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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1.1 按键功能 

▲ / ▼ 上/下 方向键：用来浏览功能菜单或信息 

● 功能/选择键：用来显示功能菜单, 选择寻呼机的一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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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激活这个功能. 

阅读/退出键：阅读信息, 确认某个寻呼机功能并退出. 

寻呼机符号 

  选择音乐 

  设定时间和闹钟 

  声音警示 

 警示类型  

  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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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信息 

  删除全部信息 

  锁定信息 

  闹钟 

  记事本 

  秒表 
其他符号 

   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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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音 

  振动模式 
   信息条目 

   加入到记事本 
24hr  24小时制 

AM  AM 上午 

PM  PM 下午 

  闹钟开启 

   闹钟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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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电 

 ¼ 电量 

 ½ 电量 

 ¾ 电量 
 满电 

 

1.2 开机 
按  阅读键超过 3 秒钟开机并显示开机画面和警示提示. 

手表接收机进入待机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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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欢迎语,私人信息,公共信息,记事本条目,时间,日期电池电量
指示,警示类型 ,或其他状态指示符. 

1.3 关机 

(1) 按  键显示功能菜单. 
(2) 按 ▲ 移动光标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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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  显示 “关机?”. 
(4) 按  确认关机. 

手表接收机关机,屏幕显示消失. 

1.4 注册号码：(只有按钮版本才注册号码功能) 

同时按下 ▲ ▼，手表接收机显示屏上出现“保存编号模式”，

然后按 手表显示“保存编号模式，保存为：0000”，此时按下呼

叫分机上的“取消键”，屏幕显示保存为：0000 ，此时通过▲ ▼移

位， 上翻到需要编的号码，然后按▼下翻到“保存”，然后按 确

认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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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只有按钮版本才注册号码功能 

2. 开始工作 
2.1 使用功能菜单 

通过功能菜单你可以设定手表接收机的一些常用功能,每个功

能都会有符号和文字提示. 
(1) 按  显示功能菜单, 光标开始会停在 ,并闪烁提示光

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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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菜单如上图  

(2) 按 ▲, ▼在不同的功能符号间移动光标. 在移动光标的过程
中,手表接收机的功能符号会闪动来指示光标所处位置并文

字提示此符号代表的功能.退出功能菜单并不保存任何设定

的话直接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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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一些符号可能在你的手表接收机上不显示,这可能是因为没
有信息或被禁止使用了. 

2.2 信息状态显示 

    在待机界面,可在信息条目间移动光标, 未读信息的符号会

有闪动,锁定的信息用 表示. 

 
2.3 接收和阅读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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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表接收机可以接收19条个人信息,当收到一个新信息,手表接收
机会按照设定的方式警示,同时信息内容直接显示在屏幕上.当你

想阅读已存的信息,你可以直接移动光标到信息条目上按阅读键

阅读,当光标在某个信息条目上的时候,信息符号会变成 . 
2.3.1 阅读刚收到的信息 

(1) 按任意键可以停止警示音. 
(2) 新信息会直接显示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及时看到，可以按 

 调出最新的信息内容. 

如果有闪烁的 符号在右下角,说明信息长度超过1屏,继

续按阅读键可以看下一屏. 
(3) 阅读完成按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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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阅读已保存信息 
(1) 从待机界面按▲ , ▼移动光标到你想阅读的信息. 

(2) 按  阅读信息. 

2.3.3 浏览信息 
当在阅读信息的过程中,按▲ , ▼键直接跳入上一条或下一条的内

容. 
注意:当有未读信息时,手表接收机会每隔一段时间警示一次来提

醒直到所有信息都被阅读.  
2.5 设定日期和时间 

(1) 在功能菜单,按 ▼ 移动光标到 . 

(2) 按  显示时间设定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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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 ▼ 移动光标到小时位置. 
(4) 按  调整小时. 

(5) 重复3和4设定分种, AM/PM/24 Hr.,月,日,年. 

(6) 按  键激活设定的日期和时间. 

 

设置时间 



17 
 

如果光标移动到最右,再按一下▼,左右两端的两个符号会同时闪
动,如果这时按▼,会重新进入时间设定,如果是按 则进入到闹钟

设置行.在任何状态下按 都会保存现在调整的设置并退出到

待机界面. 
2.6 设定信息警示类型 

   你可以选择四种警示类型的一种,在功能菜单界面移动光标到

警示类型符号 并选择, 这里有 4 种警示类型声音 ,振动 , 

声音加振动 ,静音  .  
 按 ▲ , ▼ 移动光标到需要的警示,寻呼机会响应的发出光标所

在警示类型的警示，在移动光标的过程中当确认了某种警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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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机界面会显示响应的警示符号 。 

 

选择警示类型 

2.7  锁定/解锁 信息 

    可以最多锁定16条信息防止被删除或被信息覆盖. 

当信息被锁定后, 符号会变成  表示信息已加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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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或解锁信息 
(1) 在待机界面,按 ▲ , ▼选择你想要锁定的信息. 

(2) 按  显示呼叫信息内容时再按  

(3) 按 ▲ 移动光标到  来给信息加锁,或 给信息解锁. 
(4) 再按  . 
在阅读某条信息的过程中,也可以加锁或解锁此条信息,过程同上. 

2.8 删除信息 

   这个功能可以让你删除那些已读和未锁定信息. 
2.8.1 删除单个信息 

(1) 在待机界面 移动▲ , ▼选择你想要删除的信息. 
(5) 按  显示呼叫信息内容时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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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 ▼ 移动光标到 . 
(3) 按  显示 “删除信息?”. 

(4) 按  删除信息. 
2.8.2 删除所有已读和未加锁信息 

(1) 阅读信息过程中,按 键出现功能菜单移动 ▼ 到全部删除 
. 

(2) 按 , 出现 “删除全部信息”. 

(3) 按 . 所有已读和未锁定信息全部被删除  
注意:记事本中的信息不会被全部删除功能删除   

    
3. 重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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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新收到信息同原来已存的某条信息相同,就会出现重复信息
符号在信息内容的第一行. 

新信息会替代旧的信息并显示最新的接收时间和日期. 

4. 背光 
彩屏手表接收机背光显示时背光常亮, 单色屏可以设定背光是否

常亮. 当需要亮背光时,只要住任意键3秒钟背光就会打开.同样,
在打开背光的情况下,按任意键3秒钟关闭背光. 

5. 低电指示 
当电池电量逐渐降低时,电池符号会由  变成 . 手

表接收机还会亮起一个红灯来指示低电 

 注意： 手表接收机在低电状态下不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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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充电（只对充电版本有效） 
你可以用充电器或电脑 USB 口来对寻呼机进行充电. 

连接专用充电线到充电器或电脑,另一端插入寻呼机充电口,寻呼

机会亮起一个蓝灯表示充电中,如果蓝灯熄灭,表明充电完成. 
7. 保修条款 

   自购买之日起，本产品提供原厂保修壹年，人为损坏不在保
修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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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修卡 
用户名称：                          
 
联系方式：                         
 
返回地址：                         
 
购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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