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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iPAQ Pocket PC
使用手写笔������������������������������������������������������������������������,-.

设置日期和时间����������������������������������������������������������������,-.

设置常住城市和访问城市的时间� ����������������������������,-/

设置日期� ��������������������������������������������������������������������,-/

输入主人信息��������������������������������������������������������������������,-0

重置设备����������������������������������������������������������������������������,-1

执行正常重置� ������������������������������������������������������������,-1

执行完全重置� ������������������������������������������������������������,-1

调整屏幕��������������������������������������������������������������������������,-,�

日常维护��������������������������������������������������������������������������,-,,

2 �� ActiveSync
连接到计算机���������������������������������������������������������������������-�

与您的计算机同步� �����������������������������������������������������-�

更改同步设置� �������������������������������������������������������������-2

复制文件�����������������������������������������������������������������������������-.

安装应用程序���������������������������������������������������������������������-/

备份和还原�������������������������������������������������������������������������-/

同步链接�����������������������������������������������������������������������������-/

发送和接收电子邮件���������������������������������������������������������-0

会议邀请�����������������������������������������������������������������������������-0
用户指南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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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iPAQ Pocket PC

祝贺您购买了 ��������'����系列 �����
��� 使用本指南

可以了解如何安装 �����
���以及 �����
���如何工作

����������
���已包含了您需要的所有软件以及更多其它软

件 可以实现设备的所有功能 下面介绍的软件应用程序已

预装在 ����������
���中 �����
���断电时 不会删除这

些预装的应用程序

在 ����������
���的帮助文件中 可以找到如何使用这些应

用程序的详细信息 要访问这些帮助文件 从 ����� �

� 菜单中敲击 ���� �� 然后选择相应的应用程序

此外  ����!�"
������
���基础 中会提供如何使用

�����
���的说明 要访问 �����
���基础 请进入

	
��� �� 屏幕 敲击 ����� �� ����� ��
用户指南 1–1



初步了解您的 iPAQ Pocket PC
hp iPAQ�� ��

iPAQ Audio 调整麦克风或耳机的音量

iPAQ Backup 备份您的数据 防止因硬件故障 电池没电或

意外地删除而丢失数据

iTask 管理正在运行的任务 并作为启动或关闭程序

的快捷方式 该软件默认情况下分配给

Pocket PC上的第四个应用程序按钮

iPAQ Image Viewer 显示各个图像和播放幻灯片 还可以显示数码

相机存储卡中的图像

诊断程序工具包 对设备运行基本的诊断测试

资源管理器 列出系统配置的详细信息

Bluetooth 支持短距离的无线通信技术 可以在最远 30
英尺 10米 的距离交换信息

Nevo 将 iPAQ Pocket PC转变为易用的通用遥控器
1–2 用户指南



初步了解您的 iPAQ Pocket PC
Microsoft Pocket PC
�� ��

ActiveSync 在 Pocket PC和计算机之间同步信息 使两个位

置都有最新的信息 一定要在 Pocket PC和个人
计算机上同时安装 ActiveSync

ClearType Tuner 调整文本的明暗

MSN Messenger 与在计算机上使用MSN Messenger提供相同的
聊天环境 包括看到联机的好友 收发即时消

息 禁止联系人看到您的状态或向您发送消息

Pocket Excel 创建和编辑工作簿 或查看和编辑在台式机上

创建的 Excel工作簿

Pocket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 Internet 通过同步或连接到 Internet下载
网页

Pocket Word 创建新的文档 或查看和编辑在台式机上创建

的Word文档

Terminal Services Client
终端服务客户机程序

从 Pocket PC使用个人计算机上的程序

Windows Media Player 
9 Series

在Windows Media中播放数字音频文件和视频
文件 或在设备上播放MP3格式

便笺 创建手写的或键入的便笺 绘图和录音

计算器 进行计算和转换货币

联系人 保存最新的朋友和同事的电子邮件和电话列表

连接 将 Pocket PC连接到 Internet和 intranet上 以

便浏览网站 收发电子邮件和使用 ActiveSync
同步信息

任务 跟踪您的任务列表
用户指南 1–3



初步了解您的 iPAQ Pocket PC
日程表 安排约会 会议和其它事件 并设置约会提醒

警报 当天的约会显示在 Today �� 屏

幕上

设置 提供如何设置背景光 时钟 对比度 内存

电源 区域设置 Today �� 屏幕 密

码 声音和通知等的快速说明

收件箱 在 收件箱 中收发 Internet电子邮件 要收发

电子邮件 必须有 Internet服务供应商 (ISP)或
公司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

图片 分别查看各个图片 播放幻灯片或将图片设置

为 Today �� 屏幕的背景

Microsoft Pocket PC
�� ��
1–4 用户指南



初步了解您的 iPAQ Pocket PC
�����

����������
���附带用于在屏幕上敲击或手写的手写笔

Ä�� 为了防止损坏 iPAQ Pocket PC的屏幕 一定要使用随

Pocket PC附带的手写笔或批准使用的替换设备在屏幕上敲击
或手写 如果手写笔丢失或折断 可以在

www.hp.com/products/pocketpc/options订购额外的手写笔

使用手写笔可以执行三项基本操作

��� �轻触屏幕 选择或打开某项 敲击某项后应抬起手

写笔 敲击等同于在个人计算机上使用鼠标单击某项

	
� �将手写笔的笔尖放在屏幕上 在屏幕上拖动某项

直到完成所选操作后再抬起手写笔 拖动等同于在个人计算

机上按 &'�"
键 同时在按下鼠标左键的情况下拖动鼠标

����� �使手写笔的笔尖在某项上保留一小段时间

直到显示菜单 敲击并按住等同于个人计算机上鼠标的右键

单击 敲击并按住时 手写笔的周围会出现一个由红点组成

的圆 指示菜单很快会弹出

���	
��

第一次打开 ����������
���时 会要求您选择时区 设置了

时区后 还需要在设备上设置时间和日期 所有三项设置均

在 �	����&�

��)! 时钟设置 屏幕中 可以同时设置

✎ 在默认情况下 每次使用 ��
���&���连接 ����������
���

和个人计算机时 ����������
���上的时间会与个人计算

机同步
用户指南 1–5



初步了解您的 iPAQ Pocket PC
��������	��
��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 �

�������� �� ����������
�����
� ����

���� 从 	
��� �� 屏幕中敲击 7��'����
��!�
�

��������"���
��� 点击此处设置主人信息

�� 敲击 �
�� ��� 或 �������� ����

�� 敲击��下箭头 然后选择相应的时区

2� 敲击时 分或秒 然后使用上下箭头调整时间

���� 您也可以通过使用手写笔移动时钟的指针调整

时间

.� 敲击 �� �� 或 �� ��

/� 敲击 �� ��

0� 敲击 ���  保存时间

���

,� 从 ����� �� 菜单中 依次敲击 �������� �� �

������ !" 标签 ���
� �# 图标

���� 从 	
��� �� 屏幕中敲击 ��
� �#

图标设置日期

�� 敲击日期旁边的下箭头

�� 敲击左右箭头选择月和年

2� 敲击日

.� 敲击 �� ��

/� 敲击 ���  保存日期设置
1–6 用户指南



初步了解您的 iPAQ Pocket PC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 需要重置时区 时间和日期

� 位置时间 常住城市或访问城市 需要更改

� ����������
���完全断电 删除了所有已保存的设置

� 对 ����������
���执行完全重置

���� 从 	
��� �� 屏幕中敲击 ��
� �#

图标设置时区 时间和日期

�����

您可以通过输入主人信息个性化您的 ����������
��� 要输

入主人信息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 �� 屏幕中敲击 ����� �� ���������

�� ����������
�����
� ����

���� 从 	
��� �� 屏幕中敲击$�%&���

���

�� 敲击'(字段 屏幕底部会出现一个键盘 通过敲击字

符输入您的姓名

�� 敲击键盘上的 	�!键将光标移动到下一个字段

2� 继续输入您要加入的信息

.� 要在启动时显示主人信息 敲击 �"
�����
�����
���"���

��#��������$�����
� )��*+,�-.���� 复

选框

/� 敲击 %
��� /0 标签输入附注

0� 敲击 �� �� 保存信息并返回 	
��� ��

屏幕
用户指南 1–7



初步了解您的 iPAQ Pocket PC
����

������

正常重置有时称作 软重置 执行正常重置将终止所有

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 正常重置不会清除任何程序或保存

的数据

Ä�� 在执行正常重置之前 一定要保存所有��	的的的的数据 因为

正常重置将清除所有��	的的的的数据

要执行正常重置 请执行以下操作

,� 找到 ����������
���背面的1�按钮

�� 使用手写笔轻按1�按钮 �����
���将重新启动

并显示 	
��� �� 屏幕

������

完全重置有时称为 硬重置 如果要从 ;� 中清除所有

设置 程序和数据 则应该执行完全重置

完全重置后 电池将处于禁用状态 只有重新激活电池

才能使用电源按钮

Ä�� 如果执行完全重置 iPAQ Pocket PC将恢复默认设置 并关

闭未记录在 ROM中的所有信息
1–8 用户指南



初步了解您的 iPAQ Pocket PC
要执行完全重置 请执行以下操作

,� 按住设备正面的应用程序按钮 , 日程表 和 2�=�7!�>

同时 使用手写笔按 ����������
���背面的1�按钮

�� 按住所有按键 直到显示的图像逐渐消失 大约 2

秒

�� 松开应用程序按钮和手写笔

✎ 要确认是否已执行完全重置 按+,按钮 如果 �����

�����
���已完全重置 则不会启动

2� 执行以下操作重新激活电池

❏ 将 ����������
���连接到交流电源

或

❏ 使用手写笔按1�按钮
用户指南 1–9



初步了解您的 iPAQ Pocket PC
����

初次打开 ����������
���时 系统会引导您完成屏幕调整过

程 以下情况必须重新调整屏幕

� ����������
���不能对敲击作出准确响应

� 对 ����������
���执行完全重置

要重新调整 ����������
���屏幕

,� 从 ����� �� 菜单中 依次敲击 �������� �� �

������ !" 标签 ������� 23 图标

�� 敲击 ������������ 4523 按钮

✎ 要不敲击屏幕也达到同样的目的 按住�.�向浏览按钮的正中

央 然后按应用程序按钮�, 日程表

�� 敲击每个位置带有十字准线的对象 敲击带有十字准线

的对象时务求精确

2� 敲击 �� ��
1–10 用户指南



初步了解您的 iPAQ Pocket PC
����

要保持 ����������
����处于良好的状态并正常工作 请按照

以下指导进行操作

� 避免将 �����
���放在过潮 过热或过冷的环境中

� 不要将 �����
���暴露在液体或雨水中

� 不要在 �����
���上面放置任何物品 以免损坏屏幕

� �����
���不用时应存放在保护套中

� 要清洁 �����
��� 可以用一块柔软的只蘸过水的湿布擦

拭屏幕和设备表面

� 避免使 �����
���长时间暴露在直射的太阳光或强烈的紫

外线下

� 避免刮伤屏幕表面以及与硬物撞击

� 在屏幕上只使用随 �����
���附带的手写笔或经过认可的

替代品 防止刮伤屏幕

Ä�� 为减少电击的危险或避免对内部部件造成损坏 请不要将液

体直接喷洒到屏幕上或让过多的液体滴入 iPAQ Pocket PC内部 如

果使用肥皂或其它清洁用品清洁屏幕 可能会导致表面涂层褪色并

损坏屏幕
用户指南 1–11



2
	
 ActiveSync

使用 ����!�"
���
���&���可以完成以下任务

� 同步 ����������
���与个人计算机或服务器之间的信息

以便所有位置都包含最新的信息

� 更改同步设置和同步计划

� 在设备和个人计算机之间复制文件

� 将应用程序安装到 ����������
���上

� 备份和还原设备信息

� 同步链接

� 发送和接收电子邮件

� 邀请参加会议
用户指南 2–1



使用 ActiveSync
���� !

 ����!�"
���
���&���与 3&4同步支座�5�充电器 无线红外连

接或 4	%�
��
'配合使用 将 ����������
���连接到计算机

上 有关 ��
���&���与 4	%�
��
'配合使用的详细信息 请

参阅第 1章 使用 4	%�
��
'

✎ 使用 ����!�"
���
���&���将个人计算机上的电子邮件与

����������
���同步时 必须在个人计算机上安装 ����!�"
�

$%
	����81或更高版本 伴侣 ��中包含 $%
	�������� 如

果没有 $%
	��� 可以使用该 ��安装 ����!�"
�$%
	����

����软件 ����
�
����$��

 �&'�����67与 ����������
�

��和 ��
���&���配合89

��
�����

Ä�� 要正确进行同步 应
在您的个人计算机上安装Microsoft 
ActiveSync 然后再将 iPAQ Pocket PC连接到计算机上

在安装 ��
���&���时 可以

� 建立合作关系 这样您就可以与多台计算机同步信息

� 选择要与 ����������
���同步的信息 例如 ���
�
! 联

系人 �	���� 日程表 +�6�? 收件箱 7!�!

任务 :����
�! 收藏夹 :�	�! 文件 @�
�!

便笺 和 ���
A�

✎ 如果选择同步文件 可以将计算机中所选的文件拖放到

����������
���的同步文件夹中 如果在建立合作关系时将

�����
���命名为 ��, 同步文件夹将命名为 ��,

同步时 文件将移动到您的 ����������
���中
2–2 用户指南



使用 ActiveSync
要在个人计算机上安装 ����!�"
���
���&��� 请执行以下

操作

,� 将伴侣 ��插入个人计算机的 ��托盘中

�� 选择安装 ����!�"
���
���&���的链接

�� 按照安装向导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如需更多帮助 可以

在安装过程中单击 ��
���&���的 ���� �� 按钮

安装完成后 您所选择的信息将自动同步

2� 在个人计算机上安装了 ��
���&���之后 使用 3&4同

步支座�5�充电器将 ����������
���连接到个人计算机上

��()*+ (IR)��
与 3&4同步支座�5�充电器上的 3&4连接器建立连接后 如

果您的个人计算机上装有红外端口或红外 3&4适配器 可

以通过红外连接使 ����������
���与计算机同步 红外连接

选项仅适用于装有 ����!�"
�#�����!�81&B #�����!� B

#�����!�����或#�����!�*�操作系统的计算机

要与计算机建立红外连接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使用 3&4同步支座�5�充电器使 ����������
���与计算机

同步

�� 按照计算机生产商的说明安装和设置红外端口

�� 将 ����������
���从支座上取下 使其红外端口与计算

机的红外端口正对 中间没有障碍物 并且相互之间的

距离不超过 ,�英寸 ���.厘米

2� 敲击 ����� �� �����#�������	

�� :; �

�
������#����( <=>?@AB 建立连接 您的设

备将开始同步

.� 要断开连接 将两个设备移开 或敲击 '关闭
用户指南 2–3



使用 ActiveSync
������

您可以更改 ����!�"
���
���&���的同步设置

� 更改 ����������
���与个人计算机或服务器同步的时间

� 更改 ����������
���与计算机的连接类型 例如串行连

接 3&4连接 红外连接

� 选择要与计算机同步的文件和信息

� 选择不需要与计算机同步的文件和信息 例如电子邮件

的附件

� 确定 ���� �����
���上的信息与计算机上的信息之间发

生冲突时的处理方法

要更改同步设置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计算机的 ����� �� 菜单中单击 ��
����� C

D �����
�
�������#�������	

�� :; �����
��

EF

� 在 ���������
�� GHEF 标签上 选择要与计

算机同步的文件和信息

6� 在 ��"��$�� �CIJ 标签上 选择 ����������
�

��与计算机同步的时间

�� 在 ($��� KL 标签上 确定 ����������
���上

的信息与计算机上的信息之间发生冲突时的处理方

法

�� 完成后单击 �� ��

�� 从 )��� MN 菜单中单击 �
������
���������� AB

�� 选择 ���� �����
���与计算机之间支持的连接

类型
2–4 用户指南



使用 ActiveSync
"#$%

使用 ��
���&���中的 &'��
�� O,PQR 和#�����!

资源管理器 您可以将文件复制到计算机中或从计算机中复

制文件

要复制文件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计算机的 ����� �� 菜单中单击 ��
����� C

D �����
�
�������#�����

�� 单击 &'��
�� O,PQR

�� 双击����
� ����� ST �
� ����� 图标

2� 在个人计算机上右击 ����� �� 菜单 然后选择

&'��
�� O,PQR

.� 找到要移动的文件

/� 在 ����������
���和计算机之间拖放文件 ��
���&���

会根据需要对文件进行转换 以便 �����
�$""���应用程

序可以使用这些文件

✎ 将文件直接移动到 ����������
���的 �����%���
! 我的

文档 中或 �����%���
! 我的文档 文件夹内的某个文

件夹中 使 ����������
���上的应用程序可以找到文件
用户指南 2–5



使用 ActiveSync
&'(�)*

要使用 ��
���&��� 从计算机将应用程序安装到 �����

�����
���上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使用 3&4同步支座�5�充电器将 ����������
���连接到个

人计算机上

�� 按照应用程序提供的说明和安装向导操作

�� 查看 ����������
���的屏幕 确定要完成应用程序安装

是否需要执行其它步骤

�+
,-

为了减小信息丢失的可能性 您应该定期将信息备份到计算

机中 有关使用 ����!�"
���
���&���备份和还原信息的详

细信息 请参阅本用户指南�第 2章中的 备份文件

./0�

可以同步计算机 )�#
����� UVW 列表中的网站链接

以便使用 �����
�+�
����
�B?�	����进行脱机浏览

,� 从计算机的 ����� �� 菜单中单击 ��
�����

CD 然后双击 ���������&'��
���图标

�� 单击 )�#
����� UVW 查看您喜爱的网站链接的

列表

�� 要将网站链接保存到 �6�	��:����
�! 移动收藏夹

中 打开该网站 然后单击 ��������
!����)�#
����

XYZ
UVW

如果您选择 :����
�! 收藏夹 作为要同步的信息类

型 ��
���&���会在您下次同步时将您的移动收藏夹

复制到 ����������
���中

2� 按照同步信息中的说明手动同步您喜欢的链接
2–6 用户指南



使用 ActiveSync
12
�3456%

通过使用 ��
���&���将 ����������
���与计算机同步 可

以发送和接收电子邮件 如果使用 ��
���&���发送和接收电

子邮件 正在使用的文件夹名称会显示在屏幕的底部 有关

使用 ��
���&���发送和接收电子邮件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

����������
������	� 帮助 文件中的 +�6�? 收件箱

要访问 �����
���的 ��	� 帮助 文件 从 ����� ��

菜单中敲击 ���� �� ���!
' UN[

789:

可以通过 ��
���&���安排会议并发送会议邀请 请参阅

����������
������	� 帮助 文件中的 �	���� 日程

表 要访问 �����
���的 ��	� 帮助 文件 从 �����

�� 菜单中敲击 ���� �� ��������� �C\
用户指南 2–7



3
���

&'4;

取出 ����������
���的主电池后 即使尝试使用交流电源

设备也无法运行 不过 �����
���内部有一个小的备用电

池 只要您在 ,�分钟以内更换主电池 就不会丢失 ;� 

数据 用户安装的程序和数据 如果从设备中取出电池

的时间超过 ,�分钟 将丢失未保存的 ;� 数据 并且需

要重置设备

建议您]为 ����������
���的电池充足电 然后再进行设

置 并且应定期充电 �����
���需要一些电能来维持 ;� 

中的文件以及时钟 在办公桌上工作时 应始终将 �����
�

��连接到 3&4同步支座�5�充电器上 在外出时 建议您随

身携带交流电源适配器 充电器适配器插头或可选的备用

电池

����������
���附带一块充了部分电的电池
用户指南 3–1



管理电池
要安装可拆卸�5�可充电的电池 请执行以下操作

,� 找到电池

�� 在 ����������
���的背面 将锁定器向左滑动1打开电

池盖 然后将电池盖向外拉 2并从设备上卸下 3
3–2 用户指南



管理电池
�� 将电池插入电池槽 使电池右侧的连接器与插针对齐

1 然后将电池的左侧推入就位 2
用户指南 3–3



管理电池
2� 装回电池盖 方法是将电池盖插入电池盖位置的卡舌中

1 然后合上并锁定电池盖 2

Ä�� 电池盖必须牢固锁定才能使用电池

✎ 如果电池未充足电 必须将交流电源适配器连接到 �����
�

��上 使电池充足电 然后再继续使用 要使电池充足

电 需要大约四个小时
3–4 用户指南



管理电池
<=4;

要从 ����������
���中取出电池 提起电池的左侧 将电池

从设备中取出

Ä�� 由于安装在 iPAQ Pocket PC上的大多数应用程序和数据保存
在内存 (RAM)中 所以 如果电池完全放电或长时间将电池从设备

中取出 就需要重新进行安装

不需要重新安装 iPAQ File Store iPAQ文件仓库 文件夹中安装的

应用程序和数据 因为这些应用程序和数据保存在 ROM中

>4

要为电池充电 请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 交流电源适配器和充电器适配器

� 3&4同步支座�5�充电器和交流电源适配器

�� !"#$%&�'"&$%&'"

标准的交流电源适配器可以使用普通家用电源插座 您还可

以购买能够使用汽车点烟器或 ,�伏电源插座的适配器

Ä�� 请您只使用 HP推荐的交流电源适配器
用户指南 3–5



管理电池
要使用交流电源适配器为 ����������
���充电 请执行以下

操作

,� 将充电器适配器 1插入 ����������
���底部的充电端

口

�� 将交流电源适配器的一端插入电源插座2 将另一端插

入 ����������
���底部的充电器适配器3

�� 当 ����������
���顶部的电源指示灯为恒定的琥珀色

时 则设备已充足电 可以断开交流电源适配器 要

使设备充足电 需要大约四个小时

✎ 电池正在充电时 琥珀色的充电指示灯闪烁 电池充足电

后 该指示灯将恒定 不闪烁
3–6 用户指南



管理电池
�� USB��() / '"&� !"#$%&'"

使用 3&4同步支座�5�充电器可以完成以下任务

� 为 ����������
���充电

� 将 �����
���与计算机同步 有关同步的信息 请参阅

第 �章 使用 ��
���&���

� 如果购买了备用电池 可以为备用电池充电

要使用 3&4同步支座�5�充电器为 ����������
���充电 请执

行以下操作

,� 将交流电源适配器的一端插入电源插座 将另一端连接

到 3&4同步支座�5�充电器的交流电源连接器上

�� 将 ����������
���的底部滑入支座中并用力推入 使其

就位

✎ 电池正在充电时 琥珀色的充电指示灯闪烁 电池充足电

后 该指示灯将恒定 不闪烁
用户指南 3–7



管理电池
✎ 要同时为可选电池和 ����������
���充电 将电池插入支

座 然后将 ����������
���插在电池的前面

如果出现备用电池电量不足的警告 应立即为设备充电 然

后再取出主电池 以避免丢失数据 要查看备用电池剩余的

电量 敲击 ����� �� ��������� �� �������

!" 标签 ��
��� +,

?@4;����

*+ Standby ,- ��

调整 &
��6� 等待 设置可以延长电池使用时间 在处于

等待模式期间 设备将关闭 因此只消耗极少的电量 消耗

的电量用于维持存储在 ;� 中的程序和数据

� 缩短待机时间� �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 如果长时间

使用 ����������
��� 可以选择较短的待机时间

� 延长待机时间� �将缩短电池的使用时间 这部分时间留

作待机时间 如果长时间关闭 ����������
���而又不充

电 可以选择较长的待机时间

有关使用 &
��6� 等待 设置的详细信息 请敲击 �����

�� ��������� �� ������� !" 标签 ��
���

+, 图标 ������!� ^_ 标签 ��������� �� �

���� ��
3–8 用户指南



管理电池
要调整 &
��6� 等待 设置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 �� 菜单中 依次敲击 �������� �� �

������ !" 标签 ��
��� +, 图标

�� 敲击 �����!� ^_ 标签

�� 拖动指针调整待机时间
�

用户指南 3–9



管理电池
��./0��

要更改背景光设置 以便节省更多的电池电量 请执行以下

操作

,� 从 ����� �� 菜单中 依次敲击 �������� �� �

������ !" 标签 �*�� ���"� `ab 图标

✎ 4��	�)'
 背景光 设置也可以通过 �7!�按钮访问 按应

用程序按钮 2�=�7!�> 然后敲击 �������� �� �������

!" 标签 �*�� ���"� `ab

�� 选择以下背景光设置

� 4

��������� 电池电源

� B?
���	������ 外部电源

� 4��)'
��!! 亮度

1�2�3456
789�:;

默认情况下 按 ����������
���正面的应用程序按钮将打

开设备 为了节省电量并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可以禁用

该功能 要禁用应用程序按钮的自动开机功能 请执行以

下操作

,� 敲击 ����� �� ��������� �� �*$��
��

�c �+
� d� 标签

�� 敲击 ,���!����"�����������
��!$��
�� e9f9CD

�g 复选框

�� 敲击 �� ��
3–10 用户指南



管理电池
<8=>"?

要手动监控电池电量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 �� 菜单中 依次敲击 �������� �� �

������ !" 标签 ��
��� +, 图标

�� 敲击 �� ��
用户指南 3–11



4
������

�� Today A� ��

第一次打开 ����������
���时 将显示 	
��� �� 屏

幕 您也可以敲击 ����� �� 然后敲击 	
��� �

� 来显示该屏幕 通过 	
��� �� 屏幕可以查看以

下各项

� 主人信息

� 近期约会

� 未读邮件及未发送邮件

� 需要完成的任务

敲击可以切换
到其它程序 敲击可以改变音量或静音

敲击可以设置 +&�连接或工作连接

敲击可以更改日期和时间

敲击可以设置约会或
查看现有的约会

敲击可以阅读电子邮件

敲击可以创建新项目

敲击可以打开�5�关闭 4	%�
��
'
用户指南 4–1



学习基础知识
@AB�CDB

导航栏位于屏幕的顶部 显示活动的程序和当前的时间

并且可以关闭屏幕 使用 ����� �� 菜单可以选择应

用程序

在每个程序中 使用屏幕底部的命令栏可以执行任务 敲击

%�� hY 可以在当前程序中创建新项目

敲击可以选择最近使用的程序

敲击可以选择程序

敲击可以查看其它程序

敲击可以自定义设置

敲击可以查看联机帮助

@�� 新建 按钮 输入面板按钮

菜单 按钮

操作
4–2 用户指南



学习基础知识
EFGH

导航栏或命令栏上可能会显示以下状态图标 敲击屏幕上的

图标可以查看与该项目有关的更多信息

与个人计算机的连接处于活动状态

与个人计算机的连接处于不活动状态

Microsoft ActiveSync正在同步

扬声器打开

扬声器关闭

iPAQ Pocket PC连接到 USB同步支座 只有存在活动连接

时 该图标才会出现

Bluetooth打开 / 关闭图标 如果 Bluetooth图标呈蓝色 则

表示 Bluetooth处于活动状态 如果 Bluetooth图标呈灰色并
带有红色的 X 则表示 Bluetooth处于不活动状态
用户指南 4–3



学习基础知识
IJKLM

弹出式菜单可以快速对项目执行操作 使用弹出式菜单可以

剪切 复制 重命名和删除项目 还可以发送电子邮件或将

文件传输到其它设备

要访问弹出式菜单 使用手写笔��并�要执行操作的项

目的名称 菜单出现后 敲击要执行的操作 或敲击菜单以

外的任意位置 关闭菜单而不执行任何操作

敲击并按住可以显示
弹出式菜单

敲击要执行的操作

敲击菜单以外的位置可以
关闭菜单而不执行操作
4–4 用户指南



学习基础知识
NOPQ

从 	
��� �� 屏幕中 可以创建新信息 包括

� 约会

� 联系人

� 电子邮件

� B?��	工作簿信息

� 便笺

� 任务

� #���文档

,� 敲击� 或从 ����� �� 菜单中敲击 	
��� �

� �%�� hY

�� 敲击某个选项以创建新项目

�� 创建完新项目后 敲击 �� ��
用户指南 4–5



学习基础知识
7RS Today T UV

在 ���������	
��� ���� 屏幕中 您可以执行以下

操作

� 添加图片作为背景

� 选择看到的信息

� 设置信息的顺序

� 决定何时显示 	
��� �� 屏幕

,� 敲击� 或从 ����� �� 菜单中敲击 �������� �

� �	
��� ��

�� 选中 3!��
'�!����
%���!�
'��6��)��%�� 自定义 今日壁

纸 复选框

�� 敲击 *�
��� ij 从资源管理器中选择图片
4–6 用户指南



学习基础知识
2� 敲击 ����� Fk 标签 选择或重新排列 	
��� �

� 屏幕上的信息

.� 敲击以高亮度显示某个项目

/� 敲击�
#��-� lZ 或�
#��,
�� mZ 更改

项目在 	
��� �� 屏幕上的顺序

✎ 您不能更改 ,��� �n 在 	
��� �� 屏幕上的

位置

0� 敲击与 ��!�	��7����!�������"���������!���
�%!���"�����'�%�!

设备闲置 ���小时后显示 今日 屏幕 复选框关联的

下箭头 确定闲置几小时后显示 	
��� �� 屏幕

1� 敲击 �� ��
用户指南 4–7



学习基础知识
��(�)*

W92�34

从 ����� �� 菜单中可以打开 ����������
���上的任何

应用程序

✎ 您也可以通过为应用程序指定应用程序按钮 使用应用程序

按钮打开

要打开应用程序 请执行以下操作

,� 敲击 ����� �� ���
����� CD

�� 敲击所需的应用程序标题或图标

�2�34XYZ

要使打开的应用程序最小化 敲击屏幕右上角的 '
4–8 用户指南



学习基础知识
[\2�34

应用程序会根据可用内存的情况自动关闭 但是 如果您的

����������
���运行较慢 可以使用 �7!�关闭应用程序或

手动关闭应用程序

�� iTask,-
,� 按 �	�� 按钮 设备右下角的应用程序按钮 2

�� 敲击并按住要关闭的程序

�� 从弹出式菜单中敲击 ��
���	"���	�� op%qr

./,-

,� 从 ����� �� 菜单中 依次敲击 �������� �� �

������ !" 标签 ����
�� st 图标

�� 敲击 ($��������
����� uvTCD

�� 敲击 ��
����� wxyz 或选择特定的应用程序

然后敲击 ��
� yz

✎ 要将某个当前正在运行的程序移到前台 敲击 ����#���

{|
用户指南 4–9



学习基础知识
]^2�34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将应用程序安装到 ����������
���上

� 使用 ����!�"
���
���&���从计算机上安装

� 从 ����������
���上安装 如果应用程序文件的扩展名

为 ��6

� 通过复制扩展名为 ��?�或 ���"的应用程序文件 从 �����

�����
���或计算机上安装

安装应用程序时 应查找适合您的 ����型号或 �����
����

����的版本

� 按照应用程序提供的说明和安装向导操作 从计算机上

安装应用程序

� 在 ����������
���的 :�	��B?�	���� 资源管理器 中敲击

应用程序文件 按照安装向导上的说明将应用程序安装

到设备上

✎ 您的 ����������
���可以处理较大的文件 并且可以将照片

图像调整为屏幕大小

�� iPAQ Image Viewer _`$�abc

de

可以使用 ���.�������������查看文件扩展名为 �6�� �C�)

和 �)�"的图像

使用 +�)��9�����可以完成以下任务

� 制作图像的幻灯片

� 排序和旋转图像

� 调整幻灯片中放映图像的时间间隔

� 设置各种切换效果
4–10 用户指南



学习基础知识
0�12

,� 从 ����� �� 菜单中 敲击 ��
����� CD �

���.�������������

�� 敲击 )��� MN 标签 然后敲击 +

 ��� }~�

�

�� 选择文件后 敲击 �� ��

341256

您可以查看图像大小和类型 摄取日期和修改日期 颜色以

及图像文件的大小

要查看图像信息 请执行以下操作

,� 找到某个图像 通过敲击选中该图像

�� 敲击 ���� �� 然后敲击 ���
�����
��/���
�

����
用户指南 4–11



学习基础知识
7891

默认情况下 将以缩略图的形式显示图像 打开 +�)��

9�����时 将以 	"$�!��������� ��� 的形式显示

图像 这是在 +�)��9�����中打开图像时的默认设置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将视图更改为全屏视图

� 双击缩略图

� 敲击 ���� �� 然后敲击 )$��������� w2

� 敲击 �����)$��������� w2}� 图标

!:;<=

您可以将图像组织在一起制作幻灯片 并控制以下显示

选项

� $����

��� 方向

� D��� 缩放

� +�)���%	�
� 图像质量

� 7��!�
����B""��
 切换效果

� 7����) 间隔时间
4–12 用户指南



学习基础知识
要制作幻灯片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 �� 菜单中 敲击 ��
����� CD �

���.�������������

�� 敲击 �"
� �� 然后敲击 ����$���"
�000 ���

��� 000

�� 选择要放映的图像并修改图像设置

✎ 要更改幻灯片中所有图像的设置 敲击 ���������� wE

按钮

2� 敲击 �� ��
用户指南 4–13



学习基础知识
>?;<=

要保存幻灯片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 �� 菜单中 敲击 ��
����� CD �

���.�������������

�� 制作幻灯片

�� 敲击 )��� MN 然后敲击 ��#���"
���������� �t

���� 或 ��#���"
���������� ��000 ������

t� 000

2� 输入要保存设置的名称和位置

.� 敲击 �� ��
4–14 用户指南



学习基础知识
@A;<=

要打开幻灯片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 �� 菜单中 敲击 ��
����� CD �

���.�������������

�� 敲击 )��� MN 然后敲击 ������"
����������0000

)����� 000

�� 选择放映设置

B12CD�E

要对图像文件排序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 �� 菜单中 敲击 ��
����� CD �

���.�������������

�� 敲击 &��� �� 然后敲击 �
��������� ��J

D

�� 选择排序顺序 您可以按照(� �� ��或�n的

升序或降序排序
用户指南 4–15



学习基础知识
F4;<=

,� 从 ����� �� 菜单中 敲击 ��
����� CD �

���.�������������

�� 制作幻灯片或打开现有的幻灯片

�� 敲击 �"
� �� 标签 然后敲击 ������"
�000 �

��� 000
4–16 用户指南



学习基础知识
2� 选择放映图像的方法 包括���$�����#���� �:�

� �$�
��������#���� �
�� � �$�
������

��#�����1+

�2 �
�� 1�� 2

fgPQ

使用 �����4��%�或 ����!�"
���
���&����4��%�可以备份

和还原 ����������
���上的信息

✎ �����4��%�已安装在 ����������
���中 必须先将

��
���&���安装在个人计算机中 才能使用 ��
���&����

4��%�

为了减小信息丢失的可能性 您应该定期备份信息
用户指南 4–17



学习基础知识
�� iPAQ BackupG)HI / JK

�����4��%�将您的数据保存在备份文件中 您可以指定要

保存的文件的文件名和位置 �����4��%�只备份到内存卡

或 �����:�	��&
���文件夹

在备份或还原信息之前 应关闭 ����������
���上的所有应

用程序

Ä�� 还原信息时 将使用备份中保存的信息替换 iPAQ Pocket PC
上的当前信息

要使用 �����4��%�进行备份�5�还原 请执行以下操作

,� 敲击 或从 ����� �� 菜单中敲击 ��
����� C

D ����.�*�� $�

�� 敲击 *�� $� *� 标签或 (���
�� �� 标签

�� 选择要备份或还原的文件和文件夹

2� 选择备份数据的文件位置

.� 设置备份或还原选项

/� 按 *�� $� *� 或 (���
�� �� 按钮 然后在接

下来的屏幕上按 ����� �� 按钮

�� ActiveSyncG)HI / JK

在备份或还原信息之前 应关闭 ����������
���上的所有应

用程序

Ä�� 还原信息时 将使用备份中保存的信息替换 iPAQ Pocket PC
上的当前信息
4–18 用户指南



学习基础知识
要使用 ��
���&���进行备份�5�还原 请执行以下操作

,� 确保 ����������
���已连接到个人计算机上

�� 从计算机上打开 ����!�"
���
���&��� 从 ����� ��

菜单中 单击 ��
����� CD �

����
�
�� ����#�����

�� 从 	

�� :; 菜单中 单击 *�� $�3(���
��

*��3���

2� 单击 *�� $� *� 或 (���
�� �� 标签 然后选

择适当的选项

.� 单击 *�� $��%
�  ¡*� 或 (���
���%
�  ¡

��

�� iPAQ File Storehij
在 �����:�	��&
���文件夹中可以安装应用程序和保存文件

从 ���� �����
���的 :�	��B?�	���� 资源管理器 中可以访

问该文件夹

存储在 �����:�	��&
���中的应用程序和文件保留在只读存储

器 =;$ >中 即使对 ����������
���执行完全重置或将电

池完全放电 也会保存这些应用程序和文件

要保存到 �����:�	��&
���中 请执行以下操作

,� 复制要保存到 �����:�	��&
���文件夹中的文件

�� 从 ����� �� 菜单中 敲击 ��
����� CD �

)����&'��
��� O,PQR ����,�#��� ST�*

����.�)������
��

�� 粘贴所选的文件

✎ 将文件保存到 �����:�	��&
���文件夹之前 最好确定一下该

文件夹中可用的内存数量 要查看内存的数量 在 �����

�� 菜单上 敲击 �������� �� ������� !

" ����
�� st ���
��������� t¢£ 标签
用户指南 4–19



5
������

Ä�� 为了避免损坏 iPAQ Pocket PC的屏幕 一定要使用手写笔
��在屏幕上使用钢笔或任何类型的金属棒

在任意应用程序中 可以通过敲击键盘输入 也可以使用

��

���;���)��<�� 全拼手写输入  ����!�"
�7��!���6��

全屏手写输入 或 4	����;���)��<�� 块识别器 手写输

入 您还可以在 @�
�! 便笺 应用程序中 以及从

�	���� 日程表 ���
�
! 联系人 和 7!�! 任务

应用程序的 %
��� /0 标签中 使用手写笔在屏幕上绘

制和书写

✎ 在键入或手写时 �����
���建议的文字会出现在键盘 全

拼手写输入或块识别器上方的框中 但在全屏手写输入时不

会出现 您可以更改建议出现的时间 例如 决定在输入

多少个字母后提出建议 和每次建议的文字个数

✎ 应用程序中的问号表示 ���� �� 文件
用户指南 5–1



学习输入方法
BC$DE8FG HIJ�KLMNO

您可以决定

� 是否给出建议文字

� 在输入多少个字母后给出建议文字

� 每次输入建议的文字数

� 如果不需要建议文字 则通过敲击取消选中 &%))�!
�

#���!�#'���B�
����)�7�?
 输入文字时建议文字 旁

的复选框

要更改文字建议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 �� 菜单中 敲击 �������� �� �

���$� ¤¥

�� 敲击/
����
������
� M¦§¨ 标签
5–2 用户指南



学习输入方法
�� 决定键入多少个字母后给出建议 然后敲击与字母关联

的下箭头并选择相应数目

2� 决定建议的文字数 然后敲击与文字关联的下箭头并选

择相应数目

.� 敲击 �� ��
用户指南 5–3



学习输入方法
���PQR

使用手写笔敲击屏上键盘上的字母 数字和符号 直接在屏

幕上输入键入的文本

✎ 要查看符号 请敲击 123或 Shift键

,� 在任何应用程序中 敲击 ���$������� ¤¥©ª 图标

旁的上箭头

�� 敲击 ���!
��� c« 在屏幕上显示键盘

�� 敲击字母 符号或数字输入信息

2� 敲击 �� ��
5–4 用户指南



学习输入方法
�����
 Letter Recognizer
ST��� ��UV

使用手写笔和 ��

���;���)��<�� 全拼手写输入 在屏幕上

写入字母 数字和符号 通过在特定区域手写输入大写字母

=�4�> 小写字母 =6�>和符号 =,��>来创建文字和句子

要使用手写笔和 ��

���;���)��<�� 全拼手写输入 写入内

容 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任何应用程序中 敲击 ���$������� ¤¥©ª 图标

旁的上箭头

�� 敲击 +������(��
���4�� w¬®¤¥

�� 在虚线和基线之间写入字母或符号

� 在标有 �*�的填充标志区内写入字母 以大写格式

显示文本

6� 在标有 �!�的填充标志区内写入字母 以小写格式

显示文本

�� 在标有 567的填充标记区内写入数字或符号
用户指南 5–5



学习输入方法
✎ 请在虚线和基线之间写入字符 以便有效识别输入的字符

� 如果要写 � 这类的字母 应将其上半部分写在虚

线和基线之间 而下半部分则写在基线下方

� 如果要写 6 等字母 应在虚线和基线之间写下面

部分 上面部分写在虚线上方

2� 您写入的内容将转换为文本
5–6 用户指南



学习输入方法
�����
Microsoft Transcriber S
���� ��UV HIJ�KLMN
O

使用手写笔和 ����!�"
�7��!���6�� 全屏手写输入 在屏

幕上写入文字 字母 数字和符号

,� 在任何应用程序中 敲击 ���$������� ¤¥©ª 图标

旁的上箭头

�� 敲击 	�������!�� w2®¤¥ 显示 ��������	
��

���� 全屏手写输入简介 屏幕

�� 敲击 �� ��

2� 敲击屏幕底部的 %�� hY

.� 开始在屏幕上写入 您写入的内容将转换为文本

✎ 要 训练 7��!���6�� 全屏手写输入 熟悉您的书写风

格 敲击屏幕底部的 � 图标显示 �
��
������
� 字母形

状 屏幕 然后按照说明操作
用户指南 5–7



学习输入方法
�����
 Block Recognizer
WXYZ ��UV

使用手写笔和 4	����;���)��<�� 块识别器 写入字母 数

字和符号 在特定区域通过手写字母和数字来创建文字和

句子

,� 在任何应用程序中 敲击 ���$������� ¤¥©ª 按键

旁的上箭头

�� 敲击 *�
� �(��
���4�� ¯°±R

✎ 要获得联机帮助 敲击 �

�� 在标记之间手写文字 字母或符号

� 通过在标有 6� 的标记之间手写字母键入文字

6� 通过在标有 ,�� 的标记之间手写数字或符号

键入数字或符号

您手写的内容将转换为文本
5–8 用户指南



学习输入方法
[��P\#
��

在 @�
�! 便笺 应用程序或 �	���� 日程表 ���
�


联系人 或 7!�! 任务 的 %
��� /0 标签中 象

使用钢笔一样用手写笔在屏幕上绘制或手写

,� 从 ����� �� 菜单中 敲击 %
��� ²³ �

%�� hY

�� 在屏幕上绘制和手写

�� 敲击 ��� ®´ 图标

2� 敲击 �� ��

k<lmnopqhr _`$�abcde

在 @�
�! 便笺 应用程序或以下各项的 @�
�! 附注 标

签中使用手写笔手写时 手写内容将转换为文本

� �	���� 日程表

� ���
�
! 联系人

� 7!�! 任务

要将手写内容转换为文本 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 ����� �� 菜单上 敲击 %
��� ²³

✎ 您也可以敲击 �	���� 日程表 ���
�
! 联系人 或

7!�! 任务 中的 %
��� /0 标签

�� 敲击某个附注将其打开

�� 敲击 	

�� :;

2� 敲击 (��
���4� °±
用户指南 5–9



学习输入方法
✎ 要转换特定的文字或短语 请先高亮度显示 然后敲击

(��
���4� °± 如果选择了多个文字 其中只有一个

未能识别出来 那么将转换所有其它文字 未识别的文字将

保留手写格式

.� 敲击 �� ��
5–10 用户指南



6
���

您可以扩展 ����������
���的内存和连接功能 使用可选的

扩展卡可以完成以下任务

� 通过无线方式连接 +�
����
或网络或者使用缆线连接

+�
����
或网络

� 增加功能 例如数码相机

� 扩展 ����������
���的内存

� 查看内存卡的内容

✎ 扩展卡必须单独购买 未随 ����������
���附带

要了解扩展卡的有关信息 请访问以下 ��网站

www.hp.com/products/pocketpc/options

&']^_

要将 �:卡或 &�卡插入 ����������
���的扩展槽中 请执

行以下操作

,� 找到 ����������
���顶部相应的插槽 要了解插槽的位

置 请参阅随 ����������
���附带的使用入门�文档
用户指南 6–1

www.hp.com/products/pocketpc/options


扩展卡
�� 将 �:卡插入 �:卡扩展槽之前 先将塑料槽盖从 �:卡

插槽中拉出

�� 将扩展卡插入相应的扩展槽中 用力将卡的连接端推入

扩展槽

✎ 如果无法识别扩展卡 请按照扩展卡生产商的说明安装

✎ 要获得更详细的帮助 请参阅 ����������
���上安装的

���� �� 文件 从 ����� �� 菜单中 敲击 ����

�� ��
������
�� AB

✎ 为了避免损耗电能 在关闭 ����������
 ��之前 先将 �:

卡扩展槽或 &�卡扩展槽中的扩展卡取出
6–2 用户指南



扩展卡
<= CF]^_
,� 关闭所有使用该扩展卡的应用程序

�� 利用 �:卡背面的指槽将 �:卡从 �:卡扩展槽中拉出

�� 将塑料槽盖装回 �:卡扩展槽

<= SD]^_
,� 关闭所有使用该扩展卡的应用程序

�� µ�¶· �,£ 1解除卡的锁定 即可将卡从 &�卡扩

展槽中取出

�� 当卡解除锁定并弹出后 2 将卡从扩展槽中拉出

Ä�� SD卡必须在解除锁定后才能取出 如果不这样做 将损坏设

备和卡
用户指南 6–3



扩展卡
`aUb_cUV

使用 :�	��B?�	���� 资源管理器 查看可选 �:卡或 &�卡

上的文件

,� 从 ����� �� 菜单中 敲击 ��
����� CD �

)����&'��
��� O,PQR

�� 敲击���,�#��� ST�* 的根目录 然后选择相应

的存储卡文件夹 �: &�等 查看文件和文件夹的

列表
6–4 用户指南



7
��� Internet

使用 ����������
���可以连接到 +�
����
或工作网络

要使用 +�6�? 收件箱 发送和接收电子邮件以及使用

�����
�+�
����
�B?�	����浏览网站 必须使用 �:调制解

调器卡 &��=&�+$>调制解调器卡 以太网卡或无线

1���,,?卡建立远程连接 或者使用电话或局域网接入

点等支持 4	%�
��
'的设备

✎ 要使用拨号和无线 +�
����
 电子邮件 公司网络以及其它

无线通信 如支持 4	%�
��
'的设备 除了标准无线局域

网 =#��@>基础结构和单独购买的服务合同外 可能还需

要单独购买附加的硬件和其它兼容设备 请与您的服务提

供商核实服务的可用性以及是否覆盖您所在的区域 并非

所有的#�6内容都可以访问 某些#�6内容可能需要安

装其它软件

✎ 有关该主题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 ����������
���上的帮助

文件 方法是敲击 ����� �� ����� �� �

�
������
�� AB
用户指南 7–1



连接到 Internet
���#d�Z_

要使用调制解调器卡连接到 +�
����
 需要一根电话线

一个拨号 +�
����
服务提供应商 =+&�>�+�
����
连接或工作

+�
����
连接以及一块 �:扩展卡

您还必须从 +&�或网络管理员处获取以下信息 电话号码

用户名 密码 域名和 7��5+�设置

✎ 在尝试建立调制解调器连接之前 先将 �:调制解调器卡插

入 ����������
���顶部的 �:卡扩展槽

,� 找到 ����������
���顶部的 �:卡插槽

�� 将塑料槽盖从 �:卡扩展槽中拉出

�� 将 �:调制解调器卡插入 �:卡扩展槽中 用力将卡的连

接端推入扩展槽

� ����������
���上安装了大部分常见调制解调器卡的

驱动程序 因此 应该能够识别您的调制解调器卡

6� 如果无法识别您的调制解调器卡 请按照调制解调

器生产商的说明在计算机上安装调制解调器卡驱动

程序

2� 从 ����� �� 菜单中 敲击 �������� �� �

�
������
�� AB 标签 ��
������
�� AB

图标
7–2 用户指南



连接到 Internet
.� 在 ����������或¸¹��下 敲击º»h4¼½4R

AB

✎ 在更改设置时 要查看任意屏幕上的详细信息 请敲击 �

/� 输入连接的名称 选择调制解调器类型 然后敲击 %�'�

�¾H
用户指南 7–3



连接到 Internet
0� 准确输入要拨的电话号码 然后敲击 %�'� �¾H

1� 输入用户名 密码和域

8� 如果需要输入指定的 7��5+�设置 请敲击 ��#�����

¿À 和 	��3��标签

,�� 选择 3!��!����"���+������!! 使用特定的 +�地址

,,� 输入您的 +�地址
7–4 用户指南



连接到 Internet
✎ 如果您的专用网络不使用动态分配的 +�地址 应向您的网

络管理员索取地址

,�� 敲击 �� �� �)����" §¨

,�� 敲击两次 �� �� 返回 	
��� �� 屏幕

���e�fg

,� 开始之前 一定要准备好服务器的电话号码 用户名和

密码 这些信息可以向网络管理员获取

�� 敲击 ����� �� ��������� �� ��
������
��

AB 标签 ��
������
�� AB 图标

�� 在���/
� �%���
� ST:ÁÂÃ 中建立新的调

制解调器连接 新的 9�@服务器连接或代理服务器连

接

2� 将所需的调制解调器卡插入 ����������
��� 然后开始

连接 并开始使用 �����
�+�
����
�B?�	���� 您的设备会

自动开始连接
用户指南 7–5



连接到 Internet
./0�

可以同步计算机 )�#
����� UVW 列表中的网站链接

以便使用 �����
�+�
����
�B?�	����进行脱机浏览

,� 从计算机的 ����� �� 菜单中 单击 ���������

&'��
���图标

�� 单击导航栏上的 )�#
����� UVW 图标 查看您喜爱

的网站的链接列表

�� 要将网站链接保存到 �6�	��:����
�! 移动收藏夹

中 请打开该网站 然后单击 ��������
!����)�#
����

XYZ
UVW

如果您选择 :����
�! 收藏夹 作为要同步的信息类

型 ��
���&���会在您下次同步时将您的移动收藏夹复

制到 ����������
���中

2� 按照同步信息中的说明手动同步您喜欢的链接

� Internethi
使用 �����
�+�
����
�B?�	���� 可以通过 +�
����
连接在 �����

�����
���上浏览网站 只需在 ������� ÄÅ 栏中键入

地址或 3;� 统一资源定位符 即可

✎ 如果没有其它软件 使用 �7 ��2�� ��7 � 动画 A+:

图像和 E�小程序的网站可能无法通过 �����
�+�
����
�

B?�	����正常浏览
7–6 用户指南



连接到 Internet
要在 ����������
���上输入 +�
����
地址 请执行以下

操作

,� 从 ����� �� 菜单中 敲击 ���������&'��
�����

������� ÄÅ 栏

✎ 如果未打开地址栏 敲击 ���� }� 标签 ���������*��

ÄÅÆ 打开地址栏

�� 在 ������� ÄÅ 栏中输入地址 =3;�>

�� 敲击 8
 ÇÈ 图标

�� Favorites 3jk lm

使用 �����
�+�
����
�B?�	���� 可以通过 +�
����
连接在 �����

�����
���上浏览网站 只需从 )�#
����� UVW 列表中

选择一个网站即可

要从 )�#
����� UVW 列表中选择网站 请执行以下

操作

,� 从 ����� �� 菜单中 敲击 ���������&'��
���

�� 敲击 )�#
����� UVW 图标和您要浏览的网站
用户指南 7–7



8
	
 Bluetooth

此 ����������
���内置了 4	%�
��
'技术 该技术允许短距

离连接 并提供快速 可靠 安全的无线通信

使用 4	%�
��
'技术可以在大约 ,�米 ��英尺 范围内的

两台 4	%�
��
'设备之间 通过无线方式发送信息或执行以

下任务

� 交换联系人 日程表项和任务

� 发送或交换名片

� 传输文件

� 通过 ��
���&���连接与计算机同步

� 与支持 4	%�
��
'的移动电话配合使用 充当无线调制解

调器

� 连接其它 4	%�
��
'设备 虚拟 �$ 端口

� 连接 4	%�
��
'无线局域网 =#��@>

� 使用 4	%�
��
'打印机进行打印

� 创建个人区域网络 =��@> 用来聊天 玩游戏等
用户指南 8–1



使用 Bluetooth
✎ 要使用拨号和无线 +�
����
 电子邮件 公司网络以及其它

无线通信 如支持 4	%�
��
'的设备 除了标准无线局域

网 =#��@>基础结构和单独购买的服务合同外 可能还需

要单独购买附加的硬件和其它兼容设备 请与您的服务提

供商核实服务的可用性以及是否覆盖您所在的区域 并非

所有的#�6内容都可以访问 某些#�6内容可能需要安装

其它软件

n/od Bluetooth
在开始使用 4	%�
��
'设备建立无线连接之前 先花几分钟

时间熟悉以下内容

� 本章中用到的术语

� 支持的服务

� 4	%�
��
'设置

� 4	%�
��
'� �)�� 4	%�
��
'管理器

✎ 要获得更详细的帮助 请参阅 ����������
���上安装的帮助

文件 从 ����� �� 菜单中 敲击 ���� �� �

*�$��

�"
8–2 用户指南



使用 Bluetooth
stud

本章中用到了以下 4	%�
��
'术语

�� ... 	
 ...

Bluetooth邻居或设备组 Bluetooth设备的集合

绑定 配对设备 在您的设备与另一台设备之间建立可信的

连接 一旦创建绑定关系 两台设备便成

为配对设备

可信设备无需验证或授权

服务搜寻 确定与其它设备所共有的应用程序

个人信息管理器 (PIM) 用于管理日常业务任务的应用程序集合

例如 Contacts 联系人 Calendar
日程表 和 Tasks 任务

加密 保护数据的方法

链接密钥 用于安全配对设备的代码

配置文件 Bluetooth设置的集合

设备地址 Bluetooth设备的唯一电子地址

设备名 一台 Bluetooth设备在被另一台 Bluetooth
设备找到后提供给对方的名称

设备搜寻 查找和识别另一台 Bluetooth设备的过程

授权 必须批准连接或活动 才能完成连接或

活动

通行密钥 应其它设备的请求而输入的代码 用于验

证连接或活动

验证 必须验证数字通行密匙才能完成连接或

活动
用户指南 8–3



使用 Bluetooth
(v
wx

4	%�
��
'设备支持的各项功能称为服务 您只能与至少支

持以下一项服务的 4	%�
��
'设备进行通信

� 4�� 基本打印机配置文件

� �3@ 拨号网络配置文件

� :�* 传真

� :7� 文件传输配置文件

� A�� 普通访问配置文件

� ��;� 硬拷贝电缆置换配置文件

� ��� 局域网访问配置文件

� $4B* 对象交换配置文件

� $�� 对象推送配置文件

� ��@ 个人区域网络配置文件

� &�� 串行端口配置文件

� ��
���&��� 使用 &��连接计算机上的 ��
���&���
8–4 用户指南



使用 Bluetooth
�� Bluetooth Settings
Bluetooth��

通过 *�$��

�"��������� *�$��

�"�� 中的标签 可执

行以下操作

� 打开和关闭 4	%�
��
'

� 输入或更改 ����������
����4	%�
��
'设备名

� 设置连接首选项

� 启用 4	%�
��
'服务

� 指定安全设置

� 定义共享和连接的设置

� 选择用户配置文件

� 查看软件和端口信息

您必须使用标签名称右侧的箭头才能在标签之间滚动
用户指南 8–5



使用 Bluetooth
W9 Bluetooth Settings Bluetooth��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图标

�� 从弹出式菜单中敲击 *�$��

�"���������

*�$��

�"��

@A Bluetooth
要从 4	%�
��
'�&�

��)! 4	%�
��
'设置 中打开 4	%�
��
'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图标

�� 从弹出式菜单中敲击 *�$��

�"���������

*�$��

�"��

�� 敲击 	$���
� )� 按钮启用 4	%�
��
'

���� 可以通过以下两种快捷方式打开 4	%�
��
'

� 从 4	%�
��
'弹出式菜单中敲击 	$���*�$��

�"��%

)� *�$��

�"

� 从 7��� 今日 屏幕中敲击 ����� �� �

*�$��

�"�������� *�$��

�"PQR 可以自动

打开 4	%�
��
'
8–6 用户指南



使用 Bluetooth
✎ 敲击 	$���
�� op 按钮可以禁用 4	%�
��
'

✎ 4	%�
��
'打开时 *�$��

�"图标呈蓝色 ����������
���

上左侧的 �B�指示灯呈蓝色闪烁 4	%�
��
'关闭时

4	%�
��
'图标呈灰色并带有红色的 * 无法建立外发连接或

传入连接

✎ 为节省电池电能 建议您仅在使用时打开 4	%�
��
'

��y�	z{z

您可能希望输入或更改可访问性属性 以定义 ����������
�

��与其它 4	%�
��
'设备的交互方式

��LHM

设备名是指其它设备找到您的设备时所见到的名称

要输入设备名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图标 �

*�$��

�"��������� *�$��

�"�� ��������!�����

É��Ê 标签

�� 高亮度显示 %��� (� 字段中的名称 然后输入新

名称

�� 敲击 �� �� 保存您所作的更改
用户指南 8–7



使用 Bluetooth
NO��

您可以确定是所有设备都可以连接到您的 ����������
���

还是只有配对设备可以连接到您的 ����������
���

NOPQLH��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图标 �

*�$��

�"��������� *�$��

�"�� ��������!�����

É��Ê 标签

�� 选择 ���
��
�"�����#������
��
����� ËÌÍÎ�*A

B 然后选择 ������#���� ÏÐ�*

�� 敲击 �� ��

Ä�� 这样 所有设备 甚至是您不知道的设备 都可以连接到您

的 iPAQ Pocket PC 连接设备后 便会在特定设备上应用 Bluetooth 
Settings Bluetooth设置 中指定的安全性设置

NORBLH��

配对设备在每次连接之前 需要先共享并交换内部生成的链

接密钥 链接密钥由 4	%�
��
'设备的唯一地址 一个随机

数字和用户定义的密码生成

该功能只允许您信任的设备连接到 ����������
���

要允许配对设备连接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图标 �

*�$��

�"��������� *�$��

�"�� ��������!�����

É��Ê 标签

�� 选择 ���
��
�"�����#������
��
����� ËÌÍÎ�*A

B 然后选择 ���������#���� 
��� ÑÒÓÔ�*

�� 敲击 �� ��
8–8 用户指南



使用 Bluetooth
NOSTLH30��LH

您可以允许其它设备搜索和查找您的 ����������
���

✎ 如果另一台远程设备知道您的设备地址 那么即使您不选择

可以搜寻您的设备 该设备也可以找到并连接到您的设备

要允许其它设备查找您的设备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图标 �

*�$��

�"��������� *�$��

�"�� ��������!�����

É��Ê 标签

�� 选择 ��"�����#�������������
#����� ÍÎ�*ÉÕ

Ö×S

�� 敲击 �� �� 保存更改

|� Bluetoothwx
您可以选择在以下情况下启用某些服务

� 激活 4	%�
��
'后自动启用

� 您允许连接后

� 正确输入通行密钥或链接密钥后

在传输文件 建立串行端口连接 交换名片信息 配置拨号

网络和加入个人网络时 您可以使用任何一个安全选项
用户指南 8–9



使用 Bluetooth
U/V�WX

您可以允许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连接设备 4	%�
��
'在打

开后即可建立连接

要自动启用服务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图标 �

*�$��

�"��������� *�$��

�"��

�� 敲击要启用的服务的标签 )����	������� MNØ¤

���
�����
��&'�"���� ��ÙÚ ��������
�� Û

vÜ� ,���9$��%���
� ��� ÝÞÂÃ 或 ����
����

%���
� ����#�� ß�ÂÃàrR

�� 选择 &��!������#��� á9àr

2� 确保没有选中 �$�"
��4���
����:$���� âãäå 或

�$�"��������
��;���� ��< âãæç 1�<vèé�2 复

选框

.� 敲击 �� ��

YZ[\]^_`WX

如果选择了必须授权才能访问服务 则每次连接时都必须

进行授权 这时 ����������
���将询问您是否允许连接

要必须授权才能访问服务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图标 �

*�$��

�"��������� *�$��

�"��

�� 敲击要启用的服务的标签 )����	������� MNØ¤

���
�����
��&'�"���� ��ÙÚ ��������
�� Û

vÜ� ,���9$��%���
� ��� ÝÞÂÃ 或 ����
����

%���
� ����#�� ß�ÂÃàrR

�� 选择 �$�"
��4���
����:$���� âãäå

2� 敲击 �� ��
8–10 用户指南



使用 Bluetooth
��")abcdefghi��

要与另一台设备建立安全连接 可以使用通行密钥功能或

已建立的绑定 您还可以对此类安全保护添加数据加密

通行密钥是指应其它设备的请求而输入的代码 用于验证

连接 双方都必须知道并使用通行密钥 否则将无法进行

连接

要必须有通行密钥或绑定关系才能访问服务 请执行以下

操作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图标 �

*�$��

�"��������� *�$��

�"��

�� 敲击要启用的服务的标签 )����	������� MNØ¤

���
�����
��&'�"���� ��ÙÚ ��������
�� Û

vÜ� ,���9$��%���
� ��� ÝÞÂÃ 或 ����
����

%���
� ����#�� ß�ÂÃàrR

�� 选择 �$�"��������
��;���� ��<���:$���� âãæç 1�<

vèé�2

2� 如果希望对设备之间交换的所有数据进行加密 请选择

&�������
��(�:$���� âã»è

.� 敲击 �� ��
用户指南 8–11



使用 Bluetooth
��}~hij

您可以确定其它设备连接到您的 ����������
���时能够访问

哪些文件夹

要设置共享文件夹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图标 �

*�$��

�"��������� *�$��

�"��

�� 敲击 )����	������� MNØ¤ 标签

�� 敲击 )
���� MNW 图标并找到所需的文件夹

2� 敲击 �� ��
8–12 用户指南



使用 Bluetooth
st%�hi

使用配置文件可以在多个环境中快速启用所选的个人设置

jfRkCD

新配置文件不会自动激活 您必须在 �$��������
���� êl

Ó�MN 列表中选择该文件才能将其激活

要创建配置文件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图标 �

*�$��

�"��������� *�$��

�"�� �8������

¾ë 标签 ���
���� Ó�MN 图标

�� 敲击 %�� hY 按钮

�� 输入描述性名称
用户指南 8–13



使用 Bluetooth
2� 选择一个现有配置文件用作模板

.� 敲击 �� ��

lmRkCD

创建新配置文件后 需要激活该文件

要激活配置文件 请执行以下操作

,� 创建配置文件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图标 �

*�$��

�"��������� *�$��

�"��

�� 在 8������ ¾ë 标签中 从 �$��������
���� êl

Ó�MN 下箭头列表中选择该配置文件

2� 敲击 �� ��

3

4

8–14 用户指南



使用 Bluetooth
nRkLk>?oRkCDp

要将 ����������
���的 4	%�
��
'配置设置保存到任何配置

文件中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图标 �

*�$��

�"��������� *�$��

�"��

�� 从 8������ ¾ë 标签中 敲击 ��
���� Ó�MN

图标

�� 从 ���3,��������
����� º»�3�ìíÓ�MN 列表中选

择配置文件或创建一个新的配置文件

2� 敲击 �� ��

.� 设置 ����������
��� 您应该在所有 4	%�
��
'���������
�� 标签中指定所需的连接 共享和安全性设置

/� 敲击 �� �� 关闭 4	%�
��
'��������� �� 这

时将自动保存所作的更改

✎ 4	%�
��
'必须处于)�状态才能保存所作的更改

qRkCDrsM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图标 �

*�$��

�"��������� *�$��

�"��

�� 从 8������ ¾ë 标签中 敲击 ��
���� Ó�MN

图标

�� 从 ���3,��������
����� º»�3�ìíÓ�MN 列表中选

择配置文件

2� 敲击 (����� 1î( 按钮

.� 输入新的描述性名称

/� 敲击 &����键

0� 敲击 �� ��
用户指南 8–15



使用 Bluetooth
t RkCD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图标 �

*�$��

�"��������� *�$��

�"��

�� 从 8������ ¾ë 标签中 敲击 ��
���� Ó�MN

图标

�� 从 ���3,��������
����� º»�3�ìíÓ�MN 列表中选

择配置文件

2� 敲击 ,����� ìí 按钮

.� 敲击 ���  确认要删除配置文件

/� 敲击 �� ��

�� Bluetooth Manager
BluetoothpqZ

使用 4	%�
��
'� �)�� 4	%�
��
'管理器 可以完成以下

任务

� 建立连接

� 显示快捷方式

� 交换名片

� 控制屏上显示
8–16 用户指南



使用 Bluetooth
W9 Bluetooth Manager Bluetooth��&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 �*�$��

�"�

������� *�$��

�"PQR

显示的第一个屏幕为����"
���$�� STïð��

✎ 从 	
��� �� 屏幕也可以访问 4	%�
��
'� �)��

4	%�
��
'管理器 方法是敲击 *�$��

�"图标 然后

从弹出式菜单中敲击 *�$��

�"�������� *�$��

�"P

QR

✎ 打开 4	%�
��
'� �)�� 4	%�
��
'管理器 会自动打开

4	%�
��
'

��_���f

某些任务要求您查找设备并连接该设备 要求您查找设备

时 4	%�
��
'浏览器会通过搜索支持其它 4	%�
��
'设备的

所需功能来为您提供帮助

LHRB

您可以将设备配对 这样 在每次连接之前 设备必须交换

由计算机生成的安全密钥 此安全密钥也称为 链接密

钥 它由 4	%�
��
'设备的唯一地址 一个随机数字和用

户定义的密码生成

两台设备一旦配对 它们就与对方建立了信任关系 并且可

以使用链接密钥进行验证 用户无需输入其它信息 因此

无需用户不断授权 配对设备之间就可以进行连接和活动
用户指南 8–17



使用 Bluetooth
要配对设备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 �

*�$��

�"�������� *�$��

�"PQR

�� 敲击 	

�� :; 然后敲击 ���������#����

ÓÔ�*

�� 敲击 ��� º»

2� 敲击 +

 $� }~ �图标

.� 敲击设备

/� 在 ���� �� <vèé 字段中输入密码

0� 敲击 �� ��

1� 在另一台设备中输入相同的通行密钥

✎ 某些设备 例如移动电话 必须处于某种模式下才能与另

一台设备建立绑定关系 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设备的用户

说明文档
8–18 用户指南



使用 Bluetooth
uvLHRB

您可以解除设备之间的配对关系

,� 在 	
��� �� 屏幕上 敲击 ����� �� �

*�$��

�"�������� *�$��

�"PQR

�� 敲击 	

�� :; 然后敲击 ���������#����

ÓÔ�*

�� 敲击设备名

2� 敲击 (��
#� ìí

.� 敲击 ���  解除配对关系

���rs��

使用 ��
���&��� 串行连接和拨号连接可以与其它 4	%�
��
'

设备进行通信 与移动电话建立伙伴关系 并设置移动电话

所提供的 4	%�
��
'服务

H��P��

您可以标识用于创建ÛvÜ�连接的虚拟 �$ 端口 您可

能需要标识这些用于打印等活动的 �$ 端口

其它设备启动串行连接时 则使用入站 �$ 端口 当您启

动与另一台设备的串行连接时 则使用出站 �$ 端口

要标识通信端口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图标 �

*�$��

�"��������� *�$��

�"��

�� 切换到 ��������
�� ÛvÜ� 标签并敲击

�� 请注意入站和出站 �$ 端口的名称

2� 敲击 �� ��
用户指南 8–19



使用 Bluetooth
O� ActiveSync��
可以与支持 4	%�
��
'的计算机建立 ��
���&���伙伴关系

要建立 ��
���&���连接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 �

*�$��

�"�������� *�$��

�"PQR

�� 敲击 %�� hY 然后敲击 �
����� AB

�� 敲击 ��
���&�������4	%�
��
' 通过 4	%�
��
'进行

��
���&��� 然后敲击 %�'� �¾H

2� 按照连接向导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8–20 用户指南



使用 Bluetooth
O�����

可以像使用物理串行电缆连接一样使用无线 4	%�
��
'串行

端口连接 您必须为将使用该连接的应用程序配置正确的串

行端口

要建立串行连接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 �

*�$��

�"�������� *�$��

�"PQR

�� 敲击 %�� hY 然后敲击 �
����� AB

�� 敲击 B?�	�����4	%�
��
'������� 浏览 4	%�
��
'设备

然后敲击 %�'� �¾H

2� 按照连接向导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

使用拨号网络 =�3@>时 提供拨号网络服务的远程设备和

所连接的远程计算机都必须可以使用电话

可以提供拨号网络的设备包括 4	%�
��
'

� 移动电话

� 台式机

� 调制解调器

��wxyz

要连接到可以使用调制解调器的设备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 �

*�$��

�"�������� *�$��

�"PQR

�� 敲击 %�� hY 然后敲击 �
����� AB

�� 敲击 ������
�
��
'��+�
����
 连接到 +�
����
 然后

敲击 %�'� �¾H

2� 按照连接向导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用户指南 8–21



使用 Bluetooth
✎ 创建了设备的拨号网络快捷方式后 在 *�$��

�"��������

*�$��

�"PQR 中的����"
���$�� STïð��

标签上敲击并按住快捷方式图标 然后敲击 �
����� A

B

.� 敲击 %����
������
� hYAB

/� 敲击 �� ��

0� 在 �
������
��%��� AB( 字段中输入名称

1� 输入电话号码 您还必须根据呼叫的位置 输入国家

地区 代码和区号

8� 敲击 �� �� 开始拨号

✎ 某些移动电话需要设备之间建立绑定关系 请参阅 设备

配对 一节

要连接到 +�
����
并使用 �����
�+�
����
�B?�	���� 必须先从

4	%�
��
'� �)�� 4	%�
��
'管理器 中连接到 4	%�
��
'

电话 要使该连接成为 �����
�+�
����
�B?�	����的默认拨号

连接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 �

�������� �� ��
������
�� AB 标签

�� 敲击 �
������
�� AB 图标 ���#����� ¿À

标签

�� 敲击 �������%���
� � EñÂÃ

2� 从下拉式列表中启用 *�$��

�"���������

*�$��

�"��

✎ 您建立的 4	%�
��
'调制解调器连接只能从 ������
���!�

7!� 连接任务 页的 4	%�
��
'�&�

��)! 4	%�
��
'设置

中查看
8–22 用户指南



使用 Bluetooth
��������

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4	%�
��
'设备 以便共享文件

协同工作或进行多人游戏

要建立个人区域网络连接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 �

*�$��

�"�������� *�$��

�"PQR

�� 敲击 %�� hY 然后敲击 �
����� AB

�� 敲击 E��������!��	���
���� 加入个人网络 然后

敲击 %�'� �¾H

2� 按照连接向导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8"�O���[�

您可以与移动电话建立伙伴关系 然后设置移动电话所提供

的 4	%�
��
'服务

要与移动电话建立伙伴关系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 �

*�$��

�"�������� *�$��

�"PQR

�� 敲击 %�� hY 然后敲击 �
����� AB

�� 敲击 ��
������
'����		��'��� 与移动电话配对

然后敲击 %�'� �¾H

2� 按照连接向导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用户指南 8–23



使用 Bluetooth
��$%

您可以与相连的设备交换信息 可以使用 4	%�
��
'�:�	��

B?�	���� 资源管理器 执行以下操作

� 浏览目录

� 查看文件和文件夹

� 创建新文件夹

� 向远程设备发送文件和从远程设备接收文件

� 删除和重命名远程设备上的文件

NOhi����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 �

*�$��

�"�������� *�$��

�"PQR

�� 敲击 %�� hY 然后敲击 �
����� AB

�� 敲击 4���!��"�	�!���������
�������� 浏览远程设备上的

文件 然后敲击 %�'� �¾H

2� 按照连接向导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hi

,� 敲击并按住文件传输快捷方式图标 然后敲击 �
�����

AB

�� 敲击 )��� MN 然后敲击 �������)���000

òóMN 000

�� 找到要发送的文件

2� 敲击文件以自动发送该文件

.� 敲击 �� ��
8–24 用户指南



使用 Bluetooth
 ¡3�f¢NOhij

,� 敲击并按住文件传输快捷方式图标 然后敲击 �
�����

AB

�� 浏览到新文件夹所在的位置

�� 敲击 )��� MN 然后敲击 ����������
���� XYM

NW

2� 当 %���)
���� hMNW 高亮度显示时输入文件夹

名 然后敲击 &����键

.� 敲击 �� ��

�£¤7¡3�f
hi

,� 敲击并按住文件传输快捷方式图标 然后敲击 �
�����

AB

�� 浏览到文件在远程设备上的位置

�� 敲击该文件

2� 敲击 )��� MN 然后敲击 8�� BU

.� 敲击 �� ��

¥¦¡3�f¢
hi

,� 敲击并按住文件传输快捷方式图标 然后敲击 �
�����

AB

�� 浏览到文件在远程设备上的位置

�� 敲击该文件

2� 敲击 )��� MN 然后敲击 ,����� ìí

.� 敲击 ���  确认要删除所选的文件

/� 敲击 �� ��
用户指南 8–25



使用 Bluetooth
Ftuv��

两台 4	%�
��
'设备之间可以通过电子方式交换名片信息

您可以根据请求决定向另一台设备发送哪些关于您自己的

信息 这些信息来自 �����
�$%
	���中的 ���
�
! 联系

人 列表 默认选项为 @��� 无

要选择名片信息 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 �
������ ô!� 应用程序中创建包含您的姓名

职务和其它相关信息的联系人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图标 �

*�$��

�"��������� *�$��

�"��

�� 敲击 ���
�����
��&'�"���� ��ÙÚ 标签

2� 敲击���!$������������;#����< ST(õ 1#����2

图标

.� 从列表中选择联系人

/� 敲击 �� ��

���� 敲击 @������
�
 新建联系人 创建新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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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Bluetooth
����

使用名片交换 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将名片发送到一台或多台设备

� 向一台或多台设备发出名片请求

� 与一台或多台设备交换名片

您必须设置默认的联系人姓名 才能发送或交换名片信息

您必须先在 ����������	���
�� ����������� 的

��������
����������� ���� 标签上指定默认名片

在传输名片时将以该姓名为默认姓名

����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

����������������� �����������

�� 敲击 ��
������� �� 图标
用户指南 8–27



使用 Bluetooth
✎ 在 *�$��

�"�������� *�$��

�"PQR 中依次敲击

	

�� :; *$������������&'�"���� (õÙÚ

可以打开名片交换

�� 敲击 ���� òó 图标

2� 敲击要向其发送名片的设备

.� 敲击 �� ��

{}M=~�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 F�

*�$��

�"�������� *�$��

�"PQR

�� 敲击 *$����������� (õ 图标

�� 敲击 (�:$��� ö÷ 图标

2� 敲击要向其发出名片请求的设备

.� 敲击 �� ��

��M=

您可以与其它设备交换名片信息 如果能够交换 该设备

的信息将直接发送到 �
� ����$��

 的 �
������ ô!�

列表中

要交换名片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 F�

*�$��

�"�������� *�$��

�"PQR

�� 敲击 *$����������� (õ 图标

�� 敲击 &'�"���� ÙÚ 图标

2� 敲击要与其交换名片的设备

.� 敲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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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Bluetooth
wx��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 �

*�$��

�"�������� *�$��

�"PQR

�� 敲击并按住图标或列表名称 然后敲击 �
�����

AB

�� 敲击 �� ��

�©��EF

您可以查看以下内容

� 连接名称

� 设备名称

� 连接状态

� 连接长度

� 信号强度

要查看连接状态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 �

*�$��

�"�������� *�$��

�"PQR

�� 敲击并按住活动连接图标或列表名称 然后敲击 ����$�

øù

�� 敲击 �� ��

[\��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 �

*�$��

�"�������� *�$��

�"PQR

�� 敲击并按住连接图标或列表名称

�� 从菜单中敲击 ,���
����� ú�

2� 敲击 �� ��
用户指南 8–29



使用 Bluetooth
�©��PQ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 �

*�$��

�"�������� *�$��

�"PQR

�� 敲击并按住连接图标或列表名称

�� 从菜单中敲击 ��
������� ûÊ

2� 敲击 �� ��

����

您可以创建快捷方式来打开和查看所有连接的状态信息

jf����

为一项或多项服务创建快捷方式时并不会建立连接 它只是

将该服务的快捷方式放在 *�$��

�"�������� *�$��

�"P

QR 的 �"
���$� ïð�� 标签上

要创建快捷方式 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 �

*�$��

�"�������� *�$��

�"PQR

�� 敲击 %�� hY 然后敲击 �
����� AB

�� 选择服务类型 然后敲击 %�'� �¾H

2� 按照连接向导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 配对设备均带有复选标记
8–30 用户指南



使用 Bluetooth
t ����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 �

*�$��

�"�������� *�$��

�"PQR

�� 敲击并按住要删除的连接图标或列表名称

�� 从菜单中敲击 ,����� ìí

2� 敲击 ���  确认要删除选定的快捷方式

.� 敲击 �� ��

34����

您可以通过图标方式或列表方式查看快捷方式

,� 从 	
��� �� 屏幕中 敲击 ����� �� �

*�$��

�"�������� *�$��

�"PQR

�� 敲击 ���� }�

�� 敲击 +��� ü\ 或 ��
� �ý

2� 敲击 �� ��
用户指南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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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以下建议解决 ����������
���的问题

�� ���

屏幕上没有

显示

• 确保 iPAQ Pocket PC已打开
• 确保 iPAQ Pocket PC已连接到交流电源适配器和 USB
同步支座 / 充电器上

• 使用手写笔轻按设备背面的重置按钮 对设备进行

重置

我无法保持

电池充足电

• 不用时应始终将 iPAQ Pocket PC连接到交流电源适配
器上

• 在背景光设置中 将滑块移至最低处可节省大部分电池

电能

背景光一直

关闭

• 更改背景光保持打开的时间 并选择在触摸显示屏或按

下按钮时打开背景光的选项

• 在 Backlight Settings 背景光设置 中 延长在不用时

背景光保持打开的时间

我希望在外出

时携带 iPAQ 
Pocket PC

• 备份您的信息
• 通过 CF卡或 SD卡携带备份的副本
• 断开所有外接设备
• 随身携带交流电源适配器和充电器适配器
• 将 iPAQ Pocket PC放入保护套中随旅行箱携带

我希望在出国时

携带 iPAQ 
Pocket PC

确保带有适用于所访问国家 地区 的调制解调器 电缆和

插头适配器
用户指南 9–1



故障排除
我希望将 iPAQ 
Pocket PC送到
修理厂

1. 备份您的信息
2. 断开所有外接设备
3. 将 iPAQ Pocket PC和所有外接设备装入保护包装内
包括客户支持部门要求的任何其它文档或物品

我无法连接到

网络上

• 确保添加了必要的服务器信息
• 确保尝试连接的网络不忙
• 确保为卡安装了正确的驱动程序
• 确保您的用户名和密码正确
• 敲击 Start � > Settings �� > 

Connections �� 标签 > Connections
�� 检查您的连接设置

• 确保 iPAQ Pocket PC所使用的硬件已正确配置并
正常工作

我在尝试打开

Inbox 收件

箱 时出现错

误信息或应用

程序挂起

对您创建的电子邮件服务数有限制

我在 Calendar
日程表 或

Tasks 任务

中尝试录制附

注时出现错误

信息

在 Calendar 日程表 或 Tasks 任务 中尝试使用压缩比

更高的录音格式 例如 8000赫兹 单声道 (.7 KB/s)是支
持的压缩比最高的格式

我要查看当前

日期
1. 从 Start � 菜单中 敲击 Calendar

���

2. 敲击Go-to-Today ���� 图标查看当天的

日期

我无法查看全部

约会

确保创建的约会属于所选的类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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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我无法找到保

存过的文档或

工作簿

Pocket Word和 Pocket Excel只能识别和显示My Documents
我的文档 下一级文件夹内的文档 例如 如果您在My 

Documents 我的文档 下的 Personal文件夹中创建了其它
文件夹 该文件夹中的文件将不会显示

我无法查看使用

计算机上的绘图

应用程序创建的

地图

使用 2001版的绘图应用程序重新创建地图

我的设备总是要

求我输入密码

敲击 Start � > Settings �� > Personal
�� 标签 > Password �� 确保密码设置的配置

符合您的需要

我无法找到另一

台设备发送给我

的文件

检查用于接收文件的默认保存位置My Documents
我的文档

�� ���
用户指南 9–3



故障排除
ActiveSync
有关 ����!�"
���
���&���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第 �章

使用 ��
���&���

�� ���

我无法使用电缆

或 USB同步支
座 / 充电器连接

到计算机上

• 确保已在主机上安装了Microsoft ActiveSync 3.7或更高
版本 然后再将 iPAQ Pocket PC连接到主机上

• 确保iPAQ Pocket PC已连接了同步电缆或已插入USB同步
支座 / 充电器 并且同步电缆或支座已连接到计算机上

• 确保 iPAQ Pocket PC已在同步支座中牢固就位 与支座

的连接器接触

• 如果使用串行电缆 确保该电缆已插入主机的 COM
端口

• 如果使用 USB电缆 确保计算机上运行的是Microsoft 
Windows 98SE Windows Me Windows 2000和
Windows XP 并且安装了Microsoft ActiveSync 3.7或
更高版本

我是在安装
Microsoft 
ActiveSync
之前连接的
iPAQ Pocket 
PC

1. 断开计算机上的 USB或串行电缆
2. 如果您使用Windows 98SE Windows Me Windows 

2000或Windows XP 请卸载 USB或串行设备记录
3. 安装Microsoft ActiveSync 3.7或更高版本
4. 重新连接 iPAQ Pocket PC的电缆或 USB同步支座 / 充

电器

Microsoft 
ActiveSync在同
步时无法找到我

的 iPAQ Pocket 
PC

• 确保设备处于打开状态
• 确保所有电缆均已连接牢固
• 将 iPAQ Pocket PC与USB台式支座 / 充电器或电缆断开

按下��按钮 再将其放回同步支座或连接到电缆上

• 使用手写笔轻按设备背面的��按钮 对设备进行

重置

• 检查个人计算机的 ActiveSync中的 Connection 
Settings ���� 确保您所使用的通信端口处于

活动状态
9–4 用户指南



故障排除
使用Microsoft 
ActiveSync还原
之后 我无法打

开 Inbox 收件

箱 中的电子

邮件

可能需要使用Microsoft ActiveSync将 iPAQ Pocket PC与您的
计算机重新同步 将 Pocket PC中的电子邮件链接到个人计
算机 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第 2章中的 与计算机同步

一节

我试图同步某

个工作簿 但

该文件无法在
Microsoft 
ActiveSync
中使用

Pocket Excel并不支持所有 Excel格式 因此 Microsoft 
ActiveSync无法同步该文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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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Bluetooth
有关 4	%�
��
'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第 1章 使用

4	%�
��
'

�� ���

我无法搜寻另一

台设备

• 试着靠近该设备
• 确保 Bluetooth无线功能已经打开
• 确保没有限制您的设备查看其它设备
• 确保您尝试连接的设备已打开 并且允许其它设备

搜寻

尽管可以找到其

它设备 却无法

与之连接或交换

数据

• 试着靠近该设备
• 确保 Bluetooth无线功能已经打开
• 确保对方设备没有限制您的访问

其它设备无法

找到或连接我

的设备

• 试着靠近该设备
• 确保 Bluetooth无线功能已经打开
• 确保您没有限制其它设备找到您的设备
• 检查 Bluetooth设置 确保您允许其它设备搜寻和连接您

的设备

其它设备无法正

确接收我的名片

信息

• 确保您在 Bluetooth Settings Bluetooth�� 中

正确设置了名片信息

• 检查 Bluetooth Settings Bluetooth�� 确保您

没有限制该功能
9–6 用户指南



故障排除
]^_

有关扩展卡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第 0章 使用扩展卡

�� ���

我无法使 iPAQ 
Pocket PC 识别
扩展卡

• 确保已将扩展卡用力推入 iPAQ Pocket PC
• 确保已将卡插入正确的插槽中

我的卡插不

进去

• 确保插入卡时没有倾斜
• 确保先插入连接区域

我的 SD卡无法
取出

向里推 SD卡 以松开锁定机制 该卡将稍稍弹出 然后即

可很容易取出

iPAQ Pocket PC
无法识别我

的卡

使用手写笔轻按设备背面的��按钮 对设备进行重置
用户指南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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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设备经测试证明符合 :��规则第 ,.部分中关于 4类数字

设备的限制规定 制订这些限制规定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合理

的保护 防止在居住区内安装时造成有害的干扰 此设备会

产生 使用并辐射射频能量 如果不按照说明安装和使用

可能会对无线电通信产生有害干扰 但是 这并不能排除安

装的个别设备产生干扰的可能性 如果发现此设备对无线电

或电视接收产生有害干扰 并且可以通过打开和关闭设备确

定干扰确实存在 用户可以采用以下一种或多种方法来排除

干扰

� 调节接收天线的方向或改变天线位置

� 将本设备远离接收设备

� 将本设备和接收设备连接到不同电路的电源插座上

� 向代理商或有经验的无线电或电视技术人员咨询以便获

得帮助

�8

:��要求用户了解以下规定 如果未经 ���	�

�������

������明确批准擅自变动或修改此设备 将有可能使用户

失去操作此设备的权利

��

必须采用带有金属 ;:+5B +连接器罩的屏蔽电缆连接此设

备 以保证符合 :��规则和规定
用户指南 A–1



管制通告
Hc FCCªH
«¬
®¯°  ±$�a²³
此设备符合 :��规则第 ,.部分的规定 其使用应符合以下

两个条件 =,>此设备不会产生有害干扰 =�>此设备必须能

够承受任何干扰 包括可能导致不良操作后果的干扰

有关产品的问题 请联系

���	�

�������������

���$��4�?�/8������ �	�&
���.��,,�

��%!
����7�?!�00�/8�����

或致电 ,�1���/.��//0�

有关此 :��声明的问题 请联系

���	�

�������������

���$��4�?�/8������ �	�&
���.,�,�,

��%!
����7�?!�00�/8�����

或致电 =�1,>�.,2�����

要识别此产品 请参阅产品上的部件号 序列号或型号

���{~

此产品属于 4类数字设备 符合加拿大干扰设备规定的所有

要求

Avis Canadien
��
������	��%�G��H%�����	��	!!��4���!���
��
�%
�!�	�!�

�?�)����!��%�;I)	����
�!%��	���
G���	�6��%�		�%���%�����
A–2 用户指南



管制通告
��{~

��{~

��/1�
带有 �B标志的产品符合欧共体委员会颁布的 ;J77B规程

=,8885.5B�> B �规程 =185��/5BB�>和低电压规程

=0�5��5BB�>要求

符合这些规程即表示符合以下欧洲标准 括号内为对应的

国际标准和规则

� B@�..����=�+&�;���>� �电磁干扰

� B@�..��2�=+B�/,����2�������2��.��/��1��,,>� �抗电磁干扰

� B@/,��������=+B�/,�������>� �电源线谐波

� B@/,��������=+B�/,�������>� �电源线闪烁

� B@�/�8.��=+B��/�8.�>� �产品安全性

� B7&�������1� �无线电设备的技术要求

� B7&�����1�/或 B@���,�218�,0� �无线设备的一般 B �

要求

本产品可以在所有 B3和 B:7�成员国内使用

 

用户指南 A–3



管制通告
4;���~

Å�� 本计算机含有一个锂离子充电电池组 为减少火灾或烧伤的

危险 请勿拆卸 碾压 刺穿电池 使其外部触点短路 将其投入

火中或水中

Ä�� 如果电池更换不当 可能会有爆炸的危险 请仅使用生产

商推荐的相同或相近型号的电池 请按照生产商的说明处理废旧

电池

请遵守当地的有关法规安全处理 h2200系列中使用的电池 您的

供应商可以向您提供有关当地法规和 / 或现行的电池处理计划方面

的建议

���~

Å�� 为减少人身伤害 电击 火灾或设备损坏的风险 您需要

� 将交流电源适配器插入一个伸手可及的接地电源插座

� 断开设备的电源时 请从电源插座上拔下交流电源适配器 或从

主机上拔下同步电缆

� 不要在交流电源适配器电缆或其它电缆上放置任何物品 将它们

放置妥当 以免被人无意中踩踏或踢到

� 不要拉扯电线或电缆 从电源插座上拔下插头时 应抓住插头

如果是交流电源适配器 则抓住交流电源适配器并从电源插座上

拔下

� 请勿使用家用电器的转换器套件为 iPAQ h2200系列供电
A–4 用户指南



管制通告
����{~

在商用飞机上使用电子设备必须征得航空公司同意

����{~

在某些情况下或某些环境中 无线设备的使用可能是有限制

的 例如飞机航班上 医院里 易燃易爆物附近以及危险地

段内都会限制使用这类设备

如果您不了解使用此设备时所适用的限制情况 请在打开该

设备之前向权威部门咨询使用事项

²³c[´µ�f
�¶�·

此设备会辐射射频能量 但其辐射输出量远远低于 :��无

线电射频辐射量的限制 不过 在设备的正常操作过程中

仍应尽量减少人与天线的潜在接触

�¸¹c[´µ�f
�¶�·

其使用应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此设备不会产生干扰

=�>此设备必须能够承受任何干扰 包括可能导致意外操作

的干扰

认证�5�注册号前面的 +�K 字样只表示该产品符合加拿大工

业部技术规范
用户指南 A–5



管制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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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H%�����
������������L
���!��%��L������!
��G���M��
���

�����
������
�NM�����
����
��"��O�������C%����	����!������

�!
NP�!������!���
��������M��������%!����
��"��O�����

!�!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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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器 Intel® xScale 400 MHz

RAM 随机存

取存储器
64 MB SDRAM 56 MB主内存

ROM 只读存

储器

32 MB ROM

SD I/O插槽 支持 SD内存卡 SD I/O卡

II型 CF卡插槽 支持 I型和 II型 CF卡

显示屏 半透半反式彩色 TFT 240 × 320像素 支持 64K种颜色
.24毫米点距

LED背景光 多级亮度调节

音频 麦克风 扬声器 3.5毫米立体声耳机插孔 MP3立体声
音频插孔

红外 IrDA
和 CIR

IrDA数据传输速率可达 115.2 Kb/ 秒 通用遥控器 (CIR)
用于控制家用娱乐设备 只在某些机型上支持
用户指南 B–1



规格
�q��

����

Bluetooth II类设备 发射功率可达 4 dBm 通常在 10米 30英
尺 范围内

指示灯 三种模式的警报通知

LED指示灯呈绿色闪烁 声音 弹出信息

正在充电 LED指示灯呈琥珀色闪烁
已充足电 LED指示灯呈恒定的琥珀色
Bluetooth处于活动状态 LED指示灯呈蓝色闪烁

电池 可拆卸 / 可充电的 900mAh锂离子电池 以及内部可支撑

10分钟的过渡电池 在更换主电池时维持数据

���� ��

hp iPAQ h2200��
�� ��

长度 4.57英寸 115.4毫米

宽度 2.95英寸 74.0毫米

厚度 0.63英寸 15.4毫米

重量 5.01盎司 142.0克

��

�� ��

温度 工作时 32到 104华氏度 0到 40摄氏度

非工作时 -4到 140华氏度 -20到 60摄氏度

相对湿度 工作时 10到 90% 10到 90%
非工作时 10到 90% 10到 90%

最大海拔高度 工作时 0-15000英尺 0-4572 米

非工作时 0-15000英尺 0-4572 米
B–2 用户指南



()

��
��
���&����,-���2-,0

B?�	��� 资源管理器 ��-.
安装��-�
备份��-/
备份�5�还原�2-,1
故障排除�8-2
还原��-/
连接��-�
使用��-,

4	����;���)��<�� 块识别器 �
.-,��.-1
4	%�
��
'�,-����-�

��
���&���连接�1-��
拨号网络�1-�,
创建快捷方式�1-��
打开�1-.��1-/
发送文件�1-�2
共享文件夹�1-,�
故障排除�8-/
规格�4-�
名片信息�1-�/
配对设备�1-0��1-1
设置�1-.
使用�1-,
属性�1-0
术语�1-�
支持的服务�1-2

4	%�
��
'� �)�� 4	%�
��
'

管理器 �1-,/
�:扩展卡�/-,
:����
�! 收藏夹 列表�0-0
+�
����


连接�0-,
+�
����
地址�0-/
����

:�	��&
����2-,8
+�)��9������,-���2-,�

制作幻灯片�2-,�
备份�,-���2-,0
音频�,-�

�7!��,-�

关闭应用程序�2-8
��

���;���)��<�� 全拼手写输

入 �.-,��.-.
 ����!�"


��
���&����,-����-,
�	��7����7%����,-�
 &@� �!!��)���,-�
�����
�B?��	�,-���8-���8-.
�����
�+�
����
�B?�	�����,-���

�-/

�����
���基础�,-,
�����
�#����,-���8-�

7�����	�&������!��	���
 终

端服务客户机程序 �,-�
用户指南 索引 –1



索引
7��!���6�� 全屏手写输

入 �.-,��.-0
#�����!� �����	����8�

&����!�,-�

便笺�,-�
计算器�,-�
联系人�,-�
连接�,-�
任务�,-�
日程表�,-2
设置�,-2
收件箱�,-2���-0
图片�,-2

 �6�	��:����
�! 移动收藏夹 �
�-/
 ���,-�
@����,-�
;� ��-,���-.���-1

规格�4-,
;$ ��-.

规格�4-,
&
��6� 等待 设置

调整��-1
7��� 今日 屏幕�,-2��,-0��
2-,

创建新信息�2-.
使用�2-,
自定义�2-/

7��!���6�� 全屏手写输入 �
.-0

3&4同步支座�5�充电器��-����-���
�-,

充电��-0
#�����!� ����,-�

A
安装

应用程序�2-,�
安装 ��
���&�����-�
安装电池��-,
安装应用程序��-/

B
帮助

访问�,-,
保养和维护�,-,,
背景光设置��-,���8-,
备份文件�2-,0
��
���&�����-/��2-,1
�����4��%��2-,0

备用电池��-,
充电��-1
电量不足警告��-1

备用电池电量不足警告��-1
拨号网络�1-�,

C
充电

使用交流电源适配器��-.
使用支座��-0

充电器适配器��-/
充电器适配器插头��-,
充电指示灯��-/���-0
重置

完全�,-1��,-,�
正常�,-1

重置按钮�,-1��,-8
存储器
;� �4-,
;$ �4-,
索引 –2 用户指南



索引
D
导航栏�2-�
电池

&
��6� 等待 设置��-1
安装��-,
背景光设置��-,�
备用��-,
充电��-,���-.
故障排除�8-,
规格�4-�
禁用�,-1
取出��-.
使用交流电源适配器充电�
�-.

使用支座充电��-0
手动监控��-,,
为备用电池充电��-1
延长电池使用时间��-1
主��-,

电源指示灯��-/���-0
电子邮件

发送和接收��-0
同步��-�

E
耳机�,-�

F
发送电子邮件��-0

G
故障排除�8-,
��
���&���问题�8-2
4	%�
��
'问题�8-/
电池问题�8-,
扩展卡问题�8-0

规格�4-,

H
红外��-�
规格�4-,

红外线��-�
还原文件
��
���&�����-/��2-,8
�����4��%��2-,1

幻灯片�2-,�
或耳机的音量�,-�

J
基础

学习�2-,
监控电池��-,,
键盘�.-,
将手写内容转换为文本�.-8
交流电源适配器��-2
充电��-.

接收电子邮件��-0
警告

备用电池电量不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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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K
扩展卡
�:�/-,
&�=&�+$>�/-,

故障排除�8-0
内存卡�/-2
取出�/-�
使用�/-,
调制解调器卡�0-,

L
连接

到 +�
����
�0-,
到工作网络�0-,
到计算机��-�

连接到其它设备�1-,8
连接到网络�8-�
连接设置��-2
链接密钥�1-1

M
密码�8-�
名片

交换信息�1-�1
信息�1-�/

命令栏�2-�

N
内存
;� ��-,���-.���-1
;$ ��-.

内存卡�8-,

查看内容�/-2

P
配对设备

设置�1-1
屏幕

调整�,-,�
绘制和手写�.-8

屏上键盘�.-2

Q
取出电池��-.
全拼手写输入�.-.

R
日常维护�,-,,
日期

设置�,-/
软件�,-,
软重置�,-1

S
设备配对�1-,0
设置

日期�,-/
时间 常住城市�,-/
时间 访问城市�,-/

时间

为常住城市设置�,-/
为访问城市设置�,-/

手写笔�,-.
敲击�,-.
拖动�,-.
索引 –4 用户指南



索引
输入方法

4	����;���)��<�� 块识别

器 �.-,
��

���;���)��<�� 全拼手写

输入 �.-,
 ����!�"
�7��!���6�� 全屏

手写输入 �.-,
键盘�.-,

数据

备份�,-�
避免丢失��-1
存储在 ;� 中��-,���-1

数字文件�,-�

T
弹出式菜单�2-2
调整屏幕�,-,�
调制解调器卡

使用�0-�
同步�,-�
电子邮件��-�
更改设置��-2
网站的链接��-/��0-/
与您的计算机��-�

同步支座��-����-����-,���-0
图标�2-�

W
完全重置�,-1��,-,�
网络 连接�0-,
网站

同步链接��-/��0-/
网站的链接��-/��0-/
维护�,-,,

问题

故障排除�8-,
无线 1���,,?卡�0-,
无线连接��-����-�

X
选件

备用电池��-,

Y
移动电话伙伴关系�1-��
以太网卡�0-,
应用程序

安装��-/��2-,�
打开�2-1
关闭�2-8

应用程序按钮�,-����-,�
硬重置�,-1
运输 ����������
����8-�

Z
在屏幕上绘制�.-8
在屏幕上手写�.-8
在外出时携带 ����������
����
8-,

诊断程序工具包�,-�
正常重置�,-1
支座��-����-����-,���-0
主电池��-,
主人信息�,-0
专用网络 连接到�0-.
状态图标�2-�
资源管理器�,-�
自动开机

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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