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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次使用时，拨动故事机底部电源开关至“ON”的位置，然后长按主机上的

键，故事机将播放开机音，显示屏亮起，故事机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2. 通常情况下，故事机底部电源开关在“ON”状态，长按主机上的 键，故事机

将播放开机音，显示屏亮起，显示开机界面后，自动转到故事模式，开始播放上次关机

前故事模式下最后所播的内容，同时屏幕显示正在播放的曲目信息。 

温馨提示：本机遥控器不支持开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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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主机功能按键关机 

故事机在正常工作状态下，长按主机上的 键，故事机播放关机音，显示屏灭，故

事机关机。 

使用遥控器关机 

故事机在正常工作状态下，按动遥控器上的 键，听到关机音，显示屏灭，故事

机关机。 

定时关机 

按遥控器上的 键，可以开启或关闭定时关机功能，显示屏上的定时图标会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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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或隐藏。在定时功能开启状态下，故事机播放过程中无任何按键操作超过 30 分

钟，故事机将自动关机。 

自动关机 

在暂停播放或菜单模式下无任何按键操作超过 3 分钟时，故事机将自动关机。 

在开机状态下，拔掉已连接的数据线后，故事机自动关机。 

温馨提示： 

长时间不使用本产品时，建议将主机底部的电源开关拨到“OFF”。 

每次开启故事机，故事机会自动进入故事模式，并播放上次关机前正在播放的音频

内容。按主机上的Χ键或者是遥控器上的Χ键，均可返回至主菜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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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图标所代表功能模式依次为：故事模式、收音机模式、功能设置、时间模式、录

音模式、魔音模式。 

当故事机在任一模式下工作时，按动一次或多次Χ键可返回主菜单，按主机上的

和 键或遥控器上的 和 键切换各模式，按主机或遥控器上的 键选定。 

一、故事模式 

进入故事模式 

开启故事机时，自动进入故事模式。 

当故事机在其他模式下时，通过按动主机或遥控器上的 X 键，返回到主菜单界面



6 

下，按主机上的 和 键或按遥控器上的 和 键选择故事模式 ，同时语音播

报故事模式，按 键即可进入故事模式。 

进入故事模式后，故事机自动播放上次关机前最后播放的内容。 

选择播放音频和切换音频 

故事机在播放已有音频时，显示屏上会显示正在播放的音频编号。音频编号由 4 位

数字组成，比如曲目 1103，4 位数字所代表的含义如下图所示： 

1 1 0 3
大类一级目录编号

小类二级目录编号

三级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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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主机功能按键操控故事模式 

1. 选择和切换大类一级目录 

故事模式下按一下 键，进入目录界面；在目录界面按 键可切换大类一级目

录。目录选择时会有语音播报目录名称。界面的序号显示目录的编号。 

2. 选择和切换小类二级目录 

通过按 键切换，选择好大类一级目录后，按 和 键切换小类二级目录，显

示屏上第二位数字（1~9）循环变化，同时语音播报相应的小类二级目录名称。 

3. 选择和切换小类三级曲目 

选择好大类一级目录和小类二级目录后，按 键进入选择好的类别，故事机开始

播放该类别下的音频内容。播放过程中，用户可通过按 和 键，选择自己所要收听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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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使用遥控器选择和切换故事音频 

参照故事机内容说明书里的 4 位编号曲目列表，在遥控器上的数字键区域直接按所

选曲目所对应的四位编号，再按 键确认，即可播放所选曲目。 

选择曲目后也可在该类别下按 和 键进行上下曲切换。 

1. 循环播放单曲功能 

故事机播放单曲时，在遥控器上按 键，可循环播放该曲目。 

2. 随便听 

故事机在播放故事时，按遥控器上的 键，即进入故事目录下且当前位置为刚才

收听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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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按动 键，大类一级目录依次切换，选择好大类一级目录后，按 或 键

选择小类二级目录，按 键确认，故事机开始播放该类别下的音频内容，可通过 和

键切换三级编号，直至选择到想要收听的内容。 

3. 遥控器快捷键功能 

在遥控器上设置了很多快捷键，用户没有时间看说明书后面的曲目列表时，可以按

快捷键一键直达，选择想听的曲目。 

互动故事 

A. 进入互动故事 

1. 使用遥控器进入互动模式 

通过遥控器上的数字键盘区，按互动故事对应的音频编码，进入互动故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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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操作主机功能按键进入互动故事模式 

按 键切换大类一级目录到互动故事目录，按 键确认，进入到互动故事类别，

故事机开始播放该类别下的互动故事。 

B. 参与互动故事 

在互动故事模式下，听完一个故事后，会有针对本故事内容的判断提问，小朋友通

过主机或遥控器上的 X 键和 键回答问题；按键选择后，故事机会判断正误。 

每个问题思考时间为 20 秒，显示屏显示倒计时，计时完若无应答，会自动播放下

一个故事。 

收藏夹功能 

A. 建收藏夹下的二级目录 

开机状态下通过 USB 数据线将故事机与电脑连接，电脑会出现“可移动磁盘”，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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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可移动磁盘”，可以看到故事机的目录，其中\0 收藏夹为您的自定义目录。 

\0 收藏夹下的二级目录为前两位必须是 01~09 的数字开头的文件夹，其他文字用户

自定义，例如 01 流行经典，02 经典电影主题曲等等。用户需将自己的曲目拷贝至二级

目录文件夹内。 

B. 存放音频文件到收藏夹 

二级目录建好后，用户可对自己喜欢的曲目进行编号，参照其他文件夹内的曲目编

号规则，比如编个 0100XXXX，XXXX 代表歌曲名字。然后把编好号的曲目存放到已分类

好的目录下，就完成了音频的收藏存放。 

温馨提示：故事机支持 mp3 格式的音频文件和 lrc 格式的歌词文件播放。 

C. 播放收藏夹内的曲目 

用遥控器选曲时，直接在遥控器上输入已收藏的歌曲的曲目编号，即可播放选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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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用户可以按遥控器上的 键，即开始播放收藏夹内的音频文件。第一次按

键，默认播放收藏夹内第一个子目录下的内容；再次按 键，开始播放第二个子目录

的文件；依次累加循环播放收藏夹内二级目录的内容。 

播放收藏夹内的曲目时，可参照预存曲目的选曲方式，播放收藏夹里的音频文件。 

D. 给收藏夹的曲目增加语音提示 

收藏的曲目分好二级目录后可以给二级目录添加语音提示。首先在录音功能模式

下，先录二级目录的标题音，再根据预存文件夹内提示音的命名规则，给自己的声音文

件编好名字存放在提示音的文件夹内，用户选曲时选到该类别，就会听到该类别的提示

音，这样选取播放收藏夹内的声音文件时会更加方便。 

音量调节 

按动主机和遥控器上 或 键可增大或减小故事机的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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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和暂停 

1．故事机在播放状态下，按 键可暂停播放，再次按 键继续播放。 

2．暂停超过 3 分钟，故事机自动关机。 

节能播放模式 

故事机在播放状态下，按 键，显示屏灭，故事机进入节能播放模式，且键盘锁

定。再次按 键，显示屏亮起，并提示解锁，按 键解锁后，退出节能播放模式。 

开启背光定时关闭功能（此功能说明见第 16 页背光时间）后，故事机播放过程

中，无按键操作到设定的时间，背光灯关，键盘锁定，故事机自动进入节能播放模式。 

二、收音机模式 

主机功能按键操控 FM 收音机模式 

1. 故事机在其他模式下工作时，连续按 X 键返回至滚动菜单模式，选择收音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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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键确认，即可进入收音机模式开始收听。 

2. 在 FM 播放模式下，长按 + 键可以进行 87~108MHz 全频扫频，会自动按数

字编码顺序储存电台编号。 

3. 在 FM 播放模式下，按故事机的 和 键可切换电台。 

4. FM 模式下可以在特定频率接收具有 FM 发射功能的洪恩点读笔的音频信号。 

5. 按 键退出收音机模式，返回主菜单界面。 

温馨提示：遥控器不支持开启收音机模式。 

三、功能设置 

当故事机在其他模式下工作时，连续按主机或者是遥控器上的 X 键返回至主菜单

下，选择功能设置 ，按 键确认，进入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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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操作遥控器上 和 键或者是主机上的 和 键可选择滚动菜单上可设

置如下四种状态： 

1. 系统时间 

选择系统时间，按 键确认，进入时间设置模式。时间上有黑色底影的状态为可

设置状态，通过操作主机上的 和 键或者是遥控器上的 和 键可调整当前位

置的时间，按 键黑色底影会跳至下一个位置，并将下一个位置切换为活动可设置状

态，以此类推，设置完成后，按 键确认退出系统时间设置。 

2. 背光时间 

在功能设置模式下，选择背光时间，按 键确认，即可进入背光时间设置模式。 

背光时间的设置通过主机上的 和 键或遥控器上的 和 键滚动设置，共

有 4 个级别 0、30、60、120；这 4 个级别值代表的是单位为秒的时间。0 的含义是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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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熄灭，30 的含义是 30 秒内无按键操作，背光灯灭，自动进入节能播放模式。以此

类推，用户可根据自己的习惯选择适合自己的背光灯灭的时间。设置完成后，按 键

确认退出系统时间设置。 

3. 闹钟 

在功能设置模式下，选择闹钟，按 键确认，即可进入闹钟设置模式。 
按主机上的 和 键或遥控器上的 和 键，可设置闹钟（关）或闹钟时

间。闹钟（关）表示闹钟关闭，可以通过按 键切换闹钟的开启和关闭。如选择闹钟

时间，按 键确认，显示屏显示闹钟的设置时间，数字有黑色底色的为活动可设置状

态，用 键可切换时和分的设置，用户可通过按主机上的 和 键或遥控器上的

和 键设置好自己需要的闹钟时间后，再按 键确认，完成闹钟的设置。 

闹钟设置好后，故事机工作状态下，显示屏上会显示闹铃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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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特色闹铃音 

妈妈在闲暇时间，可以和宝宝用故事机录一些有趣的声音，或者是在网上下载一些

有趣的声音，参照预存提示音文件夹内闹钟音频文件形式，制作适合自己和宝宝的特色

闹铃音，让宝宝每一天都开开心心地起床。 

4. 对比调节 

在功能设置模式下，选择对比度调节，按 键确认，进入对比度调节设置模式。 

对比度调节共有 0~20 个级别，用户可通过按主机上的 和 键或遥控器上的

和 键，选择合适的级别，按 键确认即完成设置。 

四、时间模式 

当故事机在其他模式下工作时，连续按 X 键返回至主菜单功能模式选择下，通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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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上的 和 键或遥控器上的 和 键滚动选择出时间模式 ，按 键确认即

可进入时间模式。 

按遥控器上的时间模式按钮 ，可直接进入时间模式。 

时间模式下，显示屏显示以用户设置为基础的当前的年、月、日、星期及时、分。 

按 X 键可返回至主菜单。 

五、录音模式 

进入录音模式 

当故事机在其他模式下工作时，连续按主机或遥控器上的 X 键返回至主菜单功能模

式，选择录音 ，按 键确认即可进入录音模式。 

长按主机上 键，进入魔音模式，再次短按主机上的 键，进入录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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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录音文件 

在录音模式下，通过主机上的 和 键或遥控器上的 和 键滚动可以看到

REC001~REC030，共可以建立 30 个录音文件，选择 REC001，长按 键至显示屏界面上

的圆点闪烁，即可开始录音，录音完成后，按 键即可播放刚录的音。 

以此类推，选择 REC002， 长按 键即可开始第 2 段录音。共可完成 30 段录音。 

播放录音文件 

在录音模式下，通过按主机上的 和 键或遥控器上的 和 键滚动选择要

播放的录音文件，按 键即可播放该录音文件。 

按遥控器上的 键，也可直接进入录音模式，通过遥控器上的 和 键选择出

自己要播放的录音，按 键即可开始播放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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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魔音模式 

进入魔音模式 

当故事机在其他模式下工作时，连续按主机或遥控器上的 X 键返回至主菜单，选择

魔音模式 ，按 键确认即可进入魔音模式。 

长按主机上 键或遥控器上的 键，可快捷进入魔音模式。 

有趣的魔音功能 

在魔音模式下，用户随意发音，故事机可将用户发出的声音略加修饰和变异重播出

来，给生活增加欢乐。 

按 X 键，可退出魔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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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童锁 

定时锁定 

开启故事机的背光定时功能，故事机在工作状态时到设定的时间仍无按键操作，背

光灯关闭，同时故事机功能按键自动锁定。 

手动锁定 

故事机在工作状态下，按主机上的 键或遥控器上的 键，锁定功能按键。 

故事机在锁定状态下，按动功能按键时显示屏会提示按 键或遥控器上的 键

解锁。 

解锁 

故事机锁定状态下，按主机或遥控器上的 键或遥控器上的 键，即可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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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电源开关为“ON”状态时，向上拨动主机机身侧面的小夜灯开关，小夜灯亮

起；反方向拨动，小夜灯熄灭。 

当故事机在工作状态时，通过将外部音频线连接主机侧面的音频输入接口，可使故

事机自动转换到音箱模式，作为音箱使用。 

拔掉音频线，故事机自动返回到故事播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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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机在开机状态时，通过 USB 数据线连接电脑时，故事机界面自动跳转到 USB

下载模式。 

电脑显示连接上可移动磁盘，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下载文件到故事机里。故事

机支持 MP3 音频文件和 lrc 格式的歌词文件，参照添加文件到收藏夹的功能，用户可自

行下载添加音频文件。 

故事机在开机状态下，通过 USB 数据线和电脑连接后，故事机自动开始充电。为保

护儿童安全，充电状态下故事机暂停播放；断开 USB 数据线后，故事机自动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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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使用聚合物锂电池供电，请按照以下规定进行充电操作。充电时间大约为

3～4 小时。完全充满电的故事机可连续使用约 8 小时以上。本产品使用 USB 数据线连

接电脑充电或者连接通用+5V USB 适配器充电。 

USB 线连接电脑充电 

使用本产品附送的 USB 数据线，可连接电脑进行充电。 

充电步骤 

1. 将 USB 数据线一端插入故事机的 USB 接口，再将另一端连接到正在工作的电脑

USB 接口上。 

2. 充电过程中开机状态下，故事机显示屏充电图标 会闪动，表示正在充电；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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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不再闪动时表示充电完成。 

3. 充电完成后，拔下 USB 数据线即可。 

4. 故事机在该模式的充电状态下，会暂停播放音频内容。拔掉连接的 USB 线，故事

机自动关机。 

适配器充电 

请按照说明书的规定，使用本产品附送的 USB 数据线充电。客户也可以购买通用

5V USB 适配器，连接 USB 数据线，对产品进行充电。 

充电步骤 

1. 将 USB 数据线插入故事机的 USB 插口，再将适配器的电源插头插入家用电源插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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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充电过程中可按 键查看充电状态，故事机显示屏充电图标 会闪动，充电图

标 不再闪动时表示充电完成，15 秒后显示屏自动关闭。 

3. 充电完成后，先拔下适配器电源插头，然后再从故事机上拔下 USB 数据线接口。 

4. 故事机在该模式的充电状态下，会暂停播放，为保护儿童的安全，请选择关机充

电。 

电池充电及使用注意事项 

充电过程中请勿将故事机拿在手中。 

不要让儿童进行充电操作，以免发生危险。 

不要把故事机放在密封的袋子中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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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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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电池内置，请勿自行拆卸，如需要更换，请到洪恩授权的客服中心办理。 

1. 内部含有电池等细小零件，需防止孩子误吞，5 岁以下儿童须在家长陪同下使

用。 

2. 当本产品出现过热、冒烟、发出异响或者异味的情况时，请立即关闭电源。 

3. 如有液体、金属导电物体进入机内，有可能因电路短路而造成危险，此时请立即

关闭电源。 

4. 为避免产生危险，请勿自行拆卸。 

5. 请勿将尖细锐角的物体插入扬声器孔，以免造成扬声器损坏。 

6. 内部有电池和电路，不可放入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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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请勿将本产品摔、扔或者用力敲击坚硬物体。 

8. 产品发生故障时，请与当地授权服务中心或洪恩总部客户服务中心联系。 

9. 本产品的适用温度范围为-1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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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清洁时建议使用干布擦拭表面。请勿使用挥发性液体，如汽油或其它有机溶剂

清洗。 

1. 开机没有反应 

请确认电池电量是否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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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音量小 

a. 请确认电量是否不足，并及时充电。 

b. 按主机或遥控器上的 或 键调节音量。 

3. 充电时显示屏不显示充电界面 

请确认 USB 数据线连接是否连接正常。 

4. 开机无声 

请确认产品存储卡内是否有数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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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修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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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问题引起的故障，经本公司查验属实，您将得到我公司为您提供的免费服务。 

2. 全国范围联保 

故事机实行全国联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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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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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获得维修服务。 

拨打客服中心电话 010-58856852，010-58856853，400-678-7007，可以选择维

修机构进行售后服务。 

3. 故障修复时间周期 

当您的机器需要进行维修时，我们将在收到您寄回机器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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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有限责任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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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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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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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不对用户及经销商的特殊、意外或间接损失负责。 

为了向您提供更优质的售后服务，保护您的权益，我公司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进行

监督。 

北京洪恩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 1 号院盈创动力 A 栋 702 

通讯地址：北京清华大学邮局 84-145 信箱  邮政编码：100084 

客服中心：010-58856852 010    58856853    400-678-7007 

网         址：www.hongen.com 

电子邮箱：myreader@honge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