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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简简简 介介介介 

 

欢迎使用培生易学笔！ 

 

一一一一. 配套内容配套内容配套内容配套内容 

 

你的培生易学笔配套已包含以下项目: 

� 易学笔 

� USB 连接线 

� 使用说明书 

� 产品保修书 

� 产品合格证 

� 产品规格 

 

 

二二二二.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提示提示提示提示 

 

为避免损坏你的为避免损坏你的为避免损坏你的为避免损坏你的易学笔易学笔易学笔易学笔或因此而令自己或或因此而令自己或或因此而令自己或或因此而令自己或他人受伤他人受伤他人受伤他人受伤，，，，在使用前请在使用前请在使用前请在使用前请

先详阅以下安全提示先详阅以下安全提示先详阅以下安全提示先详阅以下安全提示。。。。  

 

1.  此产品含有细小零件，不适合 3岁及以下儿童使用。 

2.  儿童应在成人陪同下使用易学笔。 

3.  一般情况下，易学笔毋须在首次使用前充电。 

4.  当低电量讯号出现时 (即红色的状态指示灯亮起) ，请以附设的 USB 连接

线把易学笔连接至计算机的 USB接口充电。 

5.  定期检查 USB接口和 USB连接线，确保没有损坏。 

6.  当发现易学笔损坏时，请立即停止使用，并尽快联络培生易学笔服务维修中

心安排检查。 

7.  不要用过猛的力度来使用易学笔或试图拆开易学笔修理。 

8.  请勿把易学笔放置于猛烈阳光、高热、高压力、潮湿，强静电或强磁场的环

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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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重要通知重要通知 

 

警告警告警告警告：：：：为防止或减少触电的危险为防止或减少触电的危险为防止或减少触电的危险为防止或减少触电的危险，，，，请勿把易学笔放置于潮湿的环境中请勿把易学笔放置于潮湿的环境中请勿把易学笔放置于潮湿的环境中请勿把易学笔放置于潮湿的环境中。。。。 

 

易学笔易学笔易学笔易学笔 

 

1.   若产品因被用户尝试拆除而造成损坏，本公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2.   避免把易学笔放置在猛烈阳光或高湿度环境 (例如浴室)。 

3.   避免把易学笔放置在食物和饮料附近。 

4.  请勿泼洒任何类型的液体在此产品上，因为这可能会破坏产品的功能。 

5.  清洁易学笔前请先拔除连接中的 USB连接线。 

6.  请勿用苯、稀释剂、清洁剂或其它化学溶剂来清洁易学笔的任何部分，因为

这可能会对产品的功能造成永久损害，而该种损害是不包括在保修范围内

的。如有必要，请用微湿的布（冷水）来清洁。 

7.  使用前请先晾干产品。 

8.  避免让产品滑跌。 

9.  切勿试图拆开产品。 

 

USB连接线连接线连接线连接线 

 

1. 只能使用本公司提供的 USB连接线为易学笔充电或从计算机下载档案。 

2. 使用任何非本公司提供的连接线可能会超过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和

其它规定限制的射频能量发射限制。 

3. 必须定期检查用于易学笔的 USB 插槽和连接线，以确保电线、插头等部位

没有受损。若发现连接线有损坏，修复前将不能使用。 

 

电磁干扰电磁干扰电磁干扰电磁干扰 

 

易学笔的正常功能可能会因接触到强力电磁波而受到干扰。若遇到这种情况，只

要用笔尖轻按易学笔上的重设键便可恢复正常运作。若问题仍然存在，请把易学

笔放在其它位置重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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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保护听力保护听力保护听力保护 

 

1.   长期暴露在响亮声音之中，可能会导致永久性失聪。当使用耳机或耳塞时，

建议把易学笔的音量设置在较低的范围，并限定只听取一段短时间。 

2.   若你不能听到周围的人说话，请立即调低音量。 

3.   限定每次聆听 30分钟后便有一段休息的时间。若出现耳鸣或听到模糊不清

的声音，便须立即停止聆听，并尽快检查你的听力。 

4.   在没有使用耳机或耳塞的情况下，请勿把易学笔移近耳朵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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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功能说明功能说明功能说明功能说明 

 

 功能键功能键功能键功能键 描描描描  述述述述 
1 音量键 (增加) 1.   短按本键可把声音往上调 

2.   易学笔会发出 「Increase volume」 的声音，当声音达到最高限度时，易学笔会发出「咇」一声 
2 音量键 (减少) 1.   短按本键可把声音往下调 

2.   易学笔会发出 「Decrease volume」 的声音，当声音达到最低限度时，易学笔会发出「咇」一声 
3 开关键 1.   短按本键以开动或关闭易学笔 

2.   开机时会听到「Hello! Have fun using the Pearson Easy 
Pen!」 

3.   关机时会听到「Goodbye!」 
4 录音键 1.   长按本键 3 秒 

2.   系统会播放提示音：「The pen is now in record mode. Release 

the button and start your recording.」 

3.   松开本键，听到「Record」后，向内置麦克风发声 

4.   再按一下录音键停止录音，易学笔会发出「咇」一声 

1 

2 

3 

4 

5 

6 

7 

8 

9 

1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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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当再次按录音键时，上次的录音纪录便会被改写 
5 播放键 1. 短按本键可播放最近一次录音片段 

2. 再次按下可重听录音片段 
6 耳机插槽 可连接耳机 
7 USB插槽 可用附设的 USB连接线把易学笔接驳至计算机的 USB接口 
8 喇叭 高性能音效播放器 
9 状态指示灯 可发出红或绿光，配以不同的的闪烁频率来显示易学笔的各种不同状态 
10 重设键 用笔尖轻按可重设易学笔，恢复正常运作 
11 麦克风 用作录音 

 

1. 电池与电源 

 

� 内置锂离子充电电池。 

� 无需使用其它电池。 

� 充电时，易学笔不能操作。 

� 当电量不足时，状态指示灯会呈红色，并会闪烁约 15秒和发出连续的

「咇」声，然后自动关机。 

� 易学笔的完整充电时间约 3小时。  

� 完全充电的易学笔能连续操作 2小时 (在预设音量之下)。 

� 易学笔在 10分钟闲置后将会自动关闭，你会听到「Goodbye!」。 

 

2. 音量 

 

� 共有七个音量级别。 

 

3. 录音 

 

� 录音时限: 5分钟。 

� 当时间到了，录音便会停止及发出「咇」一声。 

� 易学笔只储存最新一段录音档。 

� 录音时，状态指示灯会呈红色及缓慢闪动 (频率约为每秒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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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播放 

 

� 易学笔只播放最新一条录音档。 

� 按开关键或录音键可停止播放。 

� 播放时，状态指示灯会呈红色及快速闪动 (频率约为每秒 8次)。 

 

5. 状态指示灯 

 

� 启动模式 状态状态状态状态 灯号显示灯号显示灯号显示灯号显示 易学笔启动时 绿灯快速闪动 (频率约为每秒 8次) 点击文字或图画时 绿灯快速闪动 (频率约为每秒 8次) 录音时 红灯缓慢闪动 (频率约为每秒 1次) 播放时 红灯快速闪动 (频率约为每秒 8次) 备用中 绿灯缓慢闪动 (频率约为每秒 1次) 电量不足时 红灯亮着 
 

� 充电模式 状态状态状态状态 灯号显示灯号显示灯号显示灯号显示 刚易学笔连接到计算机时 绿灯快速闪动，为时 2秒 (频率约为每秒 8次) 数据传输中 绿灯快速闪动 (频率约为每秒 8次) 备用中 绿灯缓慢闪动 (频率约为每秒 1次) 充电中 红灯亮着 充电完毕 红灯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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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使用开始使用开始使用开始使用 

 

一一一一.    易学笔充电方法易学笔充电方法易学笔充电方法易学笔充电方法 

 

1. 一般情况下，在首次使用易学笔前毋须预先充电。当电量不足时，状态指示

灯会呈红色，请以附设的 USB连接线把易学笔连接至计算机的 USB接口。 

2. 当易学笔充电完毕时，状态指示灯会由红色转为绿色。 

 

二二二二.    预备使用易学笔预备使用易学笔预备使用易学笔预备使用易学笔 

 

1. 按开关键以启动易学笔。 

2. 在开始阅读图书前，先用易学笔点击封面上的易学笔 图标，加载该图书

的相关数据。 

3. 点击内文开始阅读。 

4. 除了点击文字和图画外，你还可以点击书中不同的图示，例如播放故事、歌

曲和玩游戏。 

 

三三三三.    易学笔的阅读模式易学笔的阅读模式易学笔的阅读模式易学笔的阅读模式 

 

1. 易学笔的预设状态是阅读模式。 

2. 点击词语和句子可聆听标准英文发音。 

3. 点击图画可聆听标准英文发音或其它音效。 

4. 点击不同的图示可播放故事、歌曲和玩游戏。(有关各项图标的功能，请参

阅封底的介绍。) 

 

四四四四.    易学笔的游戏模式易学笔的游戏模式易学笔的游戏模式易学笔的游戏模式 

 

1. 点击游戏图标开始进行游戏模式。 

2. 按照声音指示，用易学笔玩游戏。 

3. 退出游戏模式有以下 3种方式： 

�  点出所有正确答案，并完成游戏。当游戏完成后，你会听到「Game 

Done!」或「End of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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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连续点击 5-20次，仍未找到答案，游戏模式会自动切换成阅读模式。

此时，你亦会听到「Game done!」或「End of game!」 

� 点击封面上的易学笔图标重设至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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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检修故障检修故障检修故障检修 

 

下面是一些常见故障的可能成因和修复建议。请勿尝试自己把产品拆开及修理。

这会导致产品保用失效。若问题仍然存在，请致电我们的技术支援热线。

 

 征状征状征状征状 修复修复修复修复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按下开关键后没有反应 � 确保易学笔已完全充电 

� 尝试用 USB连接线把易学笔连接到你的计算机 点击书中内容时没有反应 � 确保所用的图书是正确的 

� 确保书页上没有尘埃 

� 关闭易学笔，然后再重新开启 

� 尝试再次把相关的档案汇入易学笔内 

� 按重设键 

� 用「培生易学笔汇入工具」同步更新软件 突然失去讯号或声音 � 关闭易学笔，然后再重新开启 

� 确保易学笔已完全充电 

� 尝试再次把相关的档案汇入易学笔内 

� 调校声量 

� 按重设键 

� 用「培生易学笔汇入工具」同步更新软件 易学笔没法开启或没有反应 � 确保已按下开关键 

 

 

产品的细节可能会因应可靠性、设计或功能上的改善而作出变更，若遇此情况，

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