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格表

GP3188
简捷掌控，专业超值

物业、保安

GP3188 易于使用，只需轻按一键，即可直接求援。

也可以帮助您迅速处理紧急情况、阻止闯入者进

入，出色地完成各项工作。

酒店、超市、仓储物流、服务业

借助方便的 GP3188，您可以及时、主动地提供服

务，赢得顾客好评，避免发生投诉事件。此外，

它小巧便携，具有免提功能，帮助员工及时满足

顾客的各种要求。

制造业

制造业 GP3188 的通话时间长达 12 小时以上，可

轻松、快捷地协调不同厂区和不同人员之间的工

作，有效提高生产率。

建筑业

建筑业等恶劣工作环境需要使用坚实耐用的对讲

机。GP3188 的耐用性符合严格的军标 810 C、D、
E 和 F；500mW 话筒即使在极其嘈杂的的环境下

也可确保清晰的通话质量，可以满足各种苛刻

要求。

林业

GP3188 可适应复杂的野外环境，在恶劣条件下仍

能保证清晰的通话质量。

GP3188 
常规手持双向对讲机

主要特性和功能

具有 16 个信道

用户可以将不同的工作团队编入不同

的通话组，提高工作效率

逼真音效，传神传情

音效十分出色，通信能力更强。通话

时间更长在低功率模式下，通话时间

长达 19 小时；在高功率模式下，通话

时间长达 14 小时。

电池保险闩功能

将电池紧扣在对讲机上，可确保连续

通信。

可靠耐用

符合严格的军标 MIL-STD 810，适合在

苛刻恶劣的工作环境中使用。

兼容多种配件

可与多款现有的摩托罗拉原装配件和  
MagOne 配件兼容，为您的投资提供出

色保护。

快速、轻松编程

使用基于 Microsoft Windows® 界面的

用户编程软件帮助您快速、轻松地完

成编程任务。

独特功能

GP3188 的各种功能，都可以单键操作

实现。GP3188 采用新颖的人体工程学

设计，话音清晰，结实耐用。

音控传输 (VOX)

免提功能帮助您提高工作效率。

电池电量指示器

LED 可显示电池电量状况，使您对电池

使用情况一目了然。

持久监听模式

用户无需常按编成按钮，即可保持在监

听模式。

编程功能

• 高/低功率

• 系统扫描

• 监听

• 严格/正常静噪

• 中继台/直通模式

适用领域：



增强无线对讲机的功能#

我们可以按照您的需求提供各种配件。比如适用的电池、头戴式耳机、机套和

天线，可以令您的使用更加方便舒适，同时提高工作效率。这些摩托罗拉原装

配件均采用高质量标准制造而成，能让您的对讲机发挥更加出色的性能。 

电池和充电器 

电池 

NNTN4851  镍氢电池，标准容量 1400mAh

NNTN4497  大容量锂电池，标准容量 2250mAh

单联及多联充电器

PMTN4096  快速台式充电器，配美式插头

WPLN4162  220V 快速多联充电器，配欧式插头

音频配件

分体式扬声器麦克风

PMMN4013  带 3.5 毫米音频插孔的分体式扬声器话筒

PMMN4014  分体式扬声器麦克风

PMMN4029  不带音频插孔的分体式扬声器麦克风 (IP57)

 

标准耳塞/耳机

PMLN4658  带悬臂式自由升降麦克风的 D 环耳机

PMLN5001  带麦克风/通话功能的 D 型耳塞

 

头戴式耳机 

BDN6648         带降噪旋转臂麦克风的重型头戴式耳机

PMLN5011       鬓角转换器头戴式耳机

PMLN5003     零售的鬓角转换器头戴式耳机

监控套件 

PMLN4606         带清晰传声管的二线监控套件

NNTN4497  
大容量锂电池

HMN9021   
带旋转麦克风的中型头戴式

双耳耳机

RLN5238 
带内置通话功能的运动型

头戴式耳机

BDN6706 / 0180358E38  
带通话/声控发射接口模块/ 
远程通话环形开关的耳机

麦克风（需另行订购）

PMLN4606 
带清晰传声管的二线监控套件

PMLN5001    

带麦克风/通话 (双针) 的 D 型
耳塞

的 D 环耳机

型耳塞

戴式耳机

GP3188 配件

# 摩托罗拉提供多种音频和便携解决方案。

   请参阅具体的配件手册，获取更多信息。



GP3188 规格*

一般规格  VHF   UHF

频率  136-162MHz,146-174MHz   403-440MHz, 438-470MHz, 465-495MHz
信道容量    16 个信道

电源    7.5V±20%
外形尺寸（不带皮带夹和天线）

 使用大容量锂电池    126.5 毫米（高）x 61.5 毫米（宽）x 45 毫米（厚）

 使用标准镍氢电池    126.5 毫米（高）x 61.5 毫米（宽）x 43 毫米（厚）

重量（不带皮带夹和天线）

 使用大容量锂电池    351 克
 使用标准镍氢电池    421 克
电池平均使用时间

@ 5-5-90 工作周期  高功率 (5W)  低功率 (1W)  高功率 (4W)  低功率 (1W)
 使用大容量锂电池  16 小时  24 小时  16 小时  24 小时

 使用标准镍氢电池  10 小时  13 小时  10 小时  13 小时

 
接收机+  VHF 12.5 kHz  VHF 20/25kHz  UHF 12.5 kHz  UHF 20/25kHz

频率  136-162MHz,146-174MHz  403-440MHz, 438-470MHz, 465-495MHz
接收灵敏度 12dB EIA SINAD  0.25uV  0.25uV
邻近信道选择性  -65dB  -70dB  -60dB  -70dB
互调  -70dB    -70dB
频率稳定性（-30°C 到 +60°C）  0.00025%   0.00025%
杂散抑制  -75dB    -75dB
交流声与噪声   -45dB@12.5kHz -50dB@25kHz
图像及 1/2 I-F 抑制  -70dB   - 70dB
音频输出 @<5% 失真  500mW   500mW

发射机  VHF  VHF  UHF  UHF

频率  136-162MHz,146-174MHz  403-440MHz, 438-470MHz, 465-495MHz
信道间隔  12.5/20/25kHz   12.5/20/25kHz
频率稳定性（-30°C 到 +60°C）  0.00025%   0.00025%
杂音和谐波  -36 dBm < 1GHz   -36 dBm < 1GHz
 -30 dBm > 1GHz   -30 dBm > 1GHz
音频响应

（从 6dB/oct，预加重，300 到 3000Hz）  +1, -3dB   +1, -3dB
音频失真

@1000Hz、60% 最大额定偏移  <3%   <3%

FM 噪音  -40dB(12.5Khz)   -40dB(12.5Khz)
 -45dB(25Khz)   -45dB(25Khz)

FCC 调制 20/25 kHz  16K0F3E 和 11K0F3E   16K0F3E 和 11K0F3E

* 可用性受国家法律和法规的制约。对讲机符合适用条例规定。 
 所有规格如有变化，恕不另行通知。上述规格并不适用于所有对讲机，可依对讲机的不同而异。

+ 所有射频数值均为典型数据。



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企业移动解决方案部全国分支机构：

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望京东路1号

电话：86-10-8473-2288
传真：86-10-6439-8931
邮编：100102

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

明月路1257号11号楼

电话：86-8008100976
传真：86-21-5063-4591
邮编：201206

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3号发展中心16楼

电话：86-20-8753-7888
传真：86-20-8753-8308
邮编：510623

成都分公司

地址：成都市总府路2号

时代广场B座22楼

电话：86-28-8652-8598
传真：86-28-8652-8566
邮编：610016

天津工厂

地址：天津市塘沽经济技术

开发区第四大街10号

电话：86-22-2532-8282
传真：86-22-2532-6223
邮编：300457

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5002号

地王商业中心办公大厦1701室

电话：86-755-8212-5481
传真：86-755-8246-1845
邮编：518008

重庆分公司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39号

希尔顿商务大厦810室

电话：86-23-8903-8675
传真：86-23-8903-8998
邮编：400010

昆明分公司

地址：云南昆明市北京路155号

附1号红塔大厦1803室

电话：86-871-3545-988
传真：86-871-3558-988
邮编：650011

济南分公司

地址：济南市舜耕路28号

舜华园商务会所4楼

电话：86-531-6122-918
传真：86-531-6160-419
邮编：250014

西安分公司

地址：西安市南大街30号

中大国际大厦706室

电话：86-29-8720-3505-1833
传真：86-29-8720-3506
邮编：710002

沈阳分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206号

沈阳城市广场写字楼第二座17层

电话：86-24-2334-1793
传真：86-24-2334-1458
邮编：110001

南京分公司

地址：南京市汉中路2号

世贸中心1151-1160号

电话：86-25-8470-8895
传真：86-25-8470-6896
邮编：210005

郑州分公司

地址：郑州市金水路24号

润华商务花园A座703室

电话：86-371-6386-3992
传真：86-371-6386-3996
邮编：450000

乌鲁木齐分公司

地址：乌鲁木齐市黄河路26号

新疆鸿福大饭店806室

电话：86-991-5881-525
传真：86-991-5881-772
邮编：830000

福州分公司

地址：福州市五四路环球广场

35楼摩托罗拉公司

电话：86-591-8754-7123
传真：86-591-8750-3340
邮编：350003

长沙分公司

地址：长沙市河西麓谷大道662号软件大楼

长沙软件园4楼401—406号

电话：86-731-8983-392
传真：86-731-8983-384
邮编：410205

武汉分公司

地址：武汉市汉口建设大道

709号建银大厦16层

电话：86-27-8556-0469-22
传真：86-27-8548-6567
邮编：430015

杭州分公司

地址：杭州市曙光路122号浙江

世界贸易中心写字楼A座

2005-2007室

电话： 86-571-8763-1892
传真： 86-571-8763-0428
邮编： 310007

石家庄分公司

地址：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

6号西美大厦1207
电话：86-311-8691-8112
传真：86-311-8691-8662
邮编：050000

司

总府路2号

座22楼

98

8566

天津工厂

地址：天津市塘沽

开发区第四大

电话：86-22-2532-8282
传真：86-22-2532-62
邮编：300457

公司

：济南市舜耕路28号

舜华园商务会所4楼

电话：86-531-61
传真：86-531-6
邮编：250014

西安分公司

地址：

路24号

花园A座703室

6-3992

996

乌鲁木齐分公司

地址：乌鲁木齐

新疆

电话：8
传真

地址

86-2

23-8

010

京分公

地址 号

福州分公

地址：福州

35楼摩

电话：86-5
传真：8
邮编

市建设南大街

务会所

6122-918

6160-419

城临江

展中心1

875

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企业移动解决方案部

销售咨询热线：800-810-0976

MOTO 专业用户俱乐部热线：400-678-0868

更多产品信息，请浏览：http://www.motorola.com/cn

摩托罗拉及   徽标是摩托罗拉公司的注册商标。

© 2009 年摩托罗拉公司全部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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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9001 标准

符合 ISO 9001 标准的要求，该标准是对

产品的设计、研制、生产、安装和维修

进行认证的国际产品质量认证体系。

军标 MIL-STD 810C、D、E 和 F 

美国军队恶劣环境下对产品性能认可的证明。

加速老化测试

严格的“摩托罗拉加速老化测试”模拟 5 年

实际苛刻使用情况。

摩托罗拉：品质卓越、值得信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