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世纪天元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67区留仙一路甲岸科技园3栋2楼

电话：0755-86307080                             

传真：0755-86307090

全国服务热线：0755-86307081                 

网址：www.ctyon.com
微信号：ctyon-hyzd

世纪天元公网对讲管理平台是把天元对讲、GPS定位、后台管理相结合，集对讲呼叫、地图定位以及后台远程监控三者

于一体的综合调度平台。采用先进物联网手段，实现客户远程管理工作。
 
天元管理平台整体系统由移动终端、管理平台、调度台等部分组成 目前主要功能包括单呼、群呼、群组编制、查看定

位和最近7天轨迹等，平台主要面向行业集团客户，如公安、城管、电力、铁路、交通运输、物流行业等，满足客户提高

应急响应速度、工作效率等，方便快速、灵活、及时的工作管理。

，

产品-对讲平台

客户案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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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时间：2018年10月
免责申明：本资料经仔细核对，力求准确，如有任何印刷错漏或可能产生的误差，敬请谅解，本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一切以产品说明为准。
本资料解释权归深圳市世纪天元科技有限公司所有。

7天连锁酒店

如家连锁酒店

清远清新花园酒店

永旺连锁超市

清远英德K歌酒店

广州天河广武酒店

广州海珠凤阳街道

广州海珠珠江街道

珠海红帆酒店

广州增城派出所

广州南沙派出所

广州各区派出所

广州南站防爆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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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利国际物业

广州大润发

宏捷物流有限公司

红山物流有限公司

贵阳永生物流有限公司

哈尔滨滨蓄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哈尔滨华宇天地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福建盛辉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京阳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郴州北湖政委巡逻大队

湖北武汉铁路局

郴州市苏仙区巡逻大队

佛山里水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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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世纪天元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Shijitianyuan Technology Co.,Ltd

关于我们

成立于2006年，注册资金2000万，集移动通讯及智能终端产品研发、

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拥有经验丰富的技术开发团队，部分研发人员来自华为、富士康等    

高科技公司，与此同时，公司不断加强与高通、Inter等世界知名企业、

科研机构的合作交流，联合开发极具行业前瞻性的智能终端创新产品

公司引进先进的生产制造设备，组建现代化生产线，并推行ISO9001和

ISO14001管理体系，不断优化生产工艺流程，不断提升产品品质

拥有一支务实、高效、创新与服务能力极强的售后服务团队，让用户买

的放心，用的安心

荣获天翼对讲4G新锐奖、中国电信最佳终端合作伙伴奖、中国电信最

具人气机型奖等荣誉，客户覆盖公安、城管、物管、物流、酒店、出租

车等数十个领域，产品和服务得到了客户的一致认可

……

荣誉资质

◆ 经过世纪天元及合作伙伴多年的辛勤耕耘，世纪天元获得了国家相关部门的肯定和广大客户一致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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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联运有限公司

咸宁市出租车有限公司

吉利延吉出租车

成都市蓉城出租汽车公司

劳富出租汽车公司

通征出租汽车公司

安徽和瑞汽车出租公司

合肥市飞虎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顺发出租车汽车有限公司

东莞市长安区巡逻大队

湖北孝感监狱

新疆维稳

哈尔滨铁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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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对讲机系列

产品-定位器系列

产品-智能穿戴系列

型号（Model)    GT11

4G全国对讲机

运营商支持：电信版

重量：186g左右                                                         

屏幕尺寸：1.44英寸                           电池容量：5000mAh

产品尺寸：114.5x56.6x31.7mm

模式频段支持：CDMA/EVDO 800M，FDD-LTE Band1/3/5      

基带芯片：高通MSM8909                待机类型：单卡

操作系统：Android 5.1

内存：ROM 4GB+RAM 512MB      扩展内存：32G

耳机接口：3.5mm                              USB接口：2.0，支持OTG

GPS导航：支持

天翼对讲 公网对讲 超大音量 超大电池 

更小巧 耐磨机身工艺

产品特点Features

型号（Model)    GT22

4G全国对讲机

运营商支持：电信版

重量：210g左右                                                        

屏幕尺寸：1.44英寸                              

电池容量：5000mAh

产品尺寸：101.3x56.8x31.4mm

模式频段支持：CDMA/EVDO 800M，FDD-LTE Band1/3/5         

基带芯片：高通MSM8909                   待机类型：单卡

操作系统：Android 5.1

内存：ROM 4GB+RAM 512MB         扩展内存：32G  

GPS导航：支持                                      耳机接口：3.5mm               

USB接口：2.0，支持OTG     

天翼对讲 公网对讲 超大音量 超大电池

人机工程学设计 双对讲按键

产品特点Features

型号（Model)    A3

4G智能对讲机

产品尺寸：130.6*58.5*23.4 mm   

重量：181g左右 

屏幕显示：2.4英寸带触摸

电池容量：3500mAh

网络支持：CDMA/EVDO 800M，FDD-LTEBand1/3/5

主频：高通MSM8909

操作系统：Android 5.1

内存：1GB+8GB  (兼容512MB+4GB)

扩展内存：最大可支持32GB

摄 像 头：200W

支持：GPS导航 / Wifi

产品特点Features

超大音量 大字体 手电筒功能 天翼对讲

MP3  MP4 GPS实时定位

型号（Model)    A10

全网通智能三防对讲机

运营商支持： 全网通                         重量：232g左右

屏幕尺寸：5.0英寸 HD  IPS              电池容量：3200 mAh

产品尺寸：151x77.6x14.2mm

模式频段支持：CDMA 1X/EVDO BC0，GSM 850/ 900/1800 

WCDMA B1/B5/B8，TD-SCDMA B34/B39

FDD-LTE B1/3/5/8，TD-LTE B38/B39/B40/B41

待机类型： LTE六模十三频 双卡双待 单通          

基带芯片：高通MSM8909       LTE语音方案：SVLTE 

操作系统：Android 5.1                   USB接口：2.0

内存：ROM8G+RAM1G                扩展内存：32G

摄像头：后800W  前200W               耳机接口：3.5mm 

支持：GPS导航 / WAPI / Wifi / FM / 蓝牙 

天翼对讲 一键SOS IP67级防水防尘

康宁大猩猩玻璃防摔

，

产品特点Features

型号（Model)    A35

全网通双用对讲机

运营商支持：全网通                             重量：230g左右

屏幕尺寸：3.5英寸 HVGA IPS           电池容量：4000 mAh

产品尺寸：162.5x74x17mm

模式频段支持：CDMA 1X/EVDO BC0，GSM 900/1800/1900

WCDMA B1/B5/B8，TD-SCDMA B34/B39， 
FDD-LTE B1/3/5/8，TD-LTE B38/B39/B40/B41

待机类型： LTE六模十三频 双卡双待 单通          

基带芯片：高通MSM8909                  LTE语音方案：SVLTE 

操作内存系统：Android 5.1                      

内存：ROM 8G+RAM 1G                  扩展内存：32G

摄像头：后500W  前200W                 耳机接口：3.5mm           USB接口：2.0

支持：Wifi / 蓝牙 / 北斗 / GPS导航 / FM 

天翼对讲 一键SOS 智能三防 防水防尘

康宁三代大猩猩玻璃

产品特点Features

运营商支持：电信版                颜色：蓝色 / 粉色                                                         

屏幕尺寸：1.44英寸                产品尺寸：45x41.2x14.7mm

电池容量：500mAh

模式频段支持：CDMA 1X800MHZ         

基带芯片：威盛1855     待机类型：单卡

操作系统：Nucleus实时嵌入式

内存：NOR FLASH 32MB   

摄像头：30W      

GPS导航：支持                                             

基本功能：电话 / 短信 / 拍照等

型号（Model)    K6

儿童电话手表

高清触摸屏  儿童学习灯  双向通话  

实时定位  电子围栏  一键SOS  来电保护

产品特点Features

型号（Model)    A5

4G全国对讲机

产品尺寸：125.2*56*21.5 mm

重量：177g左右      

屏幕显示：2.4英寸

电池容量：3500 mAh

网络支持：CDMA/EVDO 800M，FDD-LTE Band1/3/5

主频：高通MSM8909

操作系统：Android 5.1

内存：1GB+8GB  (兼容512MB+4GB)

扩展内存：最大可支持32GB

摄像头：200W

支持：GPS导航 / Wifi

超大音量 大字体 手电筒功能 天翼对讲

MP3  MP4 GPS实时定位

产品特点Features

型号（Model)    K8

三防电话手表

运营商支持：电信版     颜色：蓝色 / 粉色                                                         

屏幕尺寸：1.44英寸     产品尺寸：48x41.6x15.7mm 

电池容量：600mAh

模式频段支持：CDMA 1X/EVDO BC0

FDD-LTE  B1/3/5

基带内存芯片：高通MSM8909        待机类型：单卡

操作系统：Android 5.1

内存：ROM4G+RAM512MB    

摄像头：30W      

GPS导航：支持                                             

基本功能：电话 / 短信 / 拍照等

Ip67级防水防尘防震  定位  4G网络  电子围栏

双向通话  一键呼叫  黑名单设置等

产品特点Features

型号（Model)    小牧童 V10

畜联网定位器

产品特点

太阳能充电 IP67级防水防尘防震 定位 4G网络 电子围栏等

产品特点Features

运营商支持： 电信版

电池容量：5000mAh                 太阳能板：55*65mm单晶硅

产品尺寸：97*68*30mm          设备重量：160g左右

模式频段支持：NB-IoT  Band5( 电信 或 Band 8 (移动)           

基带芯片：MT2625D                  待机类型：单卡

内存：64Mb +64Mb          

GPS导航：支持 

计步器传感器：支持                    防拆传感器：支持

佩带：马/牛/羊套任选一                                            

基本功能：定位 / 轨迹 / 电子围栏 / 计步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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