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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平板使用及操作说明 

1.1 硬件的入门 

平板正面按键区主要是电源键、音量键、自

定义功能键。（电源键跟音量减同时按可实现截屏

功能） 

 

正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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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接口与耳麦线接口在平板下部； 

平板背面主要为 SIM 卡槽、SD卡槽、拓展模

块、天线接口等如下图所示（拆卸电池需要将四

个卡扣都向上，安装时向下即可）： 

 

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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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外置天线的安装（N80T 专配） 

N80T 是 N80 系列工业级平板电脑中的厘米

级平板，专门配有一根小型外置天线，组成部分

有螺旋天线、平板支架和转接线，如图所示。 

 

正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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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图 

螺旋天线 

平板支架 

转接线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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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图 

1.3 开机、待机、重启、关机 

1.3.1 开机 

按住电源键 3 秒钟之后，当屏幕有亮光时，

螺旋天线 

平板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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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开，即可开机。 

开机后屏幕将依次出现：手持机图标和设

备厂商标志。 

注意：如果平板已经在使用，而只是机器在

中途进入待机（关闭屏幕），点击电源键，将唤醒

屏幕出现之前运行的界面。 

1.3.2 待机 

待机方法： 

开机状态按住电源键 1 秒，松开手，机器

将待机，屏幕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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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请记住手持机待机只是进入节

电的“休眠”状态。当你想从“休眠”状态开机

时，只需再按电源键 1 秒钟以上的时间。 

1.3.3 重新启动 

重要提示： 

重启平板不能保证所有文件都被保存。  

重启方法： 

长按电源键 4 秒，弹出菜单，选择菜单项“重

新启动”。（揭开后盖拔掉电池五秒钟后，装电池

开机也属于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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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关机 

关机： 

长按电源键 4 秒，弹出菜单，选择菜单项“关

机”。 

1.4 安装和拆卸 SIM 卡、TF 卡 

安装 SIM卡 

1、打开主机电池后盖，顶部左边有俩个卡槽，那

就是手机卡的安装插槽。 

2、把手机卡金属接触面向上，缺口向左，轻推插

入 SIM 卡槽中。  

3、松手后手机卡不弹出，则手机卡安装完毕。 

拆卸 SIM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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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按 SIM 卡，即可弹出。 

安装存储卡 

1、打开主机电池后盖上方右侧接口区的卡槽就是

存储卡的安装插槽。  

2、把存储卡金属接触面向上，缺口方向右，轻推

插入存储卡。  

3、松手后存储卡不弹出，则安装完毕。 

拆卸存储卡 

轻按存储卡，松手即可弹出。 

1.5 如何充电、正确使用锂电池 

为了防止在拔取主电池时的数据丢失，N80

采用可拆卸 3.7V 8200mAh 大容量锂电池，可提供

主机正常工作 10 小时以上。 

电池在出厂时是没有充电的。因此，在使用

之前请务必对其充电。直到完成至少 5 个充电放

电过程才会达到电池的最高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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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池必须在使用前对其充电。充电时长为

8 小时，充电器有过充保护功能。 

重要提示： 

为了延长电池寿命，请在温度为 0～45 度时

对其充电。50%的充电指示对快速充电比较有用,

这时只需一个小时就可以充满。当座充红灯常亮

时候表示正在充电中，当只显示绿灯长亮时表示

充电完成。 

1.6 如何正确使用、保管仪器 

在使用 N80 平板请严格按照操作手册使用。

首次使用，要将设备电量用完，然后充电 8 小时

以上。如果长时间不用仪器，请将设备充满电，

务必存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电池需要每隔一段

时间充电一次，防止电量完全用完，影响电池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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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操作系统简要说明 

2.1 系统主界面 

操作硬件按键开机，系统和厂家标示显示后

进入主界面，进入基本设置和启动相关程序。 

开始菜单界面下程序图标可进行调换。 

1﹑点击开始菜单进入程序界面 

2﹑长按程序图标直到程序弹起，移动程序图标到

开始菜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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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位置信息访问权限 

如果你的安卓设备需要使用 GPS 功能或是使

用带有定位功能的软件,那么就需要设置位置信

息访问权限。 

单击“设置—位置信息”，出现下图，根据图

上提示进行操作即可使用安卓设备本身的 GPS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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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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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电话 

触摸收藏栏或所有应用中电话图标 ，或在锁

屏界面向右滑进入拨号界面都可使用电话功能。 

快速拨号：显示保存在手机中，并收藏的联系人。 

呼出拨号：打开拨号盘后，用虚拟拨号盘输入或

者使用硬键盘输入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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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相机 

打开相机有三种方式：锁屏界面向左滑动屏

幕，触摸相机应用图标，按相机快捷键（屏幕两

侧）。 

拍照模式：左右滑动查看更多拍照模式。 

闪光灯模式：有自动，始终打开和始终关闭三个

模式，默认为自动模式。 

连续录像：打开后可以进行连续多次录像。特殊

拍照效果：触摸 “>” 打开，可选择黑板，负片，

清新等效果。按返回键返回相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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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设置语言 

系统默认显示语言为英文。刷机升级系统版

本或恢复出厂设置后，系统显示语言恢复为默认

设置。 

可放入当地使用电话卡更改，或进入系统设

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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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设置图标 或者 ，步骤如下。最后触

摸选择希望显示的语言，如：中文（简体）。 

 

2.6 WLAN 网络设置 

Wifi 是一种短程无线联网传输技术，它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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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平板电脑在数百英尺范围内接受到无线路由

器所发出的无线信号，并通过这一信号进行互联

网的接入，目前 WiFi 网络在一般的家庭、商场、

机场等地方覆盖率非常高。 

而平板连接 WLAN 网络首先要确认是否能在

无线路由器信号是否能正常工作，并在接收范围

内。 

添加新的 GPRS 连接 

1、点击开始菜单—设置—WLAN--添加网络  

2、填写添加的 WLAN 网络的相应信息。 

3、点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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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休眠设置 

短按 PWR 键将临时关闭屏幕并切换到睡眠

模式，睡眠模式挂起设备关闭屏幕使之进入低耗

电状态以节省电量。当设备空闲一段时间后将自

动进入睡眠模式。 

点击开始菜单-设置-显示,下拉选择“无操作

____后休眠”的时间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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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模式您仍然能接收信息和数据。短按电

源键等将唤醒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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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开发者模式 

如果要进入开发者模式，单击“设置-关于手

机-版本号”，连续点击，会弹出提示，直到进入开

发者选项。 

设置成开发者模式后，单击“设置-开发者选

项-勾选允许模拟定位”。（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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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系统注册 

点击桌面“注册”图标，进入注册界面。注

册界面有机身号﹑PID﹑HID﹑注册码﹑注册类型

﹑有效时间﹑剩余时间以及请输入注册码信息。

可以手动输入注册码，联网的情况下也可以在线

获取注册码注册。 

 

如果剩余时间为 0，表示机器系统注册时间

已过期。过期后，系统 wifi，蓝牙，gps 等功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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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正常工作，请向采购商提供机身号，申请注册

码。 

36 位注册码输入在上图的横线上，如果注册

码中含有 0 字符，表示数字 0，不要误输成字母

O，输入完后点击“注册”按钮，提示注册成功即

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