒間隔時間可設定. 

13.外線專用保留功能, 他人無法按接專用保留之外線. 

14.內外線振鈴轉接/ 語音呼叫轉接. 

15.內線呼叫方的分機號碼, 顯示在 LCD  螢幕上. 

16.直撥總機之操作碼可設定為"0" 或 "9". 

17.代接: 指定響鈴/ 同群/ 指定群/ 友機的內外線著信. 

18.直接應答響鈴外線. 

19.外線通話時間顯示. 

20.外線通話時間提醒音. 

21.外線使用狀況以雙色燈指示, 並配有 LCD 液晶顯示幕, 一目瞭然. 

22.內線語音 / 振鈴呼叫切換. 

23.外線或內線忙線時有預約功能,不必浪費時間等用電話,待他人用畢後即自動響 

鈴通知即可使用. 

24.分機緊急呼叫, 螢幕顯示呼叫者分機號碼.  

分機可設定呼叫其他分機聽到忙音時,按[急呼鍵],被呼叫分機聽到急呼警示音 3響,被

急呼分機可保留通話或掛斷目前通話,自動與急呼分機通話。 

25.話機具備留言指示燈, 顯示型話機可顯示等待者分機號碼. 

26.各分機可設定勿干擾, 所有來話不會響鈴干擾, 並有燈光閃亮指示. 

27.各分機可設定所有來話跟隨, 所有來話自動轉接至指定分機. 

28.各分機可設定忙線自動轉接, 當該分機忙線時, 其他來話自動轉接至指定分機. 

29.各分機可設定無人應答轉接, 當來話響鈴超過設定時間, 即自動轉接至指定分機. 

30.三方會談, 可做一內線二外線, 二內線一外線, 或三內線會談. 

31.外線來話與內線呼叫有不同響鈴聲. 

32.勿干擾：分機可按功能代碼或話機上勿擾鍵設定勿干擾,防止被呼叫，但撥出不受影響。 

 

(三) 系統設定功能 

1.內線分 16 個代接滑線群, 5個彈性鍵群, 8個廣播群 

2.外線分 5 群,每分機可各別設定使用的外線群 

3.分機號碼 2 至 4 碼, 可依需要自行設定. 

4.內線撥號與通話無阻塞. 

5.外線撥號 Pulse TO DTMF  轉換. 

6.系統時間顯示. 

7.外線可分為一般外線與專用外線. 

8.外線著信響鈴可分為值機台響鈴,響鈴分機組單一分機響鈴或同時響鈴,DISA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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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四種響鈴方式 

10.響鈴分機組最多 64組 

11.外線撥號管制, 限撥可分九種等級. 

12.每隻話機可選擇撥入或撥出時間到後是否斷話 

13.日夜服務時間, 手動 / 自動切換, 自動模式亦可暫時改為手動. 

14.可分別規劃日夜間不同的外線著信振鈴程序. 

15.可分別規劃日夜間不同的外線撥號管制方式. 

16.彈性鍵可規劃為外線, 外線熱線, 內線熱線. 

17.系統可預先儲存 90 組電話號碼. 

18.彈性鍵可任意設定內線分機或外線自動抓取撥號及對講, 只需單鍵按壓無須其 

它動作. 

19.分群廣播, 全體廣播, 外部廣播. 

20.可收聽背景音樂, 由話機喇叭播出, 並備有外加音樂源插口. 

   總機備有外加音樂源插口,可由話機喇叭播出背景音樂. 

21保留音樂源由系統提供, 也可選擇外加. 

22.自動提醒：分機可設定一次或每日鬧鈴,中繼台對指定分機設定一次鬧鈴。 

23.自動重撥, 次數與間隔時間皆可設定. 

24. 分機上鎖： 

分機可預先設定 2~6位數密碼,當使用者離席時可按上鎖功能代碼將分機上鎖,此後只能

撥分機,不能撥外線。回座後按解鎖功能代碼加 2~8位數密碼,將分機解鎖,開放撥外線。 

33. 中繼台可由一部數位話機或一部數位話機與一部直撥顯示台組成。LCD顯示幕可顯

示來話外線號碼,來話分機號碼,保留回叫.  

 

(四) 各種卡片介紹 

FX-MIDI Ⅲ主機板 :基本容量為 4 路類比外線及 8 路數位內線. 

內部中央控制單元,複頻撥號單元,撥號/忙線/回鈴音源產生單元. 

  內部保留音源單元 

串列 SMDR輸出界面 

外部保留音源界面 

外加背景音源界面 

4路 DISA擴充界面 

外加廣播界面 

FX-MPOW 電源板 : 內含 DC ＋5V, －5V, ＋28V, 振鈴器界面及電池充電界面 

FX-MRNG 振鈴器 : 有裝類比分機擴充卡必須另加振鈴器方可使用 

FX-MIDI Ⅲ MDSA2 自動總機: 提供 4路自動總機(DISA). 

FX-MIDI Ⅲ M2D8擴充卡 : 內含 2 路類比外線及 8 路數位內線. 

FX-MIDI Ⅲ M2A8擴充卡 : 內含 2 路類比外線及 8 路類比內線. 

數位式功能話機   : 顯示型數位話機, 標準型數位話機 



 

 5 

CEI

FX-MIDI Ⅲ 系列系統規格表 

 

功能 / 機型 FX-408 FX-616 FX-824 FX-832 

外線容量 4 6 8 8 

分機容量(最大) 8 (32) 16 (32) 24 (32) 32 (32) 

類比/數位擴充門數 24路 16路 8路 0路 

電子振鈴器 20HZ 75V 3W 使用類比擴充板時需加裝 

系統交換 採用 PCM(博碼調變) 方式及 TDM(時間分割) 交換 

通話回路 通話及撥號無阻塞 

配線方式 二蕊配線方式不分極性, 數位或類比均適用 

環路電阻 數位話機 90Ω(不含話機), 類比話機 650Ω(含話機) 

傳輸距離 0.5φ線：數位話機可達 500 公尺, 類比話機可達 2000 公尺 

交流輸入電壓 90V�250V  50�60HZ  全自動穩壓免調整 

交流消耗功率 最大 20W 最大 30W 最大 30W 最大 30W 

外接(蓄)電池 24V 7AH 20 小時 10 小時 10 小時 10 小時 

數位話機尺寸 長 220mm x 寬 175mm x 高 105mm 

數位話機重量 約 0.78kg 

數位話機電源 由系統提供，不需外加電源 

環境需求 工作溫度:10℃~40℃；相對濕度：10~80%。 

主機尺寸 長 460mm x 寬 270mm x 高 77mm 

主機重量(不含電池) 約 2.4kg 約 2.9kg 約 3.2kg 約 3.6kg 

MDSA2自動總機(4路) 最多只能接一片(4路) 

外接電池容量估算方式 

內建充電設備,可外接免維護鉛酸通信用蓄電池12V 2只,電池容量可選擇10Ah至60Ah,

電池容量視停電後維持運轉所需時間 及 系統實裝容量而選定. 

系統實裝卡片與話機消耗功率 

每片卡片約消耗功率 1W(例如 CCU3,TONE,DLC,ALC,ATC,DISA …) 

每部數位話機約消耗功率 1W 

每部一般類比單機約消耗功率 1W(待機時消耗功率 0W) 

電池容量選擇方式, 舉例說明如下: 

系統安裝 8片系統卡片, 22部數位話機, 20部一般類比單機, 停電後需維持 4小時滿載

運轉 (8W+22W+20W)* 4 hr / 24V = (50/6) Ah 約 8.33 Ah 

加上安全值 20% = 8.33Ah * 120% = 10Ah 

註:電池需為新品, 且充電達至飽和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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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故 障 情 形 可能發生原因 故 障 排 除 方 法 

 

電源燈不亮 

．停電 

．開關未關 

．保險絲熔斷 

．電源供應器 

．檢查插頭是否脫落 

．電源線是否斷線 

．電源供應器是否故障 

不斷電源供電系統故障 ．電池 

．保險絲 

．電池是否電壓太低(系統電源停電期間由 24V

備用電池供電至約 19V後跳脫) 

．電池連接線是否鬆脫 

．電源供應器是否故障 

系統無運作 ．電源 

．主機板 

．檢查 POWER 28V是否正常 

．檢查各界面卡之 LED是否閃爍正常 

．卡片是否確實插好 

無保留音樂 ．主機板插梢 

．外部音源問題 

．檢查主機板上Music插梢是否在正確位置 

．外部音源是否輸入 

無背景音樂 ．背景音樂源問題 ．檢查接音樂源接線及音樂源 

程式無法記憶 ．程式設定開關 

．電池部份 

 

．SET SWITCH  SW4須撥至 OFF 

．主機板上之鋰電池是否 2.0V以上輸出或是 

電池絕緣隔片未取出 

SMDR無法印出 ．設定問題 

．線路問題 

．輸出界面問題 

．檢查設定模式 30，是否設定要收集通話記錄 

．串列輸出線路是否正確連接  

．串列接收設備故障，更換之 

 

 

註：LED快閃：表正常 

LED慢閃：表系統與卡片間通訊錯誤 

LED不亮或直亮：表卡片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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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障 情 形 可能發生原因 故 障 排 除 方 法 

外線無撥號音 ．局線線路問題 

．程式設定問題 

．機板外線部份故障 

．檢查局線是否送 DC 48V電壓 

．檢查模式 02.03.05.51設定值是否正確 

．更換機板 

外線斷話 

．局線線路問題 

．檢查話機外線局線燈是否熄滅，若無則在卡

片局線端接單機監聽 

．更換外線之對應門號 

外線來信無法振鈴 

 

．機板外線部份 ．檢查外線之響鈴指示燈是否閃亮；若不閃則

外線故障,若閃亮則機板故障須更換之。 

外線通話中突然斷話 ．機板外線部份問題 

．局線問題 

．更換機板 

．檢查機板外線部份的插頭是否脫落 

外線通話掛斷後產生

回鈴 

．單機 FLASH時間與

系統不合 

．檢查模式 51的 076項，其值是否正確 

與外線通話中同時聽

到第三者聲音 

．外線串音 ．檢查外線配線及外線絕緣 

．可能局線串音 

．檢查卡片絕緣，若不良則更換 

無法抓取外線 ．無外線撥號音且話機

指示燈亮 

．內線忙音話機指示燈

不亮 

．外線故障 

．機板故障 

．檢查設定模式 02.04.05.20 

雜音 ．線路接觸不良 

．話機不良 

．檢查機板連接端子及配線 

．檢查話機連接線，線路潮濕或更換話機 

回音大 ．話機側音 

．外線側音 

．選擇可調整增益或側音之話機 

．受話音量開關增音太大 

．更換側音較小之話機 

．調整機板上之側音插稍 PIN 

．可能局線側音大 

話機無聲 ．線路故障 

．話機故障 

．程式設定問題 

．檢查卡片 

．請檢查話機接線盒是有 DC 28V 

．檢查模式 04，20，37，38 

．更換其話機確定是否話機問題 

．更換卡片之對應門號確定是否為故障 

話機不響鈴，小聲 ．音量增減鍵 

．設定勿干擾 

．設定來話轉送 

．程式設定問題 

．話機問題 

．檢查話機音量增減鍵是不是未調整適當處 

．話機是否設定勿干擾(紅燈慢閃) 

．是否設定來話轉送，勿干擾燈(紅燈慢閃) 

．檢查模式 04分機號碼是否設定錯誤 

．話機重置後是否正常或更換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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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障 情 形 可能發生原因 故 障 排 除 方 法 

留言燈慢閃 對方留言 ．按留言鍵檢查是否留下分機號碼 

．按話機上閃切鍵可清除留言 

ST：XX N.C  ERROR 

註：表示 XX話機或線

路故障系統自動閉鎖 

．話機問題 

．線路問題 

．卡片問題 

．更換話機測試是否正常 

．線路不良，斷線 

．更換卡片上話機的對應門號 

免持聽筒功能不良 ．音量增減鍵 ．檢查話機音量增減鍵是否調至適中位置 

受話音量太大或太小 ．音量增減鍵 ．檢查話機音量增減鍵是否置於適當位置 

外線燈亂閃 ．話機線路故障 

 (DET卡線路) 

．在局線燈亮時按局線鍵，查使用外線之分機號

碼，再追蹤是否話機或線路問題 

話機無法使用，LCD

無顯示資料 

．話機問題 

．線路問題 

．卡片問題 

．話機重新插拔一次之後是否正常 

．更換話機測試是否正常 

．線路不良造成閉鎖，檢查線路是否接觸不良或

斷線 

．卡片重置後是否正常，或更換卡片 

話機不響鈴 ．單機不響鈴 ．鈴流產生器卡片沒插好或是故障 

．話機故障或卡片故障，請更換 

話機一直響鈴且無法

接通 

．單機問題 

．線路問題 

．按鍵電話顯示 

(值機台) 

PRINT ERROR 

．更換新單機 

．線路配線錯誤或配線處絕緣不良 

．SMDR資料屆滿 

．SMDR線路斷線或未接以致資料無法輸出，記

憶區屆滿 

按鍵電話無法撥號 ．無撥號音 

．有撥號音 

．檢查外線是否正常或更換卡片 

．話機故障或線路不良 

．話機卡鍵或故障、卡片故障、TONE回路故障 

MDSA 2無法應答 ．設定問題 

．MDSA 2問題 

．檢查設定模式 02.35.39 

．更換卡片 

MDSA 2應答後撥碼

無法接收 

．卡片問題 

．對方話機問題 

．卡片重置後是否正常或更換卡片 

．對方使用脤衝式話機，更換為複頻式話機即可 

．話機信號弱，經線路衰減使MDSA 2無法接

收，改為符合局線規格之話機 

MDSA 2 錄音消失 ．卡片問題 ．更換MDSA 2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