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Hybrid PBX

KX-NS700

一個超融合式整合平
台可滿足您所有通訊
需求
KX-NS700 是接繼 KX-NCP 和 KX-TDE100 的機種,適用於中小企業市場，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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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內建通訊整合的相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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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X-NS700 是一個智慧型超融合通訊平台，適合使用於中小企業辦公室，
exib ly co n u red an d exp an d ed acco rd in g to th e y
其內建許多功能可提供各種解決方案 ，來滿足您生意上所有對通訊設備
T的需求，可同時提供傳統和
h e K X-N S 70 0 h as ad van ced fIP
eat兩種介接端口，可依客戶需求來選擇使用
u res and s t f m
2 授權或擴充機櫃，來擴充系統容量，並可各種型式內外線如
n siio s it a
n siionn
SIP外線 /
SIP分機。
s
il l PBX 終端設備可延用，外線也可繼續使用並可選擇使用
現有 Panasonic
IP 外線, 傳統內外線容量可透過擴充機櫃來擴充，IP 內外線容量可透過
授權來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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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省成本是最優先考量
通過使用融合的系統來節省成本
KX-NS700 提供利用超融合式系統所帶來的好處，可幫助企業降低成本，用戶可以快速的取得
投資回報。

總公司

節省通訊費用

SIP
Trunk

KX-NS700

KX-NS700 提供 IP 外線功能,您可依需求混合使用 IP 和一般類比外線,
所以可以依固網業者提供不同節費外線,來選擇 PBX 要介接外線型式,來取
得最佳的通訊費用.

節省通訊費用

ISDN/
PSTN

總公司

分公司
KX-NS700

KX-NS700
IP
Networking

使用 VPN IP 網路, PBX 系統允許把各辦公室的
PBX 連接在一起, 此各點 VoIP 通話是不會有任何
通訊費用,只有固定 VPN 網路費用,各點分機可以
互撥如在同一套系統內.

節省建製成本

總公司

家庭辦公室
不需安裝主機

KX-NS700

透過 IP 網路在遠端辨公室不用安裝 PBX ,就可直
IP
Networking

接介接 IP 話機, 如果使用系統提供. Media
Relay GW 功能時, 也可在不建立 VPN 網路環境下
,直接透過 INTERNET 來介接.

IP 功能軟體電話

節省營運成本
系統話機如果是使用 IP 話機當分機, 公司組織異動

辨公室
PoE Switch
2F

或使用者轉移單位時, 使用者可直接把詬機移至新座
位,插上相同網域的網路線即可使用,PBX 系統是不須
任何程式設定.

Simple move

KX-NS700

IP 功能話機

1F

PoE S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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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建多種實用通訊功能
有助於改善客戶的服務品質
提高客戶滿意度是生意經營成功的關鍵。
KX-NS700 提供通訊服務可快速順暢的回應客戶,其依客戶操作需求作出正確的對應.

自動總機/語音信箱
系統使用語音導引，讓客戶可以直撥分機，系統也提供SVM功能，當總機或用戶不在座位時，來電者也可以留言，用戶在依
留言訊息盡速回覆客戶，總機人員可減少接聽人力支出,可以兼職其他工作，使公司人力更加充裕。

KX-NS700

0 (Operator)
Panasonic 公司您好,
感謝您的來電

1 (Sales)

呼叫總機, 請按 0.
銷售部門, 請按 1.
技術支援部門, 請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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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部門, 請按 0.
歐洲部門,,請按 1
美洲部門,,請按 2.

Daniel, 請按 0.
David, 請按1.
Lisa, 請按 2.

0 (Asia)

Technical
Support

)

3 (Planning)

1 (Europe)

0 (Daniel)

2 (USA)

1 (David)

留言
2 (Lisa)

高階語音信箱功能
KX-NS700 語音信箱最大可提供 24 路同時處理留言或錄音等功能，

客戶在 VM 留言 或 在聽到
VM 接待語後未留言掛上電
話.

最大錄音留言時間 400 小時。
如果用戶外出或不在座位時可指定轉接至語音信箱,由信箱接待

客戶

語來處理來電，來電者可以留言或操作轉接其他分機等。
當客戶在信箱留言或未留言的未接來電時,KX-NS700 可傳送 e-mail
提示給使用指定 e-mail 位址, 有留言 e-mail 提示可附帶留言檔

辦公室

案,如此您可快速回覆客戶的要求.
KX-NS700

附加留言 /
未接來電提示
E-mail
server

4

內建多種實用通訊功能
智慧型遠端分機
現在客戶對通訊需求是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隨時保持與客戶之間的連絡.
只要 KX-NS700 在一個可以連接網際網路的環境時， 可以使用 IP 話機當成分機，可非常容易
安裝外部辦公室，保持通訊不間斷。

辦公室

遠端分機安裝

KX-NS700

如果 KX-NS700 可以連接到網際網路時，可以非常容易安裝IP話
機在遠端辦公室，或在家庭辦公室，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者也可安裝
IP軟體*電話來連接，操作上完全是系統內的一部分機，所以不須
任何通訊費用在系統與分機之間，如果是使用系統提供. Media
Relay GW 功能時, 也可在不建立 VPN 網路環境下,直接透過
INTERNET 來介接。

*

IP
Networking

Software
phone

Cellular phone
network

智慧型手機上安裝是支援 SIP 軟體電話。

遠端辦公室

Install IP phones/
software phones

Base station

家庭辦公室

使用智慧型手機如分機

辦公室

KX-NS700

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者可安裝SIP軟體電話註冊到KX-NS700
，當成是系統的一部分機, 如此只在手機在 Wi-Fi/3G/LTE
有網路環境時，任何系統來電至分機時都可響鈴，可不錯
過任何來電及也可撥出電話，即使出差也是撥打市內通話

Customer
Software
phone

費用。

Cellular phone
network

IP
Networking

Base station

相同分機號碼
任何兩台有線電話的任何分機組合或有線電話和軟體電
話分機組合,都可配對成為使用相同分機號碼，配對的兩
部分機會同時響鈴，配對的兩部分機可使用功能操作碼
或FF鍵相互轉接.此功能方使用用戶整合有線電話和
Media5 軟體電話 / SIP 軟體電話組合

092-123-4322

辦公室
KX-NS700

Customer

092-123-4322
分機號碼
#100
IP
Networking

Software
phone
Base station

080-888-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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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工作效率功能
持續改善工作效率
了解客戶的需求加以改善是非常重要，並給員工最即時的支援，連續執行相對應措施
來改善員工的工作效率。

客服中心功能
KX-NS700 內建先進的來電導引功能，適用於中小型客服中心。此功能不需在外掛CTI伺服器，更內建 ACD 提供客服的管理人員對客服的基
本需求，如來電佇列宣告順位及預計等待時間，即時客服人員狀態監視， 客服分析報表, 客服人員通話自動錄音, 和 NAS (網路儲存設備) 備
份錄音.

■
■
■

佇列宣告
優先VIP來電處理
來電平均分配 (UCD)

■
■
■

■
■

客服人員/ 群報表
1:N 振鈴 (群響鈴)/延遲響鈴
截聽跳接 / 忙線送出忙音

來電佇列宣告導引

客服人員/ 群監視
忙線插話

管理者指定自動雙向錄音

來電者可以由佇列宣告了解佇列順位和預計須等待時間，來
電者可決定是否繼續佇列等待，跳接至信箱留言或掛上電話稍
候再撥。

通話中
客戶

當指定分機通話時,管理者可設定自動錄音到指定信箱內，分機
的管理者並可透由 Web 維運控制台來聽取錄音內容，錄音內容
可以了解客服人員與客戶的問題點,並能教育客服人員如何處理
或改善，可有效增加客戶滿意度。
系統同時可提供 24 路錄音迥路,最大錄音時間是 400 小時.
錄音內容可備份到USB或NAS儲存器。

客服人員

辦公室

通話中
自動錄音
客服人員

客戶

佇列中

KX-NS700
客服人員

客戶

錄音內容備份

“您是佇列第一順位.＂

客戶

佇列中
客戶

“現在有 4 通電話正在等待進線＂
“估計您的等待時間是 10 分鐘.＂

客服人員狀態監視 & 客服報表
客服中心的管理者可監視每一客服人員的即時狀態, 來電的等
待數 和最長的等待時間. 此來電狀態是提供群的狀態不是每
一個客服人員.
客服中心的管理人員可利用 KX-NS700 提供的各種報表來分析
客服人員效率,以提昇客戶滿意度 . 此報表可依據每一客服人
員及群來分析. 最多 300,000 通資料可以被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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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狀態監視

客服報表

提昇工作效率的功能
多種通訊輔助工具讓工作更有效率
目前的商業環境可使用彈性的通訊輔助工具是十分重要，Panasoic 原廠的通訊助理(CA)或其他應用
軟體與通訊的整合，都可大幅提昇工作效率。

通訊助理 (CA)
通訊助理 (CA) 是一個應用軟體,安裝於個人電腦上,利用電腦畫面顯示及滑鼠點選技術 , 讓CA 使用者可以在撥對方前先了解對方
狀態.然後 CA 使用者可選擇最佳連絡方式(如, Softphone 和 文字聊天等.) 完全依據對方的分機狀態.

CA Basic-Express/CA PRO
提昇各人工作效率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整合

可由CA連絡人輕易了解分機狀態，CA 狀態, 其他分機不在訊息，
分機狀態的及時顯示，可確認群組成員的狀態, 讓工作更有效率.
Microsoft Outlook 整合，Outlook的工具列會崁入撥號相
關功能.
CA Basic-Express/CA PRO

如果在網路架構內有安裝 CA Server, 可以使用CA Client 整合
Microsoft Exchange 行事曆. 當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與 CA Client 整合後, CA Client可依法 Exchange 行事曆時程
來更改即時狀態 (利用對應表),您可設定行事曆使用關鍵字來
更改即時狀態.
Microsoft Exchange 行事曆

如果行事曆的
時程已到

CA Client 即時狀態
自動更改

整合其他非 Panasonic 應用軟體
整合 CA 連結其他解決方案的非 Panasonic 應用軟體，提昇員工，可以提昇員工的工作效率。

拜訪提醒解決方案

Poltys CA RCS

可以使用由文字轉語音提醒客戶的拜訪行程,此提醒必須事先設定,該系統可以設定

Poltys CA RCS 是軟體,可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上運作,可提供不論在辦公室內外,

與客戶在拜訪日期,那麼您可以按照語音提示進行指導檢查和更改時間表，你可以

都可操作統合訊息的操作環境,並能與 CA (Communication Assistant )整合一

在電腦上瀏覽的行事曆結果,這使您可以檢查最新時間表，預約無需花費時間或金
錢，並提高客戶滿意度，因為它可以幫助您記住客戶約會。

起運作. 辦公室使用者可選擇多種溝通方式 (語音通話, 文字聊天,視訊通話 等.)
CA RCS 和 CA RCS 之間是 PBX 分機 (SIP 分機) 時,是可以建立視訊通話,也可
以是CA RCS 和 3rd party 視訊設備之間.

KX-NS700

會議自動提示

客戶
顯示會議提示更改

要求
更改

詳細應用軟體訊息, 請參考下列網站. http://panasonic.net/pcc/products/pbx/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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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X-DT300 系列
數位功能話機

KX-DT300 系列 - 數位功能話機
Panasonic 新產品 KX-DT300 數位功能話機系列,流行外觀及
時尚,有別傳統話機的樣式,其他功能如以往 Panasonic 數位
功能話機設計原則,給使用者最友善,最佳可視度及最舒適的
操作介面,最適合長時間及忙碌話機使用者.
KX-DT300 發揮最大功效的特點和功能設計,可增強使用者的每
日的工作效率, 此數位功能話機非常適用於多種工作場所,如客
服人員話機, 值機人員話機,辦公室話機飯店房間話機,可大幅
提昇客戶滿意度,並支援 藍牙(Bluetooth)耳機功能
Panasonic KX-DT300 系列有強大功能的設計,非常適合須耍不
斷更改生意形態的使用者,因為此數位功能話機提供豐富的容
易操作介面,可使用於任何商業型態通信上使用.

藍牙(Bluetooth) ® 模組*

訊息/響鈴指示燈
USB 模組 *

3

24-字元 LCD

附加12鍵中繼台插槽 *

耳機插孔

24鍵彈性功能鍵

數位功能話機可被廣泛使用在商場辦公環境, 可大幅改善通信
操作方式,數位話機提供更友善及容易操作介面,可大幅提昇
及改善工作效率及品質,連接 Panasonic 系統交換機,可提供
更廣泛實用的功能,可讓您工作上對通信的任何要求都迎刃而
解,KX-DT300數位話機將會是您最佳工作伙伴.

1

導航鍵

*1 只支援. KX-DT366 / KX-DT346
*2 只支援. KX-DT366 / KX-DT346
*3 只支援. KX-DT366 / KX-DT346

上圖所示: 機種 KX-DT346.

字母及數字顯示LCD銀幕

彈性功能鍵

可視度佳LCD顯示銀幕,讓您更容易操作
撥號和功能抓取,並可透過LCD銀幕顯示
了解來電訊息及系統留下須處理訊息,
如訊息留言,未接來電訊息等.
並可透過顯示對應鍵功能,來操作系統
/各人速撥抓取及系統功能選擇操作.

單鍵可程式化讓操作更加容易和節省時
間. 彈性功能鍵可以設定常用的電話號碼
或常使用的系統功能碼,通常是設定外線
鍵,利用彈性鍵雙色LED顯示,來了解外線
使用狀態,並可設為分機的DSS鍵,當分機
使用中,就會亮紅燈,可按此鍵呼叫應分
機.

各種話機動作都會顯示在 LCD 銀幕上. 可顯示訊息如下:
- 進線來電者號碼/姓名(ISDN, CID)
- 訊息等待, 不在訊息, 功能設定
- 撥出/來電進線號碼儲存 (分機 Call Log, ICD群 Call Log)
- 系統/各人速撥
- 分機表
- 通話時間
- PBX 系統功能抓取選單
- 時間和日期

藍牙(Bluetooth) ®模組(KX-NT307)
安裝 KX-NT307 後可支援藍牙(Bluetooth)®
耳機通信,達到無線通信環境,藍牙可操作應
答來電/結束通話/語音通信功能.
此藍牙功能可讓使用者雙手一邊操作電腦
一邊通話或通話中可在話機周圍活動.

導航鍵
導航鍵允許快速,單鍵操作抓取多樣話機
系統功能,透過系統功能選單,可容易執行
系統提供話樹功能.如何就不用記話機操
作碼,使操作更加便利.

雙角度調整設計
雙角度的調整設計,可調整話機操作面板
角度及LCD的角度,讓使用者可依操作習
慣調整最佳使用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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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300 系列產品線

KX-DT333

KX-DT343

3-行 LCD 顯示幕
24 鍵彈性功能鍵
數位全雙工免持對講功能
支援60鍵中繼台模組
(選購 : KX-DT390)

3-行背光 LCD 顯示幕
24 鍵彈性功能鍵
數位全雙工免持對講功能
支援 KX-DT301
支援 KX-NT303
支援 KX-NT307
支援 KX-DT390

KX-T7667

KX-T7665

KX-DT346
6-行背光 LCD 顯示幕
24 鍵彈性功能鍵
數位全雙工免持對講功能
支援 KX-DT301
支援 KX-NT303
支援 KX-NT307
支援 KX-DT390

KX-T7705 (單機)

1-行LCD 顯示幕

1-行LCD 顯示幕

1-行LCD 顯示幕

12 彈性功能鍵

8 彈性功能鍵

來電號碼顯示

數位半雙工免持

數位半雙工免持

支援免持對講功能

不支援 DXDP 功能

支援 DXDP 功能

來電號碼30組儲存
重撥號碼5組儲存
* 不須安裝電池

其他配件

KX-NT303

KX-DT390

KX-DT301

行政/管理人員
IP 功能話機

SIP 話機

KX-NT560

KX-UT670

•
•
•
•
•
•

•
•
•
•
•
•
•
•

4.4 吋背光 LCD 顯示幕
4 x 8 顯示標籤,彈性功能鍵
全雙工免持對講
2 網路埠 (1000 Base-T)
乙太網路供電 (PoE)
內建藍牙

7 吋背光 LCD 顯示幕
彩色觸控銀幕
4 x 6 顯示標籤,彈性功能鍵
全雙工免持對講
2 網路埠 (1000 Base-T)
乙太網路供電 (PoE)
網路攝影機監視
支援應用軟體開發 (Java/XML)

商務人員
IP 功能話機

數位功能話機

KX-NT556/KX-NT553

KX-DT546/KX-DT543

•
•

•
•
•
•

•
•
•
•

6-行 (KX-NT556) 或 3-行 (KX-NT553) 背光 LCD 顯示幕
12 x 3 (KX-NT556) 或 12 x 2 (KXNT553) 顯示標籤,彈
性功能鍵
全雙工免持對講
2 網路埠 (1000 Base-T)
乙太網路供電 (PoE)

6-行 (KX-DT546) 或 3-行 (KX-DT543) 背光 LCD 顯示幕
24 鍵彈性功能鍵
全雙工免持對講
中繼台: KX-DT590

中繼台: KX-NT505

KX-NT505

KX-DT590

48-鍵中繼台

48-鍵中繼台
KX-NT556

一般人員

KX-DT546

DECT 無線系統

IP 功能話機

數位功能話機

KX-TCA185/KX-TCA285/KX-TCA385

KX-NT551

KX-DT521

•
•
•
•

•
•
•
•

•
•
•
•

1-行背光 LCD 顯示幕
8 彈性功能鍵
全雙工免持對講
2 網路埠
(1000 Base-T)
• 乙太網路供電
(PoE)

1-行背光 LCD 顯示幕
8 彈性功能鍵
全雙工免持對講
中繼台: KX-DT590

1.8 吋 TFT 彩色銀幕
Standard
雜音消除功能
DECT 廣播
振動

Trademarks and registered trademarks
– Microsoft® , Windows® , and Outlook®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Microsoft Corporation in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 The Bluetooth word mark and logos are owned by the Bluetooth SIG, Inc. and any use of such marks by Panasonic Corporation is under licence.
Other trademarks and trade names are those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Important
– Safety Precaution: carefully read the operating instructions and installation manual before using these products.

Tough
Compact

Please contact your nearest Panasonic dealer for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on things such as Activation Keys.
Some models and applications are available in limited countries.
The images shown of products display and lamps are
composite images.
Weights and dimensions are approximate.
Design and specification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These products may be subject to export control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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