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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声器

Micro SD 卡盖

示意图

主界面键 播放 / 暂停键

音量加键 上一曲键

音量减键 下一曲键

关屏键 收藏键

电源开关

U 盘接口

话筒接口

Mini USB 接口
（数据 / 充电接口）

 TV-OUT 接口

产品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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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返回功能图标：触摸该图标可返回上一级界面。

2.           电池电量图标：显示电池剩余电量。

1. 主界面键：按主界面键可返回主界面。

2. 音量调节键：通过按音量加键，加大音量；通过按音量减键，减小音量。

3.  关屏键：在播放过程中，按关屏键可关闭屏幕，播放声音不会停止；再次按关屏键可开启屏幕。

4. 播放 / 暂停键：播放选中的内容或暂停正在播放的内容。（该功能不适用于电子书和游戏）

5. 上一曲键 / 下一曲键：在播放视频或音频时，可通过这两个按键快速跳转到上一曲或下一曲的内容。

6. 收藏键：在播放过程中，按收藏键，可将正在播放的内容收藏至收藏夹。按收藏键后，屏幕提示“是”或 “否”，

    选“是” 收藏正在播放的内容；选“否”不收藏。在主界面和次级界面，按收藏键，屏幕出现收藏夹，选择

任何一个进入，可播放其中收藏的内容。

取消收藏的方法：在收藏列表中，先通过按机器面板上的“上一曲键”、“下一曲键”来选择要取消收藏的文件，

再按机器面板上的“收藏键”，然后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是”，即可取消该收藏。

7. 电源开关：拨动开关，开启或关闭学习机电源。

按键使用说明

使用说明

界面图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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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机内置丰富资源，按照不同的文件格式可分为电子书、视频和交互游戏等，各种类型的文件操作说明如下：

1. 电子书操作说明

2. 视频操作说明

3. 交互游戏操作说明

（1）点击电子书图标                  ，打开相应的电子书。

（2）所有电子书均为点读学习模式，需点击页面上的文字或者图片，方可听到对应的声音。

（3）学习时，可通过点击页面两端的左右箭头按钮              、           或者滑动页面进行翻页，通过页面左上方的

                       （返回按钮）可返回到上一级界面。  

（4）电子书到达最后一页时，点击页面有已学完的语音提示，按返回按钮返回上级界面选择其他电子书。

（1）点击视频图标                   ，打开相应的视频文件，视频文件将自动进行播放。

（2）视频播放时轻触屏幕，屏幕下方会出现视频播放面板（如右图），通过该面

板可进行相应的操作。

（3）视频播放过程中，可通过页面左上方的返回按钮               返回到上一级界面。

（1）点击 “益智乐园”内的游戏图标                     ，可进入相应的交互游戏。

（2）交互游戏类型较多，不同的游戏玩法各具特色，请根据游戏提示音或者帮助文字进行游戏。

内容操作说明

（视频播放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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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 USB 接口可以与充电器连接进行充电，也可以在开机状态通过数据线与电脑（要求 Windows XP 或更高

版本的系统）连接，对存放在 Micro SD 卡上的数据进行管理。

Micro SD 卡盖使用螺丝锁定，用螺丝刀拧开螺丝取下 Micro SD 卡盖，就可取出 Micro SD 卡，更换上具

有更大存储空间的 Micro SD 卡。更换存储卡时，必须把存储卡内原有内容完整复制到新存储卡内。

注意：本产品最大可支持 Micro SD 存储卡 32GB。

将储存有视频或 MP3 的 U 盘插入 U 盘接口，从主界面选择“百宝箱”，然后选择“我的 U 盘”，就可以选

v 择播放 U 盘存储的内容。

温馨提示：如果不使用 U 盘时，请从学习机上拔下 U 盘，需要使用时再插入。

在话筒接口插入话筒，可以在播放状态下唱歌。

（3）游戏过程中或游戏完成后，均可通过页面左上方的返回按钮             返回到上一级界面。

Mini USB 接口与数据文件管理

Micro SD 存储卡更换

U 盘播放功能

卡拉 OK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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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机状态下，利用随机配备的 USB 数据线，把学习机跟 Windows 电脑连接，使学习机进入数据传输模式，

然后把照片文件（文件数量尽量控制在 100 张内，单张照片的文件大小控制在 2MB 以内）拷贝到机器内置的

Micro SD 卡中的“12- 儿童宝宝秀”目录下。照片文件拷贝完成后，断开学习机与电脑的连接，从学习机主界

面选择“百宝箱”，然后选择“宝宝秀”，即可浏览查看照片文件。

在开机状态下，利用随机配备的 USB 数据线，把学习机跟 Windows 电脑连接，使学习机进入数据传输模式，

然后把系统支持的音频或视频文件拷贝到机器内置的 Micro SD 卡中的“13- 洪恩故事机”（该目录只能存放音频文件）

或“14- 洪恩视频机”（该目录只能存放视频文件）目录下。文件拷贝完成后，断开学习机与电脑的连接，从学习

机主界面选择“百宝箱”，然后选择“故事机”或“视频机”，即可浏览和播放对应的音频或视频文件（不区分

子目录）。 

温馨提示：拷贝音频或视频文件时，请勿完全装满内置 Micro SD 卡的剩余空间，尽量保留 200MB 以上可用空

间。另外，如果文件数量较多，可通过外接 U 盘的方式来播放音频或视频（可支持子目录浏览）。

本学习机可以通过 TV-OUT 连接线与电视机连接，从电视屏幕观看学习机播放的视频内容。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将 TV-OUT 连接线一端插头插入学习机 TV-OUT 输出口，另一端红、黄、白三个颜色插头插入电视机对应接口。

然后，从学习机主界面“百宝箱”进入“系统设置”功能，选择“TV-OUT”，再选择“PAL”或“NTSC”，切换

到电视播放功能，电视屏幕将显示学习机界面图象，此时可从学习机选择内容播放。在电视机开始播放所选内容时，

学习机将会自动切换到黑屏状态，但学习机上各操作按键仍可正常操作。

（选配，需配合 TV-OUT 连接线使用，部分产品包装不含该连接线）

电子相册功能

故事机 / 视频机功能

电视播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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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习机主界面“百宝箱”进入“系统设置”功能，可以进行以下设置：

1. 绿色保护设置：可设置学习机背光亮度、背光时间、最大音量限制、定时自动关机时间和无操作自动关机时间。

定时自动关机时间如设置为 30 分钟，学习机将会在播放 30 分钟后自动关机。定时自动关机时间设置为“从不”，

可取消定时关机功能。

2. TV-OUT：设置电视播放功能。注意：该功能仅支持视频播放，而且启用该功能时学习机的屏幕将处于黑屏状态。

如果要使用电子书或游戏时，请退出该功能。

3. 调整屏幕偏移：如果使用电视播放功能时屏幕发生偏移，可以用此功能进行调节。

4. 高级设置：通过这里可以把机器的设置参数恢复成出厂时设置的默认参数和查看机器的系统信息。

1. 充电输入电压 5V，输入电流 1000mA ～ 1500mA。

2. 7 寸高清显示屏，分辨率 1024*600。

3. 可支持的视频文件格式：MP4、MPG、AVI、FLV 等 720P 或以下分辨率的视频文件。

4. 可支持音频文件格式：MP3、WAV 等。

5. 可浏览图片格式：JPG、PNG、BMP、TIF 等静态图片。

6. 最大支持 Micro SD 存储卡 32GB。

7. 内置聚合物锂电池 2600mAh。

设置功能说明

产品规格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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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充电时请将学习机的电源关闭。如果在开机状态下充电，学习机会自动关机进行充电。

2. 确认 USB 数据线与充电器连接好后，把充电接口插入学习机的 Mini USB 接口，再把充电器的电源插头插入家用

电源插座。

3. 学习机的红色指示灯亮时表示正在充电，红色指示灯灭表示充电完成。

充电器使用标准：电压 5V，输出电流 1000mA ～ 1500mA 旅行充电器头。

请用本产品原配的 USB 数据线及充电器进行充电。

1. 在学习机电量不足时请及时充电，以防学习机过度放电，对电池和学习机造成损害。

2. 充电时请将学习机放置在小朋友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出现安全隐患。

3. 当学习机充满电后红色指示灯会熄灭，请及时断开充电器，以免过度充电对电池和学习机造成伤害。

4. 充电时请不要将学习机放在密封的袋子内。

充电注意事项

充电步骤

充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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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产品含有液晶显示屏，儿童须在家长陪同下使用，以免儿童摔坏液晶显示屏导致危险。

2. 在本产品出现过热、冒烟、发出异响或者异味的情况下，请立即关闭电源。

3. 如有液体、金属导电物体进入机体内，有可能因电路短路而造成危险，此时请立即关闭电源。

4. 本产品内置充电电池含有可能污染环境的物质。在您丢弃产品时，请勿与普通生活垃圾一同丢弃，应将其送

到正式的回收点。

5. 请勿将尖锐的物体插入扬声器孔，以免造成扬声器损坏。

6. 避免本产品与硬物撞击或摩擦，以免损坏液晶显示屏或刮伤产品表面。

7. 本产品的运行适用温度范围为 -10℃～ 40℃。

8. 请勿在过热、过冷、多灰尘或者湿度过大的环境下存放或使用本产品，否则可能导致产品不能正常工作。

9. 清洁时最好使用干布擦拭表面。请勿使用挥发性液体如汽油或其它有机溶剂清洗。

10. 机器内置 Micro SD 卡中的文件，除“12- 儿童宝宝秀”、“13- 洪恩故事机”和“14- 洪恩视频机”目录外，

请不要随意增删其中的文件或对文件和目录进行改名操作，否则将出现文件不能识别或其他错误提示，导致

程序出现错误。

11. 产品发生故障时请联系洪恩教育用户服务中心。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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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没有反应

可能是电池电量不足，请及时充电。

播放音量小

（1）请确认电量是否不足，并及时充电。         

（2）通过音量调节键调节音量。

充电时充电指示灯不亮

请确认 USB 数据线连接是否正常。

通过 TV-OUT 连接线连接电视不能播放

请进入“百宝箱”—“系统设置”界面，打开 TV-OUT 功能设置，选择 PAL 或 NTSC 模式。 

故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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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 15 天保换，12 个月保修。

本承诺自购买日期（以正式购货发票日期为准）起生效。本承诺仅限产品主机，不包括附件。在服务期内，

如果在正常使用和维护情况下（非人为因素），因产品本身部件出现问题而发生的故障，经本公司查验属实，您

将得到我公司为您提供的免费服务。

本产品实行全国联保。无论您在中国大陆何处购买，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保修范围内的硬件故障时，凭有效保

修凭证中的用户存根联和购物发票到任何一个授权服务中心均可获得维修服务。

请您拨打用户服务中心电话，选择维修机构进行服务。

当您的机器需要进行维修时，我们将在收到您寄回的机器的 7 个有效工作日内为您修好返回。如遇特殊情况，

不能在 7 个有效工作日内完成维修的，我公司服务人员将提前打电话与您协商修复日期。前述修复时间不含回途

时间。

保修承诺

全国范围联保

故障修复时间周期

服务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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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您的产品经我公司维修机构维修后，继续享有对原保修期的承诺。

当您需要保修服务时，请您出示有效保修凭证：包括用户存根联和购物发票。

当出现保修说明上所列举的不在保修范围内的情况时，您可选择有偿维修服务。

如果维修部件超过了免费保修期限，仍可享有维修服务，只需交纳一定的维修服务费，维修服务费的标准由我

公司的维修机构提供。

涂改保修卡 编号或者保修卡上编号与机身号码不符，您将无法享受本公司提供的保修服务。

因未按使用说明书操作引发的损坏，您将无法享受本公司提供的保修服务。

人为引起的损坏或者水灾、火灾等一切自然灾害引起的损坏，我公司有权不提供保修服务。

经非授权服务人员修理、改动、改装或拆卸的，我公司有权不提供保修服务。

您应在产品交接前向经销商要求打开包装对产品质量进行验收。

经销商向您做出的所有额外承诺，我公司不承担责任。

我公司不对用户及经销商的特殊、意外或间接损失负责。

有限责任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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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向您提供更优质的售后服务，保护您的权益，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

制 造 商：北京洪恩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制 造 商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 1 号院 1 号楼 701-1

生 产 厂：广东洪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生 产 厂 地 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江东五路 30 号 A 栋一、二、三层

售 后 服 务 地 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江东五路 30 号 A 栋（客服中心）

用 户 服 务 中 心：0760-88580011  88580022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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