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使用前注意事项

III. 两种模式

V. 无线指环鼠标模式

鼠标电池应充满电(充电时间为90分钟).

I. 鼠标俯视图

无线指环鼠标说明书

Laser

鼠标下滚轮
(Wheel-Down)

鼠标右键
(Right Click)

功能键
(Function
Key)

充电端口

激光无线鼠标

模式转换键

Air

模式转换

鼠标上滚轮
(Wheel-Up)

鼠标左键
(Left Click)
触摸板(Touchpad)

2.调至悬空（Air）模式后，
将鼠标置于桌面5秒钟.

1.USB接口与电脑连接.

无线指环鼠标

IV. 激光无线鼠标模式

若不按照图示方向进行
连接，指环将容易损坏

II. 充电方法
[连接USB插头]

3.将指环与鼠标相连
Green
LED

1.USB插头与电脑连接.

2.将鼠标调至激光
（Laser）模式.
Touchpad

使用说明

4.将指环戴到食指上.

※ 在悬空模式下点击时，
由于手指移动会导致光标不稳.
因此，常常会引起双击识别
失败，为了防止发生此类现象，
我们设计在点击鼠标后，光
标静止0.4秒左右.

5.可通过移动食指来控制
光标运动.

充电时：绿色LED指示灯开启.
充电完成时：绿色LED指示灯熄灭.

VI. 悬空鼠标控制技巧

3.将鼠标置于桌面上使用.

VII. X/Y自动坐标控制方法

4.利用开/关Touch变换姿势
NoTouch

1.控制光标的简单方法

拇指不接触时，
手部可以任意移动.

利用手指或手腕控制

3sec stop

VIII. 悬空鼠标模式的变换方法
3sec stop

1. Reverse(反转)模式
上下滚轮键与左右鼠标键
的位置能够互相调节.

No Move
Mouse Pointer

拇指若不接触，光标会静止
- 姿势不舒适时，拇指不触碰接触板，
可变换合适的姿势.
- 熟悉此方法后，可以更方便的控制鼠标.

Right click + Function key
1.水平手持鼠标的情况

2.戴在食指上的情况

3sec stop

2. Free（自由）模式
即使不接触鼠标触摸板也
能自由控制光标.

3sec stop

该模式中的功能键有终止
光标任务的作用.

5.通过拇指接触/离开触摸板移动手
通过整个胳膊控制

Left click + Function key

2.手操作半径
大幅度运动手腕，
光标将更容易控制.

根据防抖动设计，
非常细微的光标移
动将被忽略.

3. Sleep(睡眠)模式
3.倒着拿鼠标的情况
让光标移动较长轨迹时，手会感到不便.
小幅度移动

拇指离开接触
器后，变换姿势

小幅度移动

为了节能，若8分钟之内没有
使用鼠标，鼠标将自动转为
睡眠模式.
点击鼠标键或者滚轮键后，
睡眠模式将被解除.

4.戴在左手上的情况

- 悬空（air）模式中通过改变自己的姿势而控制X/Y坐标.
变换姿势之后，若保持鼠标静止3秒，坐标将会自动调节.
- 将放在桌面上的鼠标调节为悬空模式后，再将其戴在手
上时，X/Y坐标可能会暂时紊乱，此时保持鼠标静止三秒
钟，坐标将恢复正常状态.

After 8 min.
3.更为准确的点击方法
在点击时，请勿摇晃鼠标，
稳定食指.

请用大拇指轻轻点击鼠标.

相对于大幅度的移动，通过拇指接触/离开触摸板，
作小幅度的移动将更为便利.
※ 若手指操作娴熟，就能很容易的控制悬空的鼠标.

X.使用微软演示文稿时功能键的用法

IX.附录
1.滚轮的使用方法

同时按住滚轮上下键时，
将开启滚屏功能.

2. 鼠标电池电量不足导致的异常反应
Air（悬空）模式中，
会出现鼠标光标反应迟钝，
光标沿固定方向运动或在屏
幕角落停留等现象。

Battery

功能键

滚轮键可以点击一次，
也可以连击.

※ 这些功能，能在运行微软 PPT的时候使用
Slide Show
(Full Screen)

Pen Mode

3.Air（悬空）模式中，光标反应迟钝的情况
若悬空操作鼠标时，光标停止移动，
根据校正程序，将会自动修正这个错误.

Next Page

将鼠标调至悬空（Air）模式，
将其置于桌面静止5秒，
将会自动执行校正程序.

5 min stop 鼠标调至Air（悬空）模式后，
若将鼠标置于桌面静止5分钟，
校正程序的数据将被鼠标永久存储。
但只有强烈震动鼠标之时执行此方法）.

切换到浏览器上一页

切换到 浏览器下一页

In Internet
Explorer

In Internet
Explorer

※ 功能键的使用方法.

3. 变换为书写模式(功能键x3)
- 在幻灯片播放时快速连击三次功能键
(<0.8秒).
- 点击鼠标左键并移动光标即可开始
书写.

1. Air（悬空）模式，
让鼠标静止.

浏览器打开新页面

显示桌面

In Internet
Explorer

2. 按下功能键后，
可直接按意愿执行操作.
此时让鼠标微微动3到4厘米.

结束当前程序

执行F5键功能
In General Window

Eraser Mode

In air mode

5 sec stop

※ 这些功能 由于利用了Windows的快捷键方式，
因此只能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才能正常使用.

※ 功能键使用方法

1. 播放幻灯片（功能键x1）
- 在微软PPT画面中单击功能键.

Point Mode
(continuously stay) 2. 显示鼠标光标（功能键x2)
- 在幻灯片播放时快速双击功能键
(<0.6秒).
- 鼠标光标不会消失而一直存在.

之后鼠标的红色LED指示
灯会一直闪烁至电量耗尽.

XI. Windows操作系统下功能键的使用方法

Previous Page

4. 变换为橡皮擦模式(功能键x4)
- 在播放幻灯片时快速连击四次功能键
(<1秒).
- 按住鼠标左键并进行擦抹，
可将选定内容擦掉.

5. 翻至下一页
- 若按住下滑轮键或者鼠标左键，
将切换到下一页.

6. 翻至上一页
- 按上滑轮键将切换到上一页.

F5
3. 执行完此操作后即可
放开功能键.

快速单击功能键

打印

全选
※ 如果动作幅度太大，由于手部不稳，
可能会产生错误.
※ 在执行完操作之后若不能快速松开功能键，
期间又有其他的动作，可能会产生错误.
※ 执行以上操作需多加练习.

In General Window

In General Window

Print

General

Options

Print

快速双击功能键
(<0.6 秒)

快速连击功能键三次
(<0.8秒)

XII. 注意事项
- 请勿让本产品被摔、拆卸、脚踏、穿孔、微波泄漏、烧毁、
指标被涂抹、或在其中填充其他异物。
- 请勿将本产品置于潮湿处，避免本产品与粉尘接触。
- 请勿自行修理或改装本产品。
- 请用随机赠送的USB连线与USB插头进行充电。若使用其他
公司产品导致故障或其他问题的发生，本公司概不负责。
- 若长时间使用本产品或经常重复同一动作，胳膊、手、肩膀及
脖颈等处可能会不适，请作适当休息。若在使用本产品时仍旧
身体不适，请及时诊疗。
- 请勿在有爆炸、火灾等危险处使用本产品。
- 电子设备的无线信号可能对其他电子产品造成干扰，
使用时请注意。
- 请勿让儿童将本产品置于口中，请将本产品放置于儿童拿不
到的地方。
- 为避免操作失误，请慎重通过本产品处理机密文件或执行重
要任务。
- 由于本产品可能对心脏起搏器、助听器等医疗装备或器械造
成干扰，使用本产品前请向制造商或医生咨询。
- 本产品的有效使用距离，根据使用环境的不同，多少会有差异。
- 请注意：在乘坐飞机、地铁、车辆等交通工具时使用本产品可
能会造成干扰。
- 在部分操作系统或硬件环境中，部分特定的功能可能无法实现。
- 请勿在温度或湿度变化较大的环境中使用本产品。
- 请勿在本产品上涂抹稀释剂、苯、乙醇等化学药品。
- 为了防止外部碰撞，请保存好随机附赠的配件。

XIII. 产品保证
Product name
Model number
Pruchase date
Billing address

1. 保修期
- 购买之日起两年。
2. 例外事项
在保修期内，发生以下情况，用户应负担一定修理费或进行
有偿退换。
- 在使用时，由于用户过失导致的故障
- 由于碰撞而导致的产品损坏、故障。
- 由于被水侵蚀或被粉尘污染而导致故障。
- 由于没有使用本公司提供的配件而产生的故障。
- 其他由于用户使用不当造成的故障。
- 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产品故障。
3. 产品退换规定
只能在产品购买处办理退换手续，若发生以下情况，
不能办理退换手续。(详情请在购买处咨询)
- 提供的退换产品与当初购买的不符的情况。
- 在移交本产品时产品已损坏的情况。
- 在没有购买凭证的情况下。

Product Data

※ Certifications

M/N: NM930308001
P/N: NRS-NM930308001M
P/N: NRS-NM930308001U
FCCID: YZ8NM930308001M
FCCID: YZ8NM930308001U

RoHS TELEC
REACH CCC

Model number
Use options
Mouse weight
Warranty
Charging duration
Operating time
RF Range
Transmission
Patents
Q&A

nm930308001
Window2000/XP/Vista/7, MAC OS
About 13 g
2 year limited hardware warranty
Some 90 min.
Some 24 hours
Some 10 meters in the opened space
RF 2.4 Ghz
World PCT, Korea, Japan, USA
support@neoreflection.net

